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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經濟合作協會
110 年 10-12 月國際事務執行情形及績效
壹、組團出席或舉辦雙邊暨多邊經濟聯席會議
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會舉辦或出席雙邊暨多邊經濟
合作會議共計 9 次。
一、 110 年 10 月 19 日與比利時布魯塞爾企業支持總署、法蘭德斯外貿投
資局及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共同召開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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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比雙方現場
及線上與會貴賓接近 150 人。(成果報告如附件 1，P.8)
二、 110 年 10 月 27 日於於立陶宛維爾妞斯與立陶宛商工暨手工業協會共
同辦理第 1 屆台立(陶宛)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
安主席與立陶宛商工暨手工業協會會長 Mr. Rimas Varkulevičius 主
持 ， 經 濟 部 陳 正 祺 政 務 次 長 、 立 陶 宛 經 創 部 次 長 Mr. Jovita
Neliupisiene 蒞臨致詞，會中推動智慧城市、金融服務產業合作商機。
三、 110 年 11 月 4 日「第 34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假臺北華南銀行國際
會議中心與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布里斯本市同步舉行，會議由國經
協會澳大利亞委員會楊偉甫主任委員（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與澳台工商委員會涂毅國（Mr. John Toigo）主席共同主持，臺澳
各界實體與會及線上參與人士超越 260 位。
我國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與澳大利亞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部長 The Hon.
Dan Tehan MP 特別影片致意，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親臨會場致詞鼓
勵 ， 澳 大 利 亞 昆 士 蘭 州 旅 遊 、 創 新 和 體 育 部 長 The Hon. Stirling
Hinchliffe MP 則親至布里斯本市會場致詞，我國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常
以立大使也透過線上與會，我國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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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處長則親臨現場。澳方出席人士包含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Rep.
Jenny Bloomfield）、澳洲辦事處莫博仁（Deputy Rep. Brent Moore）副
代表兼商務處處長、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貿易暨投資辦事處劉培希
（Commissioner Patrick Hafenstein）首席代表等人。
今年會議討論主軸為－「臺澳後疫情時代貿易及投資商機論壇」，就
新冠疫情後，以及因應氣候變遷企業永續發展最新情勢，就「綠
能」、「循環經濟」及「生技」議題，邀請雙方專家業者提出報告，廣
泛探討商機。(成果報告如附件 2，P.21)
四、 110 年 11 月 15 日晚間（巴拉圭為上午）與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
(FEPRINCO)共同召開「第 11 臺巴(拉圭)濟聯席會議」，本次會議探討
兩國於「食品加工業」及「綠色能源」產業之合作商機，期能加深兩
國之間聯結，並利我國業者深入了解巴拉圭當地商情、開拓中南美洲
市場，以因應全球產業鏈重整趨勢，同時強化兩國邦誼與雙邊經貿合
作，雙方出席代表共 70 餘人。(成果報告如附件 3，P.36)
五、 110 年 11 月 24 日假台北萬豪酒店舉辦「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
議」，由中華電信公司郭水義總經理與瑞典愛立信集團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 視訊連線共同主持大會開幕儀式。經濟部陳正祺次長、瑞典
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 應邀於線上擔任致詞嘉賓。我駐瑞典代
表處姚金祥大使、瑞典駐臺代表孔培恩、台灣愛立信公司藍尚立總經
理以及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裁也一同與會。現場參與貴賓
超過 160 人。
本屆大會開幕儀式中並進行「臺瑞典促進雙邊投資合作備忘錄」簽署
儀式，由我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與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次長並在線上共同見
證。(成果報告如附件 4，P.50)
六、 110 年 11 月 29 日下午與泰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FTI）共同舉辦「第 29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主要協助雙方企業界
人士之交流，期藉會議召開之機會，積極交換兩國經貿產業資訊、擴
大雙方產、官、學界互訪及合作管道，以持續拓展雙邊經貿合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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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交流，為我國與泰國之重要民間經貿活動。雙方出席共 60 餘人。
(成果報告如附件 5，P.66)
七、 11 月 30 日（星期二）與瑞士瑞亞商會（Swiss-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第 3 屆臺瑞（士）經濟
合作會議」，由國經協會臺瑞（士）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台灣精準
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長及瑞亞商會臺灣委員會主席：Mr. Andreas
Weckherlin 共同主持，駐瑞士代表處黃偉峰代表、瑞士商務辦事處梁
瑞德處長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蕭俊經濟參事擔任貴賓致詞。本次會議
主題為「科技優勢提升競爭力」，邀請專題講者及指標性企業代表進
行深度對談，藉此促進雙方產業交流與合作，本次會議臺瑞雙方共計
近 90 名業界代表出席參與。(成果報告如附件 6，P.77)
八、 12 月 14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
議」，由本會副理事長歐陽禹與波蘭商會主席 Andrzej Arendarski 共
同主持；我駐波蘭代表處大使陳龍錦、波蘭臺北辦事處代表 Cyryl
Kozaczewski、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任秘書戴婉蓉擔任致詞嘉賓。本次
會議議題聚焦電動車與智慧城市，邀請車測中心尹照錦經理、東元電
機行銷業務處整合行銷中心資深經理 Mr. Kenn Watnick 與智慧城市公
司焦國安執行長就產業政策及實務經驗進行分享，以強化臺、波雙方
產業合作機會。台波雙方現場及線上參與貴賓超過 100 人。(成果報告
如附件 7，P.89)
九、 12 月 23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與沙烏地商工總會(FSC)共同辦理「台
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由本會沙烏地阿拉伯主任委員李順欽總
經理與沙烏地商工總會沙台委員會主席 Mr. Usamah Al-Kurdi 共同主
持，並邀請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鄧盛平代表、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
務辦事處 Adel Fahad A. Althaidi 代表擔任貴賓致詞，台沙雙方代表共
65 人與會。本次會議議題聚焦智慧城市與智慧醫療，邀請智慧城市股
份有限公司焦國安董事長、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莊詔仁副總經
理介紹相關議題。另外本會也邀請沙烏地投資部戰略夥伴關係代理執
行主任 Ms. Sara B. Al Hogail、Health Academy 業務主任 Mr. Khaled Al
Oraij 及 MISHRIF 的建築顧問 Mr. AHMED ABUSSAIF 就產業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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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經驗進行分享。(成果報告如附件 8，P.98)

貳、舉辦研討會或企業聯誼會
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會舉辦或協辦研討會共 3 次。
一、 110 年 10 月 19 日舉行臺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論壇由經濟部國際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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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邀請 74 位台加電
動車產業鏈之產官學業者、專家及相關人員參與。(成果報告如附件
9，P.111)
二、 110 年 11 月 24 日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101D 會議室舉辦實體+線上
「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CEAP)代表視訊會談」，本次會
議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擔任台方致詞貴賓、
秘魯工業總會(Sociedad National de Industrias, SNI)總幹事 Carlos Garcia
擔任秘魯方致詞貴賓，我現場實體出席約及祕魯方線上參與超過 60
位。(成果報告如附件 10，P.125)
三、 本會與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於 12 月 7 日共同辦理「2021 臺灣-斯
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由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主席與斯洛伐
克智慧城市俱樂部主席 Miloslav Jurik 共同主持，並邀請駐斯洛伐克
台北代表處李南陽大使、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博塔文代表(Martin
Podstavek)、斯洛伐克外交部經濟合作總司長 Lucia Kiss，Dubnica nad
Váhom City 市長 Peter Wolf 擔任貴賓致詞，並在雙方代表的見證
下，於會中與斯國智慧城市俱樂部及 Dubnica nad Váhom 市三方簽署
合作備忘錄，台斯雙方代表共 25 人與會。(成果報告如附件 11，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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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席相關經貿工作會議
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會出席相關經貿工作會議共 2
次。
一、 11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本會莊柔萱專員線上出席由中美洲經貿辦
事處廖鴻達主任主持之「瓜地馬拉：中美洲區域經貿中心-投資商機
線上說明會」
，了解瓜地馬拉產業概況與投資獎勵。
二、 110 年 12 月 13 日本會吳香江專委參加線上「非洲新興市場投資商機
重點領域及我商投資之機會與風險分析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就外交
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之期末報告審查。

肆、簽署雙邊經貿合作協定或備忘錄
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會共簽署 3 項雙邊經貿合作協
定或備忘錄。
一、110 年 10 月 22 日本會與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樂部(Slovak Smart Cities
Klub) 簽署雙邊合作瞭解備忘錄
本會於 2020 年成立智慧城市委員會，並由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
安董事長擔任主席。後經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博塔文代表 Mr.
Martin Podstavek 協助，與斯國智慧城市俱樂部(Slovak Smart Cities
Klub)對接，開啟合作契機。斯國 Smart Cities Klub 為一經驗分享平
台，在此平台上，城市首長與專家之共同制定策略以打造真正的智慧
城市。(MoU 如附件 12，P.143)
二、本會與阿根廷亞洲商會(Argentine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以通訊換文簽署雙邊合作瞭解備忘錄
為促進推動與阿根廷雙邊經貿投資與民間交流，建構兩國企業界溝通
平台，本會與阿根廷亞洲商會建構雙邊合作交流平台，謹將兩會簽
MOU 經過簡述如下：
(1) 110 年 10 月駐阿根廷代表處經濟組來電郵表示該處曹大使立
傑指示推動本會與阿根廷亞洲商會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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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 年 11 月 24 日該組來函確認該會簽署意願及異地簽署方
式，110 年 12 月 1 日本會高理事長志尚親自簽署 MOU 約
本，本會並將之郵寄我駐阿根廷代表處經濟組。
(3) 我駐阿根廷代表處經濟組於 110 年 12 月 6 日舉行簽署儀式，
送交約本並見証 Luciano Ojea Quintana (MoU 如附件 13，
P.148)
三、110 年 12 月 7 日本會與斯洛伐克簽訂雙邊合作協議
12 月於斯國訪團訪台期間，於 12 月 7 日以 10 月 22 日簽署的 MoU 為
基礎，進一步與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樂部及 Dubnica nad Váhom City
市長 Peter Wolf，針對中歐智慧能源生活體驗中心與中歐台灣智慧應用
體驗中心的發展合作，三方共同簽署 MoU (MoU 如附件 14，P.151)

伍、與駐華使節聯繫工作
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會與駐華使節聯繫拜會共 4
次。
一、 110 年 10 月 8 日為研議今年第四季辦理台沙烏地雙邊聯席會議，國
際貿易局李副局長冠志、陳組長郁淇及吳立民秘書長拜會沙烏地阿拉
伯商務辦事處 Mr. Adel Fahad A. Althaidi 處長。
二、 110 年 10 月 21 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及同仁陪同洪慶忠副理事長於嘜德
股份有限公司接待貝里斯駐台碧坎蒂大使，介紹本國產業概況並尋求
將來台貝兩國之經貿合作。
三、 為研議本年度即將辦理之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吳立民秘
書長率同仁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 拜會瑞士商務辦事處 Mr. Reto
Renggli 梁瑞德處長。
四、 110 年 12 月 7 日本會朱淑瑜處長與孫欣漢助理專員於 11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拜會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務辦事處駐台代表倪安升處長
Mr. Adel Fahad A. Althaidi 研議今年 12 月辦理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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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出席公協會、拜會重要廠商及其他重要活動
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本會出席公協會、拜會重要廠商
及其他重要活動共 3 次。
一、 110 年 10 月 8 日本會吳立民秘書長黃子誠助理專員、柯函溱專員及
曹齊軒助理專員針對「第 26 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會議規劃相關細
節及注意事項，赴台電大樓拜會/請示台電公司楊偉甫董事長。
二、 本會吳立民秘書長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受邀出席匈牙利貿易辦事處假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舉辦之「2021 年終酒會」
，本會柯函溱
專員、黃子誠助理專員陪同出席。
三、 本會吳立民秘書長於 110 年 12 月 16 日受邀出席莫北協假格里拉台北
遠東國際大飯店舉辦之「設處 25 周年紀念酒會」，本會潘映均專員、
黃子誠助理專員陪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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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附件

附件 1

「第 21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成果報告書
撰寫人：歐洲處 朱珮綺

壹、節略
為拓展台比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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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舉辦「第 21 屆台
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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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討「智
慧交通：電動車」產業商機，並安排線上貿洽會，提供台比雙方廠商交流平台，
強化台、比雙方產業合作機會，台比雙方約計 140 位業界代表出席本次視訊會
議。
比利時汽車產業歷史悠久，擁有完善工業建設及優秀人才， Volvo、Audi 等國
際車廠皆於比利時設立組裝廠。為配合歐盟綠色新政及各國所設下之碳中和目
標，比利時政府制定政策，於 2030 年全面禁售燃油車，並陸續投入資金發展電
動車市場，比利時車廠也積極轉型發展電動車，將帶動車用電子、能源及充電
站商機。此次與比利時三個行政區(法蘭德斯、瓦隆尼亞、布魯塞爾)外貿投資
總署共同辦理視訊會議，並擴大邀請三區工商協會相關業者與會，探討議題涉
及綠能交通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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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籌備情形
「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是目前台、比兩國間重要民間經貿活動之一，至
今已舉辦21屆雙邊經濟合作會議。本會與比利時對等單位為持續推動台比之經
貿交流合作，雙方訂於本（110）年10月19日舉辦「第21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
會議」，以「智慧交通：電動車」為會議主題，邀請相關產業專家及廠商介紹
並推廣業務，並於會後舉辦貿洽會，提供雙方廠商交流平台，持續促進台比雙
方經貿交流。今年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為持續提供台比雙方廠商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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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調整為線上與實體會議並行的方式，以推動雙方產業交流。

參、辦理情形
第 21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為拓展台比（利時）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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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本(110)年 10 月
19 日線上舉行「第 21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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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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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開幕典禮擔任致詞嘉
賓。我方邀請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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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電動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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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雙方產業合作機會。另
外，本次會議特別與比利時工商媒合平台 Connects 合作安排線上貿洽會，提
供台比雙方廠商彈性時間安排交流洽談機會，深度探討台比實質產業合作商
機。
專題演講
 " Brussels’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Green Mobility "－Mr. Gregoire Talbot,
Head of Co Mobility
Co Mobility 布魯塞爾交通新創加速器，聚集超過 50 家在交通、金融、學術
方面的公司及單位，包括比利時鐵路局 NMBS-SNCB, 布魯塞爾機場，BNP
Paribas Fortis 銀行集團等。目前 Co Mobility 規劃的四個交通規劃雛型包含移
動式電動車充電設施、綠能停車場方案、共享汽車及交通人流分析系統，進
一步改善城市交通問題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2022 年將計畫成立 GreenImpact Foundation 致力發展降低碳足跡之創新計
劃。除定期舉辦論壇鼓勵更多企業單位加入發展友善環境創新計劃外，也針
對四大交通挑戰提出試驗解決方案，分別為運用閒置運輸車輛解決城市物流
問題、交通行動服務(MaaS)試驗、二手電動車電池再利用及土地碳補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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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battery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Dr.
Jeroen Büscher, Product Manager Electrical Storage, Unit Energy
Technology EnergyVille – VITO Energy Ville
EnergyVille 由四大比利時頂尖的研究機構 KU Leuven (魯汶大學)、VITO (法
蘭 德 斯 潔 淨 能 源 科 技 研 究院)、imec (比利時愛美科微電子研發中心)和
UHasselt (哈瑟大學)共同成立，致力於永續能源和智能能源系統領域的合
作。業務集中於六個跨學科領域：光電、儲能、電力控制和轉換、電力系統
網路、建築和區域、市場策略。Dr. Büscher 表示電池需求快速成長，年市場
價值將高達 2500 億歐元。歐盟建立電池產業聯盟，涵蓋歐洲多個產業單位
及研究機構，共同針對未來電池產業面臨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並致力於發展
電池產業循環經濟。B 博士也針對比利時法蘭德斯區電池產業鏈廠商包含電
池原物料至回收端介紹。
 “Hydrogen Eco-mobility at Liege Airport: Green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frastructure”－ Mr. Olivier Ulrici, Hydrogen Business
Development & Sales Manager, John Cockerill Energy
John Cockerill 為比利時機械工程集團深耕於蒸氣、鋼鐵等產業，擁有超過 200
年歷史。隨著近年來全球能源轉型，也開始發展氫能源應用，並與烈日機場
合作，將機場區域車輛升級為 100% 綠電交通。烈日機場氫能計畫規模較小，
但仍收到政府及相關計畫高達 1200 萬歐元的資金支持。而 John Cockerill 設
置於機場的氫氣設施一日可產出 200 公斤的氫氣供應 4 輛巴士及 4 輛小型
車，未來也計畫設置更多的氫能生產及儲能設施以應對機場營運及交通的能
源使用。John Cockerill 亦在台灣與法國 Air Liquide 集團合作，提供發展半導
體企業綠氫之電解槽設備，未來也將致力於發展完善氫能產業鏈，擴大氫能
源供應。
 “Taiwan EV Industry Over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工業技術研究院機
械所 胡竹生所長
工業院除致力於專業技術研究外，也協助政府建置電動車產業重要政策。胡
所長表示電動車將改變未來交通以及能源使用，未來將會有更多電動車用電
子設備問世，而如何有效運用電動車用電子設備至關重要。台灣在能源電子
具有優勢，目前也積極研發高效能能源電子系統。而在電動車馬達運用到稀
土原物料近年來價格快速攀升，因此如何在不使用稀土原物料的情況下，維
持馬達的高效能將會是未來技術的發展重點。動力傳動系統是電動車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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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串聯馬達、齒輪等零組件，工研院也致力於串聯產業發展小型電力傳動
系統。台灣電池廠商技術涵蓋整個電池系統，包含電池芯、模組、冷卻系統
等。在電動車充電方面，目前充電技術現階段相對成熟，關鍵在於如何提供
充電服務，例如充電站的設置以及充電站的商業模式，而電動車能源來源是
否來自綠色能源也非常重要。胡所長表示，台灣有非常多優秀的電動車零配
件廠商可與世界各車廠合作，雖然台灣並沒有大型電動車製造商，但是台灣
的優勢在於可以提供更加彈性化的製程。
台灣政府積極發展電動車產業，提出補助措施及相關政策，並預計於 2030
年前全面替換成電動巴士。同時也有自駕車計畫已經開始進行，並且會在未
來 2-3 年內逐漸開放相關規定，讓自駕車可行駛於ㄧ般道路上。台灣也有聯
盟共同推進產業發展，例如 mTARC 串聯台灣各個車輛研究單位發展相關技
術、MIH 串聯產業建立未來電動車標準規格，以及工研院成立「臺灣電動車
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共同建立產業標準，以解決未來電動車產業
問題。
胡所長最後表示，碳中和及交通問題將加速電動車產業發展、而新的電動車
商業模式將會為產業帶來更多機會，而台灣產業廠商及政府也積極發展電動
車產業鏈應對未來交通產業變化。

