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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電子報 
          連結國際佈局全球 

          國經協會邀您同行 

 

本會月度活動集錦 

第 35屆亞太商工總會線上大會 

因新冠疫情影響，第 35 屆亞太

商工總會大會 11 月 2 日於線上舉辦，

本會及工商協進會為協辦單位，主

題為「透過強健世界貿易以達永續

暨彈性成長」，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教

訓、永續發展、數位貨幣、世界貿

易組織等議題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進

行簡報，報名人數約 250 位，台灣

與會者包括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

工商協進會邱一徹副秘書長及亞太

商工總會秘書處人員等。 

大會由亞太商工總會副會長 Mr. 

Peter McMullin 主持，亞太商工總會

會長 Mr. Samir Modi 致詞，講者包

括我國陳前副總統建仁博士、牛津

經濟研究院印度及東南亞宏觀服務

部長 Ms. Priyanka Kishore、金融科

技顧問暨管理策略諮詢顧問 Dr. 

Oriol Caudevilla、澳洲國立大學應用

宏觀經濟分析中心榮譽教授 Dr. 

Andrew Stoeckel、世界貿易組織副秘

書長 Ms. Angela Paolini Ellard 等

人。 

  

第 35屆亞太商工總會(線上)大會講者合照 

 

第 34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國經

協會）與澳台工商委員會（Australia- 

Taiwan Business Council）共同主辦

之「第 34 屆台澳（大利亞）經濟聯

席會議」於本（110）年 11 月 4 日假

臺北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與澳大

利亞．昆士蘭州．布里斯本市同步

舉行，會議由國經協會澳大利亞委

員會楊偉甫主任委員（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與澳台工商委

員會涂毅國（Mr. John Toigo）主席

共同主持，臺澳各界實體與會及線

上參與人士超越 260 位。 

我國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與澳大利亞

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部長 The Hon. 

Dan Tehan MP 特別影片致意，並且

預祝大會成功，行政院鄧振中政務

委員親臨會場致詞鼓勵，澳大利亞

昆士蘭州旅遊、創新和體育部長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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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Stirling Hinchliffe MP則親至布

里斯本市會場致詞，我國駐澳大利

亞代表處常以立大使也透過線上與

會，我國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陶令文處長則親臨現場。澳

方出席人士包含澳洲辦事處露珍怡

代表（Rep. Jenny Bloomfield）、澳洲

辦事處莫博仁（Deputy Rep. Brent 

Moore）副代表兼商務處處長、澳大

利亞昆士蘭州貿易暨投資辦事處劉

培 希 （ Commissioner Patrick 

Hafenstein）首席代表等人。 

 

11 月 4 日「第 34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合照(自左至右)：澳洲辦事處莫博仁副代

表兼商務處處長、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

國經協會澳大利亞委員會楊偉甫主任委員

(台灣電力公司董事長)、行政院鄧振中政

務委員、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外交部

亞東太平洋司周民淦司長、澳大利亞昆士

蘭州貿易暨投資辦事處劉培希首席代表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姜永勳代表歡送

午宴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於 11 月 9 日中午

假台北晶華酒店 3 樓晶華軒舉行午

宴歡送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姜永勳代

表，感謝他在台期間對台韓外交及

經貿的貢獻，以及對本會的協助與

支持，並邀請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莊

碩漢董事長、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

發展協會程馨秘書長、友嘉實業公

司朱志洋總裁、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姜文錫副代表、國際半導體產業協

會曹世綸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

世界韓人貿易協會金圭一會長、點

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際遠董事長、

台灣智庫董思齊副執行長、韓亞銀

行臺北籌備處金真奭總經理、駐台

北韓國代表部李仁鎬研究員、本會

吳立民秘書長作陪。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右 6)於 11 月 9 日中午

假台北晶華酒店 3 樓晶華軒舉行午宴歡送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姜永勳代表(左 6)，並邀

請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莊碩漢董事長、台灣

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程馨秘書長、友

嘉實業公司朱志洋總裁、駐台北韓國代表

部姜文錫副代表、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曹

世綸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世界韓人

貿易協會金圭一會長、點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金際遠董事長、台灣智庫董思齊副執

行長、韓亞銀行臺北籌備處金真奭總經理、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李仁鎬研究員、本會吳

立民秘書長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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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國經協會與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

