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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電子報 

           

本會月度活動集錦 

印尼新創業者來台參訪交流合作團 

配合 2018 台北電腦展創新與新創展

時間，外交部邀請印尼新創業者於 6

月 3-9 日來台，印尼新創業者來台參

訪交流合作團共計 14 人，由印尼全國

新創中心理事長 Dr. Handito Joewono

率團訪台進行相關參訪行程，本會負

責接待工作。 

6 月 7 日本會印尼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暨中國信託(印尼)銀行李文宏董事長

晚宴款待該團，出席台方貴賓包括三

三青年會副會長暨耐斯企業集團陳冠

舟副董事長、天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謝孟吉總經理、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林正剛董事、美福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黃羽捷董事、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江永森債權管理群副總經理、

以及之初創投邀請之新創業者如救星

盒子共同創辦人 Ms. Fenny Verinia 等

人 

參訪行程部份，印尼新創業者來台參

訪交流合作團參訪創意引晴公司、萬

里雲科技公司、旋轉拍賣台灣研發中

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行動貝果公

司、台灣曉寶返現公司、新竹科學園

區、台灣微軟公司、之初創投、未來

產房等，並參加 AppWorks Demo Day

活動、參觀 2018 台北電腦展創新與新

創展區及創新創業競賽決賽。 

拜會台灣微軟公司 

接待希臘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Mr. 

Konstantinos Koukodimos 議員率希

臘 Pieria 省官商團暨辦理貿易洽談會 

希臘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Mr. 

Konstantinos Koukodimos 議員率

Pieria 省官商團於 6 月 27 日拜訪本

會，並由本會黃博治副理事長接待訪

團暨主持貿易洽談會，希國團員廠商

包括紡織、超市、肥料、太陽能、傢

俱、汽機車零件等產業，透過貿易洽

談會，台希雙方業者就其經營範圍及

合作旨趣交換意見，場面十分熱絡，

並盼尋求實質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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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三) 接待希臘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Mr. Konstantinos Koukodimos 議員率希臘

Pieria 省官商團暨辦理貿易洽談會，會議大

合照由左至右依序: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

作協會黃博治副理事長、希臘國會友臺小組

主席 Mr. Konstantinos Koukodimos 議員 

 

2018 年海地及貝里斯經濟合作及商

機考察團 

為配合我政府政策前往中美洲及加勒

比海友邦進行海外佈局及加強我與友

邦國家雙邊投資經貿關係，此次訪團

由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詹總

領事昭明率領之「2018 年海地及貝里

斯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於 107

年 5月 29 日至 6 月 8 日前往海地及貝

里斯兩國考察訪問，本次訪團成員產

業包含電力機械、投資產業及紡織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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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拜會政府高層及相關部門，

了解當地投資及貿易環境，增加訪團

成員與當地業者交流之機會，以期發

掘雙邊產業合作商機。 

 

 

台海商會商會會長 Mr. Gilbert(前排坐者右

一)親自邀請本訪團及海地重要企業家對

談，海地貿工部長 Mr. Pierre(中間坐者)及本

團詹團長(前排左一坐者) 

薩爾瓦多工商總會 Javier Steiner 主

席訪臺 

薩爾瓦多工商總會（ Camara de 

Comercio e Industria de El Salvador, 

CCIES）史坦勒（Javier Steiner）主席

於本（107）年 6 月 24-29 日率領薩方

一行 11 位代表來台參加「第 4 屆台薩

經濟聯席會議」。此次隨 Steiner 主席

訪台除有薩國食品業廠商外、另有製

藥產業廠商，渠等此次訪台希望進一

步瞭解我國食品產業之發展，也對採

購我國醫療器材等產業有高度興趣，

因此，訪台期間國經協會除安排

Steiner 主席參觀「2018 台北國際食品

展」、全聯超市、拜訪雅聞公司、義

美公司，拜會優良食品發展協會、康

那香公司，並參加外交部劉次長午

宴，薩國廠商於 6 月 27 至 30 日的台

北國際食品展設攤。此次薩爾瓦多

Steiner 主席率團訪臺乙案，除使我國

廠商對薩爾瓦多與中美洲經貿關係有

更深入的瞭解外，未來若台商前往薩

爾瓦多投資經商，有薩國商會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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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信經過這次訪台後，在現有外