比方廠商分享
 Flanders: A Region Fueled by Research and Dedication (Flanders
region)—Mr. Kim Demeyer,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Counselor, 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 Embassy of Belgium in Singapore
比利時法蘭德斯區的優異地理位置可快速到達其他歐盟重要城市、市場，除
此之外，安特衛普港更是全球最大汽車轉運港口。法蘭德斯區重視創新發展，
區域內有許多優秀的學術、研發以及企業單位共同合作。法蘭德斯投資總署
亦在海外 10 個據點佈署科技辦事處，針對氣候、數位及健康科技產業加強技
術合作。在電動車產業上，法蘭德斯區也預計於 2025 年前設置超過 3 萬隻電
動車充電樁。
 優美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landers region) —呂宏鼎市場與技術分析經理
優美科為比利時材料科技公司，提供電動車產業原物料，從引擎到電池材料
等等。除此之外優美科也致力於發展金屬回收再利用技術，使廢棄電池回收
物料能再次回到供應鏈中，改變產業原物料線性經濟到循環經濟，發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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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為在 2035 年前達成零碳排之目標，優美科採用再生能源，並積極發展
創新技術提升能源效率，善盡國際性企業對環境、對社會、對社群應有的社
會責任。
 AGORIA Automotive Technology Club (Flanders region) —Mr. Ward
Vleegen, Club Manager
Agoria 是比利時科技產業協會，致力於發展汽車產業技術。Mr. Vleegen 表示
比利時汽車產業歷史悠久且發展成熟，從 19 世紀汽車工匠技術至今工廠大量
生產及產業供應鏈，多國車廠皆採用比利時技術，例如 Benz、Volvo 等。Agoria
串聯各大車廠及比利時科技、新創公司，協助各大車廠發展電動車、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技術，並協助企業使用智慧製造解決方案，提升生產效率並優化
使用者經驗。
 E-peas (Wallonia region)—Mr. Karl Audaert, Director of Sales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sia
E-peas 為比利時新創公司，致力提供高效能與低功耗的能源擷取(energy
harvesting)管理晶片與解決方案，並可搭配光能、熱能、壓電與 RF 無線充電
等各種輸入能源以應用於物聯網上。因應能源短缺及支出，未來產業將會朝
向降低能源消耗及提升能源捕捉及儲存存方案，包含太陽能、地熱等，而智
慧能源管理系統可協助企業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
 The Lean & Green Certification (Wallonia region)—Mr. Luc Genot,
Program Coordinator, Logistics in Wallonia
Lean & Green Europe 協助企業制定計畫達到巴黎氣候協定目標，階段性降低
碳排放量，並頒發認證提升產業競爭力。目前歐洲已有車過 600 家廠商參與
此計畫，包含物流、交通、製造等產業。Logistics in Wallonia 為比利時瓦隆
尼亞區物流產業聚落，擁有超過 300 家交通、物流、科技產業會員，協助產
業參與 Lean & Green 計畫，發展創新、綠色物流。Mr. Genot 期盼未來可以
與台灣產業合作，共同拓展 Lean & Green 計畫。
 Smart Move program (Brussels region)—Ms. Sarah Hollander, Program
Manager at the Department of Sustainable Mobility, Brussels Environment
Agency
Smart Move Brussels 為布魯塞爾區即將於 2022 年實行的「智慧收費」，根
據開車入城市民車輛碳排量、距離及時間計算收費。由於布魯塞爾區交通二
氧化碳排放量佔總排放量的 27%，且布魯塞爾區也預計於 2035 年時全面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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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碳排車輛進入市區內，因此此計畫希望能透過收費改變民眾的交通習慣，
藉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及電動車解決交通帶來的堵塞、空氣汙染及氣候問題。

 IDELUX Développement (Wallonia region)—Mr Joël Marinozzi,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of the Promotion agency of the Luxembourg Province
in Belgium
比利時盧森堡省經貿發展局，主要為省政府提出城市發展規劃、如交通、智
慧城市、數位轉型及旅遊等等，同時也為企業提供新創輔導諮詢。盧森堡省
著重於六大產業，分別為太空、林木、生命科學、物流、農產品及旅遊業。
除此之外，Mr. Marinozzi 也強調該省位在歐洲的中心，可為企業物流帶來絕
佳地理優勢。
台方廠商分享
 電動車平台 MIH Consortium 張慶煌商務策略顧問
MIH 為富士康集團於 2021 年創辦之非營利電動車平台，期盼攜手產業廠商合
作發展電動車產業。過去在汽車研發上，廠商皆需投入大量資金及時間進行
研發，然而透過 MIH 開放平台之產業合作，大大降低開發門檻並提高研發效
率。MIH 希望透過聯合產業廠商共同建立硬體統一標準，優化研發過程、達
到規模經濟效益，並透過各家廠商集思廣益研發創新科技，提升電動車主使
用經驗。在過去不到一年中，MIH 已經有接近 2000 家廠商會員，當中約有 7
成為硬體廠商、2 成為軟體廠商，以及 1 成新創公司。張顧問表示，為來電
動車因應自駕需求將會更加凸顯軟體的重要性，而硬體部分則朝向統一規格
發展。MIH 偕其會員廠商之力，可根據車廠需求，提供包含軟、硬體之整車
解決方案。
 友達光電車用顯示器事業單位 徐文浩資深處長
友達光電為全球顯示器之領導廠商，近年來積極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如電
競、電動車及醫療等產業。友達深耕車用顯示器產業逾十年，為全球前三大
車用顯示器供應商，更在中控顯示器具有世界第一領先地位。徐處長表示，
未來電動車的自駕及娛樂系統，將增加車用顯示器的需求，讓駕駛更輕鬆獲
取行車資訊，乘客也能更便利使用各項娛樂設備。
友達最近也串連台灣產業協會、企業，共同籌組台灣先進用技術發展協會，
針對車用晶片、顯示器及電力系統深化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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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點無限 衷嵐焜創辦人
奇點無線為軟體新創公司針對交通及物流產業提出智慧解決方案。奇點運用
數學解決物流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其產品 AIR 可協助物流業者計算出最佳路
徑，提高運送效率並降低支出成本。而針對電動車產業，也可針對充電站布
局提出商用電動車充電計畫。
貿易洽談會
本次貿洽會與比利時貿洽平台 Connects 合作，提供廠商不受會議時間限制的
線上交流平台。本次參加貿洽的雙方廠商高達 60 家，包括電動車軟、硬體廠
商、能源及新創等等，主要除銷售商品服務外，亦有廠商積極尋求代理商或
是尋找策略技術合作夥伴拓展歐洲市場。而此次貿洽會除多家企業踴躍參與
外，更有產業協會參與本次貿易洽談，期望建立雙方產業合作平台。

肆、檢討與建議
一、 電動車平台串聯軟、硬體廠商 共建電動車規格標準 打造智慧交通
在 2050 淨零排碳發展趨勢下，車輛電動化是當中重要減碳推動項目之
一，各國紛紛提出禁售燃油車之年限並公布推動電動車發展之政策及補
貼措施，各大車廠也逐漸投入電動汽車生產研發。電動車將成為未來交
通工具主流，極具市場成長潛力。
電動車產業因電盤配電及未來自駕需求，傳統車廠將必須與科技產業合
作導入車用軟體，以及電池產業共同開發電池技術，如何有效串連產業
廠商提升國際競爭力將是未來發展重點。
台灣目前有鴻海集團所創立之 MIH Consortium 電動車平台集結電動車軟
硬體廠商提供車廠設計服務，未來也欲針對電動車硬體規格部分，制定
規格標準，降低電動車廠商門檻，減少生產成本並提升生產效率。除此
之外，未來電動車輛將開創自動駕駛新世代，更加凸顯車用軟體重要性。
因此，台灣電動車平台、協會可多與國外產業技術單位合作，促進雙方
技術交流，同時鼓勵台灣廠商積極參與產業平台，與互補性廠商共創雙
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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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氫能未來新能源 結合台灣電動車產業優勢 達成永續交通目標
電動車高度仰賴電能運行，電力生產結構便會決定生產電動車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目前臺灣仍有約四成的電由燃煤產生，未來除面對能源短缺
的問題，更可能因為化石燃料發電，無法有效達成零排碳的效果，因此
著手投入新能源，逐步轉型為再生能源系統勢在必行。
氫能源在經過化學反應後產生能量時，不會產生廢氣污染環境，除此之
外，氫能源也容易儲存、運送，為相當具有發展前景的乾淨能源。台灣
雖然目前在氫能源產業仍在發展階段，然而目前已陸續有相當具有經驗
的外商，如 John Cockerill 與法商共同合作為台灣半導體廠商提供設備於
氫能發電，可讓台灣能源產業廠商學習借鏡，發展未來氫能產業。此外，
台灣汽車零配件產業發展成熟，與世界各大車廠皆有合作，在車輛硬體
方面具有國際競爭力。台灣車廠可以此優勢與氫能專家、業者合作打造
氫能電動汽車，搶先佈署未來永續交通市場商機。

伍、未來潛在合作商機
一、 電動車平台 MIH 及資策會國際處/經濟部工業局系統整合計畫辦公室
SIPA 與比利時科技協會 Agoria 欲進行後續洽談合作，討論平台後續合作
之可能，及如何串聯其廠商會員發展未來電動車產業藍圖。

二、 廣昱科技跨足能源產業，從傳統內燃機發電設備至新興能源如：燃氣引
擎、沼氣發電及水力發電設備等。廣昱科技欲與 John Cockerill 進行後續
接洽，針對其氫能源之經驗及產品瞭解合作可能。

三、 南京資訊正和丹麥的公共巴士交通服務業者開發符合歐洲公共交通資訊
技術標準 ITxPT 智慧公車解決方案，並欲與台灣電動巴士創奕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提供電動巴士智慧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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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第 21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時間：110 年 10 月 19 日(二)

1

110 年 10 月 19 日(二)「第 21 屆台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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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致詞貴賓合影，第一排左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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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左至右：比利時法蘭德斯區政府貿易投資局執行長 Mrs. Claire
Tillekaerts、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蔡明彥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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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年 10 月 19 日(二)「第 21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針對「智慧交通：電動車」進行討論。國經協
會特別邀請台灣電動車產業專家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胡竹生所長蒞會針對台灣電動車產業現況及未來
趨勢介紹。會議專題演講者合照：Co Mobility Mr. Gregoire Talbot (左上)、John Cockerill Energy Mr. Olivier
Ulrici (右上)、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胡竹生所長(左下)、EnergyVille Dr. Jeroen Büscher (右下)。

4

110 年 10 月 19 日(二)「第 21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針對「智慧交通：電動車」進行討論。會議廠
商講者合照：第一排左至右：比利時駐新加坡大使館法蘭德斯科技參事 Mr. Kim Demeyer、優美科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呂宏鼎經理、奇點無限股份有限公司衷嵐焜創辦人，第二排左至右：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徐
文浩資深處長、Promotion agency of the Luxembourg Province in Belgium Mr Joël Marinozzi、E-peas Mr. Karl
Audaert，第三排左至右：AGORIA Automotive Technology Club Mr. Ward Vleegen、電動車平台 MIH
Consortium 張慶煌商務策略顧問、Logistics in Wallonia Mr. Luc Genot，第四排：Brussels Environment Agency
Ms. Sarah Holl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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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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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方主席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際遠董事長致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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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比利時法蘭德斯區政府貿易投資局執行長 Mrs. Claire Tillekaerts 致開幕詞。

8

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蔡明彥大使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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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比利時台北辦事處文浩德處長致詞。

