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經協會電子報 

本會月度活動集錦 

高理事長出席臺薩(薩爾瓦多)宏(宏都

拉斯)貿易投資商機說明會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增進我與友邦經

貿交流與企業往來，特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假世貿聯誼社舉辦臺薩(薩爾瓦

多)宏(宏都拉斯)貿易投資商機說明

會，並邀請薩爾瓦多經濟部 Luz 

Estrella Rodriguez 次長及宏國大使謝

拉針對兩國經貿投資環境進行分析與

企業對話，經濟部王次長美花也在會

議上強調政府推進我與邦交國經貿深

層交流的決心與施政方針，最後由國

貿局針對第 2次台宏 FTA執委會之成

果及商機進行簡報，本會理事長向與

會貴賓介紹國經協會業務，期透過此

類之說明會能使我商更加認識我邦交

國經貿投資環境，進一步加深兩國經

貿交流。 

 

 

 

 

 

高理事長(後排右七)出席臺薩(薩爾瓦

多)宏(宏都拉斯)貿易投資商機說明 

 

 

 

會，薩爾瓦多經濟部 Luz Estrella 

Rodriguez次長(前排右三)、宏都拉斯

大使謝拉(前排左三)。 

國經協會「加勒比海友邦投資及貿易

考察團」 

為協助我國廠商加強與加勒比

海地區合作關係，國經協會籌組赴

「2017 年加勒比海友邦投資及貿易考

察團」，前往聖文森、聖露西亞、克里

斯多福及尼維斯、多明尼加四國考

察，訪團於 8月 5日出發， 17日返台，

共計 13天。外交部李大使自剛親自率

團，參訪期間與友邦政府及相關部門

舉辦座談會，了解當地投資及貿易商

機，辦理產業媒合會，增加訪團成員

與當地廠商交流之機會，以期發掘雙

邊技術與產業合作潛力。本次訪團成

員包含國際投資業、家電製造業、消

費性電子相關產業、紡織業、機械業、

食品加工業等 6 位廠商代表，以及北

美洲台灣旅館公會聯合總會 26位旅館

觀光業相關業者共同組成，訪問團拜

會當地政府單位、工商團體、前往代

表性企業進行參訪與交流。 

    希冀透過此類之友邦投資及貿易

考察團得以與友邦進行更深層次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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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互動，使雙邊業者得以對投資環境

有深入之了解，藉以更加鞏固務實外

交的利基，外交關係歷久彌新。 

 

 

 

 

 

 

 

8月7日與聖文森相關政府部門及廠商

媒合座談會，與會貴賓致詞。照片由

左至右：聖國投資局執行長 Mr. Allan 

Alexander、我國駐聖文森大使館葛葆

萱大使、團長李自剛大使、聖國經濟

計劃部長 Camillo Gonsalves 

 

協助辦理「2017年台北國際仲裁暨調

解委員會」 

「2017 年台北國際仲裁暨調解委員

會」於今(106)年度 8 月 28、29 日假

台北圓山飯店 VF 敦睦廳舉行，該研

討會係由「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臺

大法律學院亞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

政策研究中心」、「中華台北國際暨亞

太工程師監督委員會」等單位主辦，

本 會 為 國 際 商 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主政單位，亦

以「ICC 國際商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及「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之

名義參與協辦。 

此次會議除了本地學者專家的參與，

也邀請分別來自歐洲、美洲、澳洲、

亞太地區近二十位仲裁專業人士共襄

盛舉。討論議題包括機構仲裁與非機

構仲裁的區別、亞太區域調解及投資

仲裁等，除受邀專家學者發表演說

外，與會人員就演講議題熱烈討論。 

 

由左自右：臺大法律學院亞洲 WTO

暨國際衛生法與政策研究中心 林彩

瑜教授，ICC 國際商會北亞地區仲裁

與 ADR 黃一文助理主任，理律法律

事務所李念祖，德國 Gleis Lutz 律師

事務所韋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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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本會張其叡專員 右：上海 ICC

