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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國經協會，英文簡寫為 CIECA，於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九日成立，第一任理事長為辜濂松先生，現任理事長為王鍾渝

先生。 

 國經協會成立的宗旨為結合民間力量，配合政府政策，促進國際經貿交流與

合作，協助政府推動經貿實質外交並拓展台灣國際活動空間。本會自成立以來即

積極與各友好國家主要工商團體或主管貿易投資機構建立友好合作關係，期望透

過工商團體對工商團體的方式，建構連繫溝通管道與交流合作帄台，藉以增進雙

方企業界之相互認識與瞭解，進而促成雙方在貿易、投資、技術上之交流與合作。 

 多年來承蒙政府主管機關的指導協助，以及工商企業界的支持參與，國經協

會會務推展尚稱順利，目前本會已經和全球七十八個國家一百零四個工商團體或

經貿機構，簽署合作協議書或備忘錄並建立雙邊交流合作機制，雙方藉由定期組

團互訪與輪流舉辦經貿聯席會議的方式，邀請高層政府官員、企業領袖、學者專

家指導致詞或發表專題演講，就雙方共同關切的議題，深入討論，交換意見，另

並安排個別貿易洽談與拜會參訪，協助業者開拓商機，以達成促進經貿交流合作

與深化友好實質關係的目標。國經協會帄均每年與各國合作夥伴在國內外舉辦

20 至 30 場雙邊經貿聯席會議，且經常組團出國考察訪問，或接待國外來訪之政

要、官員與企業領袖，不定期主辦或協辦國際經貿情勢研討會或產業投資說明會。

茲為與相關各方保持聯繫，促進相互了解，爰嘗試每月發行電子報，提供本會業

務與活動概況相關訊息，謹請參閱並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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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舉辦雙邊會議

 

 

為促進台蒙民間雙方經貿交流，

開拓彼此產業合作契機，並增進

兩國經貿合作關係，中華民國國

際經濟合作協會與蒙古商工總會

於5月31日在烏蘭巴托市蒙古商

工總會會所召開「第 11 屆台蒙經

濟聯席會議」，由本會蒙古委員

會趙永全主任委員及蒙古商工總

會副會長 Mr. Ts. Yansanjav 共同

主持，計有台蒙雙方代表約 78

人參加。 

 

第 11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左起蒙古代表處

楊代表心怡、中國輸出入銀行朱總經理潤逢、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蒙古委員會趙主

任委員永全、蒙古商工總會 Ts. Yansanjav 副會

長、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恩和代表 

 

 

本會蒙古委員會趙主任委員永全與蒙古商工

總會 Ts. Yansanjav 副會長交換禮品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蒙古委員會趙主

任委員永全接受當地傳媒專訪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蒙古委員會趙主

任委員永全暨蒙古代表處楊代表心怡率領全

體團員拜會蒙古道路交通營建都市發展部 

 

第 11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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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市區街景 

 

 

蒙古郊區景色 

 

 

蒙古包 

 

蒙古外交部對外貿易經濟合

作局首席主管 Mr. Enkhtaivan、我

駐蒙古代表處楊代表心怡、駐台

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 Mr. 

Enkh-Amgalanbaatar Tsevegbat 代

表應邀蒞臨開幕典禮致詞。會中

台蒙專家學者針對彼此企業所關

切的議題，包括：「如何利用輸銀

轉融資業務促進台蒙貿易進展」、

「如何建立企業品牌」、「充滿挑

戰性的蒙古國」、「蒙古最新外國

人直接投資政策」、「蒙古與台灣

經貿關係」與「蒙古農業發展重

點」發表專題演講。 

 

 

「第 2屆台保經濟合作會議」

於6月19日假索菲亞保加利亞商

工總會（Bulga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之會議

室舉行，會議由台灣區機器工業

同業公會黃名譽理事長博治與保

加 利 亞 商 工 總 會 董 事 Mr. 

