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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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德國工商會聯合會(DIHK)於

本（110）年 3 月 25 日假華南銀行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19屆台德經

濟合作會議」，由本會副理事長暨

友嘉集團朱志洋總裁與德國企業台

灣委員會主席暨美最時集團管理合

夥人 Mr. Dirk Sänger 共同擔任主

席，經濟部陳正祺次長及德國聯邦

經 濟 能 源 部 次 長 Mr. Marco 

Wanderwitz出席致詞。 

本屆會議雙方就「智慧醫療與防疫

應用商機」進行專題演講及座談討

論，由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

熙理事長及德國外貿與投資處台灣

及 菲 律 賓 處 長 Mr. Alexander 

Hirschle 共同引導台德雙方醫藥重

要代表，工研院生醫所林啟萬所

長、基亞生技張世忠董事長、台康

生技劉理成總經理、台灣拜耳(Bayer 

Taiwan)楊玉蘭總裁、默克醫療保健

事業體(Merck Healthcare Taiwan)余

文慧總經理、台灣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Taiwan)邱建智總經

理及奎克生技楊博鈞事業長，針對

台德防疫應用合作交換意見，並尋

求技術及產業交流機會。本屆會議

台德雙方線上線下超過 120 位業界

代表出席，互動氣氛熱絡。 

第 19 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雙方貴賓合

影。(上排由左至右)德國健康聯盟代表 Mr. 

Roland Göhde、德國企業台灣委員會主席

暨美最時集團管理合夥人 Mr. Dirk 

Sänger、德國外貿與投資處台灣及菲律賓

處長 Mr. Alexander Hirschle；(中排由左至

右 ) 德國經濟辦事處處長 Mr. Axel 

Limberg、友嘉集團朱志洋總裁、工研院生

醫所林啟萬所長；(下排由左至右)台灣精

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長、德國在台

協會副處長 Ms. Dagmar Traub-Evans。 

拜會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Mr. 

Budi Santoso代表 

3 月 10 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拜會駐

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Mr. Budi 

Santoso，雙方討論 4 月中下旬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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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研討會，邀請印尼投資協調委

員會擔任合辦單位及邀請印尼投資

協調委員會主席Mr. Bahlil Lahadalia

致詞事宜。 

 

 

 

 

 

 

 

 

吳立民秘書長致贈禮品予駐台北印尼

經濟貿易代表處 Mr. Budi Santoso 代表 

本會吳立民秘書長拜會印度台北協

會戴國瀾會長 

110 年 3 月 23 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

與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董

事長，拜會印度台北協會戴國瀾會

長，聽取其對於「第 19屆台印度經

濟聯繫會議」相關建議，並邀請擔

任致詞貴賓，「第 19 屆台印度經濟

聯繫會議」將於今(110)年 4月 28日

下午以視訊方式與對等單位印度商

工總會(FICCI)共同召開，主要議題

為電動車、智慧城市及印度與台灣

如何實踐印太地區供應鏈重組等議

題。 

110 年 3月 23日拜會印度台北協會，由左

至右分別為吳立民秘書長、戴國瀾會長、

焦國安董事長。 

國經協會 110年 3月 17日召開「第

6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業

務交流餐會」 

國經協會於 110年 3月 17日假台北

晶華酒店召開「第 6 屆第 2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及「業務交流餐會」，

經濟部國貿局江文若局長，外交部

國經司邱陳煜副司長、本會理監事

出席會議。當晚之業務交流餐會亦

邀請各國家主委及顧問參加，另並

特別邀請澳洲新任駐台代表 Rep. 

