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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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屆臺法(國)經濟合作會議 

為拓展台灣與法國兩國經貿合作商機，

本會與法國企業行動聯盟(MEDEF 

International)訂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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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參事蕭俊及法

國財經部科長Mr. Pierre ALLEGRET

應邀擔任貴賓致詞，法國在臺協會經

濟處陳百德處長亦受邀出席。 

 

本次會議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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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邀請方重量

級講者及企業代表，邀請台電公司綜

合研究所所長鍾年勉及法國財經部企

業總局專員 Mr. Luc JONDREVILLE

進行專題演講，在碳中和廠商介紹場

次，邀請台達電子戴大欣處長，鐙鋒

綠能周哲平副總經理，法方代表包含

亞東工業氣體總裁以及道達爾能源集

團碳捕捉/儲存新事業處 Mr. David 

NEVICATO 處長；在循環經濟場次，

臺方廠商分享邀請新光合成纖維陳楊

宗業務副理，金棠科技施昌廷總經理；

法方則由法國最大農產品科普立信公

司，以及必維國際檢驗集團進行分享。

當日現場及線上與會貴賓共超過 150

位來賓，交流十分熱絡。 

大會貴賓合影(由左至右)：鐙鋒綠能副總

經理周哲平，台達電子處長戴大欣，台電

公司綜合研究所所長鍾年勉，台灣電力公

司董事長楊偉甫，法國在臺協會經濟處處

長 Mr. Alain BERDER，金棠科技總經理施

昌廷，新光合成纖維業務副理陳楊宗，亞

東工業氣體總裁 Mr. Olivier LETESSIER，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參事蕭俊，國經協

會秘書長吳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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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主席及貴賓合影(由左至右): 法國企
業行動聯盟永續城市專案主席 Mr. Gérard 
Wolf，台灣電力公司董事長楊偉甫，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經濟參事蕭俊，法國財經部
科長 Mr. Pierre ALLEGRET，法國在臺協
會經濟處處長 Mr. Alain BERDER。 
 
 

2022 台奈商業論壇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

國經協會）受外交部國經司委託辦

理111年1月6日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C、D會議室舉辦實體 +線上

「2022台奈商業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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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實體出席及奈方線上參與超過

100位。 

 

奈及利亞聯邦政府工貿投部次長

Evelyn N. Ngige以及我外交部常務

次長俞大㵢擔任貴賓於會議中致詞，

邀請奈國投資促進委員會副主任

Emmanuel W. Longza及奈國出口促

進委員會執行長Ezra yakusak簡報

「奈國企業環境及商機」及「奈國

電商市場及微中小企業概述」，分別

介紹奈國經商環境、各產業的投資

機會及誘因，以及奈國主要出口產

業、數位經濟及電子商務的優勢、

發展誘因及挑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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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奈國電信業的現代化、商業銀行

的電子化等帶動了奈國經濟的現代

化；輸出入銀行財務部陳煥銘經理

分享「轉融資助攻非洲訂單」，如何

協助我商產品出口，拓展我產品在

國際市場商機，提升我產品市場競

爭力等。 

 

111 年 1 月 6 日「2022 台奈商業論壇」貴
賓線上合影： 
第一列由左至右：奈及利亞聯邦政府工貿
投部恩吉格次長、駐奈及利亞代表處經濟
組組長麥嘉容、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
務司蔡允中司長；第二列由中至右：中華
民國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長、駐奈及利亞
代表處劉翼平大使；第三列由左至右：奈
及利亞投資促進委員會副主任代理主任
Mr. Emmanuel W. Longza、奈及利亞出口
進口委員會執行長 Dr. Ezra Yakusak、輸出
入銀行財務部陳煥銘經理；第四列由左至
右：奈及利亞駐華商務辦事處阿邁德處長、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孫杰夫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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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奈及利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陳淑芳總
會長。 

「2022 台奈商業論壇」奈及利亞聯邦政府
工貿投部恩吉格次長致詞。 
 

「2022台奈商業論壇」中華民國外交部俞
大㵢常務次長致詞。 
 

2022 仲裁及 ADR 圓桌會議 

國際商會(ICC)、國際商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ICC Chinese Taipei)及本會

