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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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3 月 11 日召開「 

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及「業務交流餐會」 

國經協會於 109 年 3 月 11 日假台北

晶華酒店召開「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及「業務交流餐會」，

外交部國經司邱陳煜副司長及經濟

部國貿局雙二組胡紹琳副組長、本

會理監事、各國家主委及顧問皆出

席會議及業務交流餐會。 

當前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遍及全球，

衝擊全球經貿及各國產業，因應疫

情，政府提紓困計畫。但是這波疫

情的衝擊下，也衍生出新的商機，

電子商務、遠距視訊、醫療健康成

為矚目的焦點產業。本會在考量健

康安全等要素下，多項原訂在上半

年辦理的雙邊會議、經貿訪團皆延

至下半年辦理。 

為協助台灣產業轉型，同時為經濟

成長注入新動能，政府提出 5+2 產

業創新計畫，本會評估當前國際情

勢及產業發展主流，特別成立「智

慧城市委員會」及「循環經濟委員

會」，邀請智慧城市(股)公司焦國安

董事長及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黃育

徵董事長分別擔任主席，同時聘請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印尼子行暨台壽

保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梁德強董事長，

擔任印尼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希望

聯結政府及民間力量，促進台灣與

多國的經貿合作新契機。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黃育徵董事長於

會議中以「循環台灣 2040 - 新契機」

為題，與大家分享他豐富的學識及

實務經驗。當前的世代正面臨著氣

候變遷、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土

壤退化、健康危害等挑戰，如以現

有的線性經濟模式持續發展，在

2030 年到 2052 年之間，地球上的人

類將面臨更嚴峻的氣候風險。企業

致力於實踐循環經濟，不但可以降

低對原物料的依賴風險，也為企業

帶來創新的價值，提昇競爭力，帶

來永續經營的新契機。 

黃育徵董事長表示，循環經濟不只

是「環保議題」，相對於線性經濟，

循環經濟以更積極主動的態度，企

圖解決民生和經濟最核心的問題，

使每份資源價值發揮到極致，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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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產業系統中被循環利用，減少

對大自然資源的開採與耗用，邁向

零廢棄、零排放的目標。我們可以

透過創新的做法，企業可以為產品

創造新價值，並能發掘許多產業商

機及就業機會。 

甫上任智慧城市委員會主席的焦國

安董事長，則於業務交流餐會時提

出智慧城市的見解，焦董事長表示

「智慧城市」並非指高端資訊產業，

而是藉由物聯網、高端資訊科技及

大數據，使智慧樓宇、智慧家居、

路網監控、健康醫療、城市服務、

食品藥品、智慧交通、數位生活，

乃至循環經濟等諸多領域，以創新

科技和訊息，充分發揮城市資通訊

以及相關技術、電信業務及訊息化

基礎設施等優勢，構建城市更加「宜

居」的智慧環境，使城市的服務更

有效。台灣產業應組成「國家隊」，

結合各行各業的優勢，橫向鏈結成

熟的技術及創新思維，團結開發海

外市場及商機。 

本會趙麟顧問，曾任駐非洲史瓦帝

尼王國大使，亦為前華夏航科國際

(股)公司董事長，將其逾 30 年的外

交生旅之寶貴經歷與見聞淬煉成書，

精彩撰述於【把一手壞牌打好：一

個台灣外交官的奮鬥心影錄】新書

發表，本會特贈送餐會貴賓由趙顧

問親筆簽名的新書，共襄盛舉。 

 
109 年 3月 11日國經協會召開「第 5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高志尚理事長(中)

致詞，薛香川監事會召集人 (左 2) 代表

監事會，外交部國經司邱陳煜副司長(右

2)及經濟部國貿局胡紹琳副組長(右 1)蒞

臨指導。 
 

 
高志尚理事長於 109 年 3 月 11 日召開之

「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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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國經司邱陳煜副司長於「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對於國經協

會在外交及國際投資合作的努力表示感

佩。 

 
 

經濟部國貿局胡紹琳副組長於「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致詞，肯定國經協

會持續與國貿局合作推動對外經貿的默契

與成效。 

 

 
 
本會敦聘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黃育徵董事

長擔任循環經濟委員會主席，黃董事長於

「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以「循

環台灣 2040 - 新契機」為題，分享循環經

濟的學識及實務經驗。 

 

 
 

本會高志尚理事長頒發聘書予智慧城市

(股)公司焦國安董事長，敦聘焦董事長擔

任智慧城市委員會主席，借重其卓越學識

及寶貴經驗，協助推動會務。 

 

 
 