1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戴婉蓉主任秘書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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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34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報告
亞太處楊宗叡
壹、活動紀要
為增進臺灣與澳大利亞經貿合作及實質關係之發展，拓展海外市場，本會
與澳台工商委員會（Australia-Taiwan Business Council, ATBC）訂於本（110）
年 11 月 4 日（週四）召開「第 34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澳方今年無法組團來臺，因此兩會以單點對單點方式，分別於臺北華南銀
行國際會議中心及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布里斯本市 W 飯店透過網路連線，召開視
訊會議。我方主席為本會澳大利亞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楊
偉甫董事長，澳方主席為澳台工商委員會涂毅國主席（Chairman John Toigo）。
澳方參與人數將近 80 人，臺方出席會場人數超越百人，視訊參與者近 80 人，
雙方共計約 260 人。
貳、第 34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雙邊會議以視訊方式舉行，兩國之間的時差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臺北
市與布里斯本市時差為兩小時，為避免影響澳方晚膳時間，本屆會議表定時間
僅 2.5 小時。
開幕典禮中先後由楊偉甫主任委員與涂毅國主席分別致開幕詞，楊主任委
員致詞時首先感謝澳台工商委員會及我國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的協助與積極
參與。雙邊會議本應於去年召開，因疫情衝擊而被迫延期至今年，但本會與澳
台工商委員會仍把握機會，善於利用視訊會議軟體平台，因此在去年及今年多
次召開線上研討會以便拓展商機，如去年七月的「臺灣選後業界新契機」線上
研討會，我國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澳洲辦事處高戈銳前代表等人紛紛就臺澳
雙方可如何因應疫情及發掘新商機交換意見。澳台工商委員會於今年三月舉辦
「臺澳供應鏈線上網路研討會」，本會與澳方在四月舉辦「澳臺農業企業商機」
線上研討會，再於五月共同舉辦「澳臺再生能源產業前景線上研討會」。
楊主任委員指出，澳臺兩國關係已面臨重要的轉捩點，我國於今年九月正
式 申 請 加 入 跨 太 平 洋 夥 伴 全 面 進 步 協 定 （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本會與澳台工商委員會於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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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召開第一屆雙邊會議以來，向來對於推動雙邊關係不遺餘力。今年澳洲國會
開始舉辦擴張 CPTPP 會員的公聽會時，澳台工商委員會正式致函澳洲國會貿易
小組委員會，建議該國應支持我國加入 CPTPP，本會特別感謝澳方對於我國加
入 CPTPP 所表達的支持與努力。本會、台電公司及我國其他業者也紛紛致函澳
洲國會貿易小組委員會，表示我國加入 CPTPP 之後將如何擴大臺澳兩國的貿易
量，本會吳立民秘書長亦透過視訊方式參與貿易小組委員會於今年 10 月 1 日舉
辦的線上公聽會以便為我國發聲。臺澳雙方對於我國加入 CPTPP 的共識反映兩
國在民主治理、尊重法治和支持自由貿易等方面已步趨一致，我國加入 CPTPP
將進一步推動區域整合，並且鼓勵其他國家加入一個在貿易、政府採購、勞工、
環保等領域皆具有高標準的協議。
本屆會議所涵蓋的議題包含業界最流行的議題：「綠能」、「循環經濟」
及「生技」，本會與澳方於今年五月已舉辦過一場再生能源線上研討會，本屆
會議延續今年五月的研討會，繼續探討再生能源。台電公司已積極投入綠能及
循環經濟領域，循環經濟將重整現代的經濟體制，使它變得更有效率及減少浪
費，「綠能」涉及新能源，可讓各國增加發電來源的種類，本屆會議的綠能講
者將討論燃料電池等最新發展，而林俊旭博士則將指出循環經濟的商機。
我國在生技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國際關注，近年來，瑞士製藥公司羅氏花費
五億美元向我國基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購買了新的抗癌藥，我國的醣基生
醫股份有限公司在治療癌症和加強人體免疫系統方面的聚醣技術獲得了美國的
專利。最後，澳洲達美樂公司的董事長 Mr. Jack Cowin 也是澳台工商委員會之
前主席，Cowin 前主席於 1993-5 年間與本會共同主持了第 9-11 屆會議，Cowin
董事長於今年六月完成了一筆交易，他們從臺灣晶華集團收購了臺灣達美樂公
司，我方皆期待聽到他們成功收購的故事。最後，楊主任委員預祝大會成功。
涂毅國主席致詞時首先表示很高興在疫情擾亂諸多雙邊交流活動的時期
仍能見到楊主委，也很高興能見到實體及視訊與會者，望明年能恢復實體會議，
涂毅國主席也感謝昆士蘭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兩年前，兩會也在 W 飯店召開第
33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時過境遷，疫情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實是難以預料，所
幸臺澳雙方經濟皆富有彈性，因此方能度過此難關，目前雙方已趨向放寬旅遊
限制。即便疫情改變業界作業模式，同時也提醒大家實體模式的重要性。
業界仰賴互信機制，臺澳雙方享有共同價值，如：民主制度、法治精神及
其他人身自由，這些價值觀為商業合作的優良基礎，臺澳雙方雖文化不同但思
想觀念趨向一致。世界銀行 2020 經商環境報告顯示，我國排名第 15 而澳洲排
名第 14。今年澳洲國會外交國防貿易聯合常設委員會舉辦擴張 CPTPP 會員的
公聽會，而澳台工商委員會已向該委員會致函表示，臺澳雙方經商環境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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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皆相近，適合加入 CPTPP。臺灣的經商環境應受世界肯定，加入 CPTPP 可
擴展臺灣對全球各地的商業往來。
臺澳雙方的共同利益包括：能源創新、投資、教育、生技、智慧城市、多
邊事務、藝術、科學、觀光、體育等項目。涂毅國主席表示，臺澳雙方的商機
廣泛多元，雙方的商業合作、貿易、投資等項目將持續成長。今年雙方雖無法
實體聚會，但不應因疫情而阻礙雙方會面，需加強既有的商業關係並建立新的
商業關係。最後，涂毅國主席感謝雙方以混合形式舉辦本屆會議，並特別感謝
澳台工商委員會段菁梅執行長為本屆會議的付出。
我國經濟部王美花部長也透過預錄檔方式預祝大會成功，王部長盛讚臺澳
經濟聯席會議為兩國商業交流最重要的平台，今年亦為澳洲辦事處成立的 40
週年，兩國經濟往來有助於加強兩國關係，使得兩國關係比以往更密切。王部
長樂見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首府雪梨市於十月中解除封城，而本屆大會主
題也非常適合兩國邁向疫情後的經濟復甦。
澳洲對我國的能源供給情況非常重要，我國所進口 27%的天然氣與 17%的
煤礦皆源自澳洲。兩國皆面臨氣候及環境變遷的挑戰，而兩國的傳統能源產業
也正在轉型為綠能，兩國應合作以便轉型為環保、低碳及有效率的經濟體。臺
澳兩國近年來在此領域的合作典範為麥格理集團與上緯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9 年合資設立的 128 百萬瓦離岸風電場。目前澳洲致力發展氫能，澳洲辦事
處於今年 7 月舉辦「澳台氫能貿易投資對話」，分享與日本合作的經驗。循環
經濟可達成永續發展，臺澳兩國共同發展綠色經濟將對兩國有利，並將有效地
減少廢棄物。澳洲具備成熟的臨床實驗環境，而我國具有醫療資料數位化的優
勢，為雙方在疫後的生技、醫療領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澳洲前首相艾伯特於今年十月造訪我國，王部長特別分享艾伯特前首相對
於我國申請加入 CPTPP 的看法，艾伯特前首相表示：「民主國家支持臺灣的最
佳信號即為支持臺灣加入 CPTPP。」因此，王部長鼓勵澳洲政府、國會及業界
支持我國加入 CPTPP，我國加入 CPTPP 將有益全球經濟發展。
澳大利亞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部長 The Hon. Dan Tehan MP 也透過預錄方
式向與會者致意，Tehan 部長首先感謝受邀與會，但因日前造訪歐洲及亞太地
區，回坎培拉之後必須進行隔離而無法與會。Tehan 部長感謝兩會、兩位主席
及王部長多年來敦促兩國業界合作，澳洲政府最優先的目標之一即為與業界交
流，雙邊會議有助於交換意見及發掘商機。今年為澳洲辦事處成立的 40 週年，
在過去 40 年間，雙方皆致力於發展貿易、投資及社區關係。臺灣與澳洲在 30
年前開始貿易洽談，當時臺灣經濟部蕭萬長部長亦於 1991 年受邀訪澳，為臺灣
第一位訪澳之部長級官員。同年，雙方建立直航，雙方民眾藉著渡假、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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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及打工渡假，進行文化教育及促進業界及社區的互相認識，也使得雙方的
夥伴關係更加豐富。
Tehan 部長對雙邊會議表達肯定之意，認為本屆會議可持續加強雙邊關
係。雙方邁向疫情後復甦，需支持業界製造工作機會，以便奠定未來安全及繁
榮生活的基礎。澳洲應視臺灣為最佳投資地點之一，目前雙方的互補關係著重
於澳洲對臺灣的能礦及農產品出口項目及臺灣對澳洲出口高科技產品，過去五
年來，雙方貿易額平均成長大約 10%，而雙方投資金額平均成長大約 13%，雙
方投資總額已超過 30 億澳幣。去年臺灣為澳洲第 9 大出口市場及第 12 大貿易
夥伴，雙方未來的經濟繁榮將依賴雙方維持經濟競爭力，雙方業界需合作創新
及開拓鄰近的市場，當全球經濟開始疫情後復甦，澳洲政府望與業界合作，在
能礦、生技醫藥、再生能源、儲能、觀光、農業食品與金融服務方面發掘新商
機，望本屆會議能促成雙方業者在氫能、生技及循環經濟方面的合作與投資，
當區域逐漸轉型為低排碳經濟時，澳洲政府重視這些潛力十足的領域。
澳洲政府望業者在這些重要領域加強合作，而加強業界合作則須開放邊
境，澳洲政府已為完整打疫苗之公民、合法居民及家人開放旅遊，澳洲政府未
來將謹慎地為外國學生、技術移民及觀光客逐步開放邊境，執行邊境管制困難
重重，但卻是必要的政策，也因此拯救了數以千計的澳洲人，因澳洲人已逐漸
施打疫苗，所以政府也開始取消或修改隔離措施，澳洲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與
領地政府合作，依照公共健康與疫情的狀況，逐步減少旅遊的障礙。
目前的全球市場既複雜且充滿挑戰，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緊張，需假以
時日方能化解，因此也造成業界的不安，業者將因個別的情況做出對己身最有
利的決定，澳洲政府歡迎業者考慮其他市場，並且開拓多元化的消費者市場，
以便面對既有市場正處於長期變化時可分散風險，澳洲政府透過「農企擴張計
劃」(Agri-Business Expansion Initiative)為業者在新的市場尋求商機，協助業者
開拓多元化的消費者市場，目前澳洲所出口的海鮮已激增超過五倍，而在釀酒
的方面，澳洲已超越義大利與美國成為臺灣第二大進口國，澳洲也熱烈歡迎臺
灣對該國釀酒業的支持。
澳洲政府理解業界無法一夕之間即改變供應商及供應鏈，業界需要時間以
便在新的市場設立據點，但澳台雙方的業界關係有潛力把握機會更上一層樓，
而 Tehan 部長也堅信雙方業者可克服難關，臺灣將持續作為澳洲的重要夥伴，
雙方的關係深遠，未來發展的前景樂觀且商機無窮。Tehan 部長表示，他樂於
得知本屆大會的結論，並持續共同加強投資與貿易關係，Tehan 部長認為臺澳
未來 40 年的夥伴關係將更加美好及繁榮，最後，Tehan 部長預祝大會成功。
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表示，臺灣與澳洲經濟互補，且都遵循自由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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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是彼此重要的夥伴。澳洲是臺灣第一大能礦產品來源，臺灣則出口重要
的資通訊、石化及金屬冶煉產品給澳洲。多年來雙方已發展為相互信任的夥伴
關係、並培養真誠的友誼，而隨著科技發展及氣候變遷的挑戰，台澳合作關係
也逐漸拓展至生化科技、循環經濟、潔淨能源等新領域。
鄧政委表示，如果臺灣加入 CPTPP，台澳雙方將享有更多的經貿機會。
CPTPP 是一個高標準、全面性的協定，除了使貿易投資自由化，並鼓勵永續發
展，加強勞工與環境保護。CPTPP 納入臺灣的益處非常顯著，而臺灣在 WTO
及 APEC 的信用紀錄良好，甚至在申請加入前，即已著手進行必要的法規檢視
與調整，CPTPP 將因臺灣加入，更加鞏固成員間的夥伴關係，也有助於提倡其
標準與價值。
鄧政委稱，澳洲國會正在就 CPTPP 擴大成員舉行聽證會，許多澳洲及臺灣
的企業和公協會都提交意見，表示臺灣加入 CPTPP 將有助於台澳雙邊經貿關
係，鄧政委感謝雙方企業界對於臺灣加入 CPTPP 的支持，並期盼未來在 CPTPP
架構下繼續深化台澳經貿關係。
Hinchliffe 部長首先感謝雙方出席的政府官員與雙方主席同心協力舉辦本
屆會議，Hinchliffe 部長對臺灣成功地防疫並且在去年達到 3%的經濟成長率感
到敬佩。本屆會議也代表雙方歷史悠久的關係，台澳經濟聯席會議為過去三十
多年雙方交換資訊的重要且固定的聚會機制，雙方會員可利用此機制解決雙方
經商所面臨的挑戰，若能確保雙方的對話公開、成熟及專注於共同的目標，則
雙方的貿易可因此獲利，雙方也持續透過此平台分享重要的貿易與投資商機。
Hinchliffe 部長對布里斯本市的與會者致意，也望有機會再度歡迎臺灣的與
會者再度造訪昆士蘭州，該州政府為本屆會議澳方的重要贊助者，該州政府非
常感謝在布里斯本的實體出席者，也很高興能派員參與本屆會議，昆士蘭州政
府也曾贊助 2019 年的第 33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與第 24 屆臺澳能礦諮商會議，
雙方高層官方、業界與學術界代表同聚一堂，共同探討能礦貿易與投資議題，
Hinchliffe 部長樂見雙方多次選擇布里斯本市舉辦活動，這些活動是基於主辦單
位與受邀單位享有長期的互信關係，而這種關係即為昆士蘭州與臺灣所共享的
關係，雙方過去數十年以來享有強而有力的經貿關係，在 2020-2021 年間，雙
方的貿易總金額為 28 億澳幣，較 2015-2016 年增加了 17%(3 億 9,100 萬澳幣)，
雙方貿易金額的成長反映雙邊貿易關係處於正面成長的階段，也反映臺灣對煤
炭、銅、鋅、鋁等能礦的需求，在 2020-2021 年間，昆士蘭州對臺最大出口項
目即為煤炭，其出口值高達 10 億澳幣。
昆士蘭州政府高度重視吸引生產潛力高的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因此特別歡迎臺灣繼續投資該州，目前已有五家臺方銀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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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州設立分行，臺灣的投資已不限於能礦產業而包含生技製藥、觀光基礎建設、
農業食品、金融服務與再生能源，昆士蘭州也是澳大利亞各州政府中唯一在臺
設有辦事處的州政府，昆士蘭辦事處處長 Mr. Patrick Hafenstein 也親自出席臺
北的會場與布里斯本會場連線，昆士蘭辦事處致力於推銷昆士蘭州為一個既安
全又吸引外國學生就學的地點，Hinchliffe 部長樂於看到昆士蘭州成為臺灣赴澳
學子首選之地。
昆士蘭州政府已為「前進昆士蘭」(Advance Queensland)計畫編列 7 億 5,500
萬澳幣，該計畫的目的在於推動一個多元化的經濟體、扶植新興產業及鼓勵創
新，此計畫涵蓋先進製程、航太、生質能、採礦機械、服務業科技等領域，此
計畫也將促使昆士蘭州與臺灣建立更密切的合作。臺灣業者也對昆士蘭州表達
高度的興趣，薛荷集團(Shayher Group，由寶佳集團在澳洲成立)已在布里斯本
市投資十億澳幣進行土地開發，著名的開發案含布里斯本會場的 W 飯店。
臺灣在昆士蘭州是一個重要且對當地有利的投資者，但該州尚有不少其它
的投資商機，如煤炭、液化天然氣及其它能礦產業，臺灣需進口能礦以滿足大
部分的能源需求，因此成為該州的重要商機，該州可對臺灣增加輸出液化天然
氣，該州亦可對臺灣出口對於製造電池與晶片重要的礦產，其它商機包含共同
研發乾淨的能源、投資綠能(再生能源如生質能、氫能)、循環經濟等。
臺灣在生技領域的經驗也有合作的良機，昆士蘭州也適合進行臨床實驗、
生技製藥及共同研發，該州具有世界級的研發人員、醫療與研究的基礎建設、
穩定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強而有力的智慧財產權架構、有效率的法規環境，可
供業者進行臨床實驗。臺灣與該州合作將符合臺灣的「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計畫」，按照該計畫，臺灣在 2025 年應已扶植成立 20 家藥品公司，並推出 80
件醫療設備上市。
全球的航空產業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而昆士蘭州的航空產業也正在快
速成長，預計在 2036 年，該州的航空產值將達 60 億澳幣並且包含 6,000 個工
作機會，臺灣也具有先進的航空產值，雙方的合作空間不容小覷，昆士蘭州的
地理位置及該州在測試、發射、製造、自動化、數據分析及地球觀測等方面皆
進展神速，也相當適合國際性的合作，雙方的業者在此領域也有所接觸。臺灣
政府視氫能為綠能領域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昆士蘭州政府已制定 2019-2024 年
的氫能開發計畫，以便發展該州的氫能產業，雙方在此領域的企圖心可發揮協
同效應。
新冠肺炎的疫情對全球影響極大，而臺灣領先全球的防疫措施也得到國際
間的認可，危機可製造機會，而疫情帶來的挑戰也為雙方的生技產業帶來機會。
布里斯本市為 2032 年奧運的主辦單位，也望未來臺灣能再度組團造訪。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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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chliffe 部長再度感謝各界人士與會，並鼓勵與會者利用既有的友好關係，互
相合作以便達成加強雙方業界合作與貿易往來的共同目標。
参、大會講者簡報摘要
1. 「在地式及裝載式氫能發電機」- 碧氫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雷敏宏
博士
碧氫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雷敏宏董事長致詞時表示，發展氫能的必要步
驟之一為運送氫氣，但壓縮或液化二氫需使用大量的能量並具有安全的風險，
該公司認為最佳的解決方式為在地式及裝載式氫能發電機，碧氫公司已開發袖
珍型且高效的氫氣產生器，用甲醇生產二氫，可裝載於卡車或船上就近提供二
氫，該公司利用鋁製反應器刺激氫氣產生器使其加溫，以便快速地生產二氫。
碧氫公司的氫氣產生器外表為長方形且體積小，可安裝於任何地區以便供應中
至高純度的氫氣，供應中純度氫氣之產生器的體積僅為高純度氫氣產生器之
13%，裝載於車輛或船上之二氫-燃料電池發電機可利用氫氣產生器所產氫氣發
電。
碧氫公司氫氣產生器的壽命相當長，自 2017 年 2 月 3 日以來，其刺激加溫
設備的壽命為 6 萬 3,000 小時，其重組器的壽命為 4 萬 1,500 小時。裝載式氫氣
產生器可配合高溫燃料電池以即時發電驅動引擎。碧氫公司二氫產生器的應用
範圍廣泛，如汽電共生燃料電池系統、電信業之不斷電裝置燃料電池系統、冶
金及化學工業廠、燃燒系統、探測氣球等。在地式重組中純度產氫機可用以加
熱及其他戶外用途，在地式重組高純度產氫機則需專用的甲醇儲存槽。碧氫公
司的氫氣產生器可用於加氫站之在地式生產，其優勢在於占地規模小，避免儲
存高壓氫氣可解除對加氫站及鄰近區域的危險，其所需壓力不及高壓的水準，
可避免相關法規的限制，所使用的甲醇亦符合環保署的法規。
該公司的氫氣產生器生產氫氣的成本低，並且可節省平常壓縮或液化的能
量。碧氫公司目前需要的商業夥伴為卡車或船事公司，以便為 300-400 馬力的
引擎開發裝載式氫能發電機，裝載式二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可延長行駛的距
離，更因此避免路線的限制，且不需要安裝昂貴的加氫站，碧氫公司正在發展
一套一站式、低壓、重組甲醇系統，望有興趣的業者洽詢該公司，商討合作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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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大利亞的能源轉型」- 麥格理集團基礎建設暨實質資產部陳歐處長
麥格理集團基礎建設暨實質資產部陳歐處長認為澳大利亞正在進行能源轉
型，當該國正邁向零排碳的目標時，綠能將代替煤炭，目前 72%的澳洲能源結
構皆為化石燃料，但極大一部分的煤炭發電將於 2040 年汰換。其餘 28%的發
電量皆來自再生能源，其中風力占 36%、水力占 23%、生質能占 5%、大規模
