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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電子報 

本會月度活動集錦 

亞太商工總會會長訪台 蔡總統接見 

本會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本會特別邀請亞太商工總會會長 Mr. Jemal 

Inaishvili(喬治亞籍)及副會長 Mr. Samir Modi(印度籍，下任新會長)於今（107）

年 9月 1-5日來台訪問，期間拜會我外交部、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協會、台北

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本會及參訪義美觀光工廠、國家音樂廳、全家便利商

店總公司等，及特別安排覲見 蔡總統，以推動高層經貿交流。  

亞太商工總會 (Confederation of Asia-Pacific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簡稱 CACCI)係由亞太地區國家之最高商工組織所共同組成之區域性

工商組織，亦為唯一將總部設於我國之國際型商工組織，迄今共有 27 個亞太

經濟體之 29個全國性工商團體參加為正會員(Primary Member)， 本會與中華

民國工商協進會均為正會員。 

2016 年「亞太商工總會 50 週年慶祝大會暨第 30 屆大會」由台灣主辦，蔡英

文總統亦曾出席並致詞，CACCI 第 32 屆會員大會將於今(107)年 11 月 23-24

日於伊斯坦堡舉辦，台灣部分企業家、專家均受邀參加或擔任專題講者，對於

促進我國與各會員國之經貿實質關係與建立聯繫溝通管道，頗有助益。 

亞太商工總會提供一交流平台對於我推動我新南向政策與各國之經貿工作，甚

有助益，另亞太商工總會均安排會長於任內出訪會員國之行程，亦會邀請會員

隨會長一起出訪，未來可將台灣列為會長訪問團行程中，將會有更多企業領袖

認識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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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商工總會會長及副會長前往總統府覲見蔡英文總統，由左至右為本會高理事長志尚、

亞太商工總會副會長Mr. Samir Modi、亞太商工總會會長 Mr. Jemal Inaishvili，蔡總統英文、

國安會李秘書長大維、經濟部王次長美花、亞太商工總會副執行長 Mr. Amador R. Honrado 

Jr.、亞太商工總會林執行長啟松 

亞太商工總會代表拜會我外交部。左二起為亞太商工總會林執行長啟松、亞太商工總會副

會長 Mr. Samir Modi、亞太商工總會會長 Mr. Jemal Inaishvili、外交部劉次長德立、本會高

理事長志尚、亞太商工總會副執行長 Mr. Amador R. Honrado Jr.、本會吳秘書長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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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國法國產業合作訪問團 

本會於今年 9月 1日至 16日籌組「2018

赴德國法國產業合作訪問團」，德國部

份由台灣電力公司張忠良副總經理擔

任團長，法國部份由台灣電力公司楊

偉甫董事長擔任團長，聚焦「能源轉型

/再生能源」、「智慧城市/物聯網」等

產業安排雙邊會議、實地參訪及商機

媒合，拓展國際合作商機。我政府單

位及企業界代表等共計 32位參團。 

訪團拜訪德國、法國當地具代表性企

業，德國：EnBW能源公司、Feldheim

綠能村、Uniper能源公司、Orsted沃旭

能源公司等，法國：HDF Energy 氫能

電廠、Actility 物聯網公司、CRE 法國

能源監管委員會、RTE 電網公司、

EDF新能源公司、Schneider Electric電

機公司等，強化產業深度交流合作。

法國產業行程將結合經濟部工業局官

方訪團，陣容堅強，增進產業交流，

此外，本會與法國最大工商組織法國

企業行動聯盟(MEDEF International)於

9月 12日假法國巴黎召開「第 24屆台

法(國)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台法委

員會主任委員暨台灣電力公司楊偉甫

董事長與法國企業行動聯盟永續城市

專案主席Mr. Gérard Wolf共同主持，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親臨致詞，

雙方針對「能源轉型/再生能源」、「智

慧城市/物聯網」等議題進行專題報告

及交流，尋求與法方合作商機，同時

安排貿易洽談會，強化雙邊產業媒合

商機。 

德國、法國政府積極推動能源轉型政策

與再生能源、儲能技術之發展，在智慧

城市方面，透過高科技改善智慧城市中

涉及問題，值得我商借鏡。國經協會本

次組團赴德國、法國，有效加強我商對

德國、法國商業環境之認識，加強與國

際產業鏈結，共創合作之新契機。 

 

  

 

 

 

第 24 屆台法(國)經濟合作會議大合照，由

左至右：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本會台

法委員會主委暨台灣電力公司楊偉甫董事

長、法國企業行動聯盟永續城市專案主席

Gérard Wolf、駐法國代表處經濟組賴作松組

長 

 

 

 

 

 

9月 6日拜訪德國 Uniper Storage能源公司，

由 Ms. Sopna Sury營運長(至中，穿黃色外

套者)接見，全體團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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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日拜訪法國 EDF Lab 實驗室，由Mr. 

