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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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歐盟企業家聯誼會」，匯集產官

研能量，加深臺歐盟經貿互動 

本會與歐洲在臺商務協會於 2022年

10月 25日假晶華酒店共同舉行「臺

歐盟企業家聯誼會」，由本會高志尚

理 事 長 與 歐 洲 在 臺 商 務 協 會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張瀚書（H. Henry Chang）

理事長共同擔任主人，經濟部王美

花部長、外交部蔡明彥政務次長及

歐洲經貿辦事處高哲夫（ Filip 

Grzegorzewski）處長蒞臨擔任致詞

嘉賓。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致詞時表示，為

達到環境及經濟的永續發展，綠色

轉型是台灣與歐盟的共同挑戰，雙

方在產、官、學、研皆擁有優秀的

研發技術人才，他相信在持續的產

業互動交流中，台灣與歐盟不僅可

以攜手化挑戰為商機，台灣亦是歐

盟在綠色供應鏈中堅強的夥伴。 

為加強台歐盟雙邊企業及官方之互

動，此次聯誼會邀請台灣各產業公

協會代表、投資歐盟的台灣重量級

企業、上市櫃公司，以及在台重要

歐商出席。現場與會貴賓超過 200

人，且歐盟及其會員國之駐台辦事

處皆派員出席，互動交流氣氛熱

絡。 

     

左至右：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歐洲經

貿辦事處高哲夫處長、經濟部王美花部長、

外交部蔡明彥政務次長、歐洲在臺商務協

會張瀚書理事長。 

 

致詞貴賓與各歐盟駐台辦事處代表合影。 

 

第 46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與韓國全

經聯連線舉行 

本會於 2022年 10月 18日下午 2:00

假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 2 樓以台

北現場及韓國視訊方式，與韓國全

國經濟人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 簡稱全經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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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韓文同步舉行「第 46屆台韓經

濟聯席會議」。 

會議由國經協會朱志洋副理事長及

全經聯韓台經濟協力委員會金畯委

員長（京紡公司董事長）共同主持。

本屆亦邀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

若局長，駐韓代表處梁光中代表，

駐臺北大韓民國代表部鄭炳元代表

受邀蒞會致詞，代表台灣與韓國政

府對加強拓展兩國經貿合作與交流

的支持與鼓勵。。 

今年會議的議題以「台韓經濟動向」、

「半導體產業」、「紡織/成衣/時尚產

業」及「金融產業」為主，邀請到

台韓兩國的專家與業者分享，包括

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孫明德主任、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國際地域硏究所

康埈榮所長、工研院電光所張世杰

所長、韓美半導體金敏賢代表理事、

紡拓會黃偉基秘書長、京紡公司金

畯會長、韓亞銀行黃孝九全球事業

本部長及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張

瑞婷總經理，會議現埸有來自半導

體、資通訊、紡織、金融、生技製

藥，以及世界韓人貿易協會旅台韓

商等約 60位業者出席。 

台韓經貿往來密切，貿易規模從

2018年起，每年約 350億美元，2021

年已超過 500 億美元，互為第 5 大

貿易，2022 年雙邊貿易繼續成長，

1-8月已達 39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成長 23.6%。隨著兩國開放邊境，應

該有望回到疫情前每年 250 萬的互

訪人次，重振雙方觀光產業。台韓

在經濟發展上有著類似之處，都是

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要在這次經

濟困境中尋求合作商機。 

 

 

 

 

 

 

2022 年 10 月 18 日第 46 屆台韓經濟聯席

會議。貴賓合影，左起：資誠永續發展服

務公司張瑞婷總經理、紡拓會黃偉基秘書

長、駐台北韓國代表部鄭炳元代表、國經

協會朱志洋副理事長、國貿局江文若局長、

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孫明德主任及國經協

會吳立民秘書長。 

 

第 15屆臺秘魯經濟聯席會議 

2022年 10月 20日上午 9點 30分假

利馬商會舉行「第 15屆臺秘魯經濟

聯席會議」，雙方與會人士超過 150

位，盛況空前。利馬商會 Rosa Bueno

會長與本會副理事長暨本團洪慶忠

團長擔任雙邊主席並致開幕辭。

Bueno會長感謝本會率領訪團，並表

示支持我國加入 CPTPP。我駐秘魯

代表處張幼慈代表及秘魯國會觀光

及貿易委員會 Edgar Tello 主席應邀



3 

 

