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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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於 12 月 8 日召開第 6 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第2次會員大

會 

 
國經協會 2021 年 12 月 8 日召開「第 6 屆
第 2 次會員大會」，主席高志尚理事長(右
2)於大會致詞，薛香川監事會召集人(左
2)代表監事會，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黃正忠董事總經理(左 1) 、吳立民
秘書長(右 1)。 

國經協會於 110 年 12 月 8 日於華南

銀行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第 6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及第 2 次會員大

會，當天出席會員大會會議的會員

及各界貴賓多達 150 人。 

外交部吳釗燮部長及經濟部陳正祺

次長以大會貴賓身分於大會中致詞，

肯定國經協會協助我國產業界拓銷

國際市場的成就，以及協助政府加

強對外經貿的貢獻。另外，亦邀請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黃

正忠董事總經理蒞大會發表專題演

講「ESG 大趨勢與台灣企業的挑

戰」。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黃正忠董
事總經理以「ESG 大趨勢與台灣企業的挑
戰」發表精采演說，解析未來 ESG 發展趨
勢，提供企業界參考。 

高志尚理事長於大會致詞時，除對

外交部、經濟部國貿局及會員的支

持予以感謝外，並對理監事及國家

主任委員熱心投入表達誠摯謝意，

並表示今年在疫情之下，本會多項

活動辦理方式仍以視訊或視訊結合

實體方式辦理，本會於去(109)年 11

月到今年 10 月達成國內外 17 次雙

邊經濟合作會議、19次商機研討會、

亞太商工總會(CACCI)以及的國際

商會(ICC)的活動，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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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 2019 年 12 月 8 日召開「第 6 屆
第 3 次會員大會」團體照。 

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2021年 12月 14日第 17屆台波(蘭)經濟合
作會議台北現場貴賓合影：國經協會歐陽
禹副理事長(右 6)、波蘭臺北辦事處高則叡
處長 Mr. Cyryl Kozaczewski(左 5)、經濟部
國貿局戴婉蓉主任秘書(右 5)、波蘭投資貿
易臺北辦事處首席代表 Mr. Łukasz 
Lanski(右 2)、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右
1)。 

本會與波蘭商會(Polish Chamber of 

Commerce) 於本（110）年 12 月 14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

歐陽禹副理事長與波蘭商會主席 

Dr. Andrzej Arendarski 共同主持，駐

波蘭代表處陳龍錦大使、波蘭臺北

辦事處高則叡處長、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戴婉蓉主任秘書以貴賓身分致

詞。雙方就「電動車」、「智慧城

市」進行專家討論。台灣講者由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產業合作部尹照錦

經理、東元電機行銷業務處整合行

銷中心資深經理 Kenn Watnick 及智

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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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位業界代表出席本次

會議。 

 
致詞貴賓合影，第一排左至右：國經協會
歐陽禹副理事長、波蘭商會主席 Dr. 
Andrzej Arendarski、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戴
婉蓉主任秘書。第二排左至右：駐波蘭代
表處陳龍錦大使、波蘭臺北辦事處高則叡
處長 Mr. Cyryl Kozaczewski、波蘭商會對
外關係處處長 Mr. Jerzy Drożdż，下排中：
波蘭商會對外關係處副處長 Ms. Monika 
Sasiak。 

 
電動車與智慧城市講者合影，第一排左至
右：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產業合作部尹照錦
經理、東元電機行銷業務處整合行銷中心
資深經理 Mr. Kenn Watnick、波蘭商會電
動車委員會主席 Mr. Janusz Grądzki。第二
排左至右：波蘭 EvoBus Polska 城市公車
銷售和公共採購部副主任 Mr. Alexander 
Skrzypczak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
執行長羅茲大學城市與區域管理系 Dr. 
Dorota Fernandez。下排中：Mr. 波蘭
Stepwise 執行長 Mr. Krzysztof Szuk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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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Taiwan-Saudi Arabia Business Forum」雙
方主席與貴賓線上合影： 
上排左至右：沙烏地商工總會沙台委員會 
Usamah Al-Kurdi 主席、駐沙烏地阿拉伯代
表處鄧盛平代表。 
中排左至右：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務辦事
處 Adel Fahad A. Althaidi 代表、國經協會
沙烏地阿拉伯委員會李順欽主任委員、國
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 
下排左至右：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
安董事長、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莊
詔仁副總經理、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玉招
副組長。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國