的太陽能發電廠占 11%、中規模的太陽能發電量占 1%、小規模的太陽能發電
量占 24%。陳處長表示，未來該國的能源趨勢將是高電價、發電設備價格逐步
下降及各項鼓勵方案將持續帶動民生社區、商業區及工業區轉向採用再生能源
發電，儲能電池及氫能的技術逐漸成熟，也將吸引更多投資，而政府法規將促
使交通工具達到零排碳的目標。
3. 「促進循環經濟及澳臺合作」-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
俊旭博士
中經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林俊旭副主任首先介紹中經院，中經院成立於
1981 年，目前共有 400 位員工，該智庫專精於研究各項經濟議題，綠色經濟研
究中心則是成立於 2013 年，共有超過 30 位研究員、助理等員工，他的功能是
專門研究循環經濟、環境經濟學、國際貿易、環保政策、氣候變遷議題等，綠
色經濟領域包含氣候變遷、循環經濟、回收、環保、綠色貿易及綠色金融等項
目，該中心也是一個促進學術界、企業界及政府對話的平台。
林副主任隨即講解實踐循環經濟的思維架構，實踐循環經濟需要資源、能
源及資金，配合適當的法規及經濟誘因。關於法規方面，政府應該制定法規鼓
勵業界採取循環經濟的模式，以便開源節流，減少廢棄物及創造新的服務或產
品，政府也應該規定業界必須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更有效地管理所使用
的能源，並且要求業界使用環保的採購方式及僱用員工的作業模式。另可由綠
能需求市場、次級產物市場及金融市場提供經濟誘因。適當的法規及經濟誘因
相輔相成，方能達到環境及經濟的利益。
綠色經濟研究中心自 2019 年以來開始頒發「臺灣循環經濟獎」，以鼓勵臺
灣業者採用循環經濟模式經營企業，實踐循環經濟的理想。該獎評估業者如何
在管理階層實踐循環經濟，例如其企業決策是否能落實循環經濟甚至擴大實踐
的範圍，及該公司與供應商的往來與公佈資料的透明化。另外評估該企業落實
循環經濟的程度與環保方面的表現，如該企業的作業模式是否能達到環境永續
的目標、對於該公司生產能力的影響與對社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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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該中心主要評估的永續環境及生產能力兩大項目，另可細分為物質分
解、消毒及整體生產能力等項目，物質分解項目所評估的細目為該公司所使用
的原物料在該公司所使用的所有物料的占比、再生能源在該公司所使用的所有
能源的占比及再生水在該公司所使用的所有水量的占比。消毒項目所評估的細
目為該公司營運所生產的空污、廢水及固態廢棄物。至於整體生產能力則涉及
每位員工的年度經濟產值、所耗損的每個能源單位的年度經濟產值、所耗損的
每個水源單位的年度經濟產值及所耗損的每個物料單位的年度經濟產值。
去年的臺灣循環經濟獎共分為七個獎項：企業獎、產品獎、創新服務獎、
創新技術獎、跨界獎、投資獎及供應鏈獎，共有 45 家企業角逐此七個獎項，最
後共有 18 家企業獲獎，其中包含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將廢棄矽和芯片加工廢
料轉化為液態矽肥、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集海洋中的廢棄保麗龍再改製為
鍵盤與滑鼠、中鋼公司利用轉爐石舖路等案例。
為鼓勵臺灣業者採取循環經濟作業模式，臺灣有不少官方及民間的單位以
頒發獎項的方式，促進企業轉型，如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頒發的國家永
續發展獎、環保署的國家企業環保獎與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的臺灣永續
獎，這些獎項對業界提供正面的鼓勵與肯定，望未來臺澳兩國採用循環經濟模
式的業者與日俱增，並善用彼此的共同點建立合作關係，共同打造一個永續的
未來。
4. 「循環經濟」- 澳大利亞減少廢物和環境管理助理部長 The Hon. Trevor
Evans MP
澳大利亞減少廢物和環境管理助理部長 The Hon Trevor Evans MP 致詞
時，首先感謝主辦單位，Evans 助理部長指出，全球各地已逐步採納循環經濟
的思想概念，並已開始重塑廢棄物為資源而再加利用，循環經濟模式可透過回
收及再度生產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降低原物料的用量可節省成本，進而減少
開採資源所使用的能源及運輸廢棄物的所排放的汙染，當澳洲已禁止運送廢棄
的塑膠、紙、玻璃及輪胎至國外處理，循環經濟模式可減少國內生產廢棄物的
數量及減輕國內垃圾掩埋場的負擔。
循環經濟模式可協助各國自疫情恢復，它可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及加強經濟
的彈性，專家預測若澳洲的經濟能轉型成為循環經濟，澳洲的經濟在未來 20
年可增加 1.9 兆澳幣的產值。澳洲每年產生 7,410 萬噸的廢棄物，但僅回收 60%
的廢棄物，澳洲政府強力支持減少廢棄物及增加回收率，澳洲政府於 2018 年頒
布的《全國廢棄物政策》(National Waste Policy)表示，國人應視廢棄物為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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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而 2019 年頒布的《全國廢棄物政策行動計劃》(National Waste Policy
Action Plan)的目的在於執行該政策，行動計劃中制定了七個目標以導引投資及
全國未來努力的方向：
甲、 禁止出口廢棄的塑膠、紙、玻璃及輪胎；
乙、 澳洲人均產生的垃圾總量能逐步遞減，在 2030 年達到減少 10%的目
標；
丙、 逐步提升回收量，以便在 2030 年達到回收 80%廢棄物的目標；
丁、 大幅增加政府與業界使用含有回收廢棄物產品的數量；
戊、 逐漸停止使用環保問題較大及不必要的塑料直到 2025 年將其完全禁
止；
己、 逐漸減少有機廢棄物以達到 2030 年將有機廢棄物減半的目標；
庚、 即時公開全面性的相關經濟數據
澳洲聯邦政府在制定全國廢棄物政策行動計劃時，已與各州、領地和地方
政府以及業界合作夥伴、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合作，這種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在於承認每個人都可以在減少廢棄物和增加回收利用方面發揮作用，沒有任何
政府可以單獨將國家轉變為循環經濟。隨著供應鏈和製造業流程變得更加全球
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轉型為循環經濟。Evans 助理部長表示，臺澳兩國
業界已開始積極地合作推動循環經濟，如臺灣銘福集團計畫將在澳大利亞．西
澳州首府伯斯市建立塑膠廢棄物回收場，而目前 25%的澳洲家庭皆已設有太陽
能電板，其中有許多太陽能電板皆從臺灣進口。最後，Evans 助理部長表示希
望與國際社會共同合作，以便推動澳洲的經濟轉型。
5. 「臺灣生技之焦點」-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執行長吳忠勳博士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吳忠勳執行長簡報時首先表示，臺灣生技產業可與他國
合作的項目極多，如核酸藥物；醫療器材；新藥及生物製品（抗體藥物）；再
生醫學（細胞和基因治療）；精準醫療；代工生產生物製品、核酸藥物及再生
醫藥；臨床實驗及運用資通訊科技等，望有機會能與澳洲業者多加合作。臺灣
政府自 2003 年以來即推動多項計畫，試圖加強臺灣生技製藥產業的競爭力，如
兩兆雙星計畫的目的在於加速產業升級與發展，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的
目的在於將生技研究的結晶商業化，而目前政府致力於 5+2 產業創新計畫的生
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試圖設立健全的生技製藥基礎生態圈、建立國際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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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扶植多元化及新興的生技製藥產業等目標。臺灣政府於去年宣布的六大核
心戰略產業之中的精準健康產業，將結合數據科學、生技製藥與資通訊產業，
並尋求國際合作的機會，未來可就疫情防止及控制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去年全球精準健康產業的收入為 3,198 億美元，其中數位健康占 51.3%、
精準醫療占 20.7%，而再生與免疫治療占 28%。臺灣 2019 年精準健康產業的收
入為 186.6 億美元，其中應用生技占 19.8%、製藥占 15.3%、醫材占 30.2%、健
康福祉占 34.7%。臺灣已成立生技製藥聚落群，結合製藥、醫材與智慧農業，
臺中市為製藥與醫材之重鎮，精研疫苗、復健設備、微創手術設備等，臺南市
與高雄市則專攻製藥、植入式設備、微創手術設備等，屏東的優勢在於草藥、
機能性食品、養殖業、疫苗等，臺北市的長處在於藥品研發、醫療診斷設備、
電子醫療設備等，新竹則著重於生物藥品、體外診斷醫療器材（in vitro diagnostic
devices, IVD）、醫學影像等項目。
臺灣具有完整的生技醫藥、電子產業供應鏈及醫療體系，臺灣有 626 家應
用生技公司、360 家藥品公司、1,157 家醫療設備公司、157 所學術機構與 9 所
重要的研究機構致力於醫學方面的研發創新。臺灣有 145 所符合國內外製藥標
準（PIC/S 與 GMP;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 and Cooperation Scheme,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設施，專事生產西藥，臺灣有 29 所符合優良藥
品製造標準的設施，專門生產藥品原料，另有 87 所符合優良藥品製造標準的設
施，專門生產中藥，臺灣共有 653 所符合 ISO 13485 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與
GMP 的設施。關於高品質臨床研究方面，臺灣共設有 20 所臨床實驗中心、127
所醫院、33 所受託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與 14 所治療中
心。臺灣在半導體、精密模具、面板、資通訊、電子機械、冶金與石化產業皆
具有領先全球的技術，因此在研發、原型設計、代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委托設計(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客製化等方
面，皆可與外商合作，也望未來能與澳洲相關業者合作。
6. 「澳洲與美國的 Nucleus Network：攜手與臺合作」- 澳大利亞 Nucleus
Network 公司 Mr. Cameron Johnson 執行長
澳大利亞 Nucleus Network 公司執行長 Mr. Cameron Johnson 首先介紹
Nucleus Network 的業務與規模，Nucleus Network 是全球唯一橫跨美國與澳洲、
第一期臨床實驗的公司，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市、昆士蘭州首
府布里斯本市與美國明尼蘇達州 Minneapolis 市所設據點皆鄰近當地頂尖的醫
院與醫學研究區域，因此非常適合執行臨床實驗。澳大利亞相當適合執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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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臨床實驗，因澳洲可加速臨床實驗，並可迅速地導入當地市場，澳洲具有國
際品質的臨床實驗單位，而費用也偏低，法規系統優良且穩定，申請及核准程
序順暢，且無須經過試驗中新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程序。
澳洲核准臨床實驗僅需 4-5 週，為全球最有效率的國家之一，而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署（Food and Drugs Administration, FDA）、歐洲藥品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 、 日 本 獨 立 行 政 法 人 醫 藥 品 醫 療 機 器 綜 合 機 構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Agency, PMDA）與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全都接受澳洲執行臨床實驗所收集的資料，澳洲的臨床實驗設施及環
境已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歐洲藥品局與巴西疾病管制局（N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Agency, Agência Nacional de Vigilância Sanitária, ANVISA）派員執
行的檢查。澳洲政府提供鼓勵研發的退稅方案可退高達 43.5%的稅款，該公司
最近有一客戶獲得 114 萬澳幣的退稅優惠，且澳洲的貨幣匯率與美元相較之下
則更加低廉。
Nucleus Network 在美澳兩國皆設立據點，因此精熟兩國法規架構、時程安
排、費用等異同之處，臨床實驗所需之時間及資金相當可觀，欲從事臨床實驗
的單位極需優良的建議，而 Nucleus Network 可供應第一期臨床實驗的專業人士
提供協助。Nucleus Network 在墨爾本的據點為澳洲最大的臨床實驗場所，共具
備 93 張床，專精於首次人體實驗、調整性試驗設計、藥物交互作用（drug-drug
interaction, DDI）、民族藥理學等領域；在布里斯本的據點為澳洲第二大的臨床
實驗場所，共具備 65 張床，專精於首次人體實驗、生物相似藥、疫苗及其他健
康的自願實驗者；在美國 Minneapolis 的據點具備 54 張床，專精於腎臟和肝臟
病患實驗、首次健康人體實驗、首次病患人體實驗及藥物交互作用。
亞洲有大約 52%的臨床實驗皆在國外舉行，而美國與澳洲為亞洲最常使用
的臨床實驗地點，南韓、印度與臺灣為亞洲最主要舉辦臨床實驗的國家，臺灣
有將近 2/3 的臨床實驗在美國與澳洲舉行。澳洲的優勢在於鄰近亞洲，亞洲國
家為了爭取西方國家主管單位的許可，經常將澳洲列為第一期臨床實驗的選
項，澳洲的臨床實驗品質高且執行的速度快。亞太各國在 Nucleus Network 於
2017 年所執行的臨床實驗僅占 8%，但在今年已激增至 25%，臺灣為 Nucleus
Network 在亞太地區第三大的客戶，僅次於中國與南韓，Nucleus Network 擁有
澳洲 55%第一期臨床實驗的病床，去年，Nucleus Network 執行澳洲 60%的第一
期臨床實驗，未來望有機會多服務臺灣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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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達美樂臺灣團：投資帶來成長」- 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亞太地區執行長 Josh
Kilimnik 先生
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亞太地區執行長 Mr. Josh Kilimnik 致詞時強調，達美
樂重視效率，公司於 2018 年在日本創下自客戶下單到披薩烘培完畢僅需 2 分
38 秒的最快紀錄。達美樂在紐澳兩國經營 865 家分店，在日本經營 842 家分店，
在臺灣經營 156 家分店，在比利時、丹麥、法國、盧森堡、德國、荷蘭等六國
經營 1,305 家分店。臺灣達美樂公司於 1989 年開設第一家門市，並已發展為店
數和營業額排名第二的披薩連鎖品牌，晶華酒店於 2007 年併購臺灣達美樂公司
並取得經營權，再於今年六月將股份售予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臺灣達美樂公
司的 156 家門市在 2020 年的總營業額約 16 億新台幣，其中 138 家店為加盟門
市，由 36 位加盟主經營，其中有 23 位擁有兩家以上的門市，臺灣達美樂公司
在新北市和台中市設有配銷中心和倉儲中心，總公司、直營門市和配銷中心的
員工約 100 人。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望未來臺灣門市的總量能超過 400 間。
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認為，客戶所重視的不外是高品質的產品、優良的服
務與品牌形象，再配合合理的價格，如此客戶才會認為物超所值，客戶的需求
是要自行選擇食用的時間和地點，客戶希望訂購流程簡單且有回饋，客戶還要
很快拿到產品。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將利用數位科技及數據分析，洞察客戶的
潛在需求，再配合靈活的行銷手段，最後，公司計畫投資加盟主以幫助他們成
長。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希望利用這些方式服務更多的臺灣客戶。
閉幕典禮則由楊主任委員與涂毅國主席分別致閉幕詞。楊主任委員首先感
謝講者、技術人員、澳方及全體我國出席者於疫情時期仍願積極與會，維持雙
邊交流及了解兩國商機，楊主任委員希望明年我國已成功地加入 CPTPP，而兩
會能在較佳的狀況下舉辦會議，探討我國加入 CPTPP 之後所開發的新商機，並
希望所有與會者在經歷疫情考驗後仍能茁壯成長。
涂毅國主席閉幕致詞時表示，目前全球處於非尋常狀態，即使在此等非尋
常狀態之下開了一場非尋常的會議，仍然發掘了不少綠能、循環經濟及生技的
商機，並且聽取了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的特別報告，這些報告凸顯臺澳雙方的
互補性質。涂毅國主席堅信臺澳雙方仍有許多商機有待雙方發掘，並且希望明
年雙方能同聚一堂進行交流、建立友誼、塑造新關係時，臺澳關係也將繼續成
長、發展、深化。如同楊主任委員所言，希望明年臺灣已成功地加入 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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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一、 兩國政府單位積極促成臺澳雙方政商界交流
我國政府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與 5+2 產業創新計畫，促進雙方政商學界
交流。我國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與澳大利亞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部長 The Hon. Dan
Tehan MP 皆以預錄方式向大會出席者致意，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親臨臺北會
場致詞，我國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經濟組也密切關注本屆會議，會前把握機會與
澳台工商委員會聯繫，了解會議籌備進度並協助本會與澳方溝通，對於會議議
題、招募講者等大會籌備事務多次提供寶貴的協助。
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周民淦司長親自出席大會，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
事務司、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經濟部
招商投資服務中心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紛紛派員出席，我國駐澳大利亞代
表處常以立大使、國家發展委員會、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墨爾本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皆透過線上參與會議，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陶令
文處長則親自出席布里斯本會場，充分表達我國政府重視臺澳之間的經貿外交
關係。
澳台工商委員會是臺澳兩國企業界重要的聯繫管道，該會在澳洲享有良好
的政商界關係，因此方能多次邀請澳洲國會議員及業界高層出席雙邊會議，澳
盛銀行（ANZ Bank）、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及澳大利亞達美樂公司
主管皆為該會國家委員會成員。該會在本屆會議能邀得澳大利亞減少廢物和環
境管理助理部長 The Hon. Trevor Evans MP（澳大利亞農業、水利及環境部次長）
擔任專題講者尤屬不易。澳洲辦事處露珍怡代表、澳洲辦事處莫博仁副代表兼
商 務 處 處 長 、 澳 大 利 亞 昆 士 蘭 州 旅 遊 / 創 新 和 體 育 部 長 The Hon. Stirling
Hinchliffe MP 、 澳 洲 外 貿 部 、 澳 洲 商 務 署 (Australian Trade & Investment
Commission, Austrade）、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貿易暨投資辦事處劉培希首席代表
等人皆報名出席大會，可見澳洲官方同樣地重視此年度大會，並且支持本會的
雙邊會議交流平台。