本會趙麟顧問（前駐非洲史瓦帝尼王國大

使／前華夏航科國際(股)公司董事長）將

其外交生旅中寶貴經歷與見聞精彩撰述於

【把一手壞牌打好：一個台灣外交官的奮

鬥心影錄】新書發表，本會特贈送餐會貴

賓由趙顧問親筆簽名的新書，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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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109年 3月 11日假台北晶華酒店召

開「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國貿條規 2020 線上說明會」 

國貿條規 2020(Incoterms 2020)中英

文對照版已於今年三月出版，國際

商 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自 1936 年首次制定

全球適用規範國際貿易買賣雙方契

約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國貿條規

(Incoterms)，明確定義風險承擔、費

用歸屬、運輸安排、海關通關安排

與保險範圍等，廣受各界遵循。國

貿條規此次修訂國貿條規就進出口

商採用各種交易條件下之風險承擔、

費用歸屬、運輸安排、海關通關安

排及保險範圍等之權利義務均予明

確規範，為我貿易業者、金融業者、

運輸業者、保險業者的重要工具書。

隨著全球貿易往來漸趨複雜，貿易

糾紛頻傳，尋求解決方式必然曠日

廢時並增加營運成本，因此各界須

更先掌握國貿條規的修訂方向及內

容，掌握有關資訊，才能與國際接

軌，減少紛爭，本會目前積極與金

融研訓院合作，將於 4 月推出線上

國貿條規 2020 說明會，協助各界廠

商了解本次改版內容。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正祺局長錄製線上說

明短片，簡述最新版國貿條規 2020 要點。 

 

政 治 大 學 國 貿 系 楊 安 和 老 師 針 對

Incoterms 2020 條規內容進行講解，並錄製

影片，協助廠商了解條文更新內容。 

 

吳立民秘書長拜會駐台北韓國代表

部姜永勳代表 

吳秘書長率李倩如處長及李碧惠副

處長於 3 月 10 日拜會駐台北韓國代

表部姜永勳代表，梁貞淑科長及林

珠熙研究員陪同接見。期間雙方討

論今年暫訂於 7 月舉行之第 45 屆台

韓經濟聯席會議，以及推動台韓姐

妹城市交流乙事。吳秘書長並向姜

代表轉達美德向邦可提供之協助。

姜代表同時建議新冠病毒期間，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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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可由合格醫療機構提供台韓往來

人員健康證明，維持商業互動。 

 

外交部與國經協會拜會億光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洽邀參加本會訪團 

為積極協助我商拓展中南美洲商機，

外交部國經司偕同本會於 3 月 17 日

拜會億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

錫川協理、郭為民顧問及海外事業

處黃國義顧問，針對中南美洲智慧

解決方案領域進行討論，除了解台

灣 LED 照明技術與市場現況，對於

路燈結合智慧城市之商機，更是拭

目以待。 

 

億光徐錫川協理(右 3)、外交部國經司陳義

方參事回部辦事(右 4)、舒俞敬專門委員兼

貿易投資科長(右 2) 

「臺灣在全球 ICT供應鏈的地位與

發展─兼論武漢肺炎疫情對台灣

ICT供應鏈潛在影響」-工研院產業

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楊瑞臨總監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楊

瑞臨總監應國經協會邀請於本(109)

年 3月 6日上午 10時在本會就「臺

灣在全球 ICT 供應鏈的地位與發展

─兼論武漢肺炎疫情對台灣 ICT 供

應鏈潛在影響」議題發表精闢分

析。 

演講中，楊總監除分享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爆發後對 ICT 產業的衝擊與

如何協助產業轉型，如疫情後續對

ICT 產業時空及短中期供需變化及

因應對策。疫情升溫後對全球資訊

產業鏈影響甚重，其一為台商分流

移出中國造成生產基地移轉，再者

5G 供應鏈因中國封城影響，手機供

應鏈影響將首當其衝。經楊總監詳

細介紹台灣 ICT 產業及結合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疫情內容後，本會同仁

對楊總監簡報之內容深感興趣，並

於會後向楊總監請教國際資訊產業

概況及諮詢台灣 5G 產業等相關問

題。 

克羅埃西亞地震本會致函工商總會

慰問 

在新型冠狀肺炎肆虐歐洲之際，克

羅埃西亞於 3 月 22 日早晨發生 140

年來最強地震，造成數人受傷、建

築倒塌及財產受損。本會於震後隨

即致信本會對等單位克羅埃西亞工

商總會副會長 Ivan Barbaric 先生了

解狀況並表達關心之意。 Ivan 

Barbaric 先生亦回信感謝本會對克

羅埃西亞的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