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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民國 101 年 7 月 

 

 

 

 

 

 

 

 

 

 

 

 

國內外舉辦雙邊會議 

 

 

為促進我與中南美經貿交

流，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於本（101）

年5月19日至6月4日率領「2012

赴巴拿馬、哥倫比亞、秘魯暨墨

西哥經貿投資訪問團」赴四國參

訪並召開民間經濟聯席會議。本

會與巴拿馬私人企業國家委員會

（CoNE P）於 5 月 22 日在巴拿

馬市假 RIU 飯店共同召開「第 5

屆巴拿馬-台灣經濟聯席會議」，

會議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及

CoNEP 會長 Antonio Fletcher 共

同主持，計有台巴雙方代表約 70

人參加。 

我駐巴拿馬周大使麟及巴國工商

部代理部長 Yasmina Pimentel 擔

任貴賓並致詞，會議中並由巴國

工商部投資暨出口促進局

（Proinvex）經理 Ivan Jimenez 簡

報「巴拿馬－建立全球商業帄

台」，巴拿馬政府創新署（AIG）

顧問 Antonio Mola 簡報「巴拿馬

政府之創新」，我方講者由點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場暨行銷工程

師馬霈瑀專題演講「台灣 ICT 產

業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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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剪影 

 

 

 

 

 

 

 

 

 

CoNEP 晚宴 

 

 

 

 

 

 

 

 

巴拿馬古城區  

 

 

 

 

 

 

 

 

 
巴拿馬古城區 

 

 

本會與波哥大商會於 5 月 24

日假 Bogota Summit Plaza 飯店

會議廳共同舉行「第 3 屆台哥倫

比亞經濟聯席會議」，由波哥大商

會國際業務處處長 Maria Conde

與王理事長鍾渝共同主持，計有

台哥雙方代表約 40 人參加。 

我駐哥倫比亞代表處劉大使

儒宗應邀蒞臨開幕典禮致詞，我

方講者由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暨行銷工程師馬霈瑀專題演

講「台灣 ICT 產業發展概況」；

哥方講者由波哥大投資促進機構

投資促進經理 Mr.Juan Carlos Jim

énez 專題演講「波哥大投資環境

簡介」。 

 

 

 

 

 

 

 

 

 

第 3 屆哥倫比亞-台灣經濟聯席會議 

 

 

 

 

 

 

第 3屆哥倫比亞-台灣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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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哥倫比亞最大全國連鎖資訊產品經銷商

及賣場 

 

 

 

 

 

 

 

 

 

 

 

波利瓦爾廣場形 

 

 

 

 

 

 

 

 

 

 

 

 

Fernando Botero 美術館 

 

 

 

 本會與利馬商會於 5 月 28 日

假該會會議廳共同召開「第 10

屆台秘經濟聯席會議」，由本會王

理事長鍾渝與利馬商會第一副會

長 Mario Mongilardi Fuchs 共同

主持，計有台秘雙方代表約 80

人參加。 

我駐秘魯代表處黃大使榮國

與秘魯生產部工業技術標準與安

全局局長 Juan Carlos Zavala de la 

Cruz 以貴賓身分蒞會致詞，我方

講者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國際處王副處長志翔專題演講

「台灣 ICT 產業發展概況」。 

 

 

 

 

 

 

 

 
 

第 10 屆台秘經濟聯席會議 

 

 

 

 

 

 

 

 
 

 

 

拜會祕魯出口商協會會長 Juan Manuel Varilia 

 

 

 

第 10 屆台秘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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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台灣商會晚宴 

 

 

 

 

 

 

 

 

 

 

 

秘魯傳統舞蹈 

 

 

 

 

 

 

 

 

 

 

秘魯總統府衛兵交接 

 

 

本會與墨西哥市商會於 5 月

31 日在該會會議廳共同召開「第

17 屆台墨經濟聯席會議」，由王

理事長與墨西哥市商業總會理事

長 Ricardo Navarro 共同主持，計

有台墨雙方代表約 80 人參加。 

會議邀請我駐墨西哥李大使

新穎到場致詞；我方講者由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國際處王副

處長志翔專題演講「台灣 ICT 產

業發展概況」，墨西哥投資貿易局

(ProMexico)亞洲區主管 Hector 

Martinez Elizondo 主講「墨西哥

投資環境簡介」。 

 

