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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月度活動集錦 

 

10月 19日臺加企業家交流會共同討

論電動車產業合作商機 

 

為促進台灣與加拿大電動車供應鏈

合作機會，同時也配合 10 月 20-22

日台灣國際智慧移動展(E-Mobility 

Taiwan)，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加拿

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CTOT)、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稱國經協

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與

加拿大投資局於 10 月 19 日上午在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共同

舉辦「臺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論

壇」，邀請台加電動車產業鏈中 74

位產官學業者、專家及相關人員參

與。會中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

局長及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芮

喬丹代表(Jordan Reeves)致開幕詞，

福特汽車加拿大公司、黑莓智能車

輛數據平台 Ivy、東元電機、台達電

子、MIH、安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等代表性業者高階主管以現場及線

上方式，分享加拿大電動車供應鏈

及其全球布局，以及台加兩國供應

鏈的科技需求與潛在合作商機。 

 

全球極端氣候加劇，使大眾對綠色

產業益發重視，許多國家為了達到

積極的減碳目標，已訂出禁售燃油

車或全面電動化的時程，這些推力

加速電動車時代的到來，而新車款

與銷售目標不斷更新，也帶來無限

商機；除了既有汽車供應鏈零組件，

電動車的崛起，更將開展跨領域的

生態系，包括軟硬整合的人機介面，

以及新型態應用服務，如物流、短

程接駁、偏鄉交通、都市接駁等。

同樣重要的還有電動車的關鍵的基

礎建設―充電設備及網路，都是值

得台灣及加拿大電動車業者關注的

新藍海。 

10月19日台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

論壇貴賓合照：(左起) MIH 萬采薇

顧問、東元電機 Kenn Watnick 資深

經理、外交部北美司吳宴彰科長、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敬獵人處

長（Ed Jager）、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江文若局長、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

事處芮喬丹代表（Jordan Reeves）、

電電公會游文光常務理事、國經協

會吳立民秘書長、台達電子江明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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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產品暨業務經理、安森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Robert Brown總經理 

10月19日台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

論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局

長致詞 

10月19日台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

論壇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芮喬

丹代表（Jordan Reeves）致詞 

 

第 21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國經協會及比利時布魯塞爾企業支

持總署(hub brussels)、法蘭德斯外貿

投資局(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

及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Wallonia 

Export and Investment Agency)於 10

月 19 日線上舉辦「第 21 屆台比(利

時)經濟合作會議」，深度探討「智慧

交通：電動車」產業商機，由國經

協會台比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點

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際遠董事長

及比利時法蘭德斯區政府貿易投資

局執行長Mrs. Claire Tillekaerts共同

主持，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蔡明

彥大使、比利時台北辦事處文浩德

處長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戴婉蓉主

任秘書擔任貴賓致詞。 

 

本次會議議題包含綠能交通規劃、

電動車產業技術等各面向，包括儲

能、電池材料循環再利用、電動車

充電站設施、氫能汽車、新創等，

邀請到比利時代表性企業及機構，

包括：Co Mobility 從事城市智慧交

通規劃及電動車充電站設施、Energy 

Ville 比利時頂尖研究機構，建構交

通能源轉型及永續發展之策略、機

械工程集團 John Cockerill發展新能

源版圖，供應氫氣於運輸產業，打

造氫能電動車藍圖。台灣方則邀請

到電動車產業專家工研院機械所胡

竹生所長針對台灣電動車現況及未

來展望與比方分享介紹。本次會議

也同時邀請電動車平台 MIH、車用

面板廠商友達光電及智慧應用軟體

廠商奇點無限公司於會中進行業務

介紹，協助雙方洽詢合作契機。台

比雙方現場及線上與會貴賓接近

150人，盛況空前。 

110年 10月 19日(二)「第 21屆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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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時)經濟合作會議」現場出席貴賓

合影，左至右：比利時台北辦事處

瓦隆尼亞暨布魯塞爾鄒宏平經貿組

長、E-peas Mr. Karl Audaert、奇點無

限股份有限公司衷嵐焜創辦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胡竹生所長、

比利時台北辦事處法蘭德斯外貿投

資局吳良鈺處長、點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金際遠董事長、比利時台北

辦事處文浩德處長、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戴婉蓉主任秘書、優美科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呂宏鼎經理、友達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徐文浩資深處長。 

110年 10月 19日(二)「第 21屆台比

(利時)經濟合作會議」致詞貴賓及講

者合影，第一排左至右：點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金際遠董事長、駐歐

盟兼比利時代表處蔡明彥大使、比

利時台北辦事處文浩德處長、友達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徐文浩資深處長，

第二排左至右：工業技術研究院機

械 所 胡 竹 生 所 長 、 AGORIA 

Automotive Technology Club Mr. 

Ward Vleegen 、 Co Mobility Mr. 

Gregoire Talbot、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戴婉蓉主任秘書，第三排左至右：

Logistics in Wallonia Mr. Luc Genot、

EnergyVille Dr. Jeroen Büscher、John 

Cockerill Energy Mr. Olivier Ulrici、

E-peas Mr. Karl Audaert，第四排左至

右：電動車平台MIH Consortium張

慶煌商務策略顧問、優美科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呂宏鼎經理、Promotion 

Agency of the Luxembourg Province 

in Belgium Mr Joël Marinozzi 、

Brussels Environment Agency Ms. 