Jenny Bloomfield 參加交流餐會，促

進台澳國際業務交流。 

今年在疫情之下，本會上半年多項

活動辦理方式仍以視訊或視訊結合

實體方式辦理。在過去一年基礎

下，本會辦理視訊會議已更為精

進。高理事長於會議中特別提到 3

月 10日，受駐歐盟代表處之託，本

會協助該辦事處辦理「台歐盟供應

鏈合作論壇」並洽邀台灣地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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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談廠商代表包括國際半導體

產業協會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

曹世綸、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理

事長李鍾熙、台達電子歐洲地區總

裁 Dalip SHARMA、友嘉集團智慧

製造與數據服務部總經理林勤喻、

捷安特歐洲製造中心總經理陳經

才。當天吸引台歐盟雙方產、官、

學各界人士近 600名報名參加。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本會歐陽禹副理

事長，也是安口食品機械公司的董

事長於會議中以「貿易模式再升

級、數位行銷拓商機」為題，與大

家分享他豐富的網路行銷成功經

驗。 

 

 

 

 

 

 

110年 3月 17日國經協會召開「第 6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高志尚理事長(中)

致詞，薛香川監事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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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交部國經司邱陳

煜副司長(右 1)蒞會致詞指導。 

 

高志尚理事長於 110 年 3 月 17 日召開之

「第 6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 

 

經濟部國貿局江文若局長於「第 6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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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國經司邱陳煜副司長於「第 6 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 

 

 

 

 

 

 

 

 

本會歐陽禹副理事長/安口食品機械(股)公

司董事長於「第 6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以「貿易模式再升級、數位行銷拓商

機」為題，分享網路行銷成功經驗。 

 

 

 

 

 

 

本會於 110年 3月 17日召開「第 6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理監事及主管機關代

表踴躍出席會議。 

 

 

 

 

 

 

 

 

 

 

 

澳洲新任駐台辦事處代表 Rep. Jenny 

Bloomfield應邀出席本會 110年 3月 17日

舉辦之業務交流餐會。 

外交部國經司蔡司長允中工作餐會

商討促進中南美洲與我國之商貿連

結 

外交部國經司蔡司長允中於本(110)

年 3月 19日中午假福華飯店三樓江

南春舉辦工作餐會，主要為商討及

強化中南美洲國家與我國之商業往

來及貿易連結。出席貴賓有本(國經

協會)會吳秘書長立民、中華民國中

南美經貿協會王理事長綉子、張常

務監事英捷、施常務理事灼杬及宏

碁股份有限公司陳旻鈺資深處長等

貴賓。 

中南美洲為我國重要友邦國家，我

國與拉丁美洲地區之經貿連結緊

密，本年 1 月我國與拉丁美洲國家

之雙邊貿易總額達 12.4 億美元。蔡

司長允中於餐會中表示透過雙邊經

貿上之合作機會，期望未來能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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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發展之潛力促成多方產業合作

之可能性。 

 

 

 

 

 

 

 

午宴貴賓為:外交部國經司邱陳煜副司長

(左四)、外交部國經司蔡允中司長(左

五)、中華民國中南美經貿協會王綉子理事

長(左六)、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右三)。 

專家演講：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

產業策進會錢宗良執行長分享「台

灣健康產業發展新方向」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生策會)

錢宗良執行長也是台大醫學院教

授，並曾任行政院科技部政務次

長，對醫學與科技領域均有豐富的

經驗。本會很榮幸邀請他於本(110)

年3月11日下午蒞會以「台灣健康產

業發展新方向」為題，與本會分享

其看法與見解。 

他首先介紹生策會主要為整合資源

及促進生技醫療及健康照護產業，

類似的組織還有台灣生物產業發展

協會及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另有財

團法人醫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針

對醫院進行評比、監督及指導。報

告中提出健康產業的大藍海除了精

準醫學外，更大一部份是精準健

康，而台灣有先進的醫療照護、高

品質研發及製造技術，以及強大的

資通訊及電子科技，正是健康產業

發展的關鍵動力，且在台灣有出色

的健保系統、高品質醫療照護服務

及世界級的健康數據，結合ICT產業

群聚、製造能力及快速商業化等優

勢下，台灣可以將醫療產業以智慧

醫院的方式整廠輸出國外。 

最後他也介紹生策會每年策劃的台

灣醫療科技展，該展邀請國內產業

專業人士參加，有著亞太地區最強

醫療與科技合作的大型展示，也是

跨界醫療創新的精準大健康產業舞

台，2021年預計於12月2-5日舉行。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錢宗良執行長

(左)與本會吳秘書長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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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錢宗良執行長分

