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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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探討智慧交通及智慧醫療 

為拓展臺灣與瑞典兩國經貿合作商

機，本會與瑞典對等單位-瑞典貿易

暨投資委員會(Business Sweden)於

本（109）年 11 月 4 日假台北君悅

酒店舉行「第 36 屆臺瑞(典)經濟合

作會議」視訊會議，由中華電信行

動通信分公司陳明仕總經理與瑞典

愛立信集團副總裁Mr. Ulf Pehr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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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約計超過 160人。 

本次會議聚焦「智慧交通」及「智

慧醫療」產業議題，並擴大邀請雙

方交通部、衛福部長官與會，實現

臺瑞典跨部會高階長官齊聚。 

「智慧交通」分組由臺大先進公共

運輸研究中心張學孔主任主持，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黃新薰副所長及瑞

典大斯德哥爾摩區政府交通局局長

Mr. Kristoffer Tamsons 應邀開場致

詞，雙方探討電動巴士供應鏈及 5G、

自駕車於道路交通之智慧及永續解

決方案；「智慧醫療」分組則邀請到

陳建仁前副總統擔任與談主持人，

並由我衛福部薛瑞元次長與瑞典衛

福部次長Dr. Maja Fjaestad開場致詞，

臺瑞雙邊針對大數據防疫、AI 與數

位醫療科技等議題進行交流。 

 

大會線上合照，上排左至右：瑞典駐臺代

表孔培恩、臺灣愛立信公司藍尚立總經理、

瑞典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下排

左至右：經濟部陳正祺次長、瑞典方主席

愛立信集團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臺方

主席中華電信陳明仕總經理。 

 

 

「智慧交通分組」線上合照，上排左至右：

Volvo集團公共事務主任Dr. Anders Berger、

瑞典大斯德哥爾摩區政府交通局局長 Mr. 

Kristoffer Tamsons、臺灣 Scania總經理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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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a Boye、Västtrafik 永續發展部門

Ms. Hanna Björk，中排左至右：瑞典貿易

暨投資委員會臺北辦事處方曼森商務處長、

臺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張學孔主任、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吳坤榮副總經理、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周家慶高級運輸分析師，

下排左至右：臺灣智慧駕駛公司劉宜鑫市

場開發總監、屏東客運集團郭子義董事長、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黃新薰副所長。 

 

 

「智慧醫療分組」線上合照，上排左至右：

瑞典駐臺代表孔培恩、陳建仁前副總統、

阿斯特捷利康公司生醫創業中心執行長 

Dr. Magnus R. Björsne，中排左至右：瑞典

區域政府聯盟(SALAR)數位醫療代表 Mr. 

Patrik Sundström、衛福部健保署李伯璋署

長、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杜奕瑾創辦人，

下排左至右：工研院生醫所林啟萬所長、

衛福部薛瑞元次長、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

司陳康偉總裁。 

 

第三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

國經協會)與南非商工總會(SACCI)

於本(109)年 11 月 4 日假臺北市君

悅酒店一樓君寓一召開「第三屆台

斐經濟聯席會議」，會中針對南非之

經貿情勢及產業發展進行探討，以

產業交流為核心共創企業廠商溝通

平台，進而促進我商與斐國經貿及

投資往來關係。本屆會議由本會孫

杰夫副理事長及南非商工總會

(SACCI) Mtho Xulu共同主持，外交

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邱陳煜副

司長擔任貴賓蒞會致詞。臺方約 70

位出席，斐方在線上約 50名產業人

士，總計 120位出席。 

本屆會議特別邀請南非駐台代表

麥哲培代表就南非投資環境及獎

勵投資措施進行介紹；另就「資通

訊業」、「食品加工機械業」、「醫療

產業」及「小農機械業」等產業分

別進行討論，邀請工研院產業科技

國際策略發展所楊瑞臨總監、安口

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董

事長、杏醫有限公司黃華民董事長、

台灣農業機械暨資材協會王岱淇

秘書長講述台灣在相關產業的發

展與南非合作契機。 

國經協會與南非商工總會共同舉辦

之台斐經濟合作會議，係促進兩國

企業界溝通交流之重要平台。此次

經濟聯席會議，盼透過南非駐台代

表南非經貿概況介紹，佐以雙方產

業界之意見交流，在疫情未平息的

時刻，增進雙方產業商機交流，促

進兩國民間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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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台斐雙方實

