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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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舉辦「臺澳企業家交流會」 

尋找疫後產業合作新商機 

2020 年 10 月 27 日臺澳企業家交流會貴賓

合影，左起：麥格理資本陳明信台灣董事

總經理、澳紐商會范達明主席(Damien Van 

Eyk)、台灣微脂體公司葉志鴻總經理、中

鋼公司黃建智執行副總經理、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李冠志副局長、澳洲辦事處莫博仁

副代表(Brent Moore)、澳洲辦事處高戈銳

代表(Gary Co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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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田中光政務次長、安科自動化

公司柯志隆總經理、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

長、總統府林見松國策顧問、東元電機公

司邱純枝董事長、Hunter's Dream Estate 

Pty. Ltd.吳進昌董事長。 

 

受新冠疫情影響，使各國產業遭

受衝擊，企業與政府部門也攜手努

力拓展新的合作商機，因此本會在

澳洲辦事處、澳台工商委員會及澳

洲紐西蘭商會的協助下於本（109）

年 10 月 27 日在香格里拉台北遠東

國際大飯店舉行「臺澳企業家交流

會」，邀請旅台澳商及赴澳投資之台

灣業者共聚一堂，彼此交換投資心

得，並聆聽澳洲辦事處最新澳大利

亞經貿情勢。 

交流會由本會澳大利亞委員會

楊主任委員偉甫主持，外交部田中

光政務次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李

冠志副局長、澳洲辦事處高戈銳代

表(Mr. Gary Cowan)擔任貴賓致詞，

澳台工商委員會涂毅國主席 (Mr. 

John Toigo)連線致詞並全程參與，另

外，澳洲辦事處莫博仁副代表(Mr. 

Brent Moore)、昆士蘭省貿易暨投資

辦事處處長Mr. Patrick Hafenstein及

澳洲紐西蘭商會范達明主席 (Mr. 

Damien Van Eyk)分別致詞及簡報澳

洲投資環境，隨後由中國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黃建智執行副總經理、台

灣微脂體股份有限公司葉志鴻總經

理、麥格理資本陳明信台灣董事總

經理及安科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柯

志隆總經理分享投資經驗，雙方出

席人數約 80 位，業界人士分別來自

能源、鋼鐵、金融、投資、生技、

食品、教育以及資訊科技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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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許多旅澳台商共襄盛舉。最後，

餐敘交流時，同時播放智崴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的精彩影片供

與會人士欣賞，雙方交流熱絡，餐

會在融洽氣氛中圓滿落幕。 

2020 年 10 月 27 日臺澳企業家交流會全體

與會代表合影。 

 

布局崛起拉丁美洲新市場- 

經貿商機及台商經驗分享 

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蔡允中司長

(左四)，嘜德有限公司洪慶忠董事長(左五)，

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寶蒂斯妲大使(左

六)，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柏馬紹大使(左

七)，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館葛梅斯大使

(左八)。 

為提供我國企業廠商溝通平台以了

解拉丁美洲投資商機，外交部與中

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國

經協會）於本(109)年 10月 20日假

台北市君悅酒店3樓凱悅廳II 區共

同舉辦「布局崛起拉丁美洲新市場-

經貿商機及台商經驗分享」。本次分

享會擬針對巴拉圭、瓜地馬拉、宏

都拉斯之經貿情勢及產業發展進行

探討，進而促進我商與拉丁美洲國

家經貿及投資往來關係，本次會議

出席人數約 100多位出席。 

本次會議邀請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

柏馬紹大使、瓜地馬拉共和國大使

館葛梅斯大使及宏都拉斯共和國大

使館寶蒂斯妲大使出席，並就所屬

國家進行投資環境及獎勵投資措施

介紹；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技術合

作處顏銘宏處長針對巴國蘭花產業

發展計畫、瓜國北碇木瓜銷美計畫

及宏國酪梨種苗產能擴充計畫商機，

簡介未來潛力機會及援助計畫商業

化之可能模式發表專題演說。此外，

本次活動邀請赴拉丁美洲國家投資

發展之重要台商代表參與；中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張崇斌總會長、

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江志穎拉美

業務副理及億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張家豪董事長於會中分享經驗

於拉丁美洲經商經驗，盼透過中南

美洲駐台大使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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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經貿概況介紹，佐已於當地發

展之台商之意見交流，能促使我商

了解中南美洲市場潛力，進而開發

在拉丁美洲投資之興趣。 

 

「第 28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在台

盛大召開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國經

協會）與泰國工業聯合會共同主辦

之「第 28 屆台泰（國）經濟合作會

議」採實體加視訊方式，於本（109）

年 10 月 21 日假台北遠東飯店與泰

方指定會場同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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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 張 學 善 （ Mr. 