二、 兩會於疫情時期仍維持雙邊會議機制實屬不易
本會自 1985 年以來開始與澳台工商委員會舉辦雙邊會議，至今年已達 34
屆，為本會極少停頓的雙邊會議之一，本屆會議原定於去年舉辦，因疫情影響，
被迫延遲至今年，又因時差及觀眾觀看視訊的耐力等考量，不得不將正常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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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雙邊會議縮短為 2.5 小時，因此迫使本會縮短講者致詞時間。又因預算限制，
只能與澳方在大會當日上午舉行一場完整的會前測試，許多技術性問題皆是大
會當日上午測試方才察覺，也因此大會過程出現些許美中不足的技術性問題。
在疫情時期，本會與澳方仍然盡量把握機會，於去年及今年舉辦多次線上研討
會，希望繼續維持雙邊交流。

三、 線上會議較難取得成效
本屆會議我方實體出席人數不如第 32 屆台澳會議（在台北舉行，我方共
計 147 人）的主要原因應為本屆會議為視訊會議而非實體會議，因疫情影響，
本會的對等單位皆無法來台，本會有多位會員廠商向本會反映，認為雙邊會議
以實體為佳，實體會議較容易建立個人關係，因此對視訊會議較無興趣，與螢
幕上的影像建立個人關係實屬不易。會員廠商及對等單位皆期待兩國政府能盡
快解除旅遊限制，使雙邊會議能恢復以往的實體會議形式。
不論是本會出團至國外或本會的對等單位組團訪台，雙方皆視參訪行程為雙邊
會議重要的附加活動，參訪行程的時間通常超過雙邊會議的時間。畢竟在會場
看螢幕上 15 分鐘的簡報不如實地探勘，參訪的企業有更充分的時間介紹公司運
作的模式，企業參訪可讓團員實地考察並了解該公司實際規模與運作的狀況，
有助團員業者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聯繫，探討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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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成果報告
110 年 11 月 15 日
撰寫人：拉美非洲處莊柔萱
壹、活動紀要
本會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晚間（巴拉圭為 11 月 15 日上午）假臺北國際會
議中心與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FEPRINCO)共同召開線上「第 11 屆臺巴(拉圭)
經濟聯席會議」，雖然因疫情影響而兩會無法互訪並舉辦實體會議，經濟聯席
會議持續以線上加實體混合之形式舉行，本次會議雙方參與總人數約 70 人。
本次會議提供國際與國內外企業間交流平台，探討兩國「食品加工業」及
「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和經驗交流，期能加深兩國經貿連結，利我國業者深入
了解巴拉圭當地商情、開拓中南美洲市場，強化雙邊經貿上的合作。會議由本
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主任委員與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FEPRINCO) Pedro
Galli 主席共同主持，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長及巴拉圭工商部 Pedro Mancuello
貿易暨服務業次長擔任致詞貴賓。「食品加工業」議題由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
限 公 司 歐 陽 禹 董 事 長 及 巴 拉 圭 COPALSA 公 司 董 事 長 暨 巴 拉 圭 食 品 公 會
(CEPALI)主席 Carlos Insfrán 主講，「綠色能源」議題則邀請億鴻系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張家豪董事長和巴拉圭能源暨礦業次長室初級能源資源組長 Felipe
Mitjans 各自介紹兩國能源概況及雙方具潛力之合作領域。
貳、貴賓致詞
本會代表-國經協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主任委員致詞
洪主任委員首先代表國經協會，感謝與會貴賓與工商業先進撥冗出席「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並向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FEPRINCO) Pedro
Galli 主席表達最誠摯的謝意。國經協會長期以來與對等單位──巴拉圭生產暨
工商聯盟(FEPRINCO)關係友好，自 1993 年起固定舉辦雙邊會議，數次組團赴
巴拉圭進行參訪考察，並接待巴拉圭總統阿布鐸閣下，亦在國內舉辦多場巴拉
圭投資商機說明會。
巴拉圭為「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一員，並位於南美洲中部的心臟地
帶，因其地理位置優勢，處在連接南美其他國家的中樞要道，並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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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OSUR 主要經濟體：巴西及阿根廷，產品輸銷 MERCOSUR 等國享有優
惠稅率，是我商進入南美洲市場的最佳夥伴。且巴拉圭本身土地廣袤，天然資
源豐富，農林牧產品及礦產充足，更擁有充沛且廉價的電力，並對外人投資提
供了多樣的獎勵優惠措施，適逢全球供應鏈重整的趨勢，洪主任委員鼓勵我商
踴躍赴巴拉圭投資。
巴拉圭亦為我國在南美洲地區之重要友邦，我國政府及私人企業與巴國之
經貿關係向來和睦穩定，106 年雙方簽署經濟合作協定(ECA)，自實施後兩國貿
易額成長近四成，巴國更躍升為我國第二大冷凍牛肉進口來源國，去(109)年不
受新冠疫情影響，雙邊貿易總額仍超過 1 億 5500 萬美元，成長 47.63%，為近
幾年來最高的紀錄。去年 10 月的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雙方簽署標準檢驗技術合
作意向書，今(110)年 5 月巴拉圭、臺灣與美國共同召開「夥伴機會考察團
(POD)」，在 8 月兩國央行亦簽署合作協定，在在凸顯了兩國愈來愈緊密的經
貿關係，並期盼本次會議可作為民間交流之平台，持續推動雙方合作動能。
「食品加工業」及「綠色能源」都是台灣與巴拉圭之間具有合作潛力的產業，
巴拉圭盛產農牧產品，為全球重要糧食供應國家之一，亦為馬黛茶第三大生產
國，因此適合發展高附加價值的食品加工業，而臺灣擁有先進的技術，相信當
中可發掘許多商機；綠色能源則是今年 POD 所談論的議題，本次會議的成果對
於明年的部長級會議或是 POD，皆可提供有益的對話基礎。盼透過本次會議，
我商可深入了解巴國經商環境，藉此開創投資及合作可能。
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FEPRINCO) Pedro Galli 主席致詞
Galli 主席表示透過兩國外交代表的積極互動，巴拉圭與臺灣之間的邦誼愈
來愈緊密及穩固，在此要感謝中華民國駐巴拉圭韓志正大使與舒志宏經濟副參
事的貢獻。
儘管這幾年來兩國的商業及文化交流有長足的增長，Galli 主席認為雙邊關
係仍處在萌芽的階段。兩國身為戰略合作夥伴，又加上臺灣在國際市場上舉足
輕重的地位以及鄰近東南亞的地理位置，雙方在經貿合作上有樂觀的前景和巨
大的潛力，可以預見指數型的成長。
臺灣已成為巴拉圭明星產品──牛肉的第三大購買國，期盼接下來也可實現
豬肉的輸銷，鑒於巴拉圭為穀物的大宗生產國，豬肉亦是該國具可觀成長潛力
的產品。尤其巴拉圭以經濟永續、環境友善及社會包容的方式生產糧食，且經
濟成長穩定，建立了對臺巴雙方都有利的商業合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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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中討論的議題具有重大意義，且對雙方互利互惠的關係扮演著關
鍵的角色，Galli 主席期盼臺灣可持續對巴拉圭投資、支持其科技發展，並多加
促進商界的交流，以創造新商機。
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長致詞
俞次長首先表示期待可透過此平台持續為臺巴二國企業開拓更多合作商機。
俞次長曾任駐巴拉圭大使，64 年邦誼期間雙方在經貿及農業等各方面皆有相當
多互動，亦已將巴拉圭牛肉進口至臺灣，外交部盡了許多努力強化二國間的經
貿合作，108 年吳釗燮部長率代表團赴巴拉圭大量採購該國產品，並有豐碩的
成果，去(109)年雙邊貿易總額達到 1 億 5500 萬美元。
巴拉圭牛肉的進口對台灣而言非常重要，已成為我國第二及三大的肉品來
源，不過雙方仍有進展空間，期盼雙邊貿易能有更大的成效。外交部的努力包
含在中秋節前後舉辦活動推廣巴拉圭牛肉，而瑪黛茶亦是其極力促銷的巴國商
品。今(110)年 5 月臺灣、美國及巴拉圭共組「夥伴機會考察團」，針對再生能
源議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期盼後續可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關於食品加工業，
疫情雖多少對產業帶來衝擊，卻也大幅增加了食品的線上銷售，而巴拉圭有大
豆及玉米等重要的原物料，可朝向附加價值的合作關係。
即使在疫情期間，仍希望能與巴國產業界維持緊密的聯繫，同時亦期盼疫
情過後巴拉圭代表團可來訪瞭解臺灣市場，我國也可組團赴巴拉圭進行商機考
察，俞次長相信巴國有許多潛力產品可提供給我國。
巴拉圭工商部 Pedro Mancuello 貿易暨服務業次長致詞
64 年前臺巴兩國建立邦交，帶來了產業及貿易的交流，其中值得一提的成
果包括每年舉辦的台巴(巴拉圭)經濟合作會議，促進了產業合作，連帶為巴國
帶來了成長的機會。另一方面，雙方簽有《臺巴（巴拉圭）經濟合作協定》，
巴國的產品出口至臺灣享關稅豁免，為其產品提供了競爭力，現在共有 85 項產
品已通過豁免，另有 11 項產品正在批准的階段。巴拉圭工商部企圖持續加強兩
國之間的貿易往來。
Mancuello 次長亦表示本次會議的二議題對於該國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皆
至關重要。巴拉圭穀物及肉品的產量豐富，故將這些初級產品製成加工食品有
助於創造就業機會、建立生產線和培訓專業人員；至於綠色能源，巴拉圭正在
試圖運用零碳排的能源促進國內的生產，巴國以擁有潔淨的水力發電聞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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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亦希望可推動太陽能、風能等其他來源的發電。明年巴國對電動車產業寄予
厚望，該產業的顯著成長及巴拉國在生產與組裝的潛力使得電動車可望成為該
國一大重要議題。
希望透過這些會議，臺灣與巴拉圭之間的雙邊關係能夠在貿易及產業方面
持續加強，互相提供知識與必要的技術，使兩國繼續走在經濟成長以及增進人
民福祉的道路上。

參、專題演講


食品加工業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董事長
台灣食品機械種類可分為幾大類：肉類加工設備、水產加工設備、農產品
加工設備、食品成形設備、烘焙機器、麵條加工設備等。另外，臺灣的食品機
械因已累積近 40 年經驗，出口百餘國家，可製造各國的種族食品機器，如：中
國、印度、中東、墨西哥和中東歐食品等，除了硬體機器，亦可於製程中提供
配方。
巴拉圭本身農產豐富，除了滿足內需外還可銷售至其他鄰近國家，臺灣食
品業者可將巴國當地農作物加工製造成高附加價值產品，例如可將木薯製成珍
珠粉圓，市場潛力大，亦可製成修飾澱粉，在各式食品中應用率相當高。
臺灣的食品機械價格合理、可提供即時的服務、可依客戶及市場需求創新
研發新設備，且臺灣製的設備在清潔、組合、裝配及維修皆容易，並透過網路
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臺灣食品機械廠商規模雖不大，卻因經驗豐富而可隨時
解決各國客戶問題，就巴拉圭當地飲食來說，製作 empanada、chipa 和 vorívorí
的設備臺灣皆可提供。
巴拉圭 COPALSA 公司董事長暨巴拉圭食品公會(CEPALI)主席 Carlos Insfrán
Insfrán 主席代表巴拉圭產業聯盟(UIP)出席，該聯盟轄下有 72 個公會，包
含逾 800 個成員。巴拉圭位於南美洲的中心地帶，今(110)年的 GDP 估計可達
近 385 億美元，人均 GDP 為 5000 多美元，經濟成長率預計為 4.5%，通膨指數
為 6.7%，外匯存底近 96 億美元，匯率 1 美元可兌換 6880 瓜拉尼，經濟活動人
口有 300 多萬人，佔總人口數的 51.4%。因總體經濟政策良好，70 年以來巴國
的幣值皆保持穩定，在這 10 年間平均 GDP 成長率為 4.5%，稅制維持在 10%，
近 5 年通膨率皆未超過 5%，出口及加工出口區有系統性的增長，且不只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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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外人直接投資，在巴國也有新的本地資金挹注，佔 60%，這一年新公司註
冊申請的數量更增加了三倍。巴拉圭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及營業稅皆為
約 10%，遠低於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其他國家，使其最終產品非常具有
競爭力。
巴拉圭為世界第一大再生能源使用國、第二大甜菊生產國、第三大瑪黛茶
生產及出口國、擁有世界第三大的貨船數量、全球第四大豆、大豆油及木薯粉
出口國、大豆榨油機第五大出口國、大豆生產及玉米、牛肉、小麥與毛毯的出
口為全球第六，以上都是該國政府與 CEPALI 致力於推廣的產品。
有關巴拉圭市場規模，今年的消費總額約為 288 億美元，佔 GDP 的 75%，
食品的消費約 92 億美元，佔 GDP 的 24%。巴拉圭可提供的資源包括人口紅利、
具前景的未來、優越的地理位置、低勞動成本、低稅率、低成本高品質的原物
料、便宜的潔淨能源、穩定的經濟以及持續的經濟成長。
農業及畜牧業為巴拉圭最具活力的產業之二，世界人均牛肉消費量為 11
公斤，而巴拉圭為 32 公斤；全球肉類生產量為人均 11 公斤，巴拉圭則高達 91
公斤，其中 39%用於出口，巴拉圭肉類的高需求源自其文化與經濟成長，在未
來也可望持續增長，尤其是豬肉及雞肉，因其生產成本較牛肉低，一旦內需市
場提高，其生產也會隨之增加。巴拉圭境內共飼養了 1400 萬頭牛，每年生產
56 萬公噸牛肉，內需約 21 萬公噸，人均消費約為每年 32 公斤，出口 35 萬公
噸，主要出口至智利、俄羅斯、以色列、臺灣及巴西。以豬肉來說，國內一共
飼養 150 萬隻豬，每年屠宰 58 萬隻，生產 5800 公噸，內需 1100 公噸，人均消
費 15 公斤，出口 4700 公噸，主要出口俄國、越南、烏拉圭、阿聯酋、巴西及
亞塞拜然。總歸來說，巴拉圭在牛肉生產及出口極具競爭力，但豬肉及雞肉亦
具成長潛力。而巴拉圭大量生產穀物，有高達 90%的剩餘提供給國際市場。
投資巴拉圭有諸多優勢，巴國 106 年至 108 年間是拉丁美洲經濟成長最多
的國家，在該區域中巴國有較低的間接稅率、企業稅率及能源成本，亦具經濟
韌性及多元化，正降低對農漁牧業的依賴，另外，其財政赤字僅佔 GDP 的 1.5%，
總體經濟穩定，公債低，且國家政府正進行結構性改革，此外，巴國的青年人
口比例為全區域最高，有高達一半的人口低於 30 歲。巴國亦是世界食品出口大
國，且比鄰巴西與阿根廷，有利廠商進入南美洲市場，且雖為內陸國家，但巴
國擁有該區最大的水路，若克服基礎建設的挑戰，可望成為南美洲的物流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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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