體與線上貴賓合影：上排左至右：駐南非

代表處賀忠義公使、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

濟事務司邱陳煜副司長、外交部亞非司胡

正浩大使回部辦事，中間左至右：南非商

工總會(SACCI)Adv. Mtho Xulu 會長、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孫杰夫副理事長、

南非聯絡辦事處麥哲培代表，下排左至右：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董事長、

南非聯絡辦事處馬貝莎副代表、駐南非經

濟組梁佳聿組長。 

 

「2020台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暨 

第 26屆經濟聯席會議」 

討論後疫情時代之台菲產業 

合作領域 

為加強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的產業

合作，本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

會再度與菲律賓商工總會合作，於

11 月 12 日在台北舉行「2020 台菲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暨第 26屆經濟聯

席會議」，本次論壇以「台菲攜手

合作重返復甦」為主題，採線上、

實體同步舉行，聚焦雙方關切的資

訊電子創新應用、機械產業、工業

區開發經驗和新創產業等四大產業，

共同探討後疫情時代的新契機與合

作模式，進行未來共同合作項目與

機制的互動討論，希望為雙方產業

創造實質經貿利益。 

我方由美德集團楊克誠總裁以本會

菲律賓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全國工業

總會菲律賓召集人身份代表致詞、

菲方則由菲律賓商工總會則由主席

Amb. Benedicto Yujuico 及菲中經濟

協進會主席 Dr. Luzviminda Jose 代

表致詞，另外，我經濟部次長陳正

祺、菲律賓貿工部次長 Dr. Ceferino 

Rodolfo、我駐菲律賓代表處徐佩勇

大使受邀以視訊方式參加，而馬尼

拉經濟文化辦事處主席 Hon. 

Angelito T. Banayo 則親自出席台北

實體會議。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菲律賓對於

醫療級防護裝備產生大量需求，但

國外製造商因出口禁令也無法出貨

到菲律賓，此時台商美德醫療集團、

新金寶集團及松玥開發建設公司充

分發揮 Taiwan Can Help 精神，從台

灣進口機具和原料並增加產能生產

醫療級口罩，協助菲律賓政府抗

疫。 

菲律賓於疫情期間新成立之個人防

護設備（PPE）協會（Confederation 

of Philippine Manufacturers of PPE，

簡稱 CPMP)於論壇上與台灣產業用

紡織品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

將針對產業用紡織品相關技術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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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進行交流合作；因疫情擴散菲國

的教育也深受影響，台灣教學科技

領導品牌網奕資訊科技秉持教育公

益無國界、防疫不停學，亦於論壇

上宣布與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學校合

作，將協助當地建立 AI智慧教研中

心，透過智慧化的教學系統合作，

共創台菲數位教育產業發展與交

流。 

菲律賓近年推動「包容性創新產業

策略」等產業政策，對電機、電子

等領域提供租稅減免等多項優惠，

吸引投資，美中貿易摩擦後，台灣

資訊電子業及電力設備等產業，積

極前往菲律賓新設廠或擴展生產線，

未來台菲雙方更可經由 BIA 加強投

資保障，促進產業合作與經貿往

來。 

11 月 12 日「2020 台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暨第 26屆經濟聯席會議」本會菲律賓委員

會楊克誠主任委員致詞。 

 

 

11 月 12 日「2020 台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暨第 26屆經濟聯席會議」本會菲律賓委員

會楊克誠主任委員(右 4)與貴賓合影。 

 

第 12屆臺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國經協會與智利全國工業總會

(SOFOFA)於本(109)年 11月 12日

假晶華酒店晶華會召開「第 12屆臺

智(利)經濟聯席會議」。會議由本會

歐陽禹副理事長及智利全國工業總

會 Bernardo Larraín 理事長共同主

持，智利外交部對外貿易推廣總司

Jorge O’Ryan 總司長及外交部拉美

司劉聿綺副司長應邀於會中致詞，

現場雙方出席代表共 60餘人，線上

與會者逾 30人。 

專題演講先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林詠青防疫醫師分享臺灣防疫經

驗，接著由智利全國工業總會首席

經濟學家 Rodrigo Mujica就「智利疫

情現況、經濟因應復甦及展望」為

題簡報，並邀請前國家發展委員會

鄭貞茂副主任委員、訊聯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蔡政憲董事長及智利

對外貿易推廣總司國內市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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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a Sepúlveda處長探討後疫情產