Sarah Hollander，第五排左至右：比

利時法蘭德斯區政府貿易投資局執

行長Mrs. Claire Tillekaerts、奇點無

限股份有限公司衷嵐焜創辦人、比

利時駐新加坡大使館法蘭德斯科技

參事Mr. Kim Demeyer。 

 

臺紐女性企業領袖線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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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我國與紐西蘭女性企業領袖

交流及發掘商機，本會與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中華民國對外質易發展

協會及本會的紐國對等單位紐臺經

濟協進會（ New Zealand-Taiwan 

Business Council）於 10 月 6 日

9:30-11:15（臺北時間；紐西蘭時間

14:30-16:15）共同辦理「臺紐女性企

業領袖線上論壇」，紐臺經濟協進會

負責廣邀紐國業界人士擔任與談人

及觀看論壇。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江文若局長與紐西蘭商工辦事處

李思怡代理代表（Acting Director 

Stephanie Lee）分別於開幕儀式時致

詞，台灣女董事協會女董學院童至

祥執行長擔任論壇主持人，另邀亞

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素英董事

長與生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連佩瑩

董事長擔任臺方與談人，紐臺經濟

協進會洽邀Pyper Vision公司總經理

Ms. Emily Blythe 與 Chatterize有限

公司創辦人暨總經理 Ms. Lane Litz

擔任紐國與談人，外貿協會於論壇

後辦理線上貿洽活動。 

臺紐女性企業領袖線上論壇：（上列，

左至右）台灣女董事協會女董學院

童至祥執行長、Chatterize 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總經理Ms. Lane Litz；（下

列，左至右）生機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連佩瑩董事長、Pyper Vision公司

總經理Ms. Emily Blythe、亞而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素英董事長 

 

本會洪慶忠副理事長接待貝里斯駐

台碧坎蒂大使 

 

本(110)年 10 月 21 日，本會洪副理

事長慶忠於嘜德有限公司接待貝里

斯駐台碧坎蒂大使。洪副理事長向

大使簡介我國產業概況，亦邀集我

商代表與會交流，尋求未來台灣與

貝里斯之經貿合作機會，會後並進

行餐敘。碧坎蒂大使表示樂見將來

結合台灣科技實力與貝國高品質農

漁資源共拓商機。 

由左至右分別為本會洪慶忠副理事

長、貝里斯駐台碧坎蒂大使及本會

吳立民秘書長 

 

本會拜會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 

洽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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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局李副局長冠志、陳組長

郁淇偕同本會吳立民秘書長與拉美

非洲處同仁與於本(110)年 10月 8日

拜會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 Mr. 

Adel Fahad A. Althaidi 處長，雙方就

台沙恢復辦理雙邊會議進行交流與

兩國未來在經貿合作機會的看法。

李副局長建議台沙可於今年底辦理

相關活動同時議題可以聚焦在智慧

城市、可再生能源及 COVID相關醫

療產業上，對此Mr. Althaidi 處長表

示樂見雙方在各個層面領域的合作

發展。 

110 年 10 月 8 日下午國際貿易局李

副局長冠志、陳組長郁淇及本會吳

立民秘書長等一同拜會沙烏地阿拉

伯商務辦事處 Mr. Adel Fahad A. 

Althaidi處長。 

 

本會月度活動預告 

 

第 11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本會訂於本(110)年 11月 15日(週一)

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BC 與巴拉

圭生產暨工商聯盟 (FEPRINCO)共

同召開「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

席會議」。針對臺灣與巴拉圭之間雙

邊經貿合作潛力進行探討，擬聚焦

於「食品加工業」、「電動車與智慧

交通」及「綠色能源」議題，期可

為我商開發拉美市場嶄新商機。 

 

第 37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探討

智慧醫療及電動車供應鏈 

 

本會將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與瑞

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Business 

Sweden）共同舉辦「第 37屆台瑞(典)

經濟合作會議」，針對「智慧醫療」、

「電動車供應鏈」等議題進行深度

研討。本屆會議並規畫貿易洽談需

求會，幫助我商尋求合作商機，共

創雙贏。 

 

第 29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訂於 11

月 29日以現場+視訊方式舉行 

 

本 會 與 泰 國 工 業 聯 合 會 (The 

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FTI)訂

於本（110）年 11月 29日（星期一）

下午 3:00（台北時間）假華南銀行

國際會議中心 2樓主廳以現場+視訊

方式舉行，會議由本會泰國委員會

潘主任委員文輝（聯合再生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與泰國工業聯

合會主席Mr. Supant Mongkolsuthree

共同主持。會中將針對「循環經濟」、

「生技」及「綠能」為題，邀請台

泰專家進行交流，並邀請相關廠商

參與，以期發掘合作商機。 

 

11月 30日第 3屆臺瑞（士）經濟合

作會議 

 

本會將於 110年 11月 30日與瑞亞商

會共同舉辦「第 3 屆臺瑞（士）經

濟合作會議」。本屆會議將就「科技

優勢提升競爭力」主題，探討科技

與創新在資通訊、機械、醫療生技

等各產業之應用，以提升營運績效

及國際競爭力，並促進臺瑞雙方產

業交流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