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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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日波蘭臺北辦事處新任處長

高則叡拜會本會高志尚理事長 

2022年 5月 11日(三)下午波蘭臺北

辦 事 處 高 則 叡 處 長 Cyryl 

Kozaczewski 率藍德瑞經濟暨領事

事務專家 Dariusz Rajkiewicz拜會本

會高志尚理事長，高理事長特邀請

國家交響樂郭玟岑執行長作陪。雙

邊就臺波貿易情勢、藝文、民間經

濟合作會議以及簽訂經濟合作協議

ECA 及有機同等性認證等議題交換

意見。 

高理事長建議兩國找到重點產業合

作，以提高雙方產業的獲利。以食

品產業合作為例，可找波蘭當地的

工廠將原料做成加工食品再出口，

不僅延長商品保存期限，也比直接

出口原料的利潤高，未來亦可直接

輸出歐洲其他國家，市場將不再侷

限於兩國之間。此外，高理事長亦

建議，因波蘭有許多有機農產品，

希望台灣及波蘭能盡快簽立有機同

等性認證，擴大雙邊合作機會。 

 

 

 

波蘭臺北辦事處新任處長高則叡拜會高理

事長。由左至右：波蘭臺北辦事處藍德瑞

經濟暨領事事務專家、高則叡處長、本會

高志尚理事長、吳立民秘書長以及陸長欣

處長。 

 

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捐贈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5,000 份新冠

肺炎快篩試劑 

與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

稱國經協會）共同推動台韓民間經

貿聯席會（JBC）之對口單位，韓國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 簡稱全經

聯），關切台灣近期新冠疫情，透過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Korean Mission 

In Taipei）鄭炳元代表（Chung, Byung 

Won）捐贈 5,000份新冠肺炎快篩試

劑給國經協會。捐贈儀式於 2022年

6月6日上午10:30在國經協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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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韓國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北世界

貿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莊碩漢董事

長代表接受。莊主委並代表國經協

會回贈感謝狀，由鄭代表接受後轉

交韓國全經聯。 

此次捐贈係全經聯於 1999年針對九

二一地震捐款 20 萬美元及 2009 年

針對八八水災捐款 30萬美元後，韓

國對台灣又一次伸出援手，突顯台

韓兩國民間情誼長存。 

國經協會與全經聯自 1968年起每年

輪流於兩國主辦雙邊聯席會議，搭

建兩國企業界溝通管道，推動台韓

經貿合作。全經聯為韓國最重要工

商組織，成立於 1961年，現任會長

為 GS集團許昌秀會長，全經聯韓台

經濟協力委員會委員長為京紡公司

金畯（Dr. Joon Kim Ph.D.）會長。

2021 年國經協會與全經聯以視訊方

式舉行第 45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今年則規劃於 10月由 FKI率團來台

舉行第 46屆會議，深化雙方合作關

係。 

台韓雙邊貿易額 2021 年達 507 億

6,008 萬美元，較 2020 年大幅增長

41.98%，穩居台灣第 5大貿易夥伴。

而雙邊投資方面，截至 2022年 3月

止，台商累積赴韓投資金額為 22.98

億美元，韓商累積來台投資金額為

15.65億美元。 

 

 

 

 

 

 

 

2022年 6月 6日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捐

贈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新冠肺炎快

篩試劑捐贈儀式：(左起)國經協會吳立民

秘書長、駐台北韓國代表部鄭炳元代表、

國經協會韓國委員會莊碩漢主任委員以及

董思齊副主任委員。 

 

 

 

 

 

 

 

 

2022年 6月 6日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捐

贈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新冠肺炎快

篩試劑捐贈儀式：(右起) 駐台北韓國代表

部梁貞淑科長、臺北韓國貿易館金駿圭館

長、國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駐台北韓國

代表部鄭炳元代表、國經協會韓國委員會

莊碩漢主任委員、董思齊副主任委員以及

國經協會姚鴻成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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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 世界理事會由本會常務監事常