業合作商機。期能加深兩國產業連

結，強化雙邊經貿合作。 

 

 

 

 

 

 

「第 12屆臺智（利）經濟聯席會議」與會

重要來賓合照，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分別

為：外交部拉美司劉聿綺副司長、Arauco

林業公司 Charles Kimber 企業及商業事務

總監、國經協會拉美地區胡銘峰副主任委

員、ProChile Jorge O’Ryan 總司長、國經

協會歐陽禹副理事長、SOFOFA Bernardo 

Larraín 理事長、智利商務辦事處康士廷處

長、ProChile國內市場處 Lorena Sepúlveda

處長、駐智利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

林明雅組長。 

 

第 16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暨台

波(蘭)企業家聯誼會 

本會與波蘭商會(Polish Chamber of 

Commerce) 於本（109）年 11月 19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16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暨台波(蘭)

企業家聯誼會」，由本會黃博治副

理事長與波蘭商會副會長  Mr. 

Marek Kłoczko共同主持，駐波蘭代

表處施文斌代表、波蘭臺北辦事處

李波代理代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戴婉蓉主任秘書以及波蘭發展、勞

動及技術部國貿處非歐洲國家組組

長 Mr. Bartłomiej Lewandowski 以貴

賓身分致詞。雙方就「醫療防疫」、

「綠色能源」、「電動汽車」進行

專家討論。台灣講者由國家生技醫

療產業策進會錢宗良執行長、中華

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林俊

旭副主任及台達電子電動車充電方

案事業部李雅蓉資深業務經理就產

業政策及實務經驗進行分享，強化

台、波雙方產業合作機會。台波雙

方約 110 位業界代表出席本次會

議。 

第 16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雙方貴賓及

講者合影。上排左至右：波蘭臺北辦事處

代理代表 Mr. Bartosz Ryś、波蘭發展、勞

動及技術部國貿處非歐洲國家組組長 Mr. 

Bartłomiej Lewandowski、波蘭商會副會長 

Mr. Marek Kłoczko(右)、駐波蘭代表處施

文斌代表；中間左至右：RAFAKO E-BUS

副總經理 Mr. Michał Maćkowiak、國家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錢宗良執行長、國經協

會黃博治副理事長、中經院綠色經濟研究

中心林俊旭副主任；下排左至右：Nomi 

Biotech 執行長Mr. Marcin Jaskuła、經濟部

國貿局戴婉蓉主任秘書、台達電子電動車

充電方案事業部李雅蓉資深經理、波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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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礦產與能源經濟研究所主任 Dr. 

Joanna Kulczycka。 

 

台約旦雙邊聯席會議 

本會於今(109)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6:00-17:55 於遠東香格里拉國際大

飯店 B1 怡東園舉辦「臺約(旦)雙邊

投資視訊會議，外交部曹立傑次長、

外交部亞非司楊心怡司長均蒞臨現

場並致詞，另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

究院陳建斌院長代表本會擔任致詞

嘉賓，重要與會貴賓包含約旦駐華

商務辦事處諾貝爾處長、外交部國

經司邱陳煜副司長，約旦當地透過

視訊參加者則有約旦投資局局長

Khalid Wazani、駐約旦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經濟組陳御群組長，駐約旦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買睿明代表最

後以視訊方式發表閉幕結語。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謝秀萍參事於會中簡

報台灣投資環境及「六大核心戰略

產業」發展潛力，約旦投資局局長

Khalid Wazani在會中以視訊方式說

明，約旦的發展產業及投資環境，

同時強調，約旦近年積極發展醫療

器材、藥品、農業及食品加工等產

業，期盼未來引進台商技術與資金，

現場與會人數約 50人。 

 

 