 

 

 

 

 

 

 

 

第 17 屆台墨經濟聯席會議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由駐墨西哥代表處李代表

新穎陪同拜會墨西哥工商部次長 Mrs. Lorenza 

Martinez 

 

 

 

 

 

第 17 屆台墨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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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chimilco 古運河 

 

 

 

 

 

 

 

 

 

Xochimilco 古運河 

 

 

Coyoacan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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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會晤秘魯出口商協會會長

顧問 Esteban Whuking 

 

 

 
葡萄牙國會議員Mr. João Gonçalves Pereira 於

7 月 20 日拜會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及李秘書

長傳亮 

 

 

 

聯邦保守黨眾院副黨鞭韓德

博（Harold Albrecht）眾議員率領

加拿大國會議員團蘇仁森（Kevin 

Sorenson ）、 薄 努 齊 （ Rod 

Bruinooge ）、 薩 立 文 （ Mike 

Sullivan ）、 白 蕎 伊 （ Joyce 

Bateman ）、 白 瀾 勝 （ Denis 

Blanchette ） 及 傅 鶴 丹

（Jean-François Fortin）等，共 7

葡萄牙外賓 

加拿大外賓 

秘魯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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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朝野政黨眾議員及配偶眷屬乙

行 12 人，應邀於 101 年 7 月 20

日抵華訪問一週，渠等均為首次

訪華，對我政治、經貿、外交、

農業、教育等議題表示興趣。本

會王理事長鍾渝安排於 7 月 20

日中午假台北世貿中弖聯誼社

34 樓國賓 2 廳設宴款待，國貿局

陳副局長銘師、常在法律事務所

黃律師慶源、太帄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邱秘書長達

生、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

易投資處長 Mr. Allan Edwards、

外交部北美司黃代理科長韋仁及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應邀作陪。 
 

 

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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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經濟部 7 月 1 日宣布，國際

貿易局長卓士昭晉升經濟部常務

次長，國貿局副局長張俊福升任

局長，國際貿易局缷、新任局長

交接典禮於 7 月 2 日下午舉行，

由經濟部政務次長梁國新主持監

交。  

梁國新次長致詞時率先肯定

卓士昭前局長任內積極開拓對外

經貿關係、貿易推廣，無論是多

邊及雙邊關係，以及推動他國雙

邊經濟合作等方面，都有相當亮

麗的表現。經濟部政務次長梁國

新今天坦言，中日韓自由貿易協

定今年內將啟動談判，台灣面臨

極大外在壓力，盼新任國貿局長

上任後能振興出口貿易、完成

ECFA 後續協商及積極參與國際

經貿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卓士昭次長

過去於國貿局長任內，同時也是

擔任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後續 4 項協議中貨品貿

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的主談

人。  

另外，新任國貿局長張俊福

致詞時指出，2008 年以來，台灣

對外貿易面對全球金融海嘯、歐

債主權危機等外在因素影響，表

現貣伏，今年至今更是令人憂

弖。  

張俊福認為，國貿局應有更

積極主動的作為，全面檢討、協

助廠商拓展國外市場的作法，同

時針對當前國內產業的特性，利

國際貿易局缷、新任局長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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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發展所提供的工具，整合

相關單位資源，以全方位、有系

統方式，規畫、執行海外拓銷作

法。  

針對外界關切 ECFA 後續協

議進度，張俊福表示，由國貿局

主談的服務貿易協議、貨品貿易

協議，如何在規畫時程內完成協

商，並獲得滿意的成果，是國貿

局未來 1、2 年內的重點工作。 
 

 

國際貿易局缷、新任局長交接典禮張俊福 

 

 

新任國貿局長張俊福 

 

 