(FEPRINCO)於本(110)年 11 月 15 日

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第 11 屆

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會議由

本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主任委員

及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 Pedro 

Galli 主席共同主持，外交部俞大㵢

常務次長及巴拉圭工商部 Pedro 

Mancuello貿易暨服務業次長應邀於

會中致詞，雙方出席代表共 70 餘

人。 

專題演講之「食品加工業」議題由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

董事長與巴拉圭 COPALSA 公司董

事長暨巴拉圭食品公會(CEPALI)主

席 Carlos Insfrán 主講；「綠色能源」

則由億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

家豪董事長及巴拉圭能源暨礦業次

長室初級能源資源組長 Felipe 

Mitjans 分別介紹國內能源發展現況。

透過本次會議，期能加深兩國產業

連結，強化雙邊經貿合作。 

上排左至右：巴拉圭能源暨礦業次長室初

級能源資源組長 Felipe Mitjans、巴拉圭

COPALSA 公司董事長暨巴拉圭食品公會

(CEPALI)主席 Carlos Insfrán、巴拉圭生產

暨工商聯盟(FEPRINCO) Pedro Galli主席、

巴拉圭工商部 Pedro Mancuello 貿易暨服

務業次長、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億

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家豪董事長、

國經協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主任委員、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董事長

及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彬文勇臨時代

辦；下排左至右：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長

及駐巴拉圭韓志正大使。 

第 27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近年來淨零排放的議題深受各界重

視，全球多國提出極具野心的減碳

目標，以致各國皆戮力尋覓穩定的

綠色能源。荷蘭與台灣皆擁有得天

獨厚的天然風能資源，也積極發展

離岸風電產業。目前台灣已有多座

進入商轉及建造中的風場，同時政

府大力推動的第三階段區塊開發政

策已有數個風場進入審查程序、甚

至有風場提出應用浮動式風機的構

想，同時歐美多國的開發商也蓄勢

待發、著眼我國未來發展潛力；考

量未來產業發展趨勢，本次會議聚

焦在極富潛力之浮動式風電和氫能

儲存等前瞻性技術的研究分享。荷

蘭在離岸風電產業經驗豐富，擁有

成熟工程技術及專業人才；同時基

於未來綠色能源之殷切需求，我們

期盼透過雙邊合作，帶動台灣產業

之升級發展，達成未來淨零排碳的

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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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會與對口單位荷蘭風能協會

(Holland Home of Wind Energy)共同

主辦「第 27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

議」，由國經協會張宏嘉副理事長與

荷蘭風能出口協會董事總經理 Mr. 

Arjen Schutten 共同主持，駐荷蘭台

北代表處陳欣新代表、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劉志宏副局長與荷蘭在台辦

事處白瑞樸副代表擔任致詞嘉賓；

並邀請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周

桂田委員、台灣國際造船公司周志

明副總經理、台灣經濟研究院林若

蓁副所長、荷蘭浮式風電載台廠商

Gusto MSC 浮式風電商務總監 Mr. 

Barend Jenje、荷蘭國家企業署國家

能源計畫經理 Mr. Bert Stuij 以及荷

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天然氣與氫能

商務總監 Mr. René Peters 擔任講者。

雙方與會人數約 90 人，彼此互動熱

絡。 

2021 年 11 月 11 日（四）「台荷離岸風電

產業交流會暨第 27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

議」線上合照，上排左至右：國經協會副

理事暨豐群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張宏嘉董事

長、荷蘭風能出口協會(HHWE)董事總經

理 Mr. Arjen Schutten，中間左至右：駐荷

蘭台北代表處陳欣新代表、荷蘭在台辦事

處白瑞樸副代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劉志

宏副局長 

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探討電動車供應鏈及智慧醫療 

本會與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Business Sweden）於本年 11 月 24

日共同舉行「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

合作會議」，由中華電信公司郭水義

總經理與瑞典愛立信集團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 視訊連線共同主持大會

開幕儀式。經濟部陳正祺次長、瑞

典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 應

邀於線上擔任致詞嘉賓。我駐瑞典

代表處姚金祥大使、瑞典駐臺代表

孔培恩、台灣愛立信公司藍尚立總

經理以及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陳

康偉總裁也一同與會。現場參與貴

賓超過 160 人，雙方互動氣氛熱絡。 

 

本屆大會開幕儀式中並進行「臺瑞

典促進雙邊投資合作備忘錄」簽署

儀式，由我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

斌執行長與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簽署合作備

忘錄，雙方次長並在線上共同見證，

為本屆會議一大亮點。 

 