致詞；另我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長

為對本屆會議之重視亦錄製感謝辭，

表示對秘國的悠久歷史以及精緻美

食感到印象深刻，並期望臺秘間關

係往來能更為頻繁，支持我國加入

CPTPP，同時邀請利馬商會明年來

台與國經協會共舉「第 16屆臺秘魯

經濟聯席會議」。 

聯席會議第一部份講題分別由本會

洪慶忠副理事長以及利馬商會經濟

及企業發展研究所 Oscar Chávez 所

長簡報臺灣及秘魯的經貿發展概況

與後疫情時代的發展前景；第二部

份則分別由億鴻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張家豪董事長以及利馬商會商業推

廣主任 John Rodríguez 主講臺秘再

生能源發展及臺秘貿易前景。是日

下午 2點 30分於利馬商會舉行臺秘

企業貿易洽談會，共計近 40家秘魯

廠商參與，雙方互動熱絡，商機可

期。 

 

 

 

 

 

駐秘魯代表處張幼慈代表(左三)、利馬商

會 Rosa Bueno 會長(左四)、觀光及貿易委

員會 Edgar Tello 主席(右三)、國經協會洪

慶忠副理事長(右二)、外交部國際合作及

經濟事務司邱陳煜副司長(右一)。 

第 13屆台灣-巴西經濟聯席會議 

本會於 2022 年 10 月 4 日晚間 7:30

至 9:00 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DE

會議室與巴西工業總會(CNI)共同舉

辦實體及線上「第 13屆台灣-巴西經

濟聯席會議(The 13th Taiwan-Brazil 

Joint Business Councils Meeting)」。

本次會議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

協會蔡榮騰常務理事(Mr. R.T. Tsai, 

Executive Director, CIECA &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Delta Electronics, 

Inc.)及巴西全國工業總會產業發展

處處長 Renato da Fonseca (Mr. 

Renato da Fonsec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ident, CNI)共同主持，並邀請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李冠志副局長 

(Dr. G. J. Le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及巴西

駐台商務辦事處副處長 Sérgio 

Cunha (Mr. Sérgio Cunha, Head of 

the Trade Promotion, Sector 

Commercial Office of Brazil to Taipei)

蒞 會 致 詞 ， 針 對 「 半 導 體

(Semiconductor)」及「智慧城市

(Smart Cities)」議題，邀請兩國對產

業領域熟悉之業界領袖與政府專家

簡報，「半導體」由 SEMI 國際半

導體產業協會/全球行銷長暨台灣區

總裁曹世綸先生 (Mr. Terry Tsao, 

Global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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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of Taiwan, SEMI)、巴西半

導體協會會長 Rogério Nunes (Mr. 

Rogério Nunes, President,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bisemi))及巴西全國車輛

製造商協會會長 Márcio de Lima 

Leite (Mr. Márcio de Lima Leite, 

Presiden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utomotive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favea)等人接力主講，而「智慧城

市」則由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

國 安 董 事 長 (Mr. James Chiao, 

Chairman & CEO, Smart Cities 

Consulting Co., Ltd.)及巴西基礎設

施及產業協會 Antonio Alvarenga 

(Mr. Antonio Alvarenga, 

Representative, 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Basic Industries 

(Abdib), Senior Manager, EY 

Strategy and Transactions, Corporate 

Finance, Government & Infrastructure)

等人簡報，分別介紹巴西國內半導

體及智慧城市發展現況，並探討兩

國合作潛力，線上及現場超過 120

人與會。 

 

 

 

 

 

 

 

 

 

 

由上而下第一排左二為巴西基礎設施產業

協會(Abdib) Antonio Alvarenga會長，右一

為 SEMI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全球行銷

長暨台灣區總裁曹世綸，右二為巴西半導

體協會 Rogério Nunes 會長，第二排左一

為國貿局李冠志副局長，左二為我駐巴西

溫 曜 禎 代 表 (Mr. Wen Yao-Jen, 

Representative of Escritório Econô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第三排左一為

巴西經濟部工商暨服務發展局長魯士度沙

（Glenda Lustosa），右一為智慧城市股份

有限公司焦國安董事長，第四排左一台達

電前副總裁現高級顧問，國經協會常務理

事蔡榮騰先生，右一為我駐聖保羅經濟組

黃子寧組長，右二為我駐巴西代表處經濟

組甘珮柔組長(Ms. Kan, Pei-Rou, Deputy 

Director of  Dicisao Economica, Escritbrio 

Economico e Cultural de Taipei no Brasil)。 

 