交互信基礎上，對我國經貿上有實質

效益，能讓我商與薩國商界有更深入

的合作。 

薩爾瓦多考察團參與食品展，薩國與我國外

交部貴賓合影。左起:薩國投資推廣局商務

推廣經理 Edwin Guerra、薩國工商總會主席

Javier Steiner、薩國微小型企業委員會主席

羅荷、外交部劉德立常務次長、薩國駐台大

使錢曾愛珠女士、外交部拉美司俞大㵢司

長。 

秘書長參與國際商會(ICC) 「秘書長

會議」與「國際商會世界代表會」 

國際商會（ICC）於每年舉辦「秘書

長會議」與「國際商會世界代表會」，

今年訂於 6 月 20-21 日於法國巴黎舉

行，主要透過各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s)之秘書長出席，透過交

流，達成委員會之永續經營及探討區

域之經貿發展合作，並進行幹部之任

命、選舉等內部流程，本會為國際商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本次由吳秘書長

立民親赴巴黎與會，並由外貿協會巴

黎台貿中心蕭主任淑禧及吳經理佳螢

陪同出席。鑒於 ICC 近年來積極推動

仲裁及爭議解決服務，會議中亦回顧

近年來仲裁服務之發展，及針對最新

編修中之國貿條規(Incoterms 2020)及

其他 ICC出版品更新目前編篡及推廣

之狀況，Incoterms 2020 將於今年 10

月 24 日於巴黎舉行之商事法及實務

委員會會議獲得認可， 2019 年秋天

舉辦出版系列活動並於 2020 年生

效，另今年之知識分享大會將於 12

月 3-5 日假 ICC 總部舉行。 

吳秘書長立民出席 ICC 代表會和營運長 Mr. 

Kcharski 合影 

台灣―泰國民間「第 27 屆台泰經濟合

作會議」在台盛大召開 

泰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FTI ）資深副主席 Mr. 

Thawee Piyapatana 率領泰國 27 位團

員來台，出席於本（107）年 6 月 27

日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聯誼社，與國

經協會共同主辦之「第 27 屆台泰經濟

合作會議」。會議由昱晶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潘總經理文輝（國經協會泰

國委員會主任委員），與張學善主席共

同主持，台泰雙方 140 位出席上述會

議。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局長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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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於大會開幕典禮中致詞鼓勵，本

會邀得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何

產品經理蘇埃報告「智慧城市」、上銀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協理坤耀報告

「智慧製造」、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劉總經理瑞隆與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

司吳處長勇潮報告「物聯網」，解說相

關產業的商機。泰方代表團此行訪台

期間，除參加本屆會議外，另行拜會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企業、

華德動能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南崁廠等單位。 

開幕儀式合照：（左 1）泰國工業聯合會副

主席 Mr. Chartchai Panichewa；（左 2）泰

國投資促進委員會代理資深行政投資顧問

Mr. Seksan Ruangwohan；（左 3）泰國工業

聯合會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張學善主席；

（中）泰國工業聯合會資深副主席 Mr. 