經協會)與沙烏地商工總會（FSC）

共同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

席會議」，由台灣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暨本會沙烏地阿拉伯主任委員李

順欽總經理與沙烏地商工總會沙台

委員會主席 Mr. Usamah Al-Kurdi 共

同主持。實體與線上臺沙雙方代表

約 65 多位出席。 

本次會議以「智慧城市產業」及「智

慧醫療產業」等議題進行深度研討，

並邀請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

安董事長講述台灣與沙烏地在智慧

城市的機會、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莊詔仁副總經理介紹智慧醫

療如何運用在高齡化社會。另外本

會也邀請沙烏地投資部戰略夥伴關

係代理執行主任 Ms. Sara B. Al 

Hogail、Health Academy 業務主任

Mr. Khaled Al Oraij 及 MISHRIF 的

建築顧問 Mr. Ahmed Abussaif 就相

關產業深入剖析。 

國經協會與沙烏地商工總會共同舉

辦之台沙經濟聯席會議，係促進兩

國企業界溝通交流之重要平台。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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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沙烏地阿拉伯
委員會李順欽主任委員致詞。 
 

本會 1 月度活動預告 

2022 仲裁及 ADR 圓桌會議 

2022 仲裁及 ADR 圓桌會議訂於明

（111）年 1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4:00（台北時間）假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以實體會場與視訊連線的方式舉

行，由國際仲裁院院士、常在國際

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朱麗容律師

主持座談，邀集國內知名企業法、

財務長、國際仲裁院秘書處專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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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外專家與 ICC 仲裁院院長 Ms. 

Claudia T. Salomon 進行交流訪談，

藉由宣導 ICC 仲裁及訴訟外爭議解

決服務及講者經驗分享，協助我廠

商進一步瞭解國際商務糾紛處理方

式。 

2022 台奈企業論壇 

本會訂於 2022 年 1 月 6 日下午 4 時

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22 年

台奈企業論壇」。論壇目的在加強台

奈雙邊經濟、投資及產業交流，使

台灣企業家、投資者及政府官員對

奈及利亞經商環境更加熟悉。會議

邀請奈國投資促進委員會及出口促

進委員會分別簡報「奈國企業環境

及商機」及「奈國電商市場商機」，

奈及利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陳淑芳分享台商投資奈國經驗，輸

出入銀行財務部經理陳煥銘分享

「轉融資助攻非洲訂單」。 

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 

國經協會與丹麥綠能聚落(Green 

Hub Denmark)將於明(111)年 1 月 12

日（週三）下午於華南國際會議中

心主廳舉辦「第 2 屆台丹(麥)經濟合

作會議」，將由陽明交通大學國際產

學聯盟總中心吳傳禎執行長和 GHD

董事長 Lene Espersen 共同主持，聚

焦「電動車」、「能源管理 IOT」等產

業議題。我方特別邀請台電綜合研

究所鄭錦榮主任、財團法人車輛研

究測試中心產業合作部尹照錦經理

及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鄭名山

副所長等專家解析產業現況和雙方

潛在合作商機，盼此活動能促進台

丹的經貿交流並深化雙方關係。 

第 26 屆臺法(國)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法國企業行動聯盟(MEDEF 

International)訂於明(111)年 1 月 18

日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 26

屆臺法(國)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

台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台灣電力公

司楊偉甫董事長與法國企業行動聯

盟永續城市專案主席 Mr. Gérard 

Wolf 共同主持，雙方就「碳中和 (氫

能應用、製程優化等)」、「循環經濟」

等產業主題進行深度交流，商機可

期，敬請踴躍報名參加，共探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