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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電子報 

本會月度活動集錦 

第 32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第 32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於本

（107）年 8 月 31 日假台北遠東飯店

舉行，澳方代表團由澳台工商委員會

（Australia-Taiwan Business Council 

Ltd., ATBC）涂毅國主席（Mr. John 

Toigo），率領澳大利亞 56 位來自能

源、教育、金融、食品、物流、職棒

等業界民間企業領袖，包括澳大利亞

外交貿易部北亞司司長 Mr. Graham 

Fletcher、澳洲辦事處高戈銳代表（Rep. 

Gary Cowan）及其他聯邦與州政府官

員、澳盛（台灣）銀行（ANZ）陳總

經理國榮、麥格理資本（Macquarie 

Capital）台灣負責人蔡毅霆先生與其

他業者人士，來台出席經濟聯席會

議，會議由中華民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澳大利亞委員會楊主任委員偉甫（台

灣電力公司董事長），與澳台工商委員

會涂毅國主席共同主持，雙方報名出

席人數超過 200人。 

「第 32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出席貴

賓包括我國經濟部王次長美花與澳大

利亞外貿部北亞司司長 Mr. Graham 

Fletcher，於大會開幕典禮中致詞指 

 

 

 

 

導，接著進行「澳台貿易投資：以新

南向政策為基礎拓展企業版圖」論壇

討論，由我民間協助政府推進「新南

向政策」並落實亞洲全方位交流合作

的之專職機構，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蕭新煌董事長及澳台工商委員會馬樂

施 OAM 榮譽主席共同主持，引導台

澳雙方學者、業者及主管單位長官，

共同討論、分析並提供建議供兩國政

府參考。 

大會產業議題討論包含「能源」、「金

融」、「數位經濟」等議題，共有 9 位

台澳雙方講者提出專業報告；另外今

年大會亦特別安排「台灣與澳大利亞

的商業合作實例」討論時段，由上緯

國際投資公司、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

司，台澳雙方合資人分享合作經驗及

成果，藉由成功案例拓展多元合作機

會。本會另安排澳洲資深團員拜會台

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資策會

與工研院，商討雙方未來合作的方

向。另澳台工商委員會新會員，澳洲

棒球協會執行長Mr. Cameron Vale亦

利用訪台期間拜會我職棒相關單位，

尋求雙方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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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國經協會

澳大利亞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電力

公司楊董事長偉甫；經濟部王次長美

花；國經協會高理事長志尚；澳大利

亞外交貿易部北亞司司長Mr. Graham 

Fletcher；我國駐澳代表處常大使以

立；澳洲辦事處高戈銳代表（Rep. 

Gary Cowan）與出席會議全體人員合

影留念 

 