億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家豪董事長
巴拉圭天然資源豐富，能源供應中水力發電佔了一半，又農業發達，故生質
能發電量亦多，不同於大多國家電力主要用於工業的情況，巴國能源最多是使
用在交通運輸。巴國政府宣誓在 2025 年建立太陽能電廠及擴增水力發電廠，另
因巴國電力過剩，亦朝向發展氫能以減少碳排，現正與巴西合作建立大型發電
廠。巴拉圭雖未臨海，但風能仍具潛力，太陽能亦是該國具優勢之能源種類。
然而巴拉圭雖發電量多，電力傳輸損耗也大，故若將電網優化，供電可相當穩
定。
巴拉圭本身碳排放量低，其發電除了可供國內製氫使用，亦可輸往碳排放量
高的鄰國，這些國家需要再生能源，因此形成了潛在市場。因共同建立大水壩，
巴拉圭水力發電的電力大部分皆供應給巴西，其中傳輸時產生嚴重的損耗，張
董事長建議該國綠色能源應走向分散式發電。
張董事長認為巴國可借鏡億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助台灣中油股份有限
公司所執行的案例，該公司計畫未來將加油站改為充電站，億鴻則負責提供太
陽能、能源管理及儲能的解決方案。微電網仰賴軟體支持，而巴國天然資源及
人力皆豐沛，若往此方向發展則前景可期。關於臺灣與巴拉圭之間的合作，張
董事長表示不管農業或工業發展皆需要穩定的能源，故可從智慧電網領域著手。
巴拉圭能源暨礦業次長室初級能源資源組長 Felipe Mitjans
Mitjans 組長表示巴國能源政策已制定至 2040 年，該國能源供給 40%為水
力發電、36%為生質能發電，用途有 60%供給內需、24%出口，未來五年希望
可提升能源效率，預期 2050 年前該國能源需求也將持續成長。
根據世界能源理事會 2020 年的報告，巴國能源三難指標頗為平衡，其中能源
公平性為該國優勢，電力覆蓋率、能源來源易達性及電費皆有很好的表現，另
外，因原本就擁有低碳的能源供應，其能源永續性仍維持在很高的分數。根據
國際太陽能聯盟的調查，巴拉圭對加速能源轉型所採取的關鍵行動包括：加強
組織結構及能源治理、改善再生能源的政策規劃及法規架構、發展和應用政策
工具來促進能源效率、推廣超越電力範疇的再生能源應用、鼓勵再生能源投資
及持續加強組織能力與人力素質，巴拉圭亦希望未來可增加太陽能發電量。巴
拉圭的水力發電總量則高達 800 千瓩。
巴拉圭的能源轉型所遭遇的制度性障礙包括法規、基礎建設、專業知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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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電池回收機制等，但目前制定了許多行動方案，如「綠色路徑計畫」和「氫
能路徑計畫」等，相關法規也在進行修訂，以期實現 2050 年前達成淨零碳排等
承諾。且巴拉圭的能源價格具優勢，無論是柴油或輕油燃料、工業或家庭用電，
價格皆低於鄰國。總而言之，巴拉圭在氫能、水力、生質能及太陽能發電都有
巨大的潛力，巴拉圭也與阿根廷及玻利維亞投入資金共同建造天然氣輸氣管。
同時，巴拉圭接受來自各國際組織的技術協助及法律諮詢，未來計劃在 2030
年前將再生能源消耗提升至 60%，並將巴拉圭打造為南錐體的能源及供電中心。
未來的能源策略，在氫能方面希望可將生質柴油的使用量提升 5-10%、以
電磁爐取代液化石油氣、發展交通電動化及增加酒精生產等；而電力範疇盼在
2023 年後提出新的電價表、提升負載因數至 62%、尋找新的發電來源、減少
18%的電力損失及改善輸電系統；至於生質能源部份則推行認證機制、加強
PROEZA(貧窮、造林、能源及氣候變遷)相關計畫、以電磁爐替代生質能、林地
復育及促進生物燃氣的使用。
肆、檢討與建議
一、本次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採視訊加實體方式召開，巴拉圭方由
我國駐巴拉圭大使館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直播，本會並提供中西文同
步口譯，雙方與會者總數約 70 人，跨越疫情下的時空限制進行交流，創造
臺巴雙方更多經貿互動。惟線上會議形式有時差問題須克服，且交流互動
仍受限於雙方硬體設備及網路收訊，因此本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理事長
邀請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FEPRINCO) Pedro Galli 主席明年疫情緩和後
擇期率團訪台，雙方廠商面對面交流將能激發更多合作機會。
二、巴拉圭氣候優良，適合農牧業發展，黃豆、牛肉、穀物、黃豆粉、黃豆油
等產量皆豐，為全球重要糧食供應國家之一，亦為馬黛茶第三大生產國，
豐富的農產資源使巴國適合發展高附加價值之農產品加工業，而台灣擁有
先進的食品加工技術，加上巴拉圭水力發電充沛，能源價格便宜，近年又
發展氫能及生質能等，兩國在此二大產業皆具有相當大的合作利基，本次
雙邊會議有益於我業者了解巴拉圭產業現況，吸引眾多對巴國投資或貿易
有興趣之業者參與，而出席者也不限於上述產業，跨領域業者於此平台互
相進行專業及經驗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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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回應：
（一） 出席業者對本次會議普遍給予高評價，另本次會議現場及線上同步舉
行，根據問卷調查，與會者多認為本次會議內容豐富，於會議中獲益良
多。
（二） 參與會議之我方廠商有意願與巴方建立合作關係：
1. 旭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飲料國際貿易，目前正等候巴拉圭方提供
甘蔗酒樣品及 DM，以便進行市場調查。
2. 多用途電動三輪車廠商亞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巴拉圭市場有高
度興趣，5 月時已參與臺灣與美國合辦之巴拉圭「夥伴機會考察團」
(POD)線上會議，該司表示先前巴拉圭外交部即提及該國對電動車之
需求，該司亦期盼能與當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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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剪影

1

110 年 11 月 15 日本會於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辦理「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
會議」，與會重要來賓合照，上排左至右：巴拉圭能源暨礦業次長室初級能源資
源組長 Felipe Mitjans、巴拉圭 COPALSA 公司董事長暨巴拉圭食品公會(CEPALI)
主席 Carlos Insfrán、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FEPRINCO) Pedro Galli 主席、巴拉圭
工商部 Pedro Mancuello 貿易暨服務業次長、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億鴻系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家豪董事長、國經協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主任委員、安口
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董事長及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彬文勇臨時代
辦；下排左至右：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長及駐巴拉圭韓志正大使。

2

110 年 11 月 15 日本會於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辦理「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
會議」，臺方與談貴賓及重要企業代表合影，由左至右：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
長、億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家豪董事長、國經協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主
任委員、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董事長及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彬
文勇臨時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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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本會代表國經協會巴拉
圭委員會洪堯昆主任委員致詞

4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
(FEPRINCO) Pedro Galli 主席(左三)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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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外交部俞大㵢常務次長
致詞

6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巴拉圭工商部 Pedro
Mancuello 貿易暨服務業次長(右二)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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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歐陽禹董事長專題演講「臺灣食品機械的發展與競爭優勢」

8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巴拉圭 COPALSA 公司
董事長暨巴拉圭食品公會(CEPALI) Carlos Insfrán 專題演講「巴拉圭食品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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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億鴻系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張家豪董事長專題演講「巴拉圭再生能源展望」

10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巴拉圭能源暨礦業次長
室初級能源資源組長 Felipe Mitjans 專題演講「巴拉圭 2020-2050 能源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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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0 年 11 月 15 日「第 11 屆臺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臺灣現場貴賓大合照，
後排左一：國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左二：國經協會胡銘峰理事、右五：億鴻系
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家豪董事長、右四：國經協會巴拉圭委員會洪堯昆主任委
員、右三：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彬文勇臨時代辦、右二：安口食品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歐陽禹董事長、右一：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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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成果報告書
撰寫人：歐洲處 許恆御、黃子誠

壹、節略
為拓展台灣與瑞典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對等單位-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Business Sweden）於本年 11 月 24 日假台北萬豪酒店共同舉行「第 37 屆臺瑞
(典)經濟合作會議」，由中華電信公司郭水義總經理與瑞典愛立信集團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 視訊連線共同主持大會開幕儀式。經濟部陳正祺次長、瑞典外
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 應邀於線上擔任致詞嘉賓。我駐瑞典代表處姚金祥
大使、瑞典駐臺代表孔培恩、台灣愛立信公司藍尚立總經理以及臺灣阿斯特捷
利康公司陳康偉總裁也一同與會。現場參與貴賓超過 160 人，雙方互動氣氛熱
絡。
本屆大會開幕儀式中特別規劃「臺瑞典促進雙邊投資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由我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與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次長在線上共同見證，為本屆會議一大亮點。
本次會議聚焦「電動車供應鏈」及「智慧醫療」兩個產業議題。「電動車供應
鏈」分組邀請臺瑞雙方重要電動車產業平台分享，並由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
與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盧文燦副組長進行開場致詞，會中雙方針對各自平台業務
及電動車發展趨勢分享臺瑞供應鏈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專題演講結束後並舉行
「電動車供應鏈合作貿洽會」，由國經協會協助我商與多家瑞典公司接洽，拓
展對外經貿商機，促進臺灣電動車供應鏈國際化。
「智慧醫療」分組邀請到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擔任與談主持人，並由衛
福部薛瑞元次長和瑞典駐臺孔培恩代表致詞。本屆會議進一步探討 AI 聯合學習
技術(Federated Learning)在智慧醫療上的應用，此例為近年臺瑞合作的典範，上
半場討論也針對肺癌早期偵測之 AI 運用領域進行剖析；下半場接續探討遠距醫
療在腎臟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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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籌備情形
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是臺、瑞典兩國間重要民間經貿活動之一，迄今已
舉辦 37 屆雙邊會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年續採線上與實體會議並行的方
式，以持續推動雙方產業交流。近兩年全球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帶頭推動綠能
及數位轉型，使全球電動車、智慧醫療商機大爆發，本會在經濟部國貿局和我
駐瑞典代表處經濟組的指導下，與瑞典方對等單位達成共識，訂定「電動車供
應鏈」及「智慧醫療」為本屆會議主題。

參、辦理情形
 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本 次 會議匯集臺瑞雙方產官學研重量級講者，並規劃交流討論(Panel
Discussion)時間，提供講者們深入交流機會。「電動車供應鏈」分組臺方講者
包 括 MIH EV 研 發 院 以 及 台 灣 先 進 車 用 技 術 發 展 協 會 ； 瑞 典 方 則 洽 邀
MobilityXlab 和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瑞典電動移動中心)。
「智慧醫療」分組臺方講者包括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臺北榮民總醫院郭萬
祐部主任、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陳
呈旭主任以及中華電信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瑞典方講者則包括瑞典醫療資源
豐富地區 Halland 省醫院策略長 Dr. Markus Lingman 以及阿斯特捷利康公司
(AstraZeneca)、愛立信集團(Ericsson)等瑞典知名大廠分享其在智慧醫療領域之
最新概念。

 「電動車供應鏈」分組－專題演講
 臺方：臺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 沈舉三秘書長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smart vehicles:
-The ICT industry perspective"
沈秘書長首先以汽車產業整體發展趨勢角度切入，說明市場預測一整部汽
車中，有關汽車電子、車載資通訊等零組件將成長最快，如晶片、ADAS、顯
示面板和感測器等擁有極大的市場潛力。未來的汽車也將要求擁有更高的運算
能力，並包括智慧化、互聯化及系統整合等要素。汽車產業雖已有百年歷史，
ICT 產業卻只有四十年，顯示臺灣的 ICT 產業未來將扮演一更積極的關鍵角色。
臺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TADA)便是在此大背景下成立，協助我 ICT
51

業者跨入汽車產業並成為重要的國際供應鏈一環，成員包括力積電、友達、和
碩與各車聯網公協會。TADA 的任務更在於讓臺灣接軌未來智慧車、智慧交通
乃至智慧城市等大趨勢，不僅促使產業升級，也促進人類移動生活品質。

 瑞典方：Ms. Katarina Brud, Director of MobilityXlab
"Accelerate global innovation based on collaboration"
MobilityXlab 為成立於 2017 年的創新合作樞紐，總部位於林德島科學園
區(Lindholmen Science Park)。由六大瑞典汽車產業領導公司共同發起，包括
CEVT、Ericsson、Veoneer、Volvo Cars、Volvo Group 及 Zenseact，提供有潛
力的新創公司與上述六大領導公司之合作機會。該組織目前合作的新創業者
涵蓋北美至印太地區(如加拿大、印度等)，B 執行長並於演講中歡迎臺灣業者
也加入該組織。

 臺方：MIH EV 研發院 黃怡茹顧客語言與產品體驗顧問
"Collaboration is the new trend"
黃顧問首先介紹至 2030 年時電動車銷售預計將成長百分之三十，其中「新
科技體驗」將成為顧客購車選擇時的重要指標。MIH Consortium 成立之宗旨
便為打造永續的汽車產業，藉由建立開放平台生態系，促進國際合作。MIH
研發院轄下制定的三大策略分別為整合開發設計標準、發展關鍵技術以及橋接
各車輛業者。
研發院內部共成立 16 個工作小組(軟體定義、開發者至顧客導向等)，藉
由廣納各零組件廠商意見，匯聚整合成一公版模組，並以此參考設計架構縮短
各業者開發電動車之時間。MIH 會員除可享有上述開發資源外，MIH 也同時
協助業者了解市場，調查顧客之用車經驗。

 瑞典方：Ms. Linda Olofsson, Director of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The research of the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是瑞典國家級電動化交通研究中心，專責橋
接瑞典各產業與學術單位間之研究合作。中心內規畫五大主題：系統研究、電
機驅動與充電建設、能源儲存（電池）、電動化社會、電網與電動車連結。以
打造永續電動化社會為目標，其轄下研究項目更可細分為車輛能源管理、車主
使用經驗、成本與環境影響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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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興科技崛起：軟體（大數據管理）、硬體製造能力（半導體等），
該中心近年更以開發新元素電機磁鐵、鋰電池生命週期評估、充電裝置環境影
響、電網管理、電池安全等計畫項目為發展主題。