Jacques Savreste 副總經理接見並導覽該實

驗室運作狀況 

斯洛伐克科技企業訪問團 

為拓展我國與斯洛伐克經貿合作，本

會受外交部之託於9月13日假台北世

貿聯誼社國賓一廳舉辦午宴，歡迎斯

洛伐克科技企業團乙行 9 人訪台。團

長 Mr. Robert Vass 為國際知名智庫

「全球安全論壇」 (GLOBESEC)主

席，率斯國新興科技業領袖訪臺，訪

團成員從事專業橫跨晶片設計、資產

顧問管理、網路媒體、購物網站、創

新科技產品等多家新創科技企業。此

次訪台旨在交流兩國科技產業發展現

況並增進臺斯雙方企業合作機會，午

宴當日斯國業者與我國點晶科技、台

達電子、皇輝科技、網擎資訊、雙子

星雲端運算等我國相關科技企業進行

商務洽談以及兩國商情生態交流，並

期盼未來近一步合作機會，發掘商

機，共創雙贏。 

海地投資說明暨企業交流會 

海地投資促進中心主任鍾苔莎於本

（107）年 9月 17日至 21日率領海地

重要工商團體及企業領袖訪台，得與

台灣企業界更加深化夥伴投資關係，

促進實質經濟合作。為協助我業者進

一步瞭解海地產業發展概況、投資環

境及利基，本會特於 9月 18日上午假

台北世貿聯誼社 33樓 A區宴會廳舉

辦「海地投資說明暨企業交流會」。會

議由外交部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司張

副參事幼慈以貴賓身份致詞，海地投

資促進中心主任鍾苔莎代表海地訪團

致感謝詞，並向在場來賓簡介海地經

貿狀況及適合投資產業項目，當日約

30位廠商、長官與外賓出席。 

 

 

 

 

 

9 月 18日本會辦理海地投資說明暨企業交

流會，所有與會貴賓合照。左五: 海地投資

中心主任 Tessa Jacques，左六:海地商工總會

會長 Craan 會長，其後為外交部拉美司張幼

慈副參事。 

邀請南非中小企業部 Oscar Mpetha

處長來華訪問 

南非中小企業部Mr. Oscar Mpetha處

長受本會邀請，於本（107）年 9 月

25 至 29 日來華訪問。來華除參加由

青年創業總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

辦之「GEC+Taipei 2018」全球創業大



  

5 

會，並拜會國經協會、之初創投、全

國中小企業總會、國貿局、國際合作

處，以期加強臺斐經貿交流合作。 

9/26 南非中小企業部 M 處長拜會之初創

投，王法務長琍瑩(右二)及呂處長瑾玟(右一)

接見 

9/28 M 處長拜會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國際關

係總召暨台灣非洲工業發展協會洪理事長

慶忠(中) 

9/28 M 處長拜會國貿局陳愛蘭組長(右一) 

9/28 M 處長拜會國際合作處張文忠副處長 

瓜地馬拉投資暨商機說明餐會 

瓜地馬拉經濟部外貿次長 Julio 

Dougherty（胡立歐‧道格蒂）於 107

年 9 月 24 日至 30 日訪台，為歡迎

Dougherty次長遠道來訪，本會特於 9

月 26 日中午假台北世貿聯誼社 33 樓

C 區宴會廳舉辦「瓜地馬拉投資暨商

機說明餐會」，以增進我業者對瓜國經

貿發展及投資商機的瞭解，並進一步

鞏固邦誼。本次活動在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指導下，除函邀本會會員，相關

進出口廠商外，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及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亦協助邀

請對瓜國有興趣之企業先進參與。 

會議由本會中南美洲大區域洪慶忠副

主任委員主持，經濟部王美花次長親

臨致詞，瓜地馬拉經濟部外貿次長

Julio Dougherty 親自向在場來賓簡介

瓜國投資商機，隨後，洪副主委亦分

享於 7 月出訪瓜國參訪考察的經驗。

現場出席貴賓有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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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事務司蔡允中副司長、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楊玉燕副參事，以及瓜地馬拉

共和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兼領事 Mr. 

Pedro Gordillo，共約 60位產官學代表

出席。 

9 月 26日瓜地馬拉投資暨商機說明餐會，

本會中南美洲大區域洪慶忠副主任委員致

詞 

9 月 26日瓜地馬拉投資暨商機說明餐會，

經濟部王美花次長致詞 

 

 

 

 

貴賓合影(左起)：起中美洲經貿辦事處莊輝

恩主任、外交部國經司蔡允中副司長、本會

中南美洲大地區洪慶忠副主任委員、經濟部

王美花次長、瓜地馬拉經濟部次長

Dougherty、前中南美經貿協會理事長陳棟

樑 

國際商會學院暨線上課程說明會 

本會於本（107）9 月 28 日籌辦「國

際商會學院暨線上課程說明會」，由國

際商會學院總經理郭义斌主講。國際

商會學院為國際商會的教育分支，針

對銀行、企業和各國貿易機構之精進

學習需求，推出專家設計的線上課程

和證書，主題囊括全球貿易、貿易融

資、進出口和行銷道德。相對於國內

銀行內部教育訓練以面對面授課為

主，國際商會學院國際認可的課程內

容和完全數位化的線上教學模式顯得

突出。活動當日本會副理事長黃博治

蒞臨指導，本會秘書長吳立民主持，

吸引來自銀行、法律和運輸業等專業

人士出席。會後討論踴躍，與會者皆

對國際商會學會課程表示濃厚興趣。

郭總經理表示藉由這次說明會，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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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更多人認識國際商會學院，也希望