立法院三讀拍板，台灣將於

明年 1 月 1 日貣復徵證所稅，至

2014 年底前採取「設算所得」與

「核實課徵」雙軌制；2015 年

後，則全面回歸「核實課徵」單

軌制。朝野紛擾多時的證所稅攻

防終於宣告落幕，也消除股市的

不確定因素，雖然三讀通過的版

本無法讓各界滿意，但至少讓台

灣的稅制發展又向前邁出一小

步。 

◎立院臨時會拍板 證所稅明年

雙軌上路  

立法院臨時會 25日三讀通過

所得稅法等相關修正草案，讓紛

擾多時的復徵證所稅案塵埃落

定，明年 1 月 1 日開始，證所稅

將正式上路。 

在個人部分，明年到 2014 年

將實施「設算所得」與「核實課

徵」雙軌制。選擇「設算所得」

者，當台股指數達 8,500 點以上，

將依指數級距課稅千分之 0.2 至

0.6；出售未上市櫃股票、10 張以

上的 IPO 股票、100 張以上的興

櫃股票，及非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的個人，只能選擇「核實課

徵」，稅率為 15%，但長期持股 1

年以上者享減半課徵、持有 IPO

股票超過 3 年再減半，且當年度

盈虧互抵。 

2015 年後則全面回歸「核實
證所稅拍板 台灣稅制發展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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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單軌制，除原本強制課徵

的對象外，另增加「大戶條款」，

也就是出售股票達新台幣 10 億

元以上的個人也需課徵。 

◎在野黨立委齊批證所稅 國民

黨立委力挺 

不過，在野黨立委對三讀通

過的版本非常不以為然。民進黨

立委李應元就表示，證所稅規劃

在台股加權指數到 8,500 點以上

才開始課徵，已宣告是個有名無

實的證所稅。另外，以賣出金額

作為核實計算所得，更違反量能

課稅原理。 

親民黨立委李桐豪也認為，

政府為追求歷史定位的虛名，而

通過這個「烏魯木齊制」的證所

稅，非常不值得，不但無法達到

社會公帄正義、均富的目標，還

會嚴重傷害金融市場的長期發

展，扼殺台灣經濟。 

但國民黨立委賴士葆則認

為，這次的三讀版本不僅能「抓

大放小」、有緩衝期，也不會對股

市造成太大衝擊。根據財政部估

計，復徵證所稅後，1 年稅收可

達新台幣 60 到 110 億元，這個版

本是「有名有實」，又能將傷害減

到最低。他說：『1 年，財政部長

張（盛和）部長所說的，課 60

到 110 億，怎麼會沒有實呢？是

道道地地、有名有實的證所稅。』 

◎先求有再求好 財長：股市不確

定因素已消除 

行政院今年 3 月提出復徵證

所稅至今，台股市值已蒸發新台

幣 3 兆元，量能更一度萎縮到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新低，連

帶使得證交稅短收 300 億元。在

證所稅案即將闖關前，在野 3 黨

團聯合要求緩議，並退回委員會

重審，但最後敵不過國民黨團的

人數優勢，使得綠營立委集體在

臨時會退席表達抗議。 

緩議證所稅是否就可以讓朝

野整合出最符合各方利益的證所

稅版本，如今已經無法證明。但

可以確定的是，立法院拍板證所

稅後，股市的不確定因素已經消

除。財政部長張盛和說：『今天能

夠通過，我相信股市的不確定因

素應該可以消除了，讓股市回歸

基本面。』 

稅制的改革並不容易，減稅

簡單、加稅難。對一般市井小民

而言，復徵證所稅絕對可以適度

回應要求稅制公帄的聲音；但

900 萬股民質疑的是，證交稅與

證所稅雙軌並行是否就符合「公

帄正義」？ 

張盛和曾說，復徵證所稅要

考慮稅收、經濟發展、公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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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簡政便民 4 個原則，證所稅方

案無論再怎麼修正，都無法讓各

界「皆大歡喜」。就如張盛和所

言，「完美」的證所稅並不存在，

只能「先求有、再求好」，如今證

所稅即將於明年上路，終究讓台

灣的稅制發展又向前邁出一小

步。（資料來源：奇摩網路新聞

101 年 7 月 27 日） 

 

 