Thawee Piyapatana；（右 3）中華民國國際

經濟合作協會泰國委員會潘主任委員文

輝；（右 2）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局長珍妮 

 

「白俄羅斯暨中東歐市場商機說明

會」 

白俄羅斯國家行銷及價格研究中心主

任Mr. Valery Sadokha率經貿訪問團來

台，本會於本(107)年 6 月 28 日假台

北辦理「白俄羅斯暨中東歐市場商機

說明會」。白方團員包含白俄羅斯商工

會、化學新材料研究院、物理技術研

究院、白國教育部等，雙方針對「資

通訊」、「化學新新材料」、「智慧城市」

等議題進行討論，盼促成更多雙邊投

資與貿易機會，台白雙方計有 60 位業

界代表出席本次會議。 

主席、重要貴賓與白俄羅斯經貿訪問團合

影，由左 4至右 3分別為：台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國際合作辦公室執行長胡天盛博

士、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珍妮局長、本會黃

博治副理事長與白俄羅斯國家行銷及價格

研究中心主任 Mr. Valery Sadokha。 

克羅埃西亞暨中東歐市場商機研討會 

克羅埃西亞經濟商會副會長 Mr. Ivan 

Barbaric 應本會邀請，與本會歐陽副

理事長禹於本(107)年 6 月 26 日上午

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共同召開「克羅

埃西亞暨中東歐市場商機研討會」。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徐副局長大衛以貴賓

身分蒞臨致詞。 

研討會共分三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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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羅埃西亞經濟發展與投資機

會」主講人：克羅埃西亞經濟商會副

會長 Mr. Ivan Barbaric 

二、「拓銷中東歐市場經驗分享」主講

人：正陽國際有限公司孫正大總裁 

三、「承辦 EBRD/Croatia 21 人商務團

來台參訪及培訓媒合之經驗分享」主

講人：台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秦

玉玲理事長 

台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秦玉玲理事

長、正陽國際有限公司孫正大總裁、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徐大衛副局長、中華民國國際經

濟合作協會歐陽禹副理事長、克羅埃西亞經

濟商會副會長 Mr. Ivan Barbaric、青航股

份有限公司孫杰夫總經理與歐台工商聯合

會總經理 Mr. Goran Gasparac大合照。 

本會月度活動預告 

2018 年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

多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我與中美洲友邦邦誼悠久穩固，亦有

許多台商前往投資布局，為加強我與

中美友邦經貿合作，本會擬訂於 107 

年 7 月 14 至 27 日籌組「2018 年瓜

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經濟合

作及商機考察團」；宏都拉斯近年積

極參與中美洲經濟整合， 並簽定經濟

自由貿易協定，使當地市場外銷更加

開放；薩爾瓦多政經穩定，朝向服務

業發展，以成為中美洲營運中心為目

標。瓜地馬拉鄰近加、美及墨三國市

場鄰近，為中美洲最大經濟體，並積

極參與中美洲整合體 (SICA)及世界

貿易組織(WTO)，並與我國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本次訪團將針對廠商之需

求與行業別進行實地考察，歡迎有興

趣的廠商與國經協會聯繫，連絡電

話:(02)2528-8833 分機 31 (劉先生)，

32(陸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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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 107 年 7-12 月雙邊會議一覽表（歐洲地區）              

雙邊會議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聚焦主題、產業 地點 

1.  8 月 21 日 第 6 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資通訊、潔淨能源、 
生命科學、醫療照護 

台北 

2.  9 月 10 日 第 16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資通訊、智慧城市 台北 

3.  9 月 12 日 第 24 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德國、法國訪團(9 月 1-16 日) 

智慧城市、物聯網、 
再生能源、循環經濟 

法國 
巴黎 

4.  9 月 29 日
10 月 3 日 

第 20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比利時、盧森堡訪團 

資通訊（創新科技
AR/VR/AI）、智慧城
市、綠能、航太 

比利時 
布 魯 塞
爾 

5.  10 月 
4-7 日 

第 11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比利時、盧森堡訪團比利時 

資通訊（創新科技
AR/VR/AI）、智慧城
市、綠能、航太 

盧森堡 

6.  10 月 4-6
日 

第 8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義大利、土耳其訪團 

機械、自動化、工具
機、資通訊 

土耳其 
伊斯坦
堡 

7.  10 月 7-10
日 

台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7 屆會議 
義大利、土耳其訪團 

智慧機械/智慧製造、
資通訊 

義大利 
米蘭 

8.  11 月 第 34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5G、智慧城市、循環
經濟、醫療照護 

