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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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率團參加第

36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

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親自於 11

月 28-29 日率團赴澳洲墨爾本參加

第 36 屆 亞 太 商 工 總 會

（ Confederation of Asia-Pacific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簡稱 CACCI）大會，重要團員包括

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薛香川董事

長、亞太商工總會張孝威前會長、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董事

長、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朱曦秘書

長、台玻企業團纖維事業部林嘉佑

總經理、禾源國際集團田子禾總經

理、台新銀行澳洲分行徐千涵行長、

第一銀行澳洲分行葉鋙堂經理、富

邦銀行雪梨辦事處張昱仁代表等人。

本屆會議主題為「新興動力:商會如

何定義新經濟」，預計出席人數為 15

國、200 人，希望藉由 CACCI 交流

平台，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與合

作。 

我國今年積極參與大會活動，除焦

國安董事長擔任資通訊產業分組會

議召集人，田子禾總經理亦於青年

企業家分組會議中擔任講者，工商

協進會朱曦秘書長擔任「通過亞太

商工總會發現商機」會議講者，提

出報告。 

另本次大會改選亞太商工總會新任

會長、副會長等高層職務，國經協

會高志尚理事長自 2018年起擔任亞

太商工總會副會長，今年順利續任

副會長，工商協進會則提名中國信

託銀行利明献董事長擔任預算委員

會成員，預計與新任澳洲籍會長 Mr. 

Peter McMullin密切聯繫，配合政府

新南向政策，加強與各會員國經貿

交流。團員除出席第 36屆亞太商工

總會大會，於訪澳期間將分別與蒙

古商工總會、巴基斯坦商工總會等

高層代表會談，積極拓展台灣與各

國民間合作機會。 

CACCI 成立宗旨為致力於促進區域

經貿合作，近半世紀前在辜振甫與

辜濓松叔姪共同奔走催生下，聯合

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菲律

賓各國商工總會於 1966年 5月在臺

北舉行成立大會，辜濓松擔任會長

期間成功爭取將CACCI永久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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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臺北，是唯一將總部設於臺灣

之國際性工商組織，目前共有 25個

經濟體之 27 個正會員（Primary 

Member），包含國經協會與工商協進

會等亞洲各國商工總會，會員橫跨

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大洋洲、

中亞、中東地區，並且是聯合國正

式認可之民間諮詢機構。每年由各

會員輪流主辦會員大會，並由各國

工商總會會長或具有影響力之企業

領袖出任會長。 

 

 

 

 

 

 

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前排右六）率第

36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台灣代表團與亞

太商工總會會長Mr. Samir Modi (前排右

四)合照。 

 

 

 

 

 

 

亞太商工總會會長 Mr. Samir Modi 於第

36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開幕典禮中致

詞。 

 

 

 

 

 

 

澳洲前貿易部長暨現任影子移民部長 Mr. 

Dan Tehan 於第 36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中發表演講。 

 

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13 日赴澳洲雪

梨舉辦「第 35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2022 年 11 月 8 日至 13 日本會與澳

台工商委員會 (Australia Business 

Council, ATBC)共同於雪梨 William 

Inglis Hotel舉辦「第 35屆台澳經濟

聯席會議(The 35th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Taiwan & 

ROC-Australia Business 

Councils)」。 

本次訪團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等諮議委員暨本會澳大利亞委員

會楊偉甫主任委員擔任團長，率領

我方政商界代表共 50人赴雪梨參加

經濟聯席會議及相關活動，另邀請

本會董國猷顧問擔任副團長及澳台

新銳商業領袖計畫高峰會主持人;我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常以立代表擔任

訪團榮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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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團於 9 日抵達雪梨後出席「台商