於本(111)年 1 月 5 日假臺北國際會

議中心二樓 DEF 室舉辦「2022 

仲裁及圓桌會議」，由本會常務監事

暨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

朱麗容律師及高蓋茨律師事務所合

夥人黃璽麟律師兩位 ICC 國際仲裁

院院士共同主持活動，特別邀請國

際商會仲裁院院長 Ms. Claudia 

Salomon 致開幕詞，並邀集國際商

會仲裁與非訴訟爭議解決北亞地區

主任黃志瑾博士、國際商會仲裁院

副院長 Ms. Chiann Bao、顧問 Ms. 

Hazel Tang等仲裁院高層，與中鋼、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宏碁、中鼎集

團、元太科技、聯合再生能源、達

德能源、遠東新世紀等知名企業代

表針對 ICC 仲裁採用的近況及自身

使用經驗、問題等進行研討及分享，

我方實體加線上參與約 80 位產業

界人士出席，為 ICC 仲裁院與企業

廠商建立溝通平台，促進參與廠商

對國際仲裁的認知與使用方式。 

 

 
2022 年 1 月 5 日 2022 仲裁及 ADR 圓桌會
議圖說: 本會議線上與談人：第一排左起
國際仲裁院副院長 Ms. Chiann Bao、國際
仲裁院院長 Ms. Claidia Salomon、國際商
會仲裁與非訴訟爭議解決北亞地區主任黃
志瑾博士、國際商會仲裁院顧問 Ms. Hazel 
Tang 女士，現場與談人第二排左起：本會
常務監事朱麗容律師、高蓋茨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黃璽麟律師、中鼎集團中鼎大學張
國轅教務長第三排左起遠東新世紀總部法
務處黃珮湉資深經理、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法務總部總部事業法務＆商標處高芳
瑜資深處長、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治理主管林慧蓉律師、中國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法務處張容綺處長第四排左
起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處蘇瑛
珣處長、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蕾
蕾財務長、達德能源集團法務暨人力資源
部申心蓓總監。 

 
本會洪慶忠副理事長接待海地駐台

潘恩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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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11)年 1月 11日，本會洪副理

事長慶忠於嘜德有限公司接待海地

駐台潘恩大使。洪副理事長向大使

簡介我國產業概況，亦邀集我商代

表與會交流，尋求未來台灣與海地

之經貿合作機會，會後並進行餐敘。

碧坎蒂大使表示樂見將來結合台灣

科技醫療實力與海地共拓商機。 

本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圖片左）贈禮給海
地駐台潘恩大使（圖片右）。 

候任駐哥倫比亞代表桂志芸大使拜

會本會吳立民秘書長 

本(110)年 1 月 11 日，我駐哥倫比亞

代表桂志芸大使於赴任之前特意拜

訪本會吳立民秘書長，雙方商討關

於本年度與本會哥倫比亞對等單位

──波哥大商業總會(CCB)之合作

計畫。哥倫比亞為太平洋聯盟(PA)

會員國，是我商進入中南美市場之

重要入口，桂大使表示期望未來能

與本會密切合作，共同深化兩國實

質經貿聯繫。 

 

右二：駐哥倫比亞代表處桂志芸代表；左
二：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右一：本會拉美
非洲處朱淑瑜處長。 

 

本會拜會德經處洽商第 20屆台德經

濟合作會議 

111 年 1 月 6 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率同仁
拜會德國經濟辦事處 Mr. Axel Limberg 處
長。 

 

111年 1月 6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率

歐洲處同仁拜會德國經濟辦事處林

百科處長、資深經理戴珮玲，雙方

針對德國半導體、電動車以及能源

政策進行意見交流，並討論第 20 屆

台德經濟合作會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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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任政府於去(110)年 12月上任，

由社會民主黨（SPD）、綠黨(Green 

Party)、自由民主黨（FDP）組成聯

合政府，其中經濟部長由綠黨官員

出任，碳中和、綠能為該黨關注重

點。本會副理事長暨友嘉集團朱志

洋總裁同時身兼臺灣綠電應用協會

理事長，可在此議題上結合雙方資

源，進一步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