Krasimir Dachev 共同主持，會議

主題將以「綠色能源」及「資通

訊」等產業加強合作，雙方約 49

人出席。保加利亞國會友台小組

主席 Mr. Dimitar Chukarsky 議員

與我駐希臘代表處陳代表華玉蒞

會致歡迎詞。保加利亞投資局官

員 Mr. Julian Balchev、保加利亞

太陽光電協會會長 Mr. Nikola 

Gazdov、瞻營全電子公司邱副總

經理英禎、上陽能源科技李專案

經理欣玶等人發表專題演講。大

第 2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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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及交

換禮品後，對於持續推動雙方經

貿交流表達合作意願，並同意「第

3 屆台保經濟合作會議」明（102）

年擇期在台北召開。 

 

2012 年 6 月 18 日普羅夫迪夫商工總會會長

Mrs. Dobrina Prodanova 致贈禮品予台灣區機

器工業同業公會黃名譽理事長博治 

 

 

2012 年 6 月 19 日第 2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

作會議黃名譽理事長博治與保加利亞商工總

會董事 Mr. Krasimir Dachev 交換簽署聯合聲

明 

 

 
2012 年 6 月 19 日雙方企業代表假保加利亞商

工總會參加一對一貿易洽談情形 

 

 
2012 年 6 月 20 日訪問團拜會保加利亞雇主暨

實業家聯盟副理事長 Mr. Petko Dimirov 及其

他會員合影 

 

 
2012 年 6 月 20 日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黃

名譽理事長博治致贈禮品予保加利亞雇主暨

實業家聯盟副理事長 Mr. Petko Dimirov 

 

 

 

 「第 11 屆台捷經濟合作會議」

於 6 月 22 日假布拉格 Clarion 

第 11 屆台捷(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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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 飯店之 Stella 廳舉行，

會 議 由 捷 克 全 國 工 業 總 會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of the 

Czech Republic）董事 Mr. Pavel 

Kafka 與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

會黃名譽理事長博治共同主持，

會議主題將以「綠色能源」及「資

通訊」等產業加強合作，雙方約

42 人出席。捷克貿工部總司長

Mr. Petr Ocko 及駐捷克代表處邱

代表仲仁蒞會致歡迎詞；經濟部

國際合作處童處長益民、捷克電

動 工 業 協 會 (Association of 

Electromobile Industry of the 

Czech Republic)會長 Mr. Jaromír 

Marušinec、捷克投資局專案經理

Mr. Vojtěch Helikar、瞻營全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邱副總經理英禎、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處長

Mr. Jiri Koutensky 及上陽能源科

技李專案經理欣玶等人發表專題

演講。最後，大會在雙方主席共

同簽署聯合聲明後圓滿結束，並

同意明（102）年 10 月在台北召

開「第 12 屆台捷經濟合作會

議」。 

 

 
2012 年 6 月 22 日第 11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

議雙方重要貴賓 

 

 
2012 年 6 月 22 日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黃

名譽理事長博治與捷克全國工業總會董事 Mr. 

Pavel Kafka 交換禮品 

 

 
2012 年 6 月 22 日雙方企業代表假 Clarion 

Congress 飯店參加一對一貿易洽談情形 

 

 

 

為協助國內廠商拓展東協市

場，了解印尼當地投資環境，本

會配合經濟部「2012 菲律賓、印

尼投資考察團」行程，與中華民

第 18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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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共同招募團

員，前往印尼出席 6 月 27 日本會

與印尼商工總會召開之「第 18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

印尼委員會潘主任委員文炎與印

尼商工總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 共同主持，計有台

印雙方約 100 人參加。 

 

第 18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左起印尼投資

協調委員會主席 Dr. Muhammad Chatib Basri、

印尼商工總會會長 Mr. Suryo Bambang Sulisto、

印尼商工總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印尼委

員會潘主任委員文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卓局

長士昭、駐印尼代表處夏代表立言 

 

 

印尼商工總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 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卓局長士昭交換

禮品  

 

 
印尼雇主協會與全國工業總會簽署互助協議

書儀式，左起印尼雇主協會主席 Mr. Sofjan 

Wanandi、印尼工業部部長 Mr. Mohamad S. 