享「台灣健康產業發展新方向」 

本會陳盟仁助理專員及陳啟元專員

參訪智慧城市展 

110 年 3 月 25 日本會陳盟仁助理專

員及陳啟元專員參觀台北市電腦公

會主辦之「2021智慧城市展」，本次

主辦單位已安排導覽團的方式邀集

各大公協會秘書長參觀本展，包含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黃文榮秘書長、

全國工業總會企劃合作處黃令喬副

處長，電電公會洪碧玉主任等共 20

人均參加本導覽團。本次為第 8 屆

智慧城市展，受疫情影響，本次展

覽加入智慧防疫、遠端醫療等概

念，及各類型的 5G應用為本次展覽

亮點，各家電信廠商如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分別與台灣智慧城市產業

聯盟合作設立「5G 應用主題館」，

台北市電腦公會、台北市政府、桃

園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等單位將分

別同步舉辦實體及線上活動，迎接

來自全球全球 150 個以上的國家地

區、約 15萬國際專業買主，另外還

有 62 個城市的 45 位市長或副市

長、139 位城市官員，及 ICLEI、

CityNET、IGES 三大國際城市組織

秘書長將參與 SCSE線上展活動，而

逐年擴大全球性的參與，有助於推

動台灣成為全球智慧城市解決方案

供應重鎮的產業地位。 

 

 

 

 

 

 

 

 

 

110年 3月 25日智慧城市秘書長導覽團合

照，導覽團成員為各大公協會秘書長及相

關同仁共 20位。 

 

本會 4月度活動預告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員會春季會議

及會前會 

ICC數位經濟委員會由 50 個國家委

員會及商界代表、專家成員等組

成，目的為制定全球技術行業規範

及慣例，提供資訊服務業者和使用

者交流平台，與國際組織多有互

動。ICC 數位經濟委員會將於 4 月

12 日舉辦春季線上會議，本會預計

邀請 5 位專家學者出席；另為加強

國內專家業者對 ICC 數位經濟委員

會的認識並鼓勵會議的實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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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增加國內人士參與國際會議的

經驗並建立相關人士長期參與數位

經濟委員會之目的。協助我相關公

協會及業者在該會議前了解 ICC 數

位經濟發展脈絡，本會亦將於 4月 7

日在國經協會舉辦一場實體會前

會，提供線上會議與會者提前溝通

及了解會議的平台。 

第八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探討

智慧醫療及關鍵產業資安 

本會將於 110 年 4 月 15 日與芬

蘭 國 家 商 務 促 進 局 （ Business 

Finland）共同舉辦「第八屆台芬(蘭)

經濟合作會議」，針對「AI 智慧醫

療」、「關鍵產業資安」等議題進行

深度研討。資安及醫療產業皆為政

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政策中重要議

題，本次會議將邀請台芬雙方產業

界代表，幫助我商尋求合作商機，

共創雙贏。 

印尼經貿投資研討會 

為促進台灣與印尼雙邊經貿合作交

流，本會、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

表處與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訂於本

（110）年 4 月 21 日假華南銀行國

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印尼經貿投

資研討會」。會中將討論「印尼投資

環境」、「台印尼產業合作」與「台

商投資經驗分享」與等議題。 

第 9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將於 110年 4月 27日與土耳其

對外關係總會（DEIK）共同舉辦「第

9 屆台土經濟合作會議」。本屆會議

將針對「食品、食品機械」、「電機

電子(家電、電腦電子)」等議題進行

深度研討，並規劃邀請雙方產業廠

商進行簡短公司及產品介紹與會交

流，尋求台土雙方合作契機，共創

雙贏。 

第 19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本會將於今(110)年 4 月 28 日下午

15:00~18:00 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TICC)2 樓 DEF 會議室舉辦「第 19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本會議將

