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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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考

察團 

為配合外交部政策，並協助我企業

界拓展中南美洲市場，國經協會於

2022年 7月 2日至 19日籌組「2022

中南美友邦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赴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巴拉圭及

貝里斯四友邦參訪。由本會洪慶忠

副理事長與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蔡允中司長共同擔任團長，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廖鴻達主任擔任

副團長，參與團員共 28人。 

本次為我國在疫情後所辦理之第一

個大規模訪團，參與廠商產業別完

善，包括電動巴士、資通訊、海鮮

採購和投資等，依據各廠商旨趣安

排拜會及貿洽，期間亦與本會對等

單位瓜地馬拉農工商暨金融總會

(CACIF)共同召開「第六屆臺瓜(地

馬拉)經濟聯席會議」，經貿交流成果

卓著。此外亦拜會各國外交部及經

濟部，更受到巴拉圭總統接見，顯

示各國政府對我商的重視。透過本

次訪團，期能建立我商於中南美洲

友邦之產業合作平台。 

 

 

 

 

 

 

2022 年 7月 9日「2022中南美友邦經濟合

作及商機考察團」 拜會瓜地馬拉外交部，

就臺瓜雙邊經貿合作進行意見交流。 

出席貴賓（前排）：瓜地馬拉 Giovanni 

Castillo 外交次長（右五）、本團團長暨本

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右四）、外交部國經司

蔡允中司長（左四）及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廖鴻達主任（右一）。 

 

7月 19日出席「第 27屆臺澳能礦諮

商會議」 

2022年 7月 19日本會參加由經濟部

能源局舉辦之「第 27屆臺澳能礦諮

商會議」。臺方由曾文生次長開場致

詞，澳方由澳洲氣候變遷及能源部

Mr. Duncan McIntyre 致詞。會議由

能源局游振偉局長及澳洲石油及天

然氣處總經理 Mr. David Lawrence,

共同主持。另我駐澳大利亞常以立

代表出席澳洲會場，澳洲辦事處劉

溯源副代表則出席臺北會場。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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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對口單位澳臺工商委員會涂毅

國主席及段菁梅執行長線上參與。 

本次會議以視訊方式舉行，包含三

大議題，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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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方簡報單位包含

經濟部能源局、工研院、礦物局、

臺灣中油、臺電及中鋼公司。 

臺澳雙方互相介紹最新能源政策走

向以及對於 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

目標擬定的策略。臺灣天然能礦資

源較稀少，非常依賴進口，在達到

全面汰換燃煤及石化燃料之技術前，

仍需持續進口能礦。俄羅斯原為我

國第三大能源進口國，但因烏克蘭

戰爭國際對俄制裁，進而影響能源

出口。對此，澳洲表示將持續做為

我國能礦來源的忠實夥伴，並看好

雙方在能源方面長期投資合作關

係。 

 

 

 

 

 

 

 

 

 

 

 

 

 

 

上排:(左圖中)能源局游振偉局長、(右圖左

1) 澳洲氣候變遷及能源部 Mr. Duncan 

McIntyre、(右圖右 1)駐澳大利亞常以立代

表。 

下排:(左 1)經濟部曾文生次長、(左 2)澳洲

辦事處劉溯源副代表、(右 1)澳台工商委員

會涂毅國主席。 

 

7 月 26 日經濟部「頒贈歐洲經貿辦

事處經貿組組長雍青龍獎章典禮」 

7 月 26 日由經濟部王部長美花頒贈

經濟專業獎章予歐洲經貿辦事處經

貿組組長雍青龍，國內相關政府單

位主管、業界代表、歐洲駐臺代表

及本會皆受邀到場觀禮。 

王部長於致詞時感謝雍組長於任內

積極促進臺歐盟產業交流、並協助

台商布局歐洲潛在商機。雍組長與

經濟部長期合作，不僅舉辦投資歐

盟論壇，促成多家歐洲廠商今年加

碼投資台灣，也舉行多場以資訊科

技、電動車為主題之研討會。 

本會於 2020年曾結合投資歐盟論壇，

與歐洲在台商務協會共同舉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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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企業家聯誼會」，增進台歐盟雙

