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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kets are required for entry.  Formal Attire 
 

Please kindly reply to Dr. Moses Chang at mchang1950@gmail.com 

Meal selection: Steak/ Salmon/Mix Vegetable 

Minister 

Mixed Veg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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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heng (Simon) Chang, Minister,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PhD in Civil Engineering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Simon was a professor in Civil 

Engineering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rector of Planning &  Evaluation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Vice  President  at  Acer e-Business  Group,  and  
more  recently  Regional  Director  of  Hardware Operations at Google Inc. 

 

 

Since 2000, Simon has engaged in the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of data center and 
value-add services management at Acer for over 10-years. In 2010, Simon became 
the Regional Director at Google overseeing the data  center  and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s  of  Google  in  Asia.  Overall Simon has made noticeable contributions to 
cloud computing in Taiwan. 

 

 

As the first Cabinet member with solid portfolio from the IT industry, Simon joined 
the government in 2012. Being the cross-agency minister designated to review and 
coordin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t national level, he was placed as next to 
the Premier in leading the Boar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has also taken on the 
added roles as the convener of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itiative Committee, and the governmen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and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since 2012. 

 

 

In 2014, Simon was appointed the Minister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n this 
position, Simon is responsible to continue the momentum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foster the research result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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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善政：台灣科技目標 小而美 
2014 年 7 月 30 日, 世界日報-紐約, 記者魏碧洲 、 朱蕾 ／ 紐約報導 

 

中華民國科技部長張善政認為，近年台灣近年留學生減少，另方面是反映出台灣高等院校

師資已經國際接軌，使學生不需遠赴海外也可就地深造，副作用是缺乏時刻變化的國際人脈。

為此他在今年 3 月接任原來的國家科學委員會改組升格成國家科技部的第一位部長後，立即率

團來美，為台灣科學科技界重拓新境，建立矽谷人脈。 

就矽谷而言，天天都開發出新產品，但立即被韓國買走，「台灣根本沒有機會發言」。他

接受在矽谷的資深科技前輩建議，成立「矽谷台灣天使群」， 再在矽谷成立創投灘頭堡，補起

台灣與矽谷間的斷層。資金由台北出，台灣則派出一批年輕人到矽谷的「魔鬼營」汲取退而不

休的創投大老的經驗，「只要台灣派年輕人來，就會把畢生的經驗與人脈傳承給他們」。 

今年 60 歲的張善政畢業於台灣大學土木系，陸續取得史丹福大學碩士與康乃爾大學土木

博士後返台大任教，隨後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Google 亞洲區硬體管

理協理，再被馬英九延攬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今年 3 月接首任科技部部長。由於他在產官學

界的資歷，被視為今天能把學術白塔裡研發的結晶，交給業界變成生財利器的尖端科學。談到

台灣的科學研究在國際領域中的強項，張善政指出以台灣的資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都有獨到

強項。他舉台灣的氣象研究為例，台灣對年年都對產生颱風的西太平洋環流有獨到研究。飽受

颱風之害的菲律賓沒有財力做精密氣象科學研究，一般颱風又衝不上緯度高的日本地區，台灣

成為最有能力也有必要研究環流的學術平台，是國際對西太平洋大氣與洋流整體研究的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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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環。張善政日前應邀出席在法拉盛喜來登大飯店舉行的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年會，以「領

航台灣科技，面對挑戰」為題演講，並於會前接受本報專訪。談到中國大陸「華為」、南韓

「三星」的巨大挑戰，張善政表示，提到台灣產業科技發展，應朝「小而美」，要專精，要有

特色，不可能樣樣都要。在談到成立創投基金模式，張善政指出，南韓三星是民間企業但有政

府強力支持，以色列則是由國家主權基金為後盾，台灣遵守現行法令，將採取傾向南韓模式的

中間模式。在台北駐美代表處科技組安排下，張善政率領的台美雙邊科技合作會議代表團 28

日起在華府，與美方官員與對口機構舉行三天會議，討論多項雙邊科技合作，強化台美科技合

作互動與深度，與國家科學基金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等機構互動，美方與會人士多達 60 多

人，是歷年來規模最大的台美科技會議。張善政表示希望此行能重新搭建台美學術科技研究機

制，重點接續雙方合作研究，期望一段時間內有所成果。 

 
 

 
 

台灣科技 要靠 小而美 突圍 
中華民國科技部長張善政美東演講 談發展策略 

2014 年 7 月 27 日, 世界日報-紐約, 記者朱蕾 ／ 紐約報導 

 

中華民國首任科技部部長張善政 26 日晚在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年會上以「領航台灣科技，

面對挑戰」為題演講指出，面對世界激烈科技競爭，台灣科技現階段策略是走「小而美」方

針，產官學全力評估具有潛力項目，全力提升台灣科技的尖端研發。 

具有深厚產業與學術背景的張善政舉例指出，最近台灣五人公司開發的電話來電詐騙辨識

手機應用軟體被以色列以 2 億美元購下，另一具有防止骨質疏鬆的藥品技術也被專利買斷，都

說明台灣研發與市場結合的強大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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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今年 3 月由原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升格為科技部的首任部長，獲有康乃爾大學土木學