109 年 11月 24日「臺約(旦)雙邊投資視訊

會議」臺約方與會重要貴賓，第一排由左

至右分別為外交部亞非司楊心怡司長、約

旦駐華商務辦事處諾貝爾處長、外交部國

經司邱陳煜副司長，第二排由左至右為約

旦投資局 Dr. Khalid W. Wazani 局長、外交

部曹立傑次長、農科院陳建斌院長，第三

排由左至右為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謝秀萍參

事、駐約旦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買睿明大

使、駐約旦代表處經濟組陳御群組長。 

 

 

第 92屆亞太商工總會理事會議 

因新冠疫情影響，第 92屆亞太商工

總會理事會議改為 11 月 20 日於線

上舉辦，台灣與會者包括國經協會

高志尚理事長、工商協進會范良棟

秘書長、台灣彩券薛香川董事長、

中國信託及亞太商工總會秘書處人

員等，會議討論亞太商工總會高層

改選延任一年、亞太商工總會基金、

明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第 35屆亞

太商工總會大會舉行地點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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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屆亞太商工總會理事會議合照。 

 

 

 

 

 

 

出席第 92屆理事會議台灣與會者合照，由

左至右：本會吳立民秘書長、本會高志尚

理事長、台灣彩券薛香川董事長、工商協

進會范良棟秘書長、亞太商工總會林啟松

執行長、亞太商工總會副執行長 Mr. 

Amador Honrado 

 

 

國經協會 109年 11月 12日召開 

「第 5 屆第 1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國經協會於 109 年 11 月 12 日假台

北晶華酒店召開「第 5屆第 15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經濟部國貿局江文

若局長及外交部邱陳煜副司長、許

芬娟總領事、本會理監事等出席會

議。 

本會因應疫情衝擊全球經貿及各國

產業，將多項重大活動調整為國內

現場及線上直播方式辦理，國貿局

與外交部國經司皆持以高度肯定，

並以行動表達積極支持與感謝。表

示在看不到盡頭的疫情之下，虛實

整合的會議方式將是未來推動國際

經濟貿易合作的關鍵模式也是雙邊

推動的典範。 

面對全球各地皆受到疫情的影響之

下，台灣卻能夠將疫情控制得當，

使得台灣成為世界防疫爭相取經的

對象，這當中是因為運用了非常多

的數位科技，未來，數位醫療將會

是發展國際經濟貿易的重點之一。 

本會第 5屆理監事即將於今年 11月

29日到期屆滿，依據本會章程規定，

第 6屆理監事應於 12月 9日會員大

會產生。本會提出第 6 屆理監事推

薦參選名單，此名單考量未來國際

情勢發展，理監事應予多元化是布

局的考量重點，也列入會議之議程，

請各位理監事多多予以支持。會員

大會將於 12月 9日召開，屆時也請

各位理事、監事撥冗出席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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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月 12日召開「第 5屆第 15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高志尚理事長(左 3)，朱

麗容常務監事 (左 2) 代表監事會，吳立

民秘書長(左 1) ，經濟部國貿局江文若局

長(右 2)及外交部國經司許芬娟總領事蒞

會致詞指導。 

 
高志尚理事長於 109年 11月 12日召開之

「第 5屆第 1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局長於 109年 11

月 12日召開之「第 5 屆第 15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致詞。 

 
外交部國經司許芬娟總領事於「第 5 屆第

1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 

 

 
吳立民秘書長於「第 5屆第 15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做會務及國際經貿推動工作報

告。 

 

 
本會於 109 年 11 月 12日召開「第 5 屆第

1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理監事及主管機

關代表踴躍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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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吳立民秘書長拜會新任中美洲

經貿辦事處廖鴻達主任加強雙邊 

合作 

本(109)年 11月 30日，本會吳秘書

長立民偕拉美非洲處朱處長淑瑜赴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拜會新任廖鴻達

主任。此行主要目的係向廖主任請

教中美洲國家之政經資訊及商討關

於明年 1 月中美洲經貿辦事處擬舉

辦之「臺宏線上經貿商機說明會」。

廖主任表示期望未來能與本會密切

合作，創造 1+1大於 2的效益。 

 

 

 

 

 

 

由左至右分別為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及中美

洲經貿辦事處廖鴻達主任。 

 