交流晚宴」與當地台商互相交流了

解澳洲商機。10 日參加由新南威爾

斯州政府安排的氫能參訪，包含至

臥 龍 崗 大 學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Tallawarra B發電廠及

肯布拉港氫能中心 (Port Kembla 

Hydrogen Hub)與相關能源企業導覽。

由澳洲辦事處莫博仁副代表暨商務

處處長Mr. Brent Moore率領的綠氫

投資貿易訪團團員亦自本日起加入

本會訪團行程。 

11日召開「第 35屆澳台經濟聯席會

議」，會議主題為「澳台 - 在不斷變

化的世界中建立有彈性的關係

(Australia & Taiwan: A Resilient 

Relationship in a Changing World)」。

討論議題包含「能源轉型 (Energy 

Transitions)」、「永續金融 (Green 

Finance)」、「教育(Education)」及「資

源回收(Recycling)」，並新加入「澳

台 新 銳 商 業 領 袖 計 畫

(Australia-Taiwan Emerging Business 

Leaders Program)」高峰會，由入選

計畫的 16位來自澳洲與台灣的領袖

們針對大會議題分組發表台澳企業

如何在各該領域合作及增進雙邊關

係。台方大會講者包含經濟部能源

局李君禮副局長、台灣電力公司綜

合研究所楊明偉資深研究員、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維夫執行

董事以及銘福集團-澳洲事業單位財

睿永續塑膠徐豪德執行董事。 

大會開幕式由澳台工商委員會涂毅

國主席(Mr. John Toigo, Chairman of 

ATBC)與澳大利亞委員會楊偉甫主

席開場致詞。我方經濟部王美花部

長預錄影片致詞，澳大利亞貿易助

理部長兼製造業Tim Ayres助理部長

及新南威爾斯州 Dominic Perrottet

州長亦透過影片致詞。新南威爾斯

州貿易及投資處大中華區資深首席

代表海倫(Ms. Helen Sawczak, Senior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er 

Greater China, Investment NSW)現場

致詞。雙方出席貴賓共計 130 人。

展見政商界皆對於台澳未來的雙邊

合作抱持高度興趣。 

 

 

 

 

 

 

第 35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在雪梨召開(左

至右)本會董國猷顧問、澳臺工商委員會羅

文凱副主席、澳臺工商委員會涂毅國主席、

本會澳大利亞委員會楊偉甫主任委員、澳

中基金會蔡源執行長及我國駐澳大利亞代

表處常以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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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閉幕儀式大

合照。 

 

第 38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Business Sweden) 於 2022年 11月 18

日假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舉

辦「第 38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由本會臺瑞(典)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

暨中華電信公司郭水義總經理與瑞典

愛立信集團 Mr. Mats Nilsson 共同主

持；經濟部陳正祺次長及瑞典外貿部

次長 Amb. Håkan Jevrell 擔任致詞貴

賓，我駐瑞典代表處谷瑞生代表(Rep. 

Dr. Klement Gu,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與 新 任 瑞 典 駐 臺 代 表

(Incoming Swedish Representative to 

Taiwan) Mr. Anders Wollter亦親臨現

場。 

本屆大會舉行兩項MOU簽署儀式，

並由雙方次長見證。中華民國專利

師 公 會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Association) 與瑞典專利師協會

(Swedish Patent Attorney Association)

簽署「臺瑞典 IPR產業合作備忘錄」；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與瑞典

金融科技顧問公司 Norlinanders AB

簽署「臺瑞典 FinTech產業合作備忘

錄」，盼實質推進臺瑞雙邊於智慧財

產權及金融科技方面之交流合作。 

本次會議聚焦「永續製造(Sustainable 

Production)」、「智慧醫療 (Smart 

Healthcare)」兩個產業議題。「永續製

造」組臺方企業代表包括東元電機、

明基材料、研華科技與中華電信，瑞

典方包含特瑞堡集團、瑞健醫療、北

爾電子及拓比科技；在「智慧醫療」

組，臺方講者來自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中華電信、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

天樞健康資訊科技與台灣人工智慧實

驗室；瑞典方則由愛立信/隆德大學以

及 Arjo、Elekta、悅廷和(Getinge)、

AstraZeneca等醫療大廠進行分享。現

場及線上與會貴賓共計約 200 位來賓

參與，氣氛十分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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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合影。由左至右：新任瑞典駐台

代表Mr. Anders Wollter、駐瑞典代表處谷

瑞生代表、瑞典外貿部次長 Amb. Håkan 

Jevrell、經濟部陳正祺次長、中華電信公

司郭水義總經理、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林奇

宏校長、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中華民

國專利師公會林宗宏理事長、線上貴賓：

瑞典愛立信集團Mr. Mats Nilsson。 

 