 「智慧醫療」分組－專題演講
Session 1: Prospect and Patient-Centric Solutions – AI and Big health data
 臺方：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李伯璋署長
"How NHIA collaborates with partners to drive AI through NHI data utilization
with gov. & medical institutes"
臺灣與許多北歐國家的醫療體系相同，實施單一支付者系統，人民依照
薪資級距向政府繳納保費，政府並控管此固定預算，再補助給醫療機構。在
臺灣，各家醫院及診所為向健保署核銷相關費用，皆透過健保醫療雲端資訊
系統(National Healthcare Insurance MediCloud System)上傳病患的醫療資訊，
也因此臺灣的健保資料庫發展建置十分完善，運用層面非常廣泛。在醫療實
務上，雲端數據的共享性質，能夠讓各家醫院避免對患者進行重複治療。李
署長舉例，在 COVID-19 的防治上，早期並無相關 PCR 檢測研究，多使用胸
腔 X 光技術進行診斷。而如今結合 NHI 資料庫以及 AI 技術所發展出的模型
已被大大拓展運用在肺癌的早期診斷當中。
署長指出，此等龐大且涉及隱私的資料庫必須考量資安問題，而臺灣健
保署透過「健康存摺(My Health Bank)」APP 系統取得民眾的同意，將相關醫
療數據提供給健保署作為研究以及醫療使用。李署長並於最後表示，臺灣的
數位醫療以及健保體系已撰寫編輯成冊，並由國際知名期刊 Springer 出版英
文版本，供全球對臺灣醫療健保體系有興趣者作為研究參考，實為對臺灣醫
療的一大肯定。
 瑞典方：Dr. Markus Lingman, Halland Hospital Group, Region Halland
"Information-driven care: How AI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 care and
learning from Sweden"
資訊導向照護(Information-driven care)係指結合各方面的數據、知識、資
訊，如治療決策、病患照顧、財務以及運營決策等，將其轉化為病人利益(patient
value)的醫療照護。在此過程之中，首先要將數據轉化為資訊，這個步驟便需
要結合 AI 技術，而如何將 AI 模型與醫療體系結合便是最關鍵的部分。L 博
士 說 明 ， AI 能 夠 完 成 辨 認 規 律 (pattern recognition) 以 及 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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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nosis/predicition) ， 此 與 醫 學 上 的 診 斷 (diagnostic) 和 風 險 評 估 (risk
assessment)不謀而合，而智慧醫療未來發展的目標，即是透過 AI 深度學習所
發展出模型，達到自主做出醫療決策。
此外，在醫療領域中妥善運用資源也相當重要。為了使醫療資源能夠正
確地讓決策者/管理者進行分配，將數據資料結合 AI 技術融入醫療領域當中
會是現今智慧醫療發展的努力目標，目前瑞典正致力於將精準醫療技術發展
為以資訊為導向的預測性精準醫療。
 臺瑞合作：臺北榮民總醫院 郭萬祐部主任與 Mr. Lukas Nyström
"Application of federated learning on medical imaging AI"
傳統的 AI 雖能夠透過機器學習，佐以擁有豐富數據的中央資料庫以及高
計算能力的電腦設備，就能夠建立 AI 模型並將之運用於腦部病變的自動偵
測。但此作法所費不貲，且大量的病歷資料須集中於同一資料庫，其中便牽
涉到隱私權的問題。上述情況在現行法律上其實並不合法，且國際上各國針
對隱私權的保護下亦不允許此情況發生。
郭主任以及 Mr. Nyström 所進行的 AI 聯邦式學習(Fererated Learning)研
究，便旨在解決上述實務問題。此方法透過分散在各家醫療研究機構所各自
獨立訓練的 AI 模型，將其上傳至一個共同學習中心，以數學方法整合各家
AI 模型後，再下放回各研究據點，如此個人的病歷資料等便不需要離開原來
的研究單位。研究成果在經過驗證後，十分接近由醫師臨床親自診斷的結果，
效果令人驚豔。
 瑞典方：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 方姵潔博士
" How innovative partnerships are transforming lung cancer diagnosis"
方博士首先介紹 LungAmbition Alliance，為一致力於提升肺癌存活率的
組織。由於肺癌是目前全球致死率最高的癌症種類，若能夠在早期階段發現
癌細胞，治癒的機率可高達 92%。而目前全球篩檢肺癌主要使用低劑量電腦
斷層掃描(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但 LDCT 的成本較為昂貴
且許多國家並沒有相關的環境及設備。LungAmbition Alliance 便將 AI 技術結
合全球廣泛使用的 X 光，解決成本以及各國醫療環境的問題，目標將肺癌五
年內的存活率大幅提升。
方博士接著介紹由 AZ 所創立的 A.Catalyst Network。此生態圈是由 AZ
在全球 20 多個健康創新中心所集成的網絡，臺灣為最早成立的三大樞紐之
一。藉由結合數位資訊、研發以及商業夥伴，致力於透過全球合作將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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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創新產品或技術加速進入市場，同時也邀請各國政府加入合作，共同
發揮影響力，最終改變各國的醫療環境。
 臺方：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張允中主任
"AI-powered solution for lung cancer screening"
肺癌是目前臺灣以及全球致死率最高的癌症種類，儘管已經有了針對肺癌
細胞的標靶治療，但在臺灣每年仍有超過一萬名罹患肺癌而死亡的患者。張主
任介紹了兩項與 LDCT 相關的肺癌篩檢研究：其一為美國國家肺癌篩檢試驗
（The 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 ，NLST），另一則為尼爾森篩檢試驗
(NELSON Screening Trial)。首先 NLST 證實了 LDCT 能夠降低 20%的肺癌死亡，
相較於胸部 X 光（Chest x–ray, CXR）篩檢陽性的比例超過三倍；而在尼爾森篩
檢試驗中，則證實 LDCT 能夠在早期階段篩檢出肺癌，相較於未使用的 LDCT
的對照組而言，也大幅降低了死亡率。
張主任表示 AI 技術結合 LDCT 篩檢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儘管現行技術仍
在發展當中，但在未來 AI 科技除了能夠在檢測、分類以及回報部分提供更高的
便利性之外，更能提高篩檢精準性，降低誤判的比例。

Session 2: How telemedicine/digital healthcare increase quality of care for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瑞典方：Mr. Fredrik Koffner, Co-founder & CCO, Cuviva AB
"How connected healthcare can increas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individual and
enable cost savings for the society"
Cuviva 為一家致力於遠距醫療之新創公司。K 創辦人在演講中指出，遠距
醫療可降低高風險患病族群中 25%之醫療支出，而以病患為中心的醫療照護，
必須顧及照護任務與治癒目標一致、將患者家屬觀點納入決策考量中、完全透
明化以及溝通管道順暢等面向。
Cuviva 因此開發一多功能平台，病患在收到設備後便可自行在家做多種生
理檢測。該公司認為任何數位工具在導入醫療照護領域時，須將病患之最所需
列為首要考量，如此才能增進病患福祉並減少相關照護成本。
 臺方：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 陳呈旭主任
"Smart healthcare f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diabet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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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主任首先提到，臺灣的腎衰竭病患比率高居全球第一位，臺中榮總因此
與研華公司合作，建置「創新零距離醫療服務－全方位智慧健康服務中心平
台」，提供病友在醫院端及護理端的各式服務。該平台上之血糖監控數位看板，
能幫助腎臟病友查看其生理狀況，若患者血糖指數異常，該裝置將發出警告並
通知醫療單位。
陳主任也介紹到，一般俗稱的洗腎其實包括：腹膜透析、血液透析，而現
在也可採取腎臟移植的治療方式。臺中榮總所開發之腎臟病智慧管理，以共同
決策模型機制幫助找出最適合病患之治療方式。病患在自行洗腎時也可透過該
系統了解運作方式，降低感染風險。臺中榮總更與中科院合作，建置智慧腎病
照護教育系統，利用虛擬實境(VR)和血液透析模擬器提供學生相關教育訓練。

 瑞典方：Mr. Johan Möller, Head of Sales & Marketing at Brighter AB
"Verified data creating insights for better healthcare"
瑞典 Brighter 公司提供糖尿病治療管理解決方案，M 營銷長提及，罹患糖
尿病人口在全世界節節攀升，且在已開發國家中，僅有一半比例之患者可獲得
相關的治療建議。根本原因在於缺乏相關治療師，而醫生其實也沒有對病患生
理情況掌握足夠多的真實數據作為診斷時的輔助。
M 營銷長續舉一新加坡實驗案例，一是採傳統診斷方式；另一則採遠距醫
療，實驗結果發現遠距醫療組能夠大幅省下診斷成本，病患的回診率也相對提
高。Brighter 公司便依據上述實驗結果等致力於縮短進行遠距醫療時的總投入
時間，從病患登入系統開始、分析數據、診斷至最後回饋的過程，收集相關醫
療數據作精進，以增進病患醫療福祉。
 臺方：中華電信研究院 陳榮貴副院長
"Role of mobile connectivity to the evolution of healthcare"
臺灣自去(109)年六月開始啟用 5G 網路，用戶持續增長。政府並研擬如亞
洲矽谷、亞洲新灣區 5G 和 AIoT 創新園區等計畫，以推廣 5G 相關產業應用。
有關智慧醫療領域部分，衛福部「導入 5G 及智慧科技提升醫療與健康照護計
畫」和國發會「5G 高雄榮家智慧長照計畫案」等，都是中華電信與臺灣政府合
作應用 5G 科技在醫療場域的旗艦計畫。
5G 高速、低延遲、低能耗和廣連結的特性，十分適合運用於遠距診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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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照護以及緊急救護等情況。中華電信公司所開發的中華健康雲，提供個人居
家照護與智慧家庭的整合服務，串連並整合裝置蒐集的健康醫療資訊，現已有
應用於偏鄉及醫療資源匱乏地區等實例。中華電信並幫助國內多家醫院建置 5G
專網，也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等學術單位進行智慧醫療項目之合作。
 瑞典方：Dr. Peter Marshall, Strategic Marketing Director at Ericsson Vision
Lab
"5G and Healthcare"
愛立信公司放眼 2030 年，相信 5G 技術將大幅改變人類生活。而運用 5G
技術導入智慧醫療將達成下列八大成果：首先為透過 AI 或自動化設計以降低營
運成本，或提升遠距近用、主動式個人化照護、加速學習效果等面向之應用，
而即時回饋技術、數據高速傳輸、遠距監控和治療也將成為顯學。愛立信集團
盼打造相關智慧醫療生態系，並已有如非侵入式偵測、緊急救護和照護等實際
案例產出。

肆、檢討與建議
三、 產業平台群策群力，協助臺廠打入電動車國際供應鏈
瑞典汽車工業發達，擁有多家百年汽車大廠，如客車製造廠 Volvo cars
和重型卡車、巴士製造商 Volvo Truck 與 Scania，相關車輛零組件製造十
分完備。面對未來電動車新趨勢，瑞典車廠也正如火如荼投入相關開發
中，藉由整合該國內部相關車廠並組織產業平台，搶進電動車新藍海。
本屆會議洽邀雙邊重要電動車產業平台進行對話。臺灣方面，MIH 研發
院整合任何與車輛製造、設計的相關業者，共同制定下一代電動車公版
模組；而新興成立之臺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將協助臺灣 ICT 業者
切進電動車產業成長規模最大之車用電子領域。瑞典方面，MobilityXlab
創新樞紐由六大瑞典汽車領導公司共同發起，提供會員與上述六大領導
公司之合作機會，共創商機；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則負責研究如
何使電動車順利導入社會、成功整合進人們生活中之方方面面。
由上段內容可知，我國與瑞典在電動車產業之優勢不同，故成立的電動
車平台皆有各自不同的任務功能。而經本會會後調查，臺灣中小企業在
外銷時通常需要當地合作夥伴引路，協助了解當地市場情況與法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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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者開發車用鏡頭，可能會與歐洲當地隱私權保護等法律牴觸)，或某
些臺廠在產業鏈中屬 Tier 2，尚需 Tier 1 協助，才能打入終端產品客戶的
供應鏈中。
本會未來在辦理相關產業媒合會時，會以整體產業角度出發，洽邀更多
相關產業平台或公協會等，協助臺廠了解當地市場情況，並尋找合適合
作夥伴，拓展國際商機。
四、 挖掘數據金礦，兼顧隱私法規，匯聚智慧醫療產業能量
綜合智慧醫療之發展來看，各家企業或醫療單位開發相關系統，需解決
之兩大關鍵問題不外乎技術上如何蒐集大數據資料，以及法規上如何兼
顧隱私權之保護。本屆會議探討智慧醫療，便以此二主軸角度出發，安
排專題演講與交流討論，並著重於慢性病之照護管理應用。
有關 AI 技術方面，一般來說以更龐大之資料量所訓練出的 AI 模型其演
算能力也將更加強大，然相關數據、資料庫之使用依國際上現行情況而
言，常因隱私法規或各家醫療院所系統不相容之原因而卡關，難以彙集
成統一的大數據資料庫。臺北榮總郭主任與 Mr. Nyström 所實驗共同開發
的聯合學習模型，則巧妙繞過數據彙整之難題，藉由訓練各單位開發的
AI 演算法，達到不移動敏感數據便能訓練具有相當演算能力的 AI 模型，
十分適合推廣於國際。
臺中榮總與我國業者合力開發之服務平台，與瑞典新創公司 Cuviva、
Brighter 等的現身說法，證明智慧醫療要能成功推廣至人們生活，產業界
的應用能量也需提升，才能實現未來全面的智慧醫療社會。而未來智慧
醫療更將離不開高速傳輸數據之需求，在此電信業者的 5G 專網服務便佔
有十分重要之角色。我國中華電信公司與瑞典愛立信公司也在本屆會議
分享其看法。
由上段可見發展智慧醫療牽涉層面之廣，需要各社會組織的共同協作。
而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所成立的 A.Catalyst Network，便旨在結合相關研發
和商業夥伴，透過全球合作將產品加速導入市場，此包裹各不同事業體
及公私單位共建生態系之作法，可供我國借鑑。除政府帶頭排除法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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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及支持產業發展外，公私部門之協力共榮也是發展智慧醫療成功與否
的關鍵。

伍、未來潛在合作商機
(一) 馥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鼎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廣達集團)與瑞典天
線製造商 Gapwaves 進行貿洽，此二公司盼能將其產品應用於電動車
上。
(二) 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安強股份有限公司與瑞典商 Trelleborg 和 SKF
進行貿洽，此二家盼尋找合作夥伴共同切入電動車產業領域。
(三) 健合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屬 Tier 2 業者，該公司盼尋找北歐當地 Tier 1
合作夥伴藉此打入終端客戶產品供應鏈中。會後與瑞典商 Einride、
Zenseact、Actia、Gapwaves 等公司接洽。
(四) 翱騰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數位服務平台)針對瑞典商 Cuviva 有
興趣於遠距醫療平台開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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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時間：110 年 11 月 24 日(三)

1

大會臺瑞雙方主席與貴賓線上合影：上排左至右：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瑞典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中排
左至右：經濟部陳正祺次長、駐瑞典代表處姚金祥大使、瑞方主席愛立信集團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下排：臺方主席中華電信公司郭水義總經理、瑞典駐臺孔培恩代表

2

「臺瑞典促進雙邊投資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上排左至右：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我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下排左至右：瑞典外貿
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經濟部陳正祺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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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年 11 月 24 日「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大會現場貴賓合影(由左至右)：
中華電信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MIH EV 研發院黃怡茹顧客語言與產品體驗顧問、台
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主任、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臺方主席中華電信公
司郭水義總經理、瑞典駐臺孔培恩代表、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沈舉三秘書長、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臺灣阿
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裁

4

大會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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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動車供應鏈分組雙方貴賓線上合影。上排左至右：Mr. Jan Larsson 執行長、Ms.
Katarina Brud, Director of MobilityXlab、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沈舉三秘書長；
下排左至右：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盧文燦副組長、MIH EV 研發院黃怡茹顧客語
言與產品體驗顧問、Ms. Linda Olofsson, Director of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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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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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供應鏈合作貿洽會」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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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智慧醫療分組貴賓現場合影。由左至右：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方姵潔博士、臺大醫院影像醫
學部張允中主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主任、衛福部健保署李伯璋署長、瑞典駐臺代表孔
培恩、衛福部薛瑞元次長、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中華電信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臺中
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裁、臺灣愛立信公司藍
尚立總經理 Mr. Chafic Nassif