Kriengkrai Thiennukul）副主席共同

主持，台泰各界實際參與人士共 113

位。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李冠志

副局長與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外商投資行銷處 Ms. Ratchanee 

Wattanawisitporn 主任於大會開幕典

禮中致詞指導。 

 

今年會議討論主軸配合政府推動之

新南向政策，持續發掘合作新商機，

大會議題包含「智慧城市」、「農

業」及「生技」。會中我國各項議題

專家講者包括：「智慧城市」議題：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執行

長；台灣開放資料聯盟副會長、景

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奕廷總經理;

「農業」議題：源鮮農業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林威立經理；經緯航

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農業部經

理陳光宇博士；「生技」議題：葡

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園區分

公司李宜蓁副課長。與會企業界人

士包括，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

際遠董事長、源鮮農業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蔡文清董事長、南僑投

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李勘文執行副

總裁、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龍

潭園區分公司陳勁初總經理、財團

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陳建斌院長等

業界及學術界人士。國經協會自

1989 年舉辦台泰經濟合作會議，係

促進兩國企業界溝通交流之重要平

台。 

 

 

 
大會貴賓合照:（左上）：泰國工業聯合會

張學善副主席（Mr.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中上）：我國駐泰國代表處經濟組倪克浩

組長、（右上）：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李冠志副局長、（左下）：國經協會泰國

委員會潘文輝主任委員、（右下）：泰國投

資促進委員會外商投資行銷處 Ms. 

Ratchanee Wattanawisitporn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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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大會盛況。 

 

國經協會舉辦「台越企業家交流會」

探討合作參與區域整合 

新冠疫情改變全球經貿合作模式，

為促進台灣與越南雙邊交流，探索

新商機，擴大台越兩國經貿投資關

係，國經協會、外交部、駐台北越

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共同邀請與越南往來密切、

已在越南投資或有意拓展越南市場

之台灣企業，舉辦「台越企業家交

流會」。 

交流會假晶華酒店 3 樓 B 廳舉行，

出席廠商約 60 餘位業界人士分別來

自資通訊科技、紡織、土地開發、

機車製造銷售、電子電機以及銀行

業等。台商組織出席重要人士包括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劉美德名譽

總會長、越南台灣商會頭頓分會張

朝明會長、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劉曲子秘書長均撥冗出席。交流會

由富永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國

經協會越南委員會丁廣鋐主任委員

主持，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

司蔡允中司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李冠志副局長、駐台北越南經濟文

化辦事處阮英勇代表分別致詞，駐

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黎英俊代

表助理-投資組長、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東協研究中心徐遵慈主任分別

簡報「向越南投資」、「台越產業合

作 - CPTPP 下的新夥伴關係」，富美

鑫控股集團夏立言副總裁兼發言人、

國泰世華銀行温珍瀚副總經理、越

南製造加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劉武

雄董事長及和碩聯合科技林秋炭副

營運長暨副總經理分享各公司在越

南投資的經驗，與會者交流熱絡，

餐會在融洽氣氛中圓滿落幕。 

 
臺越企業家交流會全體與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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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臺越企業家交流會貴賓合影: 

左起：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温珍瀚副總經理、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黎光俊代表助

理暨投資組長、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戴

宏怡總經理、正隆股份有限公司蔡東和總

經理、富美鑫控股集團夏立言副總裁兼發

言人、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駐台北越

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阮英勇代表、國經協會

越南委員會丁廣鋐主任委員、越南製造加

工出口(控股)有限公司劉武雄董事長、中

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徐遵慈主

任、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秋炭副

營運長暨副總經理、富美鑫控股集團汪忠

一總顧問 

 

台荷離岸風電產業交流會暨 

第 26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荷離岸風電產業交流會暨第 26 屆台

荷(蘭)經濟合作會議」線上合照，上排左

至右：經濟部國貿局劉志宏副局長、荷蘭

風能出口協會 (HHWE)董事總經理 Mr. 