日後有和台灣業者合作的機會。 

 

 

 

 

 

 

國際商會學院總經理郭义斌講解國際商會

線上課程 

本會 10月度活動預告 

赴土耳其、義大利經貿訪問團 

為積極協助我商拓展歐洲市場商機，

本會訂於本（107）年 10月 2日至 11

日籌組「赴土耳其、義大利經貿訪問

團」，將針對「智慧機械」產業加強合

作與拓銷，並於 10月 4日於土耳其伊

斯坦堡參與「台土(耳其)智慧機械產

業合作商機論壇暨第 8 屆台土(耳其)

經濟合作會議」、10 月 9 日於義大利

米蘭參與「台義(大利)工商聯合委員

會第 6屆會議」，藉由舉辦雙邊經濟聯

席會議、貿易洽談會及安排參訪等活

動方式，協助業者開拓潛在商機。 

2018 年加勒比海三聖友邦經濟合作

及商機考察團 

為積極協助我商拓展加勒比海市場，

本會擬訂於本（107）年 10月 20日至

11月 3日籌組「2018年加勒比海三聖

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赴聖文

森、聖露西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三國友邦爭取合作商機。本次訪團

將針對各產業加強雙向交流與合作，

協助業者瞭解當地產業政策、經商環

境及優惠措施，以利掌握經濟成長帶

來之龐大潛在商機。建議具利基產業

包含再生能源業、農產加工業、旅館

觀光業、機械業、資通訊業等。 

2018 年太平洋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

考察團 

為協助我企業界拓展海外市場，進行

海外佈局及促進雙邊經貿交流，本會

特於 107年 10月 29日至 11月 7日籌

組「2018年太平洋友邦經濟合作及商

機考察團」，赴索羅門群島/馬紹爾群

島/吉里巴斯等三國參訪、貿易洽談，

並考察商機，俾加強我國與上述各國

雙邊經貿與投資關係，擴增產業合作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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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 107年 9-12月雙邊會議一覽表（歐洲地區） 

雙邊會議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聚焦主題、產業 地點 

1.  9月 12日 第 24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德國、法國訪團(9月 1-16日) 

智慧城市、物聯網、 
再生能源、循環經濟 

法國 
巴黎 

2.  10月 4日 第 8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義大利、土耳其訪團 

機械、自動化、工具
機、資通訊 

土耳其 
伊 斯 坦
堡 

3.  10月 9日 台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7屆會議 
義大利、土耳其訪團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
資通訊 

義大利 
米蘭 

4.  10月 30日
至 11 月 9
日 

中亞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烏
茲別克)等具發展潛力國家 

食品機械、食品 哈 薩
克、吉爾
吉斯、烏
茲別克 

5.  11月 19日 第 34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5G、智慧城市、循環
經濟、醫療照護 

台北 

6.  11月 27日 第 20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訪團(11 月
25日 12月 2日) 

資通訊（創新科技
AR/VR/AI）、智慧城
市、綠能、航太 

比利時 
布 魯 塞
爾 

7.  11月 30日 第 11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訪團(11 月
25日 12月 2日) 

資通訊（創新科技
AR/VR/AI）、智慧城
市、綠能、航太 

盧森堡 

8.  11月 第 16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資通訊、智慧城市 台北 

9.  11月底 俄羅斯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投資環境及經商 
要點經驗分享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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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 107年 9-12月雙邊會議一覽表（非歐洲地區） 

雙邊會議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聚焦主題、產業 地點 

1.  10月 9日 巴拉圭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2.  
10 月 20 日

-11月 3日 

2018 年加勒比海三聖經濟合作及

商機考察團 

聖文森：觀光旅館、

食品加工及採購葛根

粉 

聖克里：觀光旅館、

餐飲(台式冰品)、電

子零組件、營建業及

製造業(太陽能設備)

等 

 

露國：中小型製造

業、食品加工及農業

等 

聖文森、聖

露西亞、聖

克 里 斯 多

福 及 尼 維

斯 

3.  
10 月 29 日

-11月 7日 

我業者赴太平洋經濟合作及商機考

察團 

觀光旅行業、食品加

工業、林木業、食品

業、汽機車輪胎零

件、水產養殖業 

所 羅 門 群

島 、 馬 紹

爾、吉里巴

斯 

4.  11月 7日 2018年台紐經濟聯席會議 
創新、食品產業、台

紐原住民經貿發展 
台北 

5.  11月 尼加拉瓜投資商機說明會   

6.  11月 第 25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金融服務、投資環

境、資通訊產業 
台北 

7.  11月中旬 2018年非洲經貿投資訪問團 
農業、食品加工投資

採購 

史 瓦 濟

蘭、莫三比

克、南非 

8.  11/21-27 第 32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土耳其、伊

斯坦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