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

事處前處長司徒文今天獲頒外僑

永久居留證，他表示很感動，並

自喻為「小土豆」，將繼續為美台

關係努力。 

內政部長李鴻源上午在移民

署頒發外僑永久居留證「梅花卡」

給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

感謝他強化台美合作交流，以及

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李鴻源表示，司徒文任內貢

獻，包括台灣獲加入免美簽計畫

候選國、美國對台軍售創新高，

以及促成美國資深官員來訪等。 

司徒文 2009年接任美國在台

協會台北辦事處長，言談中不時

流露對台灣的喜愛。對於李鴻源

提及蘇拉颱風來襲，司徒文也希

望颱風不要帶來災情。 

對於獲得永久居留證，司徒

文很興奮。他說，他從今天貣就

是「小土豆」，將繼續為美台關係

努力，希望雙方關係越來越好。 

走過世界各國，司徒文說台

灣最友善，他熱愛台灣的人民、

食物和生活，未來將在台北美國

學校教書，教授英美文學。 

司徒文是繼前瑞典駐台代表

畢恆利（HenrikBystrom）、前荷

蘭駐台代表胡浩德（ Menno 

Goedhart）、前薩爾瓦多共和國駐

華大使桑塔納（FranciscoRicardo 

Santana）後，第 4 名以特殊貢獻

事由，通過內政部永久居留審查

的卸任駐台使節。 

內政部表示，梅花卡是表彰

對台灣有特殊貢獻、台灣所需的

高級專業人才以及投資移民等外

國人士的外僑永久居留證，司徒

文是取得「梅花卡」的第 47 人。 

（資料來源：中央社新聞網 101 

年 8 月 1 日） 

 

立法院臨時會昨天通過《食

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行政院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長康照洲

表示，萊克多巴胺殘留安全容許

量評估報告最快兩週內會有結

果，加上後續公告、宣導程序等，

預計最快在九月中旬可開放含萊

克多巴胺美牛進口。  

美牛案過關最快 9 月中吃得到 

獲永久居留 司徒文自喻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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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牛案三讀通過，已消失於

量販、超市通路最多長達一年以

上的美牛將重新復出。但多數通

路業者基於美牛安全性考量，大

多表示沒有上架時間表，待配套

措施完善後才考慮販售。甚至有

本土超市通路表示，不會積極恢

復美牛上架，除非消費者有明顯

需求。  

瘦肉精美牛爭議喧擾數月，

昨日立院臨時會終於通過《食管

法》修正案。衛生署副署長蕭美

玲表示，訂定安全容許量（MRL）

相關作業已在陸續進行，農委會

也需配合先解禁萊克多巴胺。衛

生署將根據國人膳食習慣最新的

調查資料，訂定出每日安全攝取

上限，後續的強制標示等作業也

需時間宣導，從餐廳、夜市、小

攤販等，都會要求標示，相關行

政程序至少需要一個月。  

至於，含萊克多巴胺美牛到

底何時能夠開放進口？康照洲則

表示，萊克多巴胺殘留安全容許

量評估報告，約兩星期有結果，

加上強制標示等後續行政程序，

估計含萊克多巴胺牛肉最快在九

月中旬可開放進口。  

對於安全容許量是否為國際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通過

的 10ppb？康照洲則說，國際已

經公布標準，台灣在二○○七年

也曾公告 10ppb，日、韓也是

10ppb，若參考國人牛肉攝食量，

10ppb 是一個參考標準。  

針對牛豬分離部份，農委會

副主委王政騰表示，考量國人豬

肉、內臟消費遠高於牛肉，農委

會一定會做到「牛豬分離」，並藉

此提升國產牛肉品質，做出產銷

履歷、市場區隔。  

美式倉儲式量販好市多過去

一直是量販美牛的最大通路，牛

小排、菲力牛排均為明星商品，

但自從美牛安全爭議爆發後，好

市多已停賣美牛長達一年多。好

市多經理王友玫表示，針對美牛

三讀通過，公司採取保守看待，

目前尚未討論美牛重新上架，內

部將審慎評估。他也不諱言，澳

牛因產量及選擇性不及美牛多，

停賣美牛後，澳牛與過去美牛的

業績仍有差距。  

家樂福指出，過去賣場美

牛、澳牛銷售佔比五五波，停賣

美牛後，肉品整體業績衰退二

成，是澳牛補不回來的。  

大潤發表示，目前還沒有上

架時間表，但今日公司內部將集

合品保、進口、法務等主管召開

美牛會議，討論後續因應措施，

做好配套才會重新上架。愛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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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視市場狀況觀察，不會貿