在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朱麗

容律師代表出席 

2022年 ICC世界理事會(ICC World 

Council)於 6月 14日上午 9:00-12:00

於墨西哥以實體及線上方式舉辦(台

灣時間為 6月 14日晚間 22:00至 15

日凌晨 01:00)。本會由常務監事常在

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朱麗容

律師以線上方式出席，線上出席人

數約為 61 人，會議先由現任會長

Mr. Ajay Banga及下任會長(兼 ICC

墨西哥國家委員會會長) Ms. Maria 

Fernanda Garza致詞，ICC現任秘書

長Mr. John W.H. Denton AO接續主

持會議，本次會議採預先線上投票

方式，由各國家委員會選出新任會

長、副會長及世界商會聯盟(World 

Chamber Federation)新任會長等，會

中Mr. John W.H. Denton AO提到烏

俄戰爭的持續對糧食、肥料及作物

的供給造成影響，糧食短缺將加劇

區域經貿的不穩定性，而 ICC 向聯

合國重申私人商業部門於該危機之

重要性，強調私人商業部門可施以

人道援助，及 ICC 同仁於烏克蘭持

續幫助當地企業等，並致信予國際

基金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組織

(WBG)呼籲採取相關措施減緩區域

經貿動盪，會議後半則提到 ICC 發

表數位經濟標準及無紙化等倡議，

加強數位經濟之發展等，並將發表

ICC 新識別 logo，強化 ICC 之形象

宣導，新 logo 預計於 2022 年 9 月

30日全面啟用。 

 

 

 

 

 

線上出席人數約為 61人，第一排中間者為

現任會長Mr. Ajay Banga，第一排左為墨

西哥現場主席桌。 

 

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主席焦國安參

加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企業高

階主管訪團」赴加拿大參訪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籌組「企業

高階主管訪團」於 6月 23-24日訪問

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及首府渥

太華，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主席焦

國安代表本會出席，訪團一行共 12

人。加拿大於我方兩天訪問期間，

協助安排豐富多元行程，包括與加

拿大投資局(Invest in Canada)針對

ICT產業投資環境進行政策交流，參

訪北美最大新創樞紐 MaRS 新創中

心及「加拿大國家研究院(NRC)」，

並出席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處與加拿大全球事務研究所(CGAI)

合辦的臺加經貿關係圓桌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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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國產、官、學界及智庫代表進

行產業以及智慧解決方案的交流。 

訪問團此行主要目的為強化臺加雙

方產業與業者間的互動，拓展臺加

雙邊經貿關係。 

左起：智慧城市執行長焦國安，安大略省

經濟廳助理副廳長 Corie McDougall，出口

成長處處長 Enrico Di Nino。 

代表團訪問加拿大投資局 Invest Canada 

交換台加雙邊科技產業合作的機會。 

 

第 15屆臺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

國經協會）2022年 5月 25日舉辦「第

15屆臺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由

本會臺匈(牙利)經濟合作委員會主

席暨吉富投資控股集團總裁劉吉人

與匈牙利商工會會長 László Parragh

共同主持；我駐匈牙利代表處代表

劉世忠、匈牙利貿易辦事處代表

Dániel Lőrincz、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濟參事蕭俊擔任致詞嘉賓。 

本屆會議聚焦於「智慧城市解決方

案」，本次會議邀請智慧城市公司執

行長焦國安介紹目前正在籌劃的台

灣智慧體驗中心 (Taiwan Smart 

Experience Center)，而匈方則邀請匈

牙利數位成功計畫(Digital Success 

Program)介紹匈牙利數位化發展戰

略。而後進行廠商分享，由軟鑄公

司、神通資訊科技、昇級生醫以及

匈牙利Webkey Development Ltd.等

多家台匈相關廠商，深度探討雙方

產業發展現況、各自業務強項及未

來合作契機，盼透過加強技術及產

業交流，進一步深化雙方夥伴關係，

台匈雙方線上與會貴賓超過 90 人，

盛況空前。 

 

 

 

 

 

雙方主席及致詞貴賓(上至下左至右): 吉

富投資控股集團總裁劉吉人、匈牙利商工

會會長 László Parragh、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濟參事蕭俊、駐匈牙利代表處代表劉世

忠、匈牙利貿易辦事處代表 Dániel 

Lőri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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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

考察團」團務及籌備會議 

2022年 6月 6日下午 2時假本會會

議室舉辦「2022 中南美友邦經濟合

作及商機考察團」交流茶會，由本

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及外交部國際合

作及經濟事務司(下稱國經司)蔡允

中司長共同主持，商討考察團之詳

細行程規畫等事宜。 

與會廠商於會中對行程安排達成共

識：聚焦採購投資之廠商將走訪宏

都拉斯、瓜地馬拉、貝里斯；聚焦

電動車產業之廠商則走訪宏都拉斯、

瓜地馬拉、巴拉圭。國經司蔡允中

司長期許所有參團廠商於考察結束

後皆能有所斬獲，採購當地更具經

濟價值之商品，與當地企業及政府

展開跨國合作，拓展商機。 

6月 8日國經司蔡允中司長、國經協

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及駐宏都拉斯大

使館進行「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

商機考察團」籌備視訊會議，由駐

宏國大使館溫曜禎大使報告宏國產

業發展現況，並一同商討訪宏國期

間之建議行程規劃安排，以期給各

參團廠商最大效益，亦深化台宏兩

國之邦誼。 

 