黃一文助理主任。 

由左自右：國經協會張其叡專員、上

海 ICC黃一文助理主任、國經協會陳

盟仁專員、國經協會吳香江副處長、

上海 ICC范銘超主任。 

全體講師合照 

 

「2017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

會投資商機考察團」 

為協助我國廠商加強與拉丁美

洲友邦合作關係，國經協會協助世界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籌組「2017年世界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投資商機考察

團」，前往尼加拉瓜及多明尼加兩國考

察，考察團於 8月 25日出發， 9月 3

日返台，共計 10天。世界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總會長林見松親自率團，參訪

期間與友邦政府及相關部門舉辦座談

會，了解當地投資及貿易商機，增加

訪團成員與當地廠商交流之機會，以

期發掘雙邊技術與產業合作潛力。本

次訪團成員包含船務代理、房地產投

資、旅遊業、紡織業、銀行業、塑膠

業、化工業、農場業、電器批發業、

傢俱業、服飾業、馬達機械業及生物

科技業等 19位廠商代表，訪問團拜會

當地政府單位、工商團體、前往代表

性企業進行參訪與交流。希冀透過投

資商機考察團與拉丁美洲友邦進行經

貿交流，廠商得以對友邦投資環境有

且通盤了解，藉以更加鞏固外交的利

基，使雙方關係歷久彌新。 

 

 

 

2017年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投資

商機考察團出席尼國投資環境說明

會。本團團長林見松(右七)與尼國工

商部長 Orlando Soloranzo（右六）與

本團其他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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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經濟部次長 Luz Estrella 

Rodriguez來台拜會 

  本(106)年 9月 1日，薩爾瓦多經濟

部次長 Luz Estrella Rodriguez 一行至

國經協會洪理事慶忠的公司拜會，在

會中洪理事代表國經協會表示熱烈歡

迎薩國 L女士到訪，並希望雙方合作

能持續發展與交流，而薩國 L女士也

向國經協會於近年來深化兩國經貿交

流表示肯定，希望雙邊關係能夠歷久

彌新，L 女士熱切企盼台灣廠商企業

能夠前往薩爾瓦多投資，也向在座廠

商企業詳盡地說明薩國投資環境與相

關法規，希望我商能運用薩國於中美

洲重要地理位置之優勢，前往投資與

布局，會後洪理事慶忠也代表國經協

會致贈紀念品，感謝薩國政府長久以

來支持與台灣經貿之往來與合作。 

 

 

 

 

 

 

本會洪理事慶忠在他公司向薩爾瓦多

經濟部次長 Luz Estrella Rodriguez介

紹公司的情況。 

 

      本會 9月度活動預告 

「第 42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將於 9

月 8日於韓國首爾召開 

本會訂於本（106）年 9月 6-9日組團

赴韓國首爾，由本會韓國委員會莊碩

漢主任委員（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副董事長）擔任團長，與韓國企

業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簡稱 FKI）韓台經濟協力

委員會Mr. Keun-Tai Park（CJ集團大

韓通運公司執行長）於 9 月 8 日共同

主持「第 42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本屆會議將針對「流通業（食品加工/

寄送服務）」、「文化旅遊產業（文

創/觀光/中小企業）」、「能源產業

（能源儲存/綠能/節能）」、「生技

醫藥產業」等議題，邀請台韓專家與

雙方與會人員進行交流。訪韓期間亦

將安排相關之參訪拜會行程，以期發

掘合作商機。 

 

「從台義大利工業設計探尋合作商機

論壇」 

本會與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訂於本

（106）年 9月 12日，假台北世貿聯

誼社 33樓宴會 C廳共同舉辦「從台

義（大利）工業設計探尋合作商機論

壇」，會議由友嘉實業集團總裁暨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義大利委員會

主任委員朱志洋先生主持。外交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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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李司長新穎、中