邊企業及官方之互動，並持續推動

雙邊產業與技術合作。今年「台歐

盟企業家聯誼會」將於 10 月 25 日

舉行。 

 

 

 

 

 

 

經濟部王美花部長（左五）、雍青龍組長（右

五）、本會陸長欣處長(右四)與公協會代表

合影。 

 

7月 7日舉辦「臺星(加坡)線上貿洽

會議」 

2022 年 7 月 7 日本會與新加坡工商

聯合總會共同舉辦「臺星線上貿洽

會議」。於疫情時期繼續尋求雙邊合

作商機。 

本年會議更首度著重在電子商務企

業，主題為「如何透過電商/電子商

務拓展國際市場版圖」。特別邀請臺

灣及新加坡著名電商及電子商務企

業各兩間擔任講者。我方講者為

PChomeSEA/PChomeThai 蔡文雄總

經理及 Bravo Ideas 創意點子 Ms. 

Melissa Lu 營運長;星方講者則為

Synagie Mr. Tze Siang, Neo商務總監

及 Atome Ms. Emma Gan 區域市場

拓展領導。 

四位講者分別介紹了電商的發展及

未來趨勢、直播電商的運用、品牌

全方位電子商務整合模式以及先買

後付平臺與電商及品牌合作的實例。

並於專題演講後與參加的企業進行

一對一貿洽。 

本次貿洽會議成功吸引臺星雙方共

101人報名參加，並於會中及會後促

成 40幾組臺星企業對談機會。本會

與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將持續扮演

雙方企業交流橋樑，並盼明年於疫

情趨緩時可組團赴星國參與實體雙

邊經濟聯席會議，創造更多臺星合

作 交 流 的 契 機 。

 

大合照(左上)PChomeSEA/Thai 蔡文雄總

經理、(左下)SBF資深經理Ms. Thoo Chua、

(中上)Synagie商務總監Mr. Neo, Tze Siang、

(中)Bravo Ideas營運長Ms. Melissa Lu、(中

下)Atome區域領導Ms. Emma Gan、(右下)

本會亞太處李倩如處長及謝宜蓁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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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出席法國國慶酒會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及吳立民秘書長

應法國在台協會邀請，連袂出席

2022年 7月 14日晚間於晶華酒店舉

行之法國國慶酒會。本次酒會係

Covid-19 疫情以來，外國駐台單位

首度舉辦之大型慶祝活動，各界貴

賓雲集，包括立法院長游錫堃、國

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外交部政務次

長田中光等政要以及多位外國使節

均到場祝賀。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公

孫孟致詞時表示，台法合作面向豐

富多元，涵蓋文化、科技、經貿和

學術等領域，法方殷切盼望台灣早

日重新開放邊境，使各項合作計畫

得以順利開展。公孫孟主任也當場

宣布「台北法國實驗教育機構」即

將於今年九月開學；這是法僑社群

在台北設立的第二所法國學校。 

 

 

 

 

 

貴賓上台合影：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公孫孟

(左八)、立法院長游錫堃(左七)、國安會秘

書長顧立雄(右七)、法務部長蔡清祥(右五)、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右八)、外交部常

務次長俞大㵢 (左二 ) (Mr. Alexander 

Tah-ray Yui,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等。 

 

國經協會於 7月 26日召開第 6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線上) 