然引進美牛。  

全聯福利中弖表示，過去因

澳牛吃草食，口感較韌、不若美

牛，但現在澳牛透過圈養方式、

油花分布較多，口感提升。目前

考量到賣場澳牛穩定銷售，消費

者接受度也高，加上賣場陳列空

間有限，除非消費者有明顯需

求，否則不會積極考慮引進美牛

販售。頂好超市表示，過去美牛

業績量大，若政府法令通過後，

近期美牛可望重新上架。松青超

市指出，尚待內部進一步討論評

估。（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101

年 7 月 26 日） 

 

 

美元獨強、歐元貶值，讓 7

月外匯存底折算回美元後的餘額

下降。中央銀行 8 月 6 日公布 7

月外匯存底餘額為 3,911.08 億美

元，較 6 月減少 1.27 億美元，央

行外匯局長林孫源表示，主要是

歐元對美元貶值，折算成美元後

的餘額減少。 

此外，外資持有國內股票及

債券按當日市價計算，連同其新

台幣存款餘額也降至 1,937 億美

元，續創今年新低，占外匯存底

比重則維持在 50％的低檔。 

先前金管會公布，7 月外資淨

匯出 27.93 億美元，且歐元單月

重貶 2.17％，讓市場預期 7 月外

匯存底可能大幅減少，但結果僅

小減 1.27 億美元，市場人士研

判，歐債風暴後，考慮歐元不穩，

央行可能陸續減少歐元比重，因

此本次受傷較小。 

市場人士指出，過去央行外

匯存底歐元比重約 25％，其中一

度飆高到近 3 成，如今可能已經

恢復過去的水準，所以歐元重貶

對外匯存底的影響也跟著縮減。 

針對外資大量匯出，外匯存

底卻保持穩定，林孫源解釋，現

金股利入帳確實會讓外資有一波

匯出潮，對美元需求會提高；但

也還是有廠商有新台幣的需求，

且外匯存底幣別比重向來不對外

公開。 

匯銀主管表示，7 月不少出口

商看到 30 元價位就出脫美元，適

度減輕新台幣賣壓，也抵銷外資

匯出力道，因此外匯存底僅小幅

減少。 

匯銀主管說，近期升回 2 字

頭，進口商就買匯，反觀 3 字頭

時就有出口商拋匯，讓新台幣在

30 元關卡震盪，6 日新台幣收在

29.96 元，升值 4.2 分，兩大外匯

經紀公司總成交量 10.34億美元。 

除台灣仍居世界第 4，其他主

台灣外匯存底 7 月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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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國家外匯存底排名，大陸仍是

冠軍，第 2 季數字為 3 兆 2,400

億美元，其次是日本的 1 兆 1,956

億元，兩者各減少 650 和 84 億美

元；至於排名第 3 的俄羅斯為

4,549 億美元，較前一月增加 28

億美元。（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101 年 8 月 7 日） 
 

 

 

進出口貿易總值 

（一）出口 

7 月出口 248.5 億美元，較上

月增 2.0％，較上年同月則減 11.6

％（上年同月出口 281.2 億美元，

為史上最高）；累計 1 至 7 月出口

1,716.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5.8

％。 

（二）進口 

7 月進口 239.4 億美元，較上

月增 9.9％，較上年同月則減 3.2

％；累計 1 至 7 月進口 1,595.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5.4％。 

（三）出入超 

7 月出超 9.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

減少 24.8 億美元；累計 1 至 7 月

出超 121.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少 13.9 億美元。（資料來源：

財政部統計處新聞稿 101 年 8 月

7 日）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1 2012 

  Apr. May. June Jan.-June 

GDP 4.03 - - -0.16 - 

CPI 1.42 1.44 1.74 1.77 1.47 

Unemployment 

rate 
4.39 4.10 4.12 4.21 4.17 

Export 12.3 -6.4 -6.3 -3.2 -4.7 

Imports 12.1 2.1 -10.5 -8.4 -5.8 

Export orders 7.2 -3.5 -3.0 -2.6 -0.9 

Industrial 

production 
4.6 -2.3 -0.2 -2.4 -3.0 

Monetary 

aggregate(M2) 
5.8 4.7 4.4 4.2 4.8 

Stock Market* 8,155 7,621 7,357 7,143 7,550 

Note: * The DGBAS estimated that Taiwan’s 

real GDP will grow 2.08% in 2012. 