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范秘書長良棟、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倪主任秘書克浩及義

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蕭代表

國君應邀於會中致詞。 

 

會中邀請義大利工業設計協會台灣合

作事務大使兼任歐洲體育用品工業聯

盟研發委員會主席Mr. Antonello 

Marega、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集團創意中心陳資深副總經理禧冠先

生、達達集團 Lagoon樂活系列傢俱

及快樂系列家電劉董事長保佑先生、

世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亦為世界體育用品工業聯盟理事暨

產委會前主席）吳品盛先生分別針對

「黃金三角：如何結合品牌開發、產

品設計及設計管理」、「台灣創新軟實

力」、「台灣品牌遇上義大利設計」及

「漫談創新與發明」等議題進行專題

演講。 

 

探尋台土（耳其）資訊產業合作

商機暨第 7屆台土（耳其）經濟

合作會議 
 

土耳其對外關係總會（DEIK）土台經

濟合作會議主席Mr. Yavuz Onay率領

土國 Gazi科技園區 12家廠商來台出

席本會預定於本（106）年 9月 12日，

假台北世貿展覽館 2樓第一會議室舉

行的「探尋台土（耳其）資訊產業合

作商機暨第 7屆台土（耳其）經濟合

作會議」。 

 

土國團員廠商包括安控系統、資訊安

全、生物辨識、金融軟體、藥物追蹤

軟體、經營管理、數據分析、汽車駕

駛模擬系統等業者與我相關業者進行

交流。雙方就「資通訊」、「安控產業」、

「智慧紡織」、「智慧觀光」等議題進

行討論，希望強化台、土兩國實質合

作關係，台土雙方預計 70位業界代表

出席本次會議。 

 

「第 31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將於 9

月 15日於澳大利亞紐卡索召開 

本會澳大利亞委員會朱文成主委（台

電公司董事長）將於今年 9 月 14-17

日親自率團赴赴澳大利亞，與澳台工

商委員會（Australia-Taiwan Business 

Council Ltd., ATBC）主席 Mr. Ross 

Maddock於 9月 15日（週五）在澳大

利亞．新南威爾斯州．紐卡索市之

Crowne Plaza Newcastle一同主持「第

31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本次會議

討論議題特別配合我國政府推動的五

大創新產業政策，於會中就「資源與

能源」、「教育與旅遊」、「智慧健

康」、「金融服務」、「資訊安全和

先進製造業」及「綜合農業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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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行交流，大會將邀請台澳雙方

專家進行專題演說，以期發掘商機。

會後亦將舉辦「台商座談會」，與旅

澳台商與青商會員進行交流及經驗分

享。 

 

亞太商工總會大會+世界商會大會將

於 9月登場 

「第 31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訂於 9

月 18 日假澳洲雪梨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亞太商工總會各產業分組會議及理

事會議等。同時段「第 10屆世界商會

大會」亦訂於 9 月 19 至 21 日假雪梨

國際會議中心接續舉行。世界商會大

會向由國際商會下的世界商會聯盟所

籌辦，為各國商會、商工會或類似組

織兩年一度的盛事。本屆邀請各界佼

佼者主持講座或座談分享典範實務和

未來趨勢，期間將有大量機會與來自

世界各地的企業、商會和政府代表交

流，不容錯過。 

「2017赴丹麥、瑞典、愛沙尼亞經貿

訪問團」 

為協助我企業界拓展北歐市場，進行

海外佈局及促進雙邊經貿交流，本會

特於 106 年 9 月 19日至 10 月 1 日籌

組「2017赴丹麥、瑞典、愛沙尼亞經

貿訪問團」，針對「資通訊(含電信

5G)」、「數位經濟 (IoT、Fintech、

e-health 、 e-government 等創新技

術)」、「資訊安全」、「生技製藥/醫療

科技」等產業作深度考察，並安排拜

會各產業指標性企業及產業相關單

位，加強雙邊交流與商機媒合。 

 