2018年國經協會理監事及各國家主

任委員產業參訪 

本會為利本會理監事及國家主任委員

對現行我國產業政策更加瞭解，於

2018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辦理產

業參訪，由黃博治副理事長及孫杰夫

副理事長率團，計有理監事、國家委

員會及相關業界代表等約 30 人參

加，前往台達電子、南僑集團及大同

公司參訪。 

訪團前往台達電子於桃園的黃金級綠

建築廠區 --「台達電子桃園研發中

心」，該集團秉持創辦人鄭崇華「環

保 節能 愛地球」使命，落實綠建築

設計與理念，導入台達電子節能系統

與工業自動化產品線和雲端監控系

統，設置太陽能板、節能帷幕玻璃、

HVAC智慧空調系統、LED智慧照明

及水資源回收處理系統等，全年可節

能 53%、節水 75%，減少電費支出超

過 500 萬台幣、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約 1,000公噸。 

南僑集團觀光工廠展示其各項事業成

果，該集團以生產水晶肥皂起家，事

業版圖跨及化工、食品、餐飲等領域，

為兩岸烘焙油脂及冷凍麵糰大廠，並 

多角化經營餐飲業，知名的五星級餐

廳點水樓，傳承中華經典美食料理。 

訪團前往福德掩埋場復育公園，觀摩

台北市政府與大同公司合作的地面型

太陽光電系統--「能源之丘 (Taipei 

Energy Hill)」，集環境教育、生態

環保、綠能創電的再生能源示範園

區，裝設約 8,000 片太陽能板，總建

置容量為 2MWp，年發電量約 200萬

度，可供應 570 戶家庭用電，減碳量

達 1,108公噸，相當於 2.8座大安森林

公園之碳吸附量。 

而大同公司除了綠能光電事業穩定發

展外，亦發展智慧生活管理系統。林

和龍資深副總經理除了說明大同協助

東南亞落後地區改善生活品質外，並

簡報智慧住宅系統的各項功能及運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80FD%u6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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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並安排參觀智慧生活示範宅。 

綜觀此次活動，結合當前企業發展主

流的綠建築、智慧生活、綠能光電等

議題，團員皆收穫豐富，本會也成功

扮演促進產業交流的角色。 

2018 年 8 月 10 日舉辦產業參訪，由

黃博治副理事長(前排右三)、孫杰夫

副理事長(前排左三) 及吳立民秘書

長(前排右一)率團，前往參觀獲黃金

級綠建築認證的台達電子桃園研發中

心，其企業本部蔡榮騰副總裁(前排左

二)親自接待。 

產業參訪團前往大同公司參觀太陽光

電系統及智慧生活宅，由林和龍資深

副總經理親自解說（前排由左至右分

別為張条明董事長、黃博治副理事

長、林和龍資深副總經理、孫杰夫副

理事長、吳立民秘書長）。 

 

 

  「第 6屆臺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為拓展台芬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

於 8 月 21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C會議室舉辦「第 6屆臺芬(蘭)經

濟合作會議」，由本會台芬經濟合作委

員會主委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謝

繼茂總經理與芬蘭國家商務促進局代

理主席(芬方企業團團長)暨瓦錫蘭股

份有限公司東北亞區域經理 Mr. Kari 

Punnonen共同主持，芬蘭經濟就業部

副部長Mr. Petri Peltonen 與經濟部王

美花次長以貴賓身分蒞臨致詞。本會

與芬蘭國家商務促進局於會中簽訂合

作備忘錄，期盼深化雙邊交流合作。

會議以「5G與物聯網應用」、「教育科

技」與「能源」為主軸，雙方代表出

席踴躍，共計約 120 人與會，尋求合

作商機。 

 

 

 

 

 

(左起) 芬蘭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Jari 

Seilonen、芬蘭國家商務促進局代理主

席暨瓦錫蘭股份有限公司東北亞區域

經理 (芬方企業團團長 )Mr. Kari 

Punnonen、芬蘭經濟就業部副部長

Mr. Petri Peltonen、經濟部王美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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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台芬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暨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謝繼茂總經理 

 

 

 

 

 

 

 

 

 

 

 

 

 

 

 

 

 

 

 

 

 

 

本會 9月度活動預告 

赴德國法國工業合作訪問團 

為協助我商開拓海外市場，本會訂於

本（107）年 9月 1日至 16日籌組「赴

德國、法國產業合作訪問團」，此外，

本會與法國最大工商組織法國企業行

動聯盟(MEDEF International)於 9 月

12 日假法國巴黎召開「第 24 屆台法

(國)經濟合作會議」，聚焦「能源轉型

/再生能源」、「智慧電網」、「智慧城市

/物聯網」等產業之合作及交流，透過

會議及此次拜訪行程開創雙方合作商

機。 



國經協會 107年 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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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與物聯網應用、教
育科技/數位學習、能
源 

台北 

2.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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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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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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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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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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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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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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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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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月 30日
至 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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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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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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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月 第 21屆台紐經濟聯席會議 
食品加工、動畫、教

育 
台北 

3.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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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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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月下旬 
我業者赴太平洋經濟合作及商機考

察團 

觀光旅行業、食品加

工業、林木業、食品

業、汽機車輪胎零

件、水產養殖業 

所 羅 門 群

島 、 馬 紹

爾、吉里巴

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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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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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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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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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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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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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聚焦主題、產業 地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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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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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1/22-25 第 32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土耳其、伊

斯坦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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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