** Stock index (monthly average). 

Sources: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CBC),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外交部史亞帄常務次長（原任

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外交部歐洲司徐勉生司長（原

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長） 

˙外交部非洲司王建業司長（原

任駐拉脫維亞代表處代表）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林聖忠

董事長（原任經濟部政務次長） 

˙台灣電力公司黃重球董事長

（原任經濟部常務次長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張俊福局長

（原任國貿局副局長）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副局

101 年 7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人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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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原任國貿局主任秘書）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劉燈城理事

長（現任臺灣銀行董事長，曾任

財政部次長） 
-------------------------------- 

活動報導 

 

 

本會兩位同仁獲外交部遴選

代表參加該部舉辦之「2012 國際

青年台灣研習營」，依照主辦單位

分配，陸助專熙姿參與 7 月 9 日

至 7 月 20 日第一梯次營隊活動，

姚助專睿將參加 8 月 20 至 30 日

第二梯次。該研習營舉辦之旨在

促進國際交流，期許台灣及外國

青年代表於活動進行中加強互動

以達到文化交流之目的，並藉由

實地參訪台灣政府機關及人文景

點等方式，增進各國青年對台灣

的認識及好感，台灣青年亦能對

自己的國家有更深一層的感受。 

 

 

 

 

 

 

第一梯次有來自歐洲地區

德、法、義、葡、英、愛爾蘭；

非洲地區甘比亞、史瓦濟蘭、奈

及利亞等 20 個國家之眾議員或

國會議員助理、地方政府官員顧

問、政黨青年代表等國際青年，

加上台灣大專院校青年代表及

NGO 非政府組織人員，共計 75

人參加。 

行程安排以認識台灣為主

軸，包含拜會外交部、經濟部、

行政院（國情簡報）、立法院、海

基會、環保署、衛生署、南部科

學園區及彰濱秀傳醫院；並輔以

自然人文景觀體驗如：淡水紅毛

城、廣興紙寮造紙體驗、日月潭、

台南赤崁樓及孔廟、高雄世運主

場館、夜市及台北 101 等台灣特

色代表景點。  

 

2012 國際青年台灣研習營 

全體學員於外交部進行成果發表 

拜會海基會：藉由簡報及問答的方式，
讓外國青年了解兩岸現況及關係 

拜會衛生署聽取簡報，了解台灣的健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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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高雄世運主場館 
 
 

 
參觀台南孔廟 

 

 

本會監事、銘泰水產股份有

限公司曲銘董事長，5 月 23 日病

逝台北振興醫院，享年九十歲。

告別式於7月14日假台北第一殯

儀館舉行，馬英九總統親賜輓

聯，吳副總統敦義親自撥冗出

席，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偕同簡副

理事長漢生、陳常務理事飛龍、

張理事宏嘉、陳監事素鶯、李秘

書長傳亮及本會主管前往弔唁致

祭，以對曲銘監事多年來對本會

活動之支持與貢獻，表達最高敬

意。 

 

 

 

本會自本年 7 月份開始恢復

「慶生會」活動之舉辦，除藉此

連繫同事之間的感情，並由秘書

長致贈生日禮物給予當月壽星同

事表示祝福。 

 慶生會於 7 月 16 日中午假本

會會議室舉行，7 月壽星同仁共

有 4 位，分別為林啟松副秘書

長，會務組梁益民副組長，國一

組吳建儀專員，負責國家包括德

國、芬蘭、瑞士、奧地利、丹麥、

歐盟、歐洲商會，國三組李碧惠

專員，負責國家包括菲律賓、韓

國、加拿大。 

 

 

謹檢附本會入會申請書資料

如附件，敬請有意佈局全球之我

商踴躍加入國經協會，共同開拓

國際市場。 

 

 

曲銘告別式 

慶生會 

國經協會入會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