 

 

 

 

 

 

 

2022年 6月 6日國經協會假本會會議室舉

辦「2022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

團」交流茶會，有近二十位廠商代表出席。 

 

 

 

 

 

 

「2022 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

團」交流茶會，商討出團行程規畫等事宜。

圖片由左至右：國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

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外交部國經司

蔡允中司長、中美洲經貿辦事處廖宏達主

任。 

上排由左至右：外交部國經司蔡允中司長、

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駐宏都拉斯大

使館溫曜禎大使、駐宏都拉斯大使館經濟

參事處任祖安經濟副參事；下排由左至中：

唐榮車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何義純董事長、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廖宏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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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參加「第 27屆臺澳能礦諮

商會議」籌備會議 

2022年 6月 7日經濟部能源局舉辦

「第 27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線上

籌備會議。經濟部相關局處、外交

部亞東太平洋司、我國駐澳洲辦事

處經濟組及相關企業代表亦線上參

與。本會由亞太處李倩如處長協同

謝宜蓁專員代表與會。 

本籌備會議由經濟部能源局游振偉

局長主持，討論「第 27屆臺澳能礦

諮商會議」會議相關事項。其中光

電科技工業協進會提出碧氫公司

(Green Hydrotec, Inc.)有意與澳商媒

合進行氫能技術合作與量產。能源

局則建議可與今年本會與澳台工商

委員會共同舉辦之「第 35屆民間經

濟聯席會議」議題做結合。 

本屆能礦諮商會議將訂於 7月 19日

於台灣經濟研究院舉行。主要議程

包含「能源政策概況」、「低碳排技

術(氫能、儲能及能源效率)」及「資

源合作(液化天然氣、燃煤、原物

料)」。 

 

 

 

 

 

 

上排左至右: 經濟部能源局翁素真主任秘

書、游振偉局長、台灣電力公司燃料處。

下排左至右: 台灣中油公司、台灣電子設
備協會、展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余宗澤董

事長、本會亞太處李倩如處長及謝宜蓁專

員。 

 

2022年 6月 23日南非聯絡辦事處新

任駐台代表Graham Anderson拜會

本會 

2022年 6月 23日南非聯絡辦事處新

任駐台代表 Graham Anderson 及邱

春瑩商務專員前來本會拜會，由孫

杰夫副理事長、監事黃華民董事長

及吳立民秘書長接見，除對本會業

務更多了解，洽談如何促進台斐兩

國民間交流，鼓勵台商前往南非投

資考察。 

孫副理事長首先介紹本會業務與其

他公協會區別，本會與國外公協會

簽署合作協議，藉以促進各國經貿

投資合作。我政府於 2018年提出非

洲計畫，看好非洲未來發展潛力，

國內許多廠商對非洲市場有興趣，

但因為不熟悉且因新冠疫情因素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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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表示願陪同 Anderson代表參訪

國內知名企業如福壽實業、台玻集

團等。我國超市已進口南非柳橙等

水果，建議南非牛肉未來能進口台

灣，國內需求強盛。 

A代表表示 6月 22日參加台北國際

食品展發現許多美國產品，認為南

非食品未來進口仍有許多空間，表

示此次拜會收穫豐富，獲得許多產

業訊息，未來願意參訪台灣企業，

希望引起我商更多對非洲市場興

趣。 

吳秘書長介紹本會主要工作為設立

交流平台與國外對等單位合作，藉

由雙邊會議促進雙邊企業經貿交流，

2019 年本會邀請南非商工總會

(South Afric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ACCI) Mtho Xulu會

長來訪簽署合作協議，SACCI 為本

會南非對等單位。 

 

 

 

 

 

2022 年 6 月 23 日南非新任駐台代表

Graham Anderson (右二)前來拜會，由孫杰

夫副理事長(右一)、監事黃華民董事長(左

二)及吳立民秘書長(左一)接見，洽談如何

促進台斐兩國民間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