Arjen Schutten、荷蘭企業屬離岸風電專案

經理 Mr.Ruud de Bruijne，中間左至右：荷

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風能部門研發經理

Mr. Peter Eecen、伯威海事的孫俊成經理、

國經協會荷蘭委員會主任委員暨豐群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張宏嘉董事長，下排左至右：

工業局林華宇組長、荷蘭在台辦事處譚敬

南代表、能源局陳崇憲組長。 

 

本會與荷蘭風能出口協會(Holland 

Home of Wind Energy) 於本（109）

年 10 月 14 日假南港展覽一館 500

會議室舉行「台荷離岸風電產業交

流會暨第 26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

議」，由本會台荷委員會主任委員暨

豐群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張宏嘉董事

長與荷蘭風能出口協會董事總經理

Mr. Arjen Schutten 共同主持，雙方就

「離岸風電(國產化、離岸風場)」進

行專家討論。會議邀請到台荷雙方

離岸風電產業專家及台灣工業局及

能源局分享彼此實務經驗及產業政

策，強化台、荷雙方產業合作機會。

台荷雙方約 70 位業界代表出席本次

會議。 

 

台法智慧城市產業交流會議暨 

第 25 屆台法(國)經濟合作會議 

會議合照：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分別為：

法國企業行動聯盟永續城市專案主席 Mr. 

Gérard Wolf、台灣電力公司楊偉甫董事長、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劉志宏副局長、法國財

經部 (國庫署雙邊經濟關係處) 亞洲辦公

室副主任 Mrs Adelaïde Dewavrin、法國在

台協會經濟處處長 Mr. Alain Be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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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合照: 由左至右，法方亞東工業氣體

股份有限公司 Olivier Blachier 執行長、台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劉秋樑總工程司、台

灣電力公司楊偉甫董事長、法國在台協會 

Alain Berder 經濟處處長、台灣電力公司綜

合研究所沈德振副所長、台灣經濟研究院

林若蓁主任。 

本會與法國企業行動聯盟(MEDEF 

International)訂於本（109）年 10 月

6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台法

智慧城市產業交流會議暨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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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講者包括：台北市政

府捷運工程局劉秋樑總工程司、台

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沈德振副所

長及台灣經濟研究院暨台灣燃料電

池夥伴聯盟林若蓁主任，雙方就「智

慧交通-軌道」、「智慧電網」、「氫能」

等議題進行專家討論，分享彼此實

務經驗，強化台、法雙方產業合作

機會。台法雙方有超過 130 位業界

代表出席本次會議。 

 

第 34 屆亞太商工總會線上大會 

因新冠疫情影響，第 34 屆亞太商工

總會大會改為 10 月 30 日於線上舉

辦，主題為「在動盪分裂全球市場

中達成永續成長」，台灣與會者包括

亞太商工總會張孝威前會長、國經

協會高志尚理事長、工商協進會范

良棟秘書長、外交部官員、國際合

作發展基金會、中國信託及亞太商

工總會秘書處人員等。 

大會由印度商工總會會長 Dr. 

Sangita Reddy、亞太商工總會會長

Mr. Samir Modi、印度轉型機構副主

席 Dr. Rajiv Kumar 分別致詞，講者

包括亞洲發展銀行經濟研究與區域

合作處總體經濟研究組組長 Mr. 

Abdul Abiad 、國立澳洲大學應用總

體經濟分析中心榮譽教授 Dr. 

Andrew Stoeckel、野村研究機構首席

經濟學家 Mr. Richard Koo。 

第 34 屆亞太商工總會(線上)大會台灣與會者 

 

國際商會(ICC)仲裁及訴訟外爭議

解決服務 ADR 委員會經驗分享會 



7 

 

 

本會於今(109)年 10 月 6 日辦理「國際商

會(ICC)仲裁及 ADR 委員會經驗分享會」

合照: 左一為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吳必然

資深顧問，左二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胡紹

琳副組長，左三為本會常務監事兼常在國

際法律事務所朱麗容律師，右三為眾達國

際法律事務所趙梅君律師，右二為萬國法

律事務所張嘉真資深合夥人，右一為元盈

法律事務所顏華歆顧問。 

國際商會(ICC)仲裁與 ADR 委員會

是國際商會負責爭議解決服務規則

制定與研究之機構，在國際間訴訟

外爭議解決領域中具有獨特地位，

我國廠商與外國簽訂商務合約或工

程、建設、能源等大型合約中，必

須將仲裁及訴訟外爭議解決服務明

列於合約，以降低處理爭議之時間

成本，ICC 仲裁規則亦為雙方簽約時

選擇之一，ICC 仲裁及 ADR 委員會

與時俱進，針對國際間仲裁貪腐及

氣候變遷等議題成立跨國工作小組

應對。本次說明會邀請本會常務監

事、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院士及常

在國際法律事務所朱麗容資深合夥

人、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吳必然資

深顧問、元盈法律事務所顏華歆顧

問、萬國法律事務所張嘉真資深合

夥人、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趙梅君

律師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李復甸理

事長等分享參與 ICC仲裁及ADR委

員會經驗，協助與會者認識 ICC 仲

裁。 

 