博士學位的張善政將率領台灣尖端學者業界下周在華府出席由台北駐美代表處科技組安排的美

方產學會議，確定雙方研發機構的先進合作方向。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章文樑、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周家蓓、紐約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張景南、北美世界日報總管理處總經理兼紐約社社長楊仁烽、總編輯翁

臺生等和百餘位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學者專家在法拉盛喜來登大飯店聆聽張善政的精彩演講。 

張善政指出，以市場規模而言，台灣科技產業不會與華為或三星相抗，而應走介於國家主

權基金的以色列，與南韓民營三星的模式之間的道路。張善政也表示，台灣目前存在學界和業

界聯繫不夠的現象，他的首要責任是增強及加深學校和科技產業之間的關聯性，使學校中的智

慧和研究成果能夠充分發揮到產業界。張善政表示，學術研究是創新的基礎，應該引起重視。

科技部的發展方向為加強最上游的學術研究和最下游的產業研究的聯繫，並將科技和人文進行

更好地結合。張善政重點談了科技和人文社會的關係，「科技的快速發展一定會對人文社會產

生衝擊，例如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之前做情緒感染時，有人認為這是侵犯個人隱私。因此

快速發展科技的同時，人文、社會、法律等各層面都要考慮到，減輕科技產生的副作用；科技

發展產生的副作用也要依靠人文社會來解決。同時，科技對人文、藝術等起到促進作用，能夠

幫助人文社會進行更好、更新地創作，特別是年輕一輩，在運用高科技上具有很高的能力。」

張善政此次訪美僅在紐約短暫停留，今(27)日將前往華府參加中華民國科技部科技組的工作會

議，於下周一開始的為期三天的會議將有包括台灣大學校長等 20 多位來自台灣的傑出教授參

加，旨在達成具體的台灣與美國合作項目。張善政還將前往加州，與那裡的台灣創投業先進會

面，共同探討在科技產業上台灣和美國之間如何建立更緊密的聯繫與合作。 
 
 

中華民國首任科技部長張善政紐約專題演講 

 
中華民國科技部首任部長張善政博士於 7 月 26 日晚，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的美東華人學

術聯誼會年會晚宴上，發表「領航臺灣科技面對挑戰」的專題演講。（衛真/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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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 2014 年 07 月 28 日訊】（大紀元記者衛真紐約報導）中華民國科技部首任部長張善政

博士於 7 月 26 日（週六）晚，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的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年會晚宴上，

發表「領航臺灣科技面對挑戰」的專題演講。 

張善政介紹，在 3 月初從國科會成立科技部之後，現在的科技部在產業界的角色會加重一些，

但是作為創新基礎的學術研究也不會荒廢，此外，科技部還有人文社會方 面的研究，這在國際

上是很特別的。在這次演講中，他把科技部的整個方向做出報告，從上游的學術研究到中下游

的產業研發，也涉及到科技與人文的如何結合。 

他說，目前學界和業界的聯繫不夠，自己作為第一任科技部長，第一個最大的願景就是建立平

臺和機制，把學校裡教授的腦力智慧充分發揮到產業研發中。他表示，這不只是一任的目標，

希望續任部長能夠利用平臺和機制繼續推動產學合作。 

他還介紹，科技部此次來美，將與美國的合作單位進行 3 天的工作會議，從國內臺灣大概來了

20 多位非常傑出的教授，包括臺灣大學的楊校長，希望從這幾天的合作會議中能夠確立一些具

體的合作項目，比如颱風氣象和醫學研究等等。 

 
中華民國科技部首任部長張善政博士於 7 月 26 日晚，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舉行的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年會晚宴上，發表「領

航臺灣科技面對挑戰」的專題演講。中華民國科技部部長張善政（前排左三）、駐紐約臺北經文處處長章文樑（左四）、美東

華人學術聯誼會會長張彰華（左五）、董事長鍾炳釆（左六）、紐約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張景南（右二）、屏東鄉親會董事長陳

秋貴（右一）、中華民國院士王文一（後排右一）、僑務委員周白萍（後排左一）、駐紐約臺北經文處教育組組長張 佳琳

（左二）、駐美臺北經文處科技組組長周家蓓（左三）等合影。（衛真/大紀元）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年會，每年都會邀請嘉賓進行專題演講，本次張善政博士的演講由駐美臺

北經文處科技組和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合作主辦，有中華民國院士王文一、 駐紐約臺北經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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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章文樑、科技部次長錢宗良、駐美臺北經文處科技組組長周家蓓、駐紐約臺北經文處副處

長范國樞、教育組組長張佳琳、紐約華僑文教中心主任張景南等出席參加。 

在年會晚宴上，紐約青少年室內樂團成員前來為來賓表演室內樂。專題演講之後，由美東華人

學術聯誼會董事長鍾炳釆、會長張彰華主持，為張善政部長頒發獎狀。（責任編輯：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