 

 

 

 

 

永續製造講者貴賓合影。 

 

 

 

 

 

 

智慧醫療講者貴賓合影。 

2022 年象牙海岸經濟合作及商機考

察團 

本會於 2022年 11月 7日至 13日籌

組「2022 年象牙海岸經濟合作及商

機考察團」訪問象牙海岸，本會孫

副理事長杰夫擔任團長，國合會索

馬利蘭技術團薛烜坪團長、外交部

李奇蓁專員、拉哥斯台貿中心李志

都主任擔任本團顧問，總共 16名團

員分別來自營造業、包裝機械業、

汽車零件業、食品加工業、物流業、

機電業、科技教育訓練及公部門等，

尋求當地合作機會。 

本團與象國稻米發展署(ADERIZ)、

投資促進中心(CEPICI)、中小企業協

會 (FIPME)、象牙海岸商工總會

(CCI-CI)於 Novotel 飯店舉辦座談會

暨貿洽會，希望強化與象國各領域

的貿易及合作，並參訪象國阿必尚

港口及拜會海關詢問通關問題。座

談會時投資促進中心執行長阿米奇

亞（Solange Amichia）表示象國乃最

佳投資地，其在西方的戰略地位及

強勁表現，使該國躋身為西非經濟

暨貨幣聯盟（UEMOA）的火車頭，

象國政府提供投資人便利，希望我

商能前往投資。象牙海岸商工總會

（CCI-CI）主席托赫（Faman Toure）

和訪團成員會談後，樂見 CCI-CI會

員與台灣有生意往來，並對駐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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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台北代表處恢復營運感到非常

滿意。 

中小企業協會(FIPME)主席亞森特

（Ouattara Kanigui Hyacinthe）表示，

為促進經濟發展，象國政府希望私

部門在吸引外資上扮演重要角色，

台象雙邊合作將有助象國的中小企

業，每場座談會約 60人次參與。 

 

 

 

 

 

2022 年 11 月 9 日於象牙海岸阿比尚

Novotel 飯店，本會孫杰夫副理事長與象國

投資促進局執行長 Solange M. Amichia 共

同主持開幕座談，圖右為本會孫副理事長

杰夫，中間為 Amichia 執行長，左為我外

交部沈大使真宏，象國投資促進局(CEPICI)

開幕座談會現場台象與會者約為 60人。 

 

 

 

 

 

2022年11月9日象國投資促進局(CEPICI)

開幕座談會，本會孫杰夫副理事長致贈禮

品予象國投資促進局執行長 Amichia。 

 

 

 

 

 

 

 

2022 年 11 月 9 日下午本會於象牙海岸阿

比尚 Novotel 飯店與象牙海岸商工總會

（CCI-CI）座談，圖右為本會孫杰夫副理

事長，中為會長 Faman Toure，左為我外

交部沈真宏大使，象國商工總會座談會現

場台象雙方約 50位。 

 

 

 

 

 

 

2022年 11月 10日本會於象牙海岸阿比尚

Novotel 飯店與象牙海岸中小企業協會

（FIPME）座談，圖右為本會孫杰夫副理

事長，中間為主席亞森特 Hyacinthe，左為

我外交部沈真宏大使，座談會現場台象雙

方約 50位。 

 

 

 

 

 

2022年 11月 11日本會於象牙海岸阿比尚

Novotel 飯店舉辦貿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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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事長與波蘭台北辦事處高則叡

處長餐敘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 2022 年 11 月 3

日中午於台北晶華酒店宴請波蘭台

北辦事處高則叡處長 (Mr. Cyryl 

Kozaczewski, Director, Polish Office 

in Taipei)，共同商議將於 12月登場

的「第 18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The 18th Taiwan-Poland Joint 

Business Council Meeting)」籌備事宜，

並就台波雙方在農業領域的潛在合

作機會交換意見。席間國家交響樂

團郭玟岑執行長、本會波蘭委員會

吳傳禎副主委、本會歐洲處陸長欣

處長及波蘭台北辦事處彭翰筠執行

特助均出席作陪，氣氛愉快融洽。 

 

 

 

 

 

 