喬集偉思特股份有限公司黃宏基董

事長針對「我國離岸風電發展現況

與商機」發表演講 

我國政府近年致力發展再生能源，

其中離岸風電為重點項目之一，規

劃於114年達5.7GW設置目標，盼透

過國產化政策將臺灣打造為亞太離

岸風電中心。鑑於此，本會於本年

11月17日上午邀請喬集偉思特股份

有限公司黃宏基董事長蒞會就「我

國離岸風電發展現況與商機」發表

精闢演講。 

喬集偉思特耕耘風電市場近30年，

提供陸域風場開發、統包工程、運

轉維修，以及齒輪機、發電機等零

組件銷售服務。近年，喬集偉思特

跨足離岸風電市場，為國際水下基

礎及海纜統包商提供國產化顧問服

務，並協助歐商將世界各地離岸經

驗帶進臺灣，至今已參與多個離岸

風場計畫。 

會中，黃董事長針對離岸風電國產

化政策、發展現況及潛在風險等進

行分析，並說明國產化政策為國際

開發商及我中小企業所帶來之優劣

影響及限制，現場互動氣氛熱絡。 

 

圖說：喬集偉思特股份有限公司黃宏基董

事長以「我國離岸風電發展現況與商機」

為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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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左起)：喬集偉思特股份有限公司黃

宏基董事長，本會吳秘書長立民。 

 

 

「荷蘭在台辦事處新任駐台代表 

Mr. Guido Tielman」歡迎午宴 

109年 11月 10日本會高志尚理事長

假遠東國際飯店舉行「荷蘭在台辦

事處新任駐台代表 Mr. Guido 

Tielman」歡迎午宴。荷蘭在台辦事

處副代表Mr. René Beerepoot、荷蘭

在台辦事處經濟處陳香吟副處長、

荷蘭在台辦事處農業食品處梁心玥

資深農業與食品事務官、豐群投資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張宏嘉董事長、

交通大學國際產學聯盟總中心吳傳

禎執行長、台灣艾司摩爾股份有限

公司趙中榛資深總監、法國航空與

荷蘭皇家航空集團溫爾功台灣區經

理、經濟部水利署郭純伶組長、中

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溫

麗琪主任、本會吳立民秘書長、本

會陸長欣處長擔任陪賓。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左 5)舉行「荷蘭在台辦

事處新任駐台代表 Mr. Guido Tielman(左

6)」歡迎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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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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全年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1月 臺捷(克)太空科技產業研討會 台北 

2 3-6月 第 8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台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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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6月 
第 19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視訊會議)  
台北 

5 3-10月 歐洲國家企業家聯誼會 台北 

6 5-9月 
第 13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視訊會議)  
台北 

7 6-10月 
第 9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視訊會議)  
台北 

8 6-10月 第 13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9 9-11月 第 27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0 9-11月 第 18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11 9-11月 第 17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華沙 

12 9-11月 第 37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斯德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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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非洲處規劃 110年度全年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2-4月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員會上半年會說明會 台北 

2 3-6月 第 11屆台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 4-6月 
國際商會(ICC)商事法實務委員上半年會交

流會 
台北 

4 4-7月 第 8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5 4-8月 非洲投資經貿商機說明會 台北 

6 5-6月 第 13屆台巴(西)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7 5-8月 拉丁美洲經貿商機分享會 台北 

8 7-10月 第 19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9 9-11月 
國際商會(ICC)商事法實務委員下半年會交

流會 
台北 

10 10-12月 
國際商會(ICC)仲裁及 ADR委員會經驗分享

會 
台北 

11 10-12月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員會下半年會說明會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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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處規劃 110年度全年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1-6月 2021年台紐（西蘭）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 3-6月 第 16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 5-9月 第 19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蒙古烏蘭巴

托 

4 7-9月 第 45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5 7-11月 第 21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越南胡志明

市、柬埔寨金

邊 

6 7-11月 第 29屆台泰（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7 8月 第 35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新加坡 

8 8-9月 第 34屆台澳(大利亞)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9 9-10月 第 27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菲律賓馬尼

拉 

10 9-11月 第 16屆星（加坡）台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