國經協會於 2022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4:30召開線上理監事會議，會中外

交部國經司邱陳煜(Isaac Chiu)副司

長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劉威廉

(William Liu)副局長分別撥冗出席

致詞。高志尚(Henry Kao)理事長於

會中表示，除對外交部、經濟部國

貿局及理監事的支持予以感謝外，

並指出疫情嚴峻的上半年時刻，本

會仍與對等單位/駐台代表處/我駐

外單位等機構保持密切合作及聯繫，

並舉辦了許多經貿交流活動，甚或

籌組實體參訪團於 7月 2日至 19日

赴中南美洲訪問。今年下半年隨著

疫情局勢緩和，各國對於邊境政策

也逐步放寬，本會今年度所規畫之

各項活動勢必更加熱絡，屆時各位

理監事全力支持本會所舉辦的各項

活動。 

 

 

 

 

 

國經協會高志尚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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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第 6屆第 4次理監事會議 

 

高理事長主持莊碩漢大使赴泰履新

聯誼餐會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於 111 年 7 月 29

日中午假台北晶華酒店 21樓霓裳廳

舉行聯誼餐會，歡送將赴任泰國大

使之莊碩漢大使，除感謝渠多年擔

任本會韓國委員會主任委員乙職，

負責推動本會與韓國全國經濟人聯

合會雙邊會議交流之辛勞與付出，

亦期盼赴泰履新後，未來亦能給與

本會與泰國工業聯合會之會務工作，

多多協助與指導。出席貴賓除外交

部田政務次長中光，近年來台泰之

間重點合作產業界如智慧城市、生

技產業代表，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

發展協會李亞鑫數位技術總監以及

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主席，

亦應邀出席。 

 

 

 

 

 

 

 

 

 

 

由左至右：本會吳立民秘書長、高志尚理

事長、莊碩漢大使、焦國安主席(Dr. James 

Chiao)以及李亞鑫總監(Mr. Jacob Lee CTO 

of TRP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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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八月活動預告 

8 月 4 日 2022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

員會分享會 

國際商會(ICC)、國際商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ICC Chinese Taipei)於訂 8月

4日在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202室

舉辦「2022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員

會分享會」。 

分享會針對國際商會日前在線上舉

行的數位經濟委員會春季會議進行

深度解析與探討，包括：資安工作

小組今年主題是提醒世界各國執行

已建立的網際網路規範並促使各國

就打擊網路犯罪互相合作。ICC為促

使簽訂新的網路犯罪國際公約，積

極參與聯合國最近的新網路犯罪國

際合約之制定。 

本會邀請理律法律事務所曾更瑩律

師講述 2022年數位經濟委員會會議

內容，台灣資訊安全協會涂睿珅理

事長說明數位轉型下台灣資安廠商

的應用發展及趨勢，理律法律事務

所陳佳菁律師主講網路犯罪專題。

另外以台灣在資安領域的成熟發展，

特別邀請到台灣資安主管聯盟會長

暨華碩集團金慶柏資安長分享業界

資安實例。 

 

 

 

8月 25日第 20屆臺德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德國工商總會(DIHK)以及德

國經濟辦事處(AHK)僅訂於 2022 年

8月 25日舉辦「第 20屆臺德經濟合

作會議」，會議主題聚焦「碳中和/

淨零碳排」議題，並由友嘉集團朱

志洋總裁擔任台方主席主持本次會

議。 

本屆會議將結合座談會，邀請臺德

企業代表針對製造業、機械產業、

化工業等產業低碳轉型經驗進行深

度交流，分享減碳轉型解決方案及

產業實務經驗，接軌國際減碳趨勢，

掌握碳中和產業商機，強化我商跨

領域國際合作機會。 

 

8月 26日「澳臺新銳商業領袖計畫-

公開論壇」線上舉辦 

本論壇為「澳臺新銳商業領袖計畫」

系列活動，該計畫旨在促進雙邊新

興企業家的交流並增強澳臺經濟合

作關係。論壇將由 16位入選的新銳

企業家領袖做小型成果簡報，並邀

請澳洲辦事處副代表暨商務處處長

莫博仁、葛瑞菲斯大學 Caitlin Byrne

教授及澳台工商委員會前副主席 Mr. 

Mark Dorney擔任線上座談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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