由印度商工總會邀集印度企業界及

政府單位等，以視訊方式與我廠商

交流，由於新冠肺炎(COVID-19)及

美中貿易戰等影響，帶來供應鏈分

散趨勢，印度亦為我製造商供應鏈

重要佈局地點，本次聚焦兩大主題

為「印度與台灣-印太地區如何實踐

供應鏈復甦」、「台印雙邊合作產業-

智慧城市與電動車合作商機」，協助

業者，拓展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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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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1月 19日 臺捷(克)太空科技產業研討會 臺北 

2 3月 10日 台歐盟供應鏈合作論壇 臺北 

3 3月 25日 
第 19屆臺德(國)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

議)  
臺北 

4 4月 15日 第 8屆臺芬(蘭)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議) 臺北 

5 4月 27日 
第 9屆臺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

議)  
臺北 

6 5月 13日 
第 14屆臺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

議) 
臺北 

7 5月 25日 
第 7屆台愛(沙尼亞) 經濟合作會議(視訊

會議) 
臺北 

8 5月 27日 
第 2屆台克(羅埃西亞) 經濟合作會議(視

訊會議) 
臺北 

9 5-6月 
臺義(大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7屆會議 

(視訊會議) 
臺北 

10 6月 10日 
第 13屆臺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

議)  
臺北 

11 6月 22日 台斯(洛維尼亞)產業交流 台北 

12 6-10月 第 13屆臺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臺北 

13 10月 第 27屆臺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臺北 

14 9-11月 第 18屆臺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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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11月 第 17屆臺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華沙 

16 9-11月 第 26屆台法(國)經濟合作會議 巴黎 

17 9-11月 
第 22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視訊會

議) 
臺北 

18 9-11月 第 37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斯德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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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非洲處規劃 110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1月 29日 2021國際商會仲裁新規則介紹 臺北 

2 3-6月 加勒比海五友邦投資研討會 臺北 

3 4月 7日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員會春季會議及會前

會 
臺北 

4 4月 28日 第 19屆臺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臺北 

5 5月 19日 台商海外發貨倉庫研討會 臺北 

6 5月 奈及利亞經貿及投資研討會 臺北 

7 6月 第 8屆臺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臺北 

8 7-10月 太平洋聯盟國家經貿商機說明會 臺北 

9 7-10月 第 19屆臺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臺北 

10 7-10月 
西非及中非(奈及利亞、另 2個目標國)經濟

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非洲 

11 7-10月 第 11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臺北 

12 7-11月 
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及宏都拉斯經濟合作及

商機考察團 

瓜地馬拉、尼

加拉瓜、宏都

拉斯 

13 8-11月 非洲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埃及、衣索比

亞、索馬利蘭 

14 8-11月 加勒比海友邦投資商機考察團 加勒比海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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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處規劃 110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4月 21日 印尼經貿投資研討會 臺北 

2 4月 30日 
「澳大利亞農業企業在臺商機」線上研

討會 
臺北 

3 6月 10日 臺（星）加坡線上貿洽會 臺北 

4 7-9月 第 45屆臺韓經濟聯席會議 臺北 

5 7-11月 第 21屆臺越工商聯席會議 胡志明市 

6 7-12月 臺紐(西蘭)經濟聯席會議 臺北 

7 9月 第 19屆臺蒙經濟聯席會議 烏蘭巴托 

8 9-11月 第 16屆星(加坡)臺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9 10月 第 34屆臺澳(大利亞)經濟聯席會議 臺北 

10 11月 第 27屆臺菲經濟聯席會議 馬尼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