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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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與金融研訓院於 4月 15日舉辦

國貿條規 2020線上發表會 

本會與金融研訓院於今年三月合作

出版國貿條規 2020(Incoterms
®
 2020)

中英文對照版，並於 4月 15日舉辦

國貿條規 2020線上發表會，特地邀

請國際貿易局陳正祺局長及國貿條

規 2020年版中文主要編譯楊安和老

師線上解析國貿條規新版內容。 

本次線上發表會詳細說明國貿條規
®基本原則、如何最佳化選擇正確的

國貿條規®規則，以及談論國貿條規
®
2010及國貿條規®

2020間重要的差

異，增進各界對 11種貿易條件的認

識，區分其買賣方所涵蓋之義務、

風險及費用，例如：貨物的運送或

保險該由買方或賣方負責、風險在

何處轉移，以及貨物運輸、包裝或

卸貨等費用的承擔。 

現今，全球市場需求日益增加，貨

物買賣的數量越來越多，且以更快

的速度運送至世界各地，國貿條規®

規則正是國際貿易買賣契約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份，藉由本書掌握國貿

條規®的最新發展，減少貿易糾紛，

才能讓貿易順利進行。 

國貿局研商我對非洲經貿政策會議 

本（109）年 4月 7日國貿局召開「研

商我對非洲經貿政策會議」，局長

陳正祺主持，副局長劉志宏、台灣

非洲經貿協會理事長暨本會副理事

長孫杰夫、本會吳立民秘書長、貿

協副秘書長王熙蒙等出席本次會

議。 

會議聽取業界意見，擬定我對非洲

經貿政策，成立非洲專案小組，篩

選我對非重點發展產業，協助業者

拓展非洲市場。 

圖說: 國貿條規 2020線上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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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副理事長暨非洲經貿協會理事長孫杰

夫(右六)致贈禮品給國貿局局長陳正祺(左

五)，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右一)、貿協副秘

書長王熙蒙(左四)出席本次會議。 

國經協會與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4 月 16 日拜會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

份有限公司竹北廠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各國急盼加

速疫苗研發，本會透過林見松國策

顧問的協助，由本會吳立民秘書長

偕同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紀維德

代表於 4月 16日參訪高端疫苗生物

製劑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廠，瞭解疫

苗研發進度，該廠以 PIC/S及歐盟標

準為依循建置，為國內首座採用新

穎細胞培養技術平台，具備疫苗原

液生產與無菌製備充填的上下游製

程整合量產疫苗廠。 

高端成為美國國衛院(NIH)全球合

作唯二夥伴，正積極投入新冠病毒

疫苗的開發，該公司陳燦堅總經理

親率同仁簡介其疫苗研發進度，並

帶領訪團實地參觀工廠內部設備及

製程，紀維德代表對台荷合作展開

疫苗臨床試驗以取得歐盟認證一事

表示樂觀其成，並願積極提供必要

之協助。隨後，陳總經理亦帶領訪

團前往新完成的細胞製備中心，本

會對台荷兩國未來生技產業之合作

商機拭目以待。 

左起：吳立民秘書長、高端疫苗公司陳燦

堅總經理、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本會針對智慧城市洽邀皇輝科技張

執行長智強以「從國際夥伴關係看

智慧城市新興市場」為題演講 

皇輝科技張執行長智強應本會邀請

於本(109)年 4月 14日下午在本會就

「從國際夥伴關係看智慧城市新興

市場」為題發表精闢演講，另由本

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主席蒞臨

指導。 

張執行長除分享智慧城市的發展與

目標外，也分享皇輝科技藉由建置

國內光纖網路的實務經驗，爭取到

與國際大廠的合作，如三菱電機、

法國 THALES、法國 ORANGE等，

並成功拓展泰國、新加坡、菲律賓、

緬甸等新南向市場，特別在智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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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基礎建設、綠能、都市防災領

