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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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總統出席「中美洲獨立 201 週年

紀念日」慶祝酒會 

2022 年 9 月 15 日「中美洲獨立 201

週年紀念日」慶祝酒會，中華民國

蔡英文總統致詞，強調我國與中美

洲關係良好，今年 7 月我國外交部

及國經協會便率領考察團至中美洲，

強化雙邊經貿交流；今年 8 月中美

洲銀行總裁摩西(Dante Mossi)亦率

團訪問臺灣，開拓雙方銀行合作之

機會。雙邊往來頻繁，邦誼深厚。 

宏 都 拉 斯 共 和 國 總 統 卡 蕬 楚

(Xiomara Castro)及瓜地馬拉共和國

總 統 賈 麥 岱 (Alejandro Eduardo 

Giammattei)皆於線上致詞，一同祝

賀獨立週年紀念日。宏都拉斯共和

國駐臺大使館大使布羅德 (Harold 

Burgos)致詞，強調宏都拉斯追求獨

立民主的精神在 201 年後的今天依

舊存在。 

本會洪慶忠副理事長與吳立民秘書

長共同參加「中美洲獨立 201 週年

紀念日」慶祝酒會。 

 

 

 

 

 

 

 

與會貴賓（由左至右）：中華民國總統府李

大維秘書長、宏都拉斯共和國駐臺大使館

布羅德大使、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瓜地

馬拉共和國大使館蘇熙臨時代辦、中華民

國外交部吳釗燮部長。 

 

「貝里斯獨立 41週年獨立紀念日暨

貝里斯文化月開幕」 

2022年 9月 13日本會拉美非洲處朱

淑瑜處長偕處內同仁參加「貝里斯

獨立 41週年獨立紀念日暨貝里斯文

化月開幕慶祝酒會」。開幕式由貝里

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線上

致開幕詞，說明今年貝里斯國慶主

題為：「英勇無畏、驕傲堅強(Valiant 

and Bold, Proud and Strong)」，其更

表明貝里斯在後疫情時代已經回歸

正常，穩健發展。貝里斯大使館碧

坎蒂大使（H. E. Ambassador Candice 

Augusta Pitts）則於致詞時強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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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兩國邦誼深厚，貝國將繼續為我

國在聯合國體系發聲，給予最強力

的支持。賴清德副總統以貴賓身分

致辭，首先，副總統代表蔡總統傳

達政府及人民的誠摯祝賀，並感謝

貝國在國際上聲援台灣，公開支持

台灣參與聯合國各項組織。最後賴

副總統亦引用「英勇無畏，驕傲堅

強」作為說明台灣的立場。 

 

 

 

 

 

 

 

由左至右：中華民國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

長、中華民國賴清德副總統、貝里斯駐臺

大使館碧坎蒂大使、中美洲經貿辦事處廖

鴻達主任。 

 

台立(陶宛)商業俱樂部成立大會 

本會於 2022 年 9 月 15 日在台北國

際會議中心四樓貴賓廳舉行「台立

(陶宛)商業俱樂部成立大會」，吸引

雙方官方、公協會及企業代表共 150

多人出席，其中包括立陶宛首任駐

台代表盧百利(Paulius Lukauskas)及

30 位立陶宛企業訪團成員，雙方積

極交流，場面極為熱絡。 

這場盛會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劉威

廉副局長及立陶宛經濟創新部次長

Karolis Žemaitis 致開場詞，立陶宛

雷 射 協 會 (LLA) 理 事 長 Mr. 

Gediminas Raciukaitis 及立陶宛生技

協會理事長 Mr. Tomas Andrejauskas

隨後登台致賀，立陶宛工業家聯盟

(LPK) 理 事 長 Mr. Vidmantas 

Janulevičius 亦預錄影片表達恭賀。

中國輸出入銀行戴燈山總經理也受

邀介紹中東歐融資基金，台商

Fortress Group 創辦人葉緯則分享其

立陶宛投資經驗。 

 

 

 

 

 

 

由左至右：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林治華

秘書長、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黃文

榮秘書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林盛文

常務理事、中國輸出入銀行戴燈山總經理、

Fortress Group 葉緯創辦人、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劉威廉副局長、立陶宛經濟創新部次

長 Mr. Karolis Žemaitis、立陶宛雷射協會

會長 Mr. Gediminas Raciukaitis、立陶宛生

技協會會長 Mr. Tomas Andrejauskas、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

國安主席、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賴永祥

總經理、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陳枝昌副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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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劉威廉副局長致開場詞，

台立雙方嘉賓聚集於台前聆聽。 

 

洪慶忠副理事長接待智利商務辦事

處史密特代表 

2022 年 9 月 28 日，本會洪慶忠副理

事長為本會籌組之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9 日「2022 秘魯及智利經濟合作

及商機考察團」，於嘜德有限公司接

待智利商務辦事處史密特代表。史

密特代表表示非常歡迎洪副理事長

將在 10 月率團前往智利考察，期待

在農產、水產、礦產，甚至綠能、

新創產業上能有合作契機。洪副理

事長向代表簡介我國產業概況，亦

邀集我商代表與會交流，尋求未來

台灣與智利之經貿合作機會，會後

並進行餐敘。 

 

 

 

 

 

 

 

 

 

 

與會貴賓合影：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

(前排左二)、智利商務辦事處史密特處長

(前排右二)。 

 

9 月 29 日本會理事皇輝科技與諾基

亞簽署戰略夥伴 MOU 

2022年 9月 29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

率同仁參加於台北天成飯店 17樓悅

華廳所舉行的皇輝科技暨諾基亞戰

略夥伴合作備忘錄(MOU)之簽署儀

式。簽署內容包含智慧城市與數位

轉型與建設，盼能深化雙方企業關

係，並攜手合作，以帶動未來產業

發展。 

 