 

本會 11 月度活動預告 

第三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 

為增進對南非產業環境了解，強化

未來經貿合作，本會於本(109)年 11

月 4 日假臺北市晶華酒店一樓君寓

一召開「第三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

斐方則是線上與台方與會，現場以

四個產業小組展開：「資通訊業」「食

品加工機械業」「醫療產業」「小農

機械業」邀請台斐雙方產業界專家，

望藉辦理此次研討會增進雙方貿易

商情的理解，也加深兩國民間經貿

的夥伴關係。 

 

第 16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暨 

台波(蘭)企業家聯誼會 

本會訂於本（109）年 11 月 19 日與

波蘭商業總會（Polish Chamber of 

Commerce）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共

同舉辦「第 16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

會議暨台波(蘭)企業家聯誼會」。本

屆會議聚焦「醫療防疫」、「電動車」

以及「綠色能源」，希望透過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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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專家及業者交流，尋求雙邊合作

與投資機會，共創雙贏。 

 

台約旦雙邊聯席會議 

本會將於今(109)年 11 月 24 日(二)

下午 16:00-17:30 於台北遠東國際大

飯店B1怡東園(106台北市大安區敦

化南路二段 201 號)辦理「台約旦雙

邊聯席會議」，本會議將由外交部曹

次長立傑致詞、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謝參事秀萍出席介紹我方投資簡介

及商機，並邀請約旦投資局局長 Dr. 

Khalid W. Wazani線上介紹約旦投資

環境，涵蓋產業為醫療器材、醫藥、

農業及食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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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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 9-12 月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10 月 6 日 

台法智慧城市產業交流會議暨第 25 屆

台法(國)經濟合作會議 

(改以實體+視訊方式辦理) 

台北 

2 10 月 14 日 
第 26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改以實體+視訊方式辦理) 
台北 

3 11 月 4 日 
第 36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改以實體+視訊方式辦理) 
台北 

4 11 月 19 日 
第 16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改以實體+視訊方式辦理) 
台北 

5 11 月下旬 

台義循環經濟產業交流會議暨 

台義(大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7 屆會議 

(改以實體+視訊方式辦理) 

台北 

6 12 月初 

第 9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台土耳其智慧城市產業交流會) 

(改以實體+視訊方式辦理)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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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非洲處規劃 109 年度 9-12 月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9 月 23 日 
「從 ICC數位經濟委員會與歐盟數位經濟政    

 策談台灣應有的準備」 
台北 

2 10 月 6 日 
「國際商會(ICC)仲裁及 ADR 委員會 

 經驗分享會」 
台北 

3 10 月 20 日 
 布局崛起拉丁美洲新市場-經貿商機及 

臺商經驗分享 
台北 

4 11 月 4 日  第 3 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線上) 台北 

5 11 月 12 日 
 第 12 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改以實體+視訊方式辦理) 
台北 

6 11 月 24 日  「台約旦雙邊投資說明會」 台北 

7 12 月初 

 辦理「布局非洲新金磚系列 2-運用 

 台史經濟合作協定(ECA)及區域經濟整合   

 拓展非洲新大陸」 

台北 

8 12 月初  第 5 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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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處規劃 109 年度 9-12 月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9 月 23 日 台馬(來西亞)企業家交流會 台北 

2 10 月 21 日 第 28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實體+線上) 台北 

3 10 月 26 日 亞太商工總會諮詢委員會議 線上 

4 10 月 27 日 台澳(大利亞)企業家交流會 台北 

5 10 月 30 日 台越(南)企業家交流會 台北 

6 10 月 30 日 第 34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視訊會議) 線上 

7 11 月 12 日 第 26 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實體+線上) 台北 

8 11 月 20 日 亞太商工總會第 92 屆理事會(視訊會議) 線上 

9 11 月 25 日 台印尼企業家交流會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