Hidayat、全國工業總會林監事滄智及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卓局長士昭 

 

 

拜會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左起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卓局長士昭、亞細亞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林董事長滄智、潛在區域推廣主任 Ms. 

Aloysia Endang Wahyuningsih、投資推廣副主

席 Mr. Himawan Hariyoga、駐台北印尼經濟貿

易代表處代表 Mr. Ahmad Syafri 

 

 

參訪台商豐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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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台商紡織廠 PT Kahatex 

 

 

萬隆市區街景 

 

 

萬隆市區街景 

印尼商工總會會長 Mr. Suryo 

Bambang Sulisto、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卓局長士昭、印尼投資協調

委 員 會 主 席 Dr. Muhammad 

Chatib Basri、駐印尼代表處夏代

表立言等貴賓應邀蒞臨開幕典禮

致詞。會中台印專家學者針對彼

此企業界關切議題，包括「邁向

綠色地球更聰明的選擇-iEN智慧

節能系統」、「綠色能源合作商機」、

「石斑魚養殖及市場」、「漁業部

門合作與投資商機」、「Central 

Asia 銀行概況」與「Sangihe 群島

海洋暨漁業潛力及發展機會」發

表專題演講。 

 

-------------------------------- 

舉辦投資說明或研討會 

 

 

我非洲重要邦交國甘比亞共

和國總統賈梅閣下（H. E. Sheikh 

Professor Alhaji Dr. Yahya A. J. J. 

Jammeh）應我政府邀請率領 70

餘人高層訪問團來台進行國是訪

問，藉以加強兩國經貿合作實質

關係，促進我國企業對甘比亞共

和國之認識，協助國內廠商拓展

非洲市場。 

 

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歡迎詞 

甘比亞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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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楊部長進添致賀詞 

 

 

甘國貿易、區域整合暨就業部突瑞部長致詞 

 

 

捐贈儀式-沛華集團林執行長祐宇先生致贈甘

國，由甘國外交部長賈義代表接受 

 

 

廠商展示產品 

 

 

說明會與會來賓 

 

本會特於 6 月 27 日假台北喜

來登飯店舉行「甘比亞共和國經

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台、甘工

商界代表約 160 人出席。說明會

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主持，我外

交部楊部長進添、甘國貿易、區

域整合暨就業部部長突瑞、甘國

外交部長賈義等貴賓蒞臨指導，

台商沛華集團執行長林祐宇先生

於會中捐贈 1000 個足球、1 萬美

元及 2 名大學獎學金予甘國，由

甘國外交部長賈義代表接受。我

外交部楊部長、甘國貿易、區域

整合暨就業部部長突瑞及工商協

會會長卓梅先後致詞，另甘國投

資暨外貿促進局局長賈洛女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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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甘比亞投資及貿易機會簡報」，

介紹甘國經貿現況及各項優惠措

施，甘國石油部長賈帖女士主講

「甘國石油產業探索簡報」。 

-------------------------------- 

接待重要外賓 

 

 
宏 都 拉 斯 工 商 部 部 長 Mr. Jose Adonis 

Lavaire(左二)及宏都拉斯駐台代辦 Alenjandro 

Yang Portillo(左一)於 6月 6日拜會本會李秘書

長傳亮(右一)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現任處長高爾

Ophir Gore 偕同新處長 Mr. Doron Hemo 於 6

月 12 日拜會本會李秘書長傳亮 

 

 

 

 

尼加拉瓜台尼企業商會會長 Mr. Arón Guerrero

於 6 月 28 日拜會本會王理事長鍾渝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於 7 月 10 日拜會印度-台北

協會羅會長國棟 

 

 

 

 
匈牙利貿易辦事處代理代表洋風 Mr. Füle 

János Róbert 於 7月 11日 15 時前來本會與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會談 

 

匈牙利外賓 

宏都拉斯外賓 

以色列外賓 

尼加拉瓜外賓 

印度外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