 

 

 

 

合影(由左至右)：國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

皇輝科技執行長張智強、數位發展部數位

產業署呂正華署長、芬蘭商務辦事處羅瑞

代表、諾基亞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區

劉明達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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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參加「2022 年智利美食及飲品

貿易媒合會」 

2022 年 9 月 7 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

參加由智利商務辦事處舉辦「2022

年智利美食及飲品貿易媒合會」，超

過 80 家台灣廠商參加，尋求與智利

廠商合作，與會貴賓包括：智利商

務辦事處史密特代表、外交部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海司謝妙宏司長、外

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邱陳煜

副司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劉威廉

副局長、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黃文榮秘書長、台灣食品產業發

展協會王繼中理事長、台北市酒類

商業同業公會陳志昇理事長。展場

展示出多元豐富的智利食品，凸顯

智利近年來發展農業輸出成果豐碩，

也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智利出口食品

的喜愛。智利商務辦事處史密特代

表於會中致詞，表示智利與台灣的

貿易關係往來頻繁，尤其在疫情趨

緩後雙方的貿易總額成長更有所突

破。史密特代表也同時代表智國表

示歡迎，歡迎國經協會 10 月組考察

團參訪智利，拓展新商機。 

 

 

 

 

 

 

 

 

 

 

由左至右：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黃

文榮秘書長、國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劉威廉副局長、外交部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謝妙宏司長、智利商

務辦事處史密特代表、外交部國際合作及

經濟事務司邱陳煜副司長、台灣食品產業

發展協會王繼中理事長、台北市酒類商業

同業公會陳志昇理事長。 

 

本會出席越南國慶酒會 

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及李倩如處長應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邀請，

出席 2022 年 9 月 1 日晚間於君悅飯

店舉行之越南國慶酒會，外交部次

長余大㵢、衛福部次長王必勝、僑

委會委員長童振源、行政院鄧振中

政務委員等政要以及各國駐台使節

均到場祝賀。 

 

 

 

 

 

貴賓合影(左二起)：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外交部次長余大㵢、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武進勇代表、

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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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起李倩如處長、吳立民秘書長、駐台

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武進勇代表夫婦。 

 

本會出席印尼國慶酒會 

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及李倩如處長應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邀請，

出席 2022 年 9 月 14 日晚間於美福

大飯店舉行之印尼國慶酒會，駐台

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章溥帝代表

及外交部田光中政務次長致詞祝賀，

相關貴賓及各國駐台使節亦出席參

加。 

 

 

 

 

 

 

 

外交部田中光政務次長(左)與駐台北印尼

經濟貿易代表處章溥帝代表舉杯慶祝。 

 

 

 

 

 

 

 

左一起李倩如處長、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

代表處投資部包席理主任、吳立民秘書

長。 

 

本會出席韓國國慶酒會 

本會應駐台北韓國代表部鄭炳元代

表邀請，由吳立民秘書長及李碧惠

副處長出席本年 9 月 29 日晚間於君

悅飯店舉行之韓國國慶酒會，外交

部次長田中光代表致詞，總統府秘

書長李大維、法務部長蔡清祥、行

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談判總代表鄧

振中、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政要以

及各國駐台使節均到場祝賀。 

 

 

 

 

 

 

外交部次長田中光(左)與駐台北韓國代表

部鄭炳元代表(右)舉杯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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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吳立民秘書長、駐台北韓國代表部鄭

炳元代表夫婦 

 

2022年 9月 13日匈牙利貿易辦事處

新任投資商務主任戴博斯 (Mr. 

Balázs Szabó)拜會本會 

2022年 9月 13日上午匈牙利貿易辦

事處(Hungarian Trade Office, Taipei)

新任投資商務主任戴博斯 (Mr. 

Balázs Szabó)率商務主任助理于靜

(Ms. Tamara Vér)拜會本會智慧城市

委員會焦國安主席。雙方就臺匈投

資環境以及未來合作方向進行意見

交換。 

S 投資商務主任指出匈牙利的投資

環境正逐漸變得完善，過去在跨國

分工中，匈牙利勞工大多擔任零件

組裝的角色，而現今匈牙利也可勝

任研發工作。匈牙利擁有的高科技

人才、AI 技術、工業知識與地理位

置皆有助於臺商拓展中東歐市場。S

投資商務主任亦表示非常期待未來

與臺灣於貿易投資、研究、建立工

業創新園區等多面向長期合作之機

會。 

焦主席則提出臺匈雙方可與擁有 AI

中心的大學合作，於匈牙利建立「智

慧解決方案展示中心」。 

 

 

 

 

 

 

由左至右：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主

席、匈牙利貿易辦事處投資商務主任戴博

斯(Mr. Balázs Szabó)、匈牙利貿易辦事處

投資商務主任助理于靜(Ms. Tamara Vér)、

陸長欣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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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十月活動預告 

2022 秘魯及智利經濟合作及商機考

察團 

為配合我政府政策前往拉丁美洲進

行海外佈局及促進雙邊經貿交流，

並協助我企業界拓展拉美市場商機，

外交部委託本會於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9 日前往秘魯及智利二國參訪，

分別於秘、智二國舉辦臺秘魯經濟

聯席會議及臺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並依廠商旨趣安排商機媒合會，俾

加強我國與上述各國雙邊經貿與投

資關係，拓展產業合作商機。 

 

第 46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訂於 10

月 18 日舉行 

本會與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FKI，

簡稱全經聯)訂於 202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00（台北時間）

假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 2 樓主廳

舉行「第 46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會議將針對「台韓經濟動向」、「半

導體產業」、「紡織/成衣/時尚產業」

及「金融產業」為題，邀請台韓專

家進行交流，並邀請相關廠商參與，

以期發掘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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