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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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屆臺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德國經濟辦事處及德國企業

台灣委員會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舉

行「第20屆臺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由友嘉集團朱志洋總裁及美最時集

團管理合夥人Mr. Dirk Sänger共同

擔任主席，並由經濟部政務次長陳

正祺與德國聯邦經濟事務暨氣候行

動部政務次長 Dr. Franziska Brantner

出席致詞；臺德重要官方代表包含

駐德國代表處謝志偉大使、德國在

臺協會許佑格處長 Dr. Jörg Polster

等。 

本屆會議特別規畫產業座談會，由

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以及德國經

濟辦事處處長林百科擔任座談會主

持人，共同引導臺德雙方與談企業

進行經驗分享，臺方重量級講者包

含李長榮化工劉文龍總經理、友嘉

歐美集團執行長 Dr. Sebastian 

Schöning 以及鉅鋼機械陳璟浩總經

理；德方重要講者包含臺灣西門子

總裁暨執行長艾偉、臺灣西門子副

總裁Mr. Aditya Rankirshna、台灣博

世執行董事石安德以及台灣巴斯夫

總經理謝建華等，針對減碳所面臨

的企業困境及挑戰、循環經濟對於

碳中和的影響等議題，請各產業代

表分享不同的見解進行交流。 

本屆會議現場及線上與會來賓超過

110位企業代表一同與會，雙方交流

十分熱絡。 

本次會議另舉行台灣西門子、鉅鋼

機械以及如億自動化共同簽訂合作

備忘錄，聚焦於企業的數位轉型、

虛實整合、節能，以及減碳解決方

案等領域展開合作。 

 

 

 

 

 

 

「第 20屆臺德經濟合作會議」全體講者及

貴賓合影(前排右至左)：台灣博世執行董

事石安德 Mr. Andreas Schmidt、臺灣西門

子副總裁駱奎旭 Mr. Aditya Ramkrishna、

臺灣西門子總裁暨執行長艾偉 Mr. Erdal 

Elver、台灣巴斯夫總經理謝建華、李長榮

化工總經理劉文龍、工業技術研究院副院

長彭裕民、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臺方

主席友嘉集團總裁朱志洋、德國在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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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許佑格 Dr. Jörg Polster、德國經濟辦事

處處長林百科Mr. Axel Limberg、鉅鋼機械

總經理陳璟浩、如億自動化執行副總馬維

均；線上貴賓(右至左)：友嘉歐美集團總

裁 Dr. Sebastian Schöning、駐德國台北代

表處大使謝志偉、德方政務次長 Dr. 

Franziska Brantner、德方主席 Mr. Dirk 

Sänger。 

 

2022 國際商會數位經濟委員會分享

會 

本會於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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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國際商會日前在線上舉行的數

位經濟委員會會議與網路犯罪、資

安新趨勢進行深度解析與探討。 

本分享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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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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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特別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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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月 4日本會舉辦「2022國際商會

數位經濟委員會分享會」我方貴賓合照，

由左至右：台灣資安主管聯盟會長暨華碩

集團金慶柏資安長、理律法律事務所曾更

瑩律師、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管焙埼組長、

台灣資訊安全協會涂睿珅理事長、理律法

律事務所陳佳菁律師。 

 

8月 17日本會出席「2022澳台英語

學習夥伴關係行動計畫簽署儀式」 

2022年 8月 17日上午 10:00澳洲辦

事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教育部假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舉行「2022 澳台

英語學習夥伴關係行動計畫簽署儀

式」，本會由吳立民秘書長代表出

席。 

本次簽署儀式台方代表為教育部潘

文忠部長及國發會龔明鑫主任委員，

澳方代表則為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

表。三位代表於開幕致詞後共同完

成行動計畫簽署。 

澳洲與台灣在教育方面互為重要合

作夥伴。每年都有超過一萬名的台

灣人到澳洲求學，澳洲也有許多學

生透過該國政府推行的「新可倫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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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到台求學。「澳台英語學習夥

伴行動計畫」包含雙語師資培育、

締結姊妹校、雙聯學制及技職培訓

等等，盼在此夥伴關係中透過實際

的行動計劃深化台澳之教育交流與

合作。 

 

 

 

 

 

 

(左至右)國發會龔明鑫主任委員、澳洲辦

事處露珍怡代表及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共同

簽署行動計畫。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於 2022 年 8 月 4

日舉行外交部曾厚仁政務次長赴加

屨新聯誼餐會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於 2022 年 8 月 4

日中午假台北晶華酒店為外交部曾

厚仁政務次長赴加屨新舉行聯誼餐

會，恭賀其即將赴加拿大擔任我駐

加拿大代表一職。疫情期間，本會

於 2020 及 2021 年與加拿大駐台北

貿易辦事處舉辧台加企業家交流會，

討論兩國產業之潛在合作商機。本

會期盼曾次長赴加履新後，能為兩

國企業界經貿投資合作領域提供最

新的資訊，並持續給予本會協助與

指導。餐會出席貴賓包括行政院鄧

振中政務委員、台灣美國事務委員

會楊珍妮主任委員、研華股份有限

公司何春盛董事、智慧城市股份有

限公司焦國安董事長、國經協會吳

立民秘書長。 

 