域建構起系統整合的完整服務與解

決方案。通訊系統的建置，除了幫 

助科技系統更有效率的發展外，在

面臨天災時，通訊系統更能有利於

救災的進行。從與日商合作，到接

下菲律賓的訂單，靠的都是先前國

內建設的經驗。而臺灣智慧城市建

置的經驗與工作文化，更能在國際

上發揮優勢。 

「疫情危機？商機？轉機？-封關鎖

國下非洲市場依然可為」-杏醫有限

公司黃華民董事長暨台灣非洲經貿

協會監事長 

杏醫有限公司黃華民董事長暨台灣

非洲經貿協會監事長應本會邀請於

本(109)年 4月 21日上午 10時在本

會就「疫情危機？商機？轉機？」

議題發表精闢分析。 

黃董事長除分享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爆發後對經濟的衝擊，另就疫情危

機帶來的商業契機如 :口罩、呼吸器、

防護衣等作說明。最後，黃董事長

針對在非洲市場發展醫療器材及醫

藥產業做進一步介紹與分析。 

杏醫有限公司黃華民董事長(中)，本會吳

秘書長立民(右)。 

國經協會針對「亞洲開發銀行商機

說明會」進行內部交流 

本次的月會由亞太處陳啟元專員以

「亞洲開發銀行商機說明會」為題

進行簡報，其中含括下列幾個方向

圖說:本會敦請皇輝科技張執行長智強蒞

會就「從國際夥伴關係看智慧城市新興市

場」為題，分享拓展智慧城市商機的實務

經驗。 

圖說: (左)皇輝科技張執行長智強，(中)本

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主席蒞臨指導，

(右)本會吳秘書長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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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亞銀簡介」、「綠能商機」、

及「如何取得標案」等，另外，歐

洲處黃昱崧專員簡報參與「WTO及

RTA青年研習營」心得，其中含括 

下列面項分別是「WTO及 RTA發

展」、「美中貿易戰」、「日本福島核

災食品是否解禁輸台」等，藉由旨

述兩位的心得分享，與會者除絡繹

不絕踴躍提問外，全場互動良好，

收獲滿滿。 

本會與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

(WITSA)邱月香主席加強交流 

109年 4月 17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

拜會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

(WITSA)邱月香主席 (亦為資訊軟

體協會榮譽理事長)。身為擁有 82個

會員國WITSA的主席，邱主席希望

將台灣與世界鏈結，創造互利雙贏。

渠把握每次去會員國拜會的機會，

和該國部長、高階長官深談 ICT 產

業的政策與需求，以持續對會員國

的 ICT 產業有更大的推進與發展。

邱主席也希望台灣的產業能組成

A-team，適時地在與會員國的交流

中，尋到合作的機會，幫助他們，

也幫助台灣。邱主席亦分享資通訊

產業聯合國 I20 之理念，希望藉由

I20來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資訊產業

與數位落差。 

雙方並針對本年本會赴歐銀受援國

參訪計畫作討論，以及兩會共同組

團赴亞美尼亞及周邊國家參訪之可

能性及合作推動國際合作如：智慧

城市等產業作交流。 

 

 

 

 

  

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右)拜會世界資訊科技

暨服務業聯盟(WITSA)邱月香主席(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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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歐洲處規劃 109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5月 19日

(延期) 
第 13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維也納 

2 
5月 21日

(延期) 
第 14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布達佩斯 

3 9-11月 
智慧交通考察團赴訪「歐銀」三受援

國 

波蘭、羅馬尼

亞、克羅埃西亞 

4 9月 17日 第 25屆台法(國)經濟合作會議 巴黎 

5 9-10月 第 36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6 9-11月 第 10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伊斯坦堡 

7 10月 6日 第 18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8 10月 8日 第 16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華沙 

9 10月 第 26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0 12月初 第 22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布魯塞爾 

11 12月 
台義(大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7屆會

議 
台北 

 9-10月 第 8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9-11月 第 7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9-11月 第 13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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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非洲處規劃 109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4月 15

日 

國貿條規 2020年線上說明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5o_XamV4E) 
線上 

2 
5月 27

日 
國際商會 ICC經驗分享研討會 台北 

3 6-7月 
2020教廷、埃及、突尼西亞經濟

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教廷、埃及、突

尼西亞 

4 7月下旬 
2020史瓦帝尼、迦納、象牙海岸經

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史瓦帝尼、迦

納、象牙海岸 

5 7-10月 第 3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6 8月 
2020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宏都

拉斯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哥倫比亞、哥斯

大黎加、宏都拉

斯 

7 9月 
2020瓜地馬拉、巴拉圭經濟合作及

商機考察團 

瓜地馬拉、巴拉

圭 

 6-11月 
哥倫比亞波哥大商會國際關係副會

長Mariá Mónica CODE 
台北 

 6-11月 秘魯利馬商會會長 台北 

 6-11月 
阿根廷進出口商協會會長 Horacio 

Consolo 
台北 

 10-11月 第 19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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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處規劃 109年度活動一覽表 

 

No. 日期 計畫名稱 地點 

1 5-9月 第 28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 
7月 7-9

日 
第 45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 
7月

13-16日 
第 16屆星台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4 8-9月 第 34屆台澳(大利亞)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5 
9月 8-11

日 
第 19屆蒙台經濟聯席會議 烏蘭巴托市 

6 
10月 28

日 
第 26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7 11月 2020年台紐(西蘭)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