台北 

9.  11 月 20 日 第 6 屆台葡(萄牙)經濟合作會議 食品、基礎建設、綠
能、資通訊 

台北 

10.  9-10 月 第 13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資通訊、智慧城市、 
食品 

台北 

11.  9-11 月 台英商務協會第 17 屆聯席會議 金 融 服 務 (Fintech, 
Green Finance 等) 

台北 

12.  9-11 月 俄羅斯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投資環境及經商 
要點經驗分享 

台北 

13.  9-11 月 第 2 屆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 綠能、新農業、設計、
資通訊 

台北 

14.  9-11 月 第 3 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生技醫藥、資通訊、
智慧機械 

台北 

15.  9-11 月 第 6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
議 

資通訊(資訊安全)、
e-government、 
新創及創新產業 

台北 

16.  10 月 30 日
至 11 月 10
日 

中亞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烏
茲別克)等具發展潛力國家 

食品機械、食品 哈 薩
克、吉爾
吉斯、烏
茲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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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 107 年 7-12 月雙邊會議一覽表（非歐洲地區）    

雙邊會議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聚焦主題、產業 地點 

1.  7/14-27 
2018 年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

瓦多經濟合作及商機考察團 

瓜：紡織、軟體、Call 

Center、觀光、能源

及農產加工及組裝輕

工業等。 

 

宏：耳掛式咖啡或罐

裝飲料、地瓜加工產

製狗飼料、寵物食品

配方等產業 

薩：基礎建設、觀

光、農業、輕工業、

特殊布料、再生能

源、航空、遠距電話

客服等產業。 

瓜 地 馬

拉、宏都拉

斯、薩爾瓦

多 

2.  11 月 2018 年非洲經貿投資訪問團 
農業、食品加工投資

採購 

史 瓦 濟

蘭、莫三比

克、南非 

3.  11 月 第 7 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資訊安全、物聯網、

智慧機械、國防、再

生能源 

以色列 

4.  8 月 30-31 日 第 32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能源、數位經濟、金

融 
台北 

5.  9-10 月 第 25 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金融服務、投資環

境、資通訊產業 
台北 

6.  10 下旬 
2018 年加勒比海三聖經濟合作及

商機考察團 

聖文森：觀光旅館、

食品加工及採購葛根

粉 

聖克里：觀光旅館、

餐飲(台式冰品)、電

子零組件、營建業及

製造業(太陽能設備)

等 

 

露國：中小型製造

業、食品加工及農業

等 

聖文森、聖

露西亞、聖

克 里 斯 多

福 及 尼 維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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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12 月 第 21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智慧城市、電子商

務、生技 
台北 

8.  9-12 月 
2018 年赴斯里蘭卡、印度經貿訪問

團 

ICT 暨半導體產業、

智慧城市、食品加

工、電子零組件、印

度及斯里蘭卡投資

現況。 

斯 里 蘭 卡

可倫坡、印

度新德里 

9.  9-12 月 第 3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農業合作、柬國投資

環境、太陽光電/節能 
金邊 

10.  9-12 月 第 21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電子商務、農業、越

南投資環境、台商在

越南投資經驗 

胡志明市 

11.  10-11 月 第 16 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電子商務、清真產

業、生技 
吉隆坡 

12.  10-12 月 第 4 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農業科技、資通訊、

綠能 
台北 

13.  11 月 
2018 年巴拉圭經濟合作及商機考

察團 

食品及農產品、紡

織、機車組裝及塑膠

製品等 

巴拉圭 

14.  11/22-25 第 32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土耳其、伊

斯坦堡 

15.  11 月 第 21 屆台紐經濟聯席會議 
食品加工、動畫、教

育 
台北 

16.  11-12 月 2018 年緬甸投資考察團 
汽車零組件、食品加

工業、連鎖加盟 
仰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