本次會議聚焦「電動車供應鏈」及

「智慧醫療」兩個產業議題。「電動

車供應鏈」分組邀請臺瑞雙方重要

電動車產業平台分享。臺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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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 EV 研發院以及台灣先進車用

技術發展協會；瑞典方則洽邀

MobilityXlab 和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瑞典電動移

動中心)，會中雙方針對各自平台業

務及電動車發展趨勢分享臺瑞供應

鏈國際合作的可能性。並舉行「電

動車供應鏈合作貿洽會」，協助拓展

對外經貿商機，促進臺灣電動車供

應鏈國際化。 

 

「智慧醫療」分組邀請到國家衛生

研究院梁賡義院長擔任與談主持人，

並由衛福部薛瑞元次長和瑞典駐臺

孔培恩代表致詞。探討 AI 聯合學習

技術 (Federated Learning)在智慧醫

療上的應用，此例為近年臺瑞合作

的典範；上半場討論也針對肺癌早

期偵測之 AI 運用領域進行剖析。下

半場接續探討遠距醫療在腎臟病、

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的解決方案。 

 

 

大會臺瑞雙方主席與貴賓線上合影：上排

左至右：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

瑞典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中排

左至右：經濟部陳正祺次長、駐瑞典代表

處姚金祥大使、瑞方主席愛立信集團副總

裁 Mr. Ulf Pehrsson；下排：臺方主席中華

電信公司郭水義總經理、瑞典駐臺孔培恩

代表 

 

「臺瑞典促進雙邊投資合作備忘錄」簽署

儀式。上排左至右：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

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我經濟部投資

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下排左至右：瑞典

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經濟部陳

正祺次長 

 

電動車供應鏈分組雙方貴賓合影。上排左

至右：Mr. Jan Larsson 執行長、Ms. Katarina 

Brud, Director of MobilityXlab、台灣先進

車用技術發展協會沈舉三秘書長；下排左

至右：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盧文燦副

組長、MIH EV 研發院黃怡茹顧客語言與

產品體驗顧問、 Ms. Linda Olofsson, 

Director of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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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醫療分組」線上合照。上排左至右：

台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主任、中華電信

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臺中榮民總醫院內

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臺灣阿斯特捷利

康公司方姵潔博士；中排左至右：臺大醫

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臺灣阿斯特捷

利康公司陳康偉總裁、衛福部健保署李伯

璋署長、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下

排左至右：Mr. Lukas Nyström, Project 

Manager, Satcube AB、瑞典駐臺代表孔培

恩、衛福部薛瑞元次長 

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

(CEAP)代表視訊會談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

國經協會）接受外交部國經司委託

辦理 110 年 11 月 24 日假臺北國際

會議中心 101D 會議室舉辦實體+線

上「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

員會(CEAP)代表視訊會談」，本次會

議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洪

慶忠副理事長擔任台方致詞貴賓、

秘魯工業總會(Sociedad National de 

Industrias, SNI)總幹事 Carlos Garcia

擔任秘魯方致詞貴賓，我現場實體

出席約及祕魯方線上參與超過 60 位。

本次會談議題為「循環經濟」及「工

業 4.0」，邀請我國對產業領域熟悉

之業界專家進行簡報，「循環經濟」

由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張永撙副

總經理介紹其環保貴金屬回收及相

關技術專利，使廢棄電子產品的貴

金屬提煉快速、有效且無毒，創造

更高經濟價值，「工業 4.0」由研華

股份有限公司張可謙客戶成功經理

介紹工業物聯網雲平台，於各產業

包括紡織，空壓機，食品，熔爐，

造紙，整染，以及鋼鐵業等應用成

功案例。祕魯方由祕魯工業總會

(SNI)循環經濟委員會主席 Jesús 

Salazar 及 Creditex 公司 Luis Negrón 

Naldos 工業工程暨商業分析經理、

祕魯工業總會國際企劃顧問 Samir  

Abugattas 等擔任會議與談人，台秘

雙方就上述領域之合作方式進行對

談，拉丁美洲長期以來為我國企業

所重視，盼可透過本次會議，加深

我與秘魯兩國循環經濟及工業 4.0

發展的聯結，同時強化兩國雙邊經

貿合作。 

110 年 11 月 25 日本會舉辦「太平洋聯盟

祕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代表會談視訊」出

席貴賓合影：上排由左至右為研華股份有

限公司張可謙客戶成功經理、本會洪慶忠

副理事長、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張永撙

副總經理；下排由左至右為秘魯 Creditex

公司 Luis Negrón Naldos 工業工程暨商業

分析經理、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

幹事、外交部拉美司陳慧芬參事。 

第 29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為促進台灣與泰國雙邊經濟，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國經協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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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國經司委託與泰國工業聯合會