史瓦帝尼投資商機說明會 

外交部與外貿協會於2022年10月24

日假臺北君悅酒店君寓一舉辦「史

瓦帝尼投資商機說明會」。史瓦帝

尼政府近來積極爭取外資，廣邀業

者前往史國投資及採購商品，本次

史國訪團以說明會形式，介紹該國

投資政策與環境，是了解史國商機

及非洲市場絕佳機會，現場實體出

席超過15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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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帝尼商工暨貿易部長庫馬羅

（Manqoba Khumalo）與台灣經緯航

太科技董事長羅正方於會中簽署合

作備忘錄。我外交部常務次長俞大

㵢致詞，史瓦帝尼投資促進局執行

長席邦尼（Sibani Mngomezulu）簡

報史國投資政策與環境，介紹史瓦

帝尼正在推動鐵路連結、260兆瓦再

生能源、五星級飯店及度假村、產

業園區和Mpakeni都市化基礎建設

等大型計畫。 

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III）聆聽全程活動，渠致詞

時表示，史瓦帝尼有包括資通訊、

能礦及教育等領域適合台灣公司投

資，且非洲自由貿易區是全球最具

亮度的自貿區，因此身為成員之一

的史瓦帝尼，值得台灣公司投資，

以進入非洲市場。 

 

 

 

 

 

 

恩史瓦帝三世(左三)、外交部常務次長俞

大㵢(右三)、孫副理事長杰夫(右二)於史瓦

帝尼投資說明會中合影。 

 

 

 

 

 

 

 

 

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世出席史瓦帝尼

投資商機說明會致詞。 

 

捷克國慶酒會 

2022 年 10 月 19 日捷克經濟文化辦

事處於台北福華飯店舉行捷克國慶

酒會，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及歐洲處

同仁受邀出席。現場重要貴賓包含

外交部長吳釗燮、立法院長游錫堃

以及各國駐台使節皆出席致賀。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史坦格

(David Steinke)於開幕致詞時強調台

捷兩國的友誼，期許兩國關係在攜

手對抗疫情後能夠變得更加強大及

具備韌性。 

外交部長吳釗燮於致詞時表示，捷

克是台灣在歐洲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近年來在對抗疫情以及貿易、投資、

教育等諸多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

也對捷克在國際上發聲支持台灣的

國際參與表達感謝。立法院長游錫

堃指出，自 2020年韋德齊參議長訪

台後，台捷高層級官員互訪交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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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經貿關係快速成長，各項數據

以及互動皆象徵了兩國的美好前景，

並在最後祝福台捷邦誼堅若磐石，

永續發展。 

 

 

 

 

 

 

貴賓合影(左至右):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唐迪副代表、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David Steinke、本會吳立民秘書長、中華

捷克經貿協會徐國基名譽理事長。 

 

出席土耳其共和國 99周年國慶慶祝

酒會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及吳立民秘書長

應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邀請，

出席 2022年 10月 28日晚間於香格

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舉行之「土耳

其共和國 99 周年國慶」慶祝酒會，

駐 台 北 土 耳 其 代 表 貝 定 可

（Muhammed Berdibek）及外交部

亞西及非洲司司長賀忠義致詞祝賀，

各國駐台使節代表、相關企業貴賓

和在台土耳其公民出席參與，場面

歡快熱鬧。 

 

 

 

 

 

 

右起吳立民秘書長、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

事處貝定可代表夫婦 

 

本會十一月活動預告 

第 38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訂於

11月 18日舉行 

本會與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台北

辦 事 處 (Business Sweden/The 

Swedish Trade & Invest Council)訂於

2022年 11月 18日下午 1時 30分假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2 樓

香格里拉宴會廳舉辦「第 38屆台瑞

( 典 ) 經 濟 合 作 會 議 (The 38th 

Taiwan-Sweden Joint Business 

Council Meeting)」。會議聚焦「永續

製造(Sustainable Production)」、「智慧

醫療(Smart Healthcare)」主題，邀請

台瑞雙方導入綠色供應鏈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 永 續 製 程

(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以及研發醫療科技之企業進行交流，

尋求合作機會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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