國貿條規改版在即，敬邀參與 ICC商

事法委員會會議 

國際商會商事法及實務委員會集結全

球超過三百位專家研擬 Incoterms（國

貿條規）以及用於代理、併購、保密、

加盟、整廠輸出等商業行為的各式範

例合約，皆為國際貿易從業者不可或

缺的實用資源。商事法及實務委員會

將於9月28日假中國大陸北京市昆泰

嘉華酒店召開 2017 下半年會及座

談，並搭配 29日上午參訪當地公司。

本會擬赴該半年會，並歡迎相關領域

專家隨行。有興趣者敬請向本會洽詢

報名事宜。 

 

「2017年巴西與巴拉圭投資經貿合

作考察團」 

巴拉圭與台灣建交逾 60年載，雙方外

交經貿關係熱絡，今年(106)年巴拉圭

總統卡提斯 (Horacio Cartes)親訪台

灣，展現兩國邦誼穩固，也鼓勵我商

前往巴拉圭進行投資之海外布局；而

巴西做為中南美洲龍頭大國，我商於

巴西投資絡繹不絕。本會特於 11 月

11 日至 20 日籌組「2017 年巴西與巴

拉圭投資經貿合作考察團」，強化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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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述二南美洲國家雙邊經貿與投資

關係，。歡迎有興趣之廠商踴躍報名

參加，意者請洽(02)2528-8833分機 31

劉先生、32陸小姐。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6年度 9月-12月活動一覽表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  9月 12日 從台義(大利)工業設計探尋合作商機 台北 歐洲處 

2.  9月 12日 第 7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歐洲處 

3.  9月 13日-18日 
第 31屆台澳(大利亞)經濟聯席會議 

 (9 月 15日) 
紐卡索 亞太處 

4.  9月 16日-22日 
第 31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與第 10 屆世界商會

大會 
雪梨 

拉美非洲

處、亞太

處 

5.  
9月 19日-10月

1日 

「赴丹麥、瑞典、愛沙尼亞經貿訪問團」 

第 1屆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9月 21日) 

第 33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9月 26日) 

第 5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9月28日) 

 

哥本哈根 

斯 德 哥 爾

摩 

塔林 

歐洲處 

6.  10月 7日-20日 

「赴波蘭、俄羅斯經貿訪問團」 

第 15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10月 10日) 

第 6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10月 16日) 

 

華沙 

莫斯科、聖

彼得堡 

歐洲處 

7.  10月 12或 13日 第 21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亞太處 

8.  10月 12日 第 17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拉美非洲

處 

9.  10月 16日 第 10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歐洲處 

10.  10月 18日 第 23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歐洲處 

11.  10月 23日 
10 月 22-25 日「赴台星(新加坡)經濟聯席會議

參訪團」第 14屆台星(新加坡)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亞太處 

12.  
10 月 28-11 月 8

日 

「赴比利時、荷蘭、瑞士、德國生技產業參訪

團」第2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11月2日) 
蘇黎世 歐洲處 

13.  
11 月 11 日-20

日 
2017 巴西、巴拉圭投資經貿考察團 

巴西、巴拉

圭 

拉美非洲

處 

14.  11月 20日 第 19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歐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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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1月 30日 第 10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歐洲處 

16.  12月 7日 第 24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馬尼拉 亞太處 

 

 

ICC國際商會活動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  9月 19日-21日 世界商會大會 雪梨 
拉美非洲

處 

2.  9月 28日-29日 商事法及實務委員會(半年會) 北京 
拉美非洲

處 

3.  
11月 13日-15

日 
秘書人員知識分享會 巴黎 

拉美非洲

處 

 

 

日期未定之活動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  9月-12月 第 23屆台沙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拉美非洲

處 

2.  10月-12月 第 7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拉美非洲

處 

3.  10月-11月 第 21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河內、胡志

明 
亞太處 

4.  10月-11月 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歐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