（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共同主

辦之「第 29 屆台泰（國）經濟合作會

議」於 11 月 29 日假華南銀行國際會

議中心與泰方同步舉行，會議由國經

協會泰國委員會潘文輝主任委員（聯

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與

泰國工業聯合會主席 Mr. Supant 

Mongkolsuthree 共同主持，台泰各界

參與人士共約 115 位。 

會議聚焦「循環經濟」、「生技」及

「綠能」等領域，中華民國國際經

濟合作協會潘文輝主任委員及泰國

工 業 聯 合 會 主 席 Mr. Supant 

Mongkolsuthree 分別發表台泰兩國目

前合作狀況。另外，外交部國際合作

及經濟事務司蔡允中司長及泰國投

資促進委員會副秘書長 Mr. Narit 

Therdsteerasukdi 亦提及兩國產業未來

發展趨勢。而閉幕典禮則邀請泰國工

業聯合會副主席 Mr. Kriengkrai 

Thiennukul 發表本會對該些產業未

來發展的助益。 

今年台方特別邀請中經院綠色經濟

研究中心林俊旭副主任、友華生技

醫藥公司西藥事業發展處陳昌元經

理及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

國斌副總經理擔任大會講者；泰方

則邀請泰國全球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品質管理處經理  Mr. Phromphron 

Isarankura Na Ayutthaya，KinGen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營 運 長 Dr. Panit 

Kitsubun 及先皇科技大學(北曼谷)

電 機 工 程 教 授 Dr. Phatiphat 

Thounthong 針對循環經濟、生技及

綠能進行專業知識分享及業務介

紹。 

出席貴賓合影，由左至右、由上至下：聯

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國斌副總經理，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俊旭博士，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西藥事業發展處(BD)陳昌元經理，泰國全

球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品質管理處經理 Mr. 

Phromphron Isarankura Na Ayutthaya ，

KinGen 生技有限公司營運長 Dr. Panit 

Kitsubun，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泰

國委員會潘文輝主任委員，泰國工業聯合

會主席 Mr. Supant Mongkolsuthree 和先皇

科技大學 (北曼谷 )電機工程教授 Dr. 

Phatiphat Thounthong。 

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國經協會與瑞士瑞亞商會於 11 月 30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就

「科技優勢提升競爭力」主題，促進

臺瑞雙方產業交流與合作，由國經協

會臺瑞（士）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

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長

及瑞亞商會臺灣委員會主席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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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Weckherlin 共同主持，駐瑞士

代表處黃偉峰代表、瑞士商務辦事處

梁瑞德處長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蕭俊

經濟參事擔任貴賓致詞。 

本次會議於專題報告時段特邀 IMD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研究中

心之首席經濟學家 Mr. Christos 

Cabolis 針對兩國科技競爭力優勢及

各項指標進行分析，臺灣方則邀請到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洪春暉所長分

享臺灣 ICT 產業展望；另邀請臺灣及

瑞士之指標性企業進行經驗分享，包

含電腦週邊裝置和軟體製造商

Logitech 羅技公司、在全球（含瑞士）

設有 45 家生產基地及營銷據點之機

械製造大廠 FFG 友嘉集團、癌症精準

醫療的領導者 ACT Genomics 行動基

因生技公司以及瑞士管理生根台灣的

跨國外包軟體開發服務公司 4iDPS 我

愛數位科技公司，分享並探討科技與

創新在醫療生技、資通訊、機械等各

產業之應用，在科技領導及數位轉型

時代提升其公司營運績效及國際競爭

力。臺瑞雙方現場及線上與會貴賓互

動熱烈，期盼未來繼續延續與瑞士之

交流，共創更多合作商機。 

110 年 11 月 30 日（二）「第 3 屆臺瑞（士）

經濟合作會議」現場貴賓及講者合影：(左

至右)行動基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陳華鍵

執行長暨創辦人、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洪春暉所長、瑞士商務辦事處處長 Mr. 