 

 

 

 

2022年 8月 4日外交部曾厚仁政務次長赴

加屨新聯誼餐會。左起：研華股份有限公

司何春盛董事、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

外交部曾厚仁政務次長、國經協會高志尚

理事長、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楊珍妮主任

委員、國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智慧城市

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董事長。 

 

國經協會洪副理事長慶忠宴請瓜國

大使賢伉儷 

2022年 8月 17日國經協會洪副理事

長慶忠在瓜地馬拉駐台大使葛梅斯

大使離台前夕歡送 G 大使賢伉儷。

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蔡司

長允中、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謝

司長妙宏及巴拉圭、海地、貝里斯、

史瓦帝尼、南非、奈及利亞、索馬

利蘭、馬紹爾群島、吐瓦魯等國之

大使、億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董事長家豪、國經協會吳秘書長



4 

 

立民等人共同參與，場面溫馨熱

鬧。 

 

 

 

 

 

 

國經協會洪副理事長慶忠贈禮瓜地馬拉葛

梅斯大使賢伉儷。 

 

 

 

 

 

 

國經協會洪副理事長慶忠在瓜地馬拉離台

前夕宴請瓜國大使賢伉儷。 

出席貴賓：瓜地馬拉葛梅斯大使賢伉儷（前

排左六、左七）、巴拉圭費卡洛大使(前排

右四)、海地潘恩大使(前排左三)、貝里斯

碧坎蒂大使(前排右六)、本會洪副理事長

慶忠（後排左四）、外交部國經司蔡司長允

中（後排左三）及外交部拉美司謝司長妙

宏（後排左二）。 

 

 

 

 

8月 22日本會出席新加坡 57周年國

慶酒會 

本會受邀參加 2022 年 8 月 22 日新

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於君悅酒店

舉辦之「新加坡 57周年國慶酒會」，

由吳立民秘書長代表出席。 

新加坡國慶日為 8月 9日，該處在 8

日亦為國慶舉辦系列活動，邀請 400

多位在台新加坡僑民一起共襄盛舉。

22 日國慶酒會則邀請眾多重要官員

出席。出席的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府

秘書長李大維、國安會秘書長顧立

雄、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海基

會代理董事長許勝雄、法務部長蔡

清祥等。出席政要包括前立法院長

王金平、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親民

黨主席宋楚瑜、國民黨台北市長參

選人蔣萬安等。 

其中外交部吳釧燮部長出席並代表

致賀詞。他表示星國是我國「新南

向政策」的重要夥伴，未來盼雙邊

可以建立更深厚的友誼關係。 

 

 

 

 

 

 

(左)新加坡駐台商務辦事處葉偉傑代表及

(右)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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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本會參加「澳台新銳商業

領袖計畫公開論壇」 

2022年 8月 26日上午 11:00澳台工

商委員會舉辦「澳臺新銳商業領袖

計畫公開論壇」，本會由亞太處李倩

如處長及謝宜蓁專員線上參加。 

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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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lin 

Byrne 教授以及 Chevalier Capital股

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Mark Dorney

擔任座談會嘉賓。另外入選本次新

銳領袖計畫的 16位來自澳洲與台灣

的領袖們則進行分組發表有關如何

促進台澳企業合作及增進雙邊關係

等主題。 

線上論壇為時一個半小時，我駐澳

辦事處人員亦線上參與。本計畫的

新銳領袖們亦將參與預計於今年 11

月舉行之「第 35屆台澳經濟聯席會

議」並發表計畫成果。 

 

 

 

 

 

(第一排左至右)澳台工商委員會涂毅國主

席、葛瑞菲斯大學 Catlin Byrne 教授、澳

洲辦事處副代表暨商務處處長莫博仁、

Chevalier Capital 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Mark Dorney、澳台工商委員會段菁梅執行

長。 

本會九月活動預告 

9 月 15 日台立(陶宛)商業俱樂部成

立大會 

為促進我國與立陶宛之經貿交流，

適逢立陶宛經貿辦事處開幕，本會

將於 9月 15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四樓貴賓廳舉辦台立(陶宛)商業俱

樂部成立大會，邀請政府單位、立

陶宛駐台代表、產業公協會、我國

業者及立陶宛企業訪團成員與會，

並邀請業界代表分享經驗，以午宴

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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