午宴合影(由右至左)：國家交響樂團郭玟

岑執行長、本會高志尚理事長、波蘭台北

辦事處高則叡處長、本會波蘭委員會吳傳

禎副主委、波蘭台北辦事處彭翰筠執行特

助、本會歐洲處陸長欣處長。高處長持贈

波蘭蘋果主題節慶「Jabłonki Swawole」活

動手冊予高理事長。 

 

國經協會出席比利時國王節慶祝酒

會 

2022 年 11 月 15 日比利時台北辦事

處於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舉行

「比利時國王節(Belgian King’s Day 

2022)」慶祝酒會，本會吳立民秘書

長、歐洲處陸長欣處長及同仁受邀

出席。 

比利時台北辦事處處長文浩德(Mr. 

Frédéric Verheyden, Director of the 

Belgian Office in Taipei)於開幕致詞

時表示這是從 2020年以來的第一場

國王節慶祝活動，在防疫措施鬆綁

後，國外旅客及學生開始來到台灣，

期待回歸往日的榮景。他也表示，

患難見真情，在戰爭及疫情所導致

的糧食、能源、供應鏈等問題下，

台灣與比利時依舊維持穩定的經濟

關係，並期待在未來能加深雙邊連

結。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則表示，比

利時是台灣在歐洲的重要夥伴，台

灣與比利時之間不僅在 ICT、半導體、

生技、離岸風電等領域有所交流，

對於自由民主及人權亦擁有相同的

價值觀。他也感謝比利時對台灣參

與世界衛生組織年度大會乙事上表

達支持，也感謝比利時台北辦事處

在維繫台比關係的貢獻，並期望在

未來能更加緊密的合作。 



8 

 

 

 

 

 

 

 

貴賓合影(左至右)：本會理事點晶科技(股)

公司董事長金際遠、本會吳立民秘書長、

比利時台北辦事處文浩德處長夫婦。 

 

本會十二月活動預告 

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企

業聯誼餐會 

台歐關係在後疫情時代逐漸升溫，

隨著邊境解封，我國與中歐國家的

互訪不斷，象徵台歐雙邊合作夥伴

關係邁向新的里程碑。為持續深化

台歐經貿合作夥伴關係，本會將於

2022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1 時假香格

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怡東園舉行

「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

企 業 聯 誼 餐 會 (Czech Republic, 

Hungary, Poland and Slovakia 

Business Networking Luncheon)」。本

次活動特邀旨述四國駐台辦事處代

表出席與會，並邀請我國赴中東歐

四國投資代表性企業與會分享投資

經驗，持續深化台歐合作夥伴關係，

共探商機。 

 

本會籌組青年企業家訪問團赴越南

胡志明市 

本會於 2022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組

團赴越南訪問，訪問團由本會越南

委員會丁廣鋐主任委員（富美鑫控

股集團總裁）擔任團長，台灣區電

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許介立副理事

長擔任副團長，團員主要為青年企

業家。訪問團行程除安排相關參訪

及拜會外，本會將於 12月 6日與越

南官方計畫投資部合作舉辦「投資

越南座談會」，將針對「越南最新投

資環境」、「新創產業」、「電機電子

產業供應鏈」、「越南經濟、基金及

房地產市場」等議題，邀請台越專

家進行交流，共拓合作商機。 

 

第 18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波蘭商會(KIG)訂於 2022 年

12月 6日下午 4時(台北時間)假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 101AB 室舉辦「第 18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與波方

進行視訊連線。本屆會議聚焦「氫

能／綠能科技／綠色材料」、「醫療

科技」等產業議題，邀請台波雙方

產業專家進行分享及交流，並邀請

相關業者參加與會，以期共拓合作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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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屆台泰(國)經濟合作會議訂於

12月 15日舉行 

本會與泰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FTI）訂於 2022年

12月 15日台北時間下午 3時，假華

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 2 樓 202 室，

以台北現場加泰國視訊連線方式舉

辦「第 30屆台泰（國）經濟合作會

議 (The 30th Joint Economic 

Cooperation Meeting between CIECA 

and FTI)」。會議聚焦「電動車

(Electric Vehicle)」、「智慧城市(Smart 

City)」以及「循環再造(Recycling)」

主題，邀請台泰專家進行交流，共

拓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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