Reto Renggli、我愛數位科技公司創辦人兼

執行長 Mr. Corrado von Planta、國經協會

瑞士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台灣精準醫療產業

協會李鍾熙理事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蕭

俊經濟參事、友嘉集團林勤喻總經理、國

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 

 

本會與阿根廷亞洲商會簽署合作備

忘錄 

本(110)年 12 月 1 日，本會高理事長

志尚於本會進行與阿根廷亞洲商會

合作備忘錄(MOU)之簽署儀式。阿

根廷亞洲商會為阿國最重要之商業

組織，高理事長在致詞中表示希望

透過 MOU 簽署可使雙方兩國的經

貿、投資商業往來更上一層樓。本

MOU 是以異地簽署形式進行，阿根

廷方簽署儀式將在 12 月 6 日於我駐

阿根廷代表處舉行。 

本會高理事長志尚於會中簽署與阿根廷亞

洲商會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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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 

國經協會2021年12月7日辦理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由國

經協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主席

與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樂部主席

Miloslav Jurik 共同主持，並邀請駐

斯洛伐克台北代表處李南陽大使、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博塔文代

表(Martin Podstavek)、斯洛伐克外交

部經濟合作總司長 Lucia Kiss，

Dubnica nad Váhom City 市長 Peter 

Wolf 擔任貴賓致詞。 

會中由 Dubnica nad Váhom City 市

長 Peter Wolf, 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

樂部主席 Miloslav Jurik 及國經協會

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主席介紹中

歐智慧能源生活體驗中心及中歐台

灣智慧應用體驗中心，並在雙方代

表見證下，於會中三方共同簽署合

作備忘錄。 

Dubnica nad V á hom City 市長 Peter 

Wolf(左)、國經協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

安主席(右)與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樂部主

席 Miloslav Jurik 視訊連線共同簽署合作

備忘錄。 

本會 12 月度活動預告 

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訂於

12 月 14 日以視訊方式舉行 

本會訂於本(110)年 12月 14日(週二)

下午 4 時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DEF 會議室舉辦「第 17 屆台波

(蘭)經濟合作會議」，針對「電動車」

「智慧城市」產業進行深度研討，

延請車測中心、東元電機等相關領

域專家共探商機；同時邀請相關廠

商參與，以期發掘合作商機。 

 

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國經協會與沙烏地商工總會(FSC)

將於今年 12月 23日（週四）下午

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 AB室舉辦

「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將同步與沙烏地阿拉伯方視訊連線，

聚焦「智慧城市」、「智慧醫療」等

產業議題。我方特別邀請智慧城市

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董事長及緯創

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莊詔仁副總

經理主講相關議題，盼此活動能促

進台沙民間的經貿交流深化雙方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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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歐洲處規劃 111 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1月 12日 第 2屆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2 1月 18日 第 26屆台法(國)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3 3-6月 第 13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4 3-6月 第 9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5 3-6月 
台(義大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7屆會議(視訊

會議) 
台北 

6 3-6月 第 20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7 4-6月 第 10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8 5-9月 第 14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9 5-9月 第 15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10 9-11月 第 22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11 9-11月 第 28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12 9-11月 第 19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13 9-11月 第 18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華沙 

14 9-11月 第 38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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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非洲處規劃 111 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1-2 月 國際商會(ICC)仲裁及 ADR 委員會座談會 台北 

2 4-6 月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員會議題分享會 台北 

3 2-4 月 第 13 屆臺巴西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4 6-10 月 第 20 屆臺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5 7-11 月 
非洲索馬利蘭及另 2 目標國經濟合作及商 

機考察團 

索馬利蘭及

另 2 目標國 

6 7-11 月 赴海地及貝里斯投資商機考察團 
海地及貝里

斯 

7 10-12 月 第 9 屆台以(色列)經濟合作會議 台拉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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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處規劃 111 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6-9 月 第 46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2 6-10 月 第 20 屆臺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 6-10 月 第 16 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4 7-11 月 第 21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越南 

5 8-9 月 第 35 屆臺澳(大利亞)經濟聯席會議 澳大利亞 

6 9-12 月 第 27 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馬尼拉 

7 9-12 月 第 5 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8 9-12 月 第 30 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9 9-11 月 臺加拿大企業家交流會 台北 

10 11 月 第 36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墨爾本 

11 11 月 第 27 屆臺菲經濟聯席會議 馬尼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