8

智慧醫療分組線上合影。上排由左至右：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衛福部健保署王宗曦組
長、瑞典講者 Dr. Markus Lingman, Consultant Cardiologist and Chief Strategy Officer Halland
Hospital Group, Region Halland。中排左至右：台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主任、瑞典講者 Mr.
Lukas Nyström, Project Manager, Satcube AB、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方姵潔博士。下排由左至
右：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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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慧醫療分組線上合影。上排由左至右：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臺中榮民總醫
院內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瑞典講者 Mr. Johan Möller, Head of Sales & Marketing at
Brighter AB。下排由左至右：瑞典講者 Dr. Peter Marshall, Strategic Marketing Director at
Ericsson Vision Lab、中華電信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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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 29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成果報告
亞太處劉冠彤
壹、活動紀要
為增進台灣與泰國經貿合作及實質關係發展，並拓展海外市場，本會與泰
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FTI）訂於本（110）年 11 月 29 日
（週一）召開「第 29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兩會以單
點對單點方式，分別於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及泰國工業聯合會總部透過網路
連線，召開視訊會議。我方主席為本會泰國委員會主任委員暨聯合再生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潘文輝執行長，泰方主席為泰國工業聯合會主席 Mr. Supant
Mongkolsuthree。
本會特別邀請中經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林俊旭副主任、友華生技醫藥公司
西藥事業發展處陳昌元經理及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國斌副總經理擔任
大會講者；泰方則邀請泰國全球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品質管理處經理 Mr.
Phromphron Isarankura Na Ayutthaya，KinGen 生技有限公司營運長 Dr. Panit
Kitsubun 及先皇科技大學（北曼谷）電機工程教授 Dr. Phatiphat Thounthong，
針對循環經濟、生技及綠能進行專業知識分享及業務介紹，我方現場與會者 60
餘人，雙方線上參與近 80 人，共計 140 餘人。
貳、會議報告
一、主席及貴賓致詞
(一)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泰國委員會潘文輝主任委員
在後疫情時代，台灣面對環境變遷、「碳中和」政策及《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即將於明年生效
等挑戰，由於泰國亦是 RCEP 成員國之一，若能與泰國建立更良好的雙邊貿易
關係，便能為我國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擔任重要橋樑。
泰國政府近期推行 Bio-Circular-Green (BCG)經濟模式，結合生技、循環經
濟及綠能等議題，與我國 5+2 產業創新計畫不謀而合；且台灣與泰國企業近年
合作日益密切：泰國國家石油集團旗下的全球再生能源公司於去(109)年收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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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集團的勝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發展綠能。環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與泰國
合作，將廢棄輪胎轉成潛水衣。而在生技方面，台灣震泰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針
對癌症開發嵌合抗原受體 T 細胞療法，成為產業先驅。潘主任委員感謝兩國專
家講者與其他出席者與會，也希望雙方透過今天的會議，能發掘更多合作商機。
(二)泰國工業聯合會主席 Mr. Supant Mongkolsuthree
台灣與泰國成為貿易夥伴多年，在今年 1 月至 9 月之雙邊貿易總額達到 112
億美元，提升了 28%，由此可見雙方互為重要貿易夥伴。今年會議專注在 BCG
經濟模式，首先在生技方面，將專注在生物資源運用，以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加惠各產業；第二部分為循環經濟，建議產業更有效率重複使用原料；第三則
為綠色經濟，為加強環境保護並減少碳排量，FTI 支持多個環境友善計劃，並
與「終結塑膠垃圾聯盟」(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 AEPW)合作，協助泰國
企業減少塑膠垃圾，達到循環經濟的目標。FTI 更發展友善環境計畫，目前與
273 家企業合作，協助其更有效使用能源及減少資源浪費。最後主席感謝所有
講者及出席者參與此場會議，並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會。
(三)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蔡允中司長
蔡英文總統提出「新南向政策」加強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之貿易交流；2017
年泰國政府亦推行相關政策以強化對外貿易關係，從此可知兩國為了加強貿易
互動，皆推行相關貿易政策。2020 年，台灣與泰國貿易額達到 100 億美元，兩
國皆成為彼此第 12 大貿易夥伴。在投資方面，泰國在台灣投資 4.3 億美元，台
灣則投資泰國 45 億美元，在眾東南亞國家中，泰國是最受我商歡迎的投資市場。
自中美貿易戰後，各企業欲尋求其他相較更穩定的國家建立生產線，而東
南亞地區國家是台灣企業的選擇之一，故盼台灣和泰國在未來能創造更多交流
與投資機會。現台灣正在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可見未來在此平台上，會更利於台灣企業與國際接軌公平競爭。
(四)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副秘書長 Mr. Narit Therdsteerasukdi
全世界受疫情影響，全球暖化加劇，迫使人們重新面對其生活方式，並透
過生技、循環及綠色經濟建立永續環境，例如目前泰國推行的 BCG 經濟模式，
除了發展經濟，也將更注重在環境保護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等方面，建立永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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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其決定在未來 20 年，將以 50%再生能源及 50%天然氣作為發電來源，預
計在 2065 年達到零碳排目標。台灣和泰國就算在疫情肆虐下，仍在 2021 年 9
月，成為泰國第 5 大投資國，與同期相較整整提高了 43%，尤其是在智慧電子
產業方面。期望在 BCG 模式下，台灣能持續投資泰國，BOI 也將持續指導企業，
減少碳排量。泰國現在開放多國入境，名單中亦包含台灣，此政策可讓更多台
灣企業主前往泰國投資。
(五)泰國工業聯合會副主席 Mr. Kriengkrai Thiennukul
為改善環境，發展永續經濟，泰國 BCG 經濟模式為科技、工業帶來變革，
而提高再生能源之運用亦能降低排放溫室氣體，對我們的未來有直接性影響。
本次召開 CIECA 與 FTI 會議便是以 BCG 的框架進行討論，以提供更多對未來
產業走向的良好建議。感謝雙方主席、與會者及講者的出席促成本次會議的成
功。
二、議題演講
(一)議題一：循環經濟
1.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俊旭博士
台灣在 2016 年推行 5+2 產業創新計劃，而非政府組織（即企業等）可遵從
計畫的規則，以科技管理或是國際合作等方式達成其計畫目標。故研究中心建
立決策工具網站，讓該些組織能使用此工具決定能源使用方式，以達到節省能
源及綠能應用等目標，創造更好的經濟循環使用模式；並設立「循環經濟獎」
讓台灣公司參與，這並不只是獎勵公司以更有效率、對環境更為友善的方式生
產，也是一個能讓公司互相交流的平台，且提到未來有機會亦可與泰國合作。
2. 泰國全球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品質管理處經理 Mr. Phromphron Isarankura
Na Ayutthaya
為達到循環經濟模式，可依五個經濟模型來調整生產線，例如：以循環模
式回收直接物料，以達到環境保護；提供資源共享平台；以重新再製的方式延
長產品效用等。泰國將在 2021 年 12 月中旬設立「首相產業循環經濟獎」(The
Prime Minister’s Industry Award of Circular Economy)，並在泰國政府的指導下，
成立循環資源中心(Circular Material Hub)，建立廢棄物資料庫，協助其轉化成高
價值之新產品。FTI 亦設立「生態公司證明」(Eco Factory’s Certification)，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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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達到零碳排、資源和能源使用方式更有效率等。

(二)議題二：生技
1.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西藥事業發展處陳昌元經理
友華生技提供全球健康醫療產品整合式服務，在美國、加拿大、歐洲和亞
洲日本等地區皆有合作夥伴，於東南亞如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和
印尼等地設有子公司。友華生技在台灣本土藥廠是排名第 7 的生技公司，在乳
癌及肺癌的亞洲化療市場和嬰幼兒羊奶粉市場中更是居於領先地位的專業生技
公司，並將持續開發和引進其他癌症治療用藥，例如頭頸部癌。期待日後待疫
情趨緩，能擴展業務至泰國，並尋求與泰國生技公司合作的機會。
2. KinGen 生技有限公司營運長 Dr. Panit Kitsubun
KinGen 生技有限公司前身為國家生技研究中心(National Biopharmaceutical
Facility)，為泰國第一家本土之委託開發暨製造服務(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CDMO)研究機構，之後與新創免疫治療的韓國化學
生物公司－Genexine，以及 BGIC，此為一生技業務平台，該公司對基因研究及
大麻產業亦有涉略；將以上三者整合成 KinGen 生技公司。泰國是肉製品出產
國之一，故該公司亦投入開發動物疫苗。盼未來能成為東南亞地區開發疫苗及
生物製藥產業先鋒，目前大部份業務與英國及德國合作，希望未來也能與台灣
公司或研究單位合作。
(三)議題三：綠能
1.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國斌副總經理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太陽能企業，在歐美及亞洲皆有銷路，在
泰國、越南及中國皆有設廠。在泰國的 Gintech 是該公司目前營運發展最好的
海外工廠之一，預計未來會將其規模擴大兩倍，提高供應泰國國內及海外生產
量能。目前有多項計畫於台灣、美國、英國及日本各廠進行中，其產能將配合
目前各國政策，積極發展綠能及再生能源發電。
2. 先皇科技大學(北曼谷)電機工程教授 Dr. Phatiphat Thounthong
燃料電池是一種新的能源生產模式，以氫氣及氧氣交換方式獲得能源，若
未來能發展燃料電池汽車，並建立汽車燃料電池站，及成為發電設備，便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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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溫室效應及空氣汙染等問題。目前泰國的 Payam Island, Three Pagodas Pass 及
Khao-Khor 等地皆設有燃料電池應用廠。雖然現在燃料電池仍舊昂貴，但若未
來大量生產，價格勢必會下降，產業發展潛力可期。
參、檢討與建議
一、 循環經濟為未來趨勢
目前全球面臨氣候變遷，各國為改善環境狀況而提出各項計畫與政策，以
減緩全球暖化造成的問題。台灣「5+2 產業創新計劃」與泰國推行之 BCG 經濟
模式不謀而合，其兩項項目皆為建立生態友善企業網絡，發展永續經營模式，
減緩環境問題。
台灣經濟部在「5+2 產業創新計劃」框架下，於 2019 年成立「循環經濟推
動辦公室」，以期落實循環技術及綠色消費等目標，近期更與台灣產業，例如：
友達光電、賀眾企業及宏恩塑膠等，簽署「產業塑膠循環材料應用鏈結合作備
忘錄」，讓塑膠廢棄物成為生產製程中之原料替代品，創造我國價值及兼顧永
續發展。
泰國在其 4.0 框架下，在今年初推行 BCG 經濟模式，預計為泰國國內 GDP
提高到 300 億美元，或每年提高 6%，協助泰國維持其國內產品競爭力，並將
透過投資確保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及以循環經濟模式增加貿易機會等。
台灣及泰國在這方面有共同展望，若能展開協商與合作，提升彼此政策與
產業發展，勢必能創造更多商機。
二、 全球生技 CDMO 市場商機無限
自新冠肺炎席捲世界以來，生技市場成為全球產業焦點，除疫苗研發公司，
CDMO 公司抑是發展重點。由於研發藥物耗時及所需經費龐大，藥廠在初期會
以委託方式，委託研究機構進行分析及臨床實驗；而後將委託 CDMO 公司負責
開發及測試，最終回到藥廠進行量產。
該產業前景看好，據調查顯示，2020 年全球醫藥 CDMO 市場價值 1,601.2
億美元，預估到了 2026 年將達到 2,366.1 億美元，商機無限。台灣生技公司近
期亦發展蓬勃，後續看漲，例如：台康生技大舉擴廠，既代工亦開發自有藥品；
安盛生科更只歷時 9 個月，便推出新冠抗原快篩產品。
除國內發展，台灣亦可與泰國進行交流與合作，例如：泰國 Siam Bi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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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生產 AZ 疫苗公司之一，若台灣在開發疫苗方面或者開發早期監測之醫
療技術等，能與泰國在地生技公司合作，勢必能在這片生技藍海中取得良好成
效。
三、 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率，以減緩氣候變遷
Cop26 於近期落幕並發表了《格拉斯哥氣候公約》(Glasgow Climate Pact)，
確立了全球碳交易市場規則，各國須每兩年報告一次排放量和進展，以了解各
國是否兌現承諾。
我國自 2009 年，便施行《再生能源條例》以配合能源轉型，近期亦發表〈氣
候變遷因應法草案〉，展現台灣欲於 2050 年完成淨零排放的決心。但台灣若要
達成此項目標，勢必得增加再生能源使用率。目前台灣以水力、風力及太陽能
為主要再生能源發電方式，而泰國則以化石能源發電為大宗；兩國相較之下，
泰國使用再生能源的比率仍舊比台灣高出 13%，尤其是使用太陽能及水力發電
的比率；此外燃料電池若逐漸在泰國發展普及，亦可成為台灣學習取經的對象，
逐步達成零碳排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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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剪影

1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泰國委員會主任委員、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潘文輝（左上）；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司長蔡允中（右上）；泰
國工業聯合會主席 Mr. Supant Mongkolsuthree（左下）；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副
秘書長 Mr. Narit Therdsteerasukdi（右下）

2

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潘文輝主任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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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蔡允中司長

4

中經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林俊旭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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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友華生技醫藥公司西藥事業發展處陳昌元經理

6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國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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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潘文輝主任委員（左二）；外交部國經司蔡允中司長（右
三）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國斌副總經理（右一）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
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俊旭博士（右二）及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西藥
事業發展處陳昌元經理（左一）。

8

出席貴賓合影，由左至右、由上至下：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國斌副總
經理，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俊旭博士，友華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西藥事業發展處陳昌元經理，泰國全球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品質管理
處經理 Mr. Phromphron Isarankura Na Ayutthaya，KinGen
生技有限公司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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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nit Kitsubun，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潘文輝主任委員，泰國工業聯合會主席
Mr. Supant Mongkolsuthree 和先皇科技大學(北曼谷)電機工程教授 Dr. Phatiphat
Thounthong。

9

大會盛況 1

10

大會盛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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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成果報告書
撰寫人：歐洲處 柯函溱

壹、節略
國經協會與瑞士瑞亞商會（Swiss-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於 11 月 30 日（星
期二）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由
國經協會臺瑞（士）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
長及瑞亞商會臺灣委員會主席：Mr. Andreas Weckherlin 共同主持。臺瑞雙方就
「科技優勢提升競爭力」主題，邀請專題講者及指標性企業代表進行深度對
談，藉此促進雙方產業交流與合作，本次會議臺瑞雙方共計近 90 名業界代表出
席參與。
根據今年度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表之 2021 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
評比，臺灣在全球 64 主要國及經濟體中排名第 8，首次進入前 10 名，顯見政
府推動國家數位轉型已逐步展現成效，未來更將積極推動，以新思維、新技術
重塑臺灣數位運作量能，加強我數位國力。瑞士近年來則致力推動科技創新，
以科技帶動瑞士各產業發展。被譽為科技創業天堂的瑞士具備豐沛的科技研發
能量，政府推動鼓勵創業的政策工具是重要推手，在長期大力發展教育與科技
事業下，其新創公司數量屢創新高紀錄，也締造了瑞士的經濟奇蹟。在本次會
議主題「科技優勢提升競爭力」框架下，特邀 IMD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
力研究中心及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代表進行專題演講，另邀請臺瑞雙方共四
間指標性企業，分享並探討科技與創新在醫療生技、資通訊、機械等各產業之
應用，在科技領導及數位轉型的時代提升其公司營運績效及國際競爭力。

貳、籌備情形
「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是目前兩國間重要民間經貿活動之一，國經協會
之對等單位為瑞士瑞亞商會（Swiss-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第 2 屆雙邊
會議於 2017 年由國經協會與臺灣生物協會共同組團至瑞士訪問時，與瑞亞商會
合作辦理。瑞亞商會新任主席 Mr. Andreas Weckherlin 於本年度 6 月上任，此前
曾擔任英商英美菸草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之臺港澳區域總經理，亦曾任台北市英
僑商務協會理事長 4 年，在亞洲工作經驗約達 15 年，對臺十分友善及熟悉。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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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駐瑞士代表處經濟組協調、聯繫，國經協會與瑞亞商會取得共識於本年 11
月 30 日接續合作，召開第 3 屆經濟合作會議，並以「科技優勢提升競爭力」作
為會議主題，邀請相關產業專家及廠商介紹並推廣業務。受疫情影響，瑞士方
成員未能來臺出席實體會議，但透過線上視訊連線，成功打破了限制並促進臺
瑞雙方產業交流與合作。

參、辦理情形
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國經協會與瑞士瑞亞商會（Swiss-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於 11 月 30 日（星
期二）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由
國經協會臺瑞（士）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
長及瑞亞商會臺灣委員會主席：Mr. Andreas Weckherlin 共同主持，駐瑞士代表
處黃偉峰代表、瑞士商務辦事處梁瑞德處長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蕭俊經濟參事
擔任貴賓致詞。
本次會議於專題報告時段特邀 IMD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研究中心之
首席經濟學家 Mr. Christos Cabolis 針對兩國科技競爭力優勢及各項指標進行分
析，臺灣方則邀請到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洪春暉所長分享臺灣 ICT 產業展
望；另邀請臺灣及瑞士之指標性企業進行經驗分享，包含電腦週邊裝置和軟體
製造商 Logitech 羅技公司、在全球（含瑞士）設有 45 家生產基地及營銷據點
之機械製造大廠 FFG 友嘉集團、癌症精準醫療的領導者 ACT Genomics 行動基
因生技公司以及瑞士管理生根臺灣的跨國外包軟體開發服務公司 4iDPS 我愛數
位科技公司，分享並探討科技與創新在醫療生技、資通訊、機械等各產業之應
用，在科技領導及數位轉型的時代提升其公司營運績效及國際競爭力。

專題演講
 “Taiwan ICT Industry Outlook”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洪春暉所長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MIC）成立於
1987 年，專業於資通訊（ICT）產業各領域的技術、產品、市場及趨勢研究。
多年來不僅為全球 ICT 廠商、金融投資界、學術研究等機構，提供即時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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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情報與顧問服務，也為各國政府提供產業政策建言，不但見證臺灣資通訊
產業的高度成長與國家政策的發展軌跡，更期許未來能與產業合作夥伴，共同
朝向優質與高值化的方向邁進。
呼應本次會議「科技優勢提升競爭力」主題，產業情報研究所洪所長從「臺灣
IT 產業基礎建設環境」、「臺灣主要 ICT 產業現況」、「臺灣 IT 產業發展趨
勢」三大方向切入，豐富且完整的介紹臺灣 ICT 產業現況，建立與瑞士方交流
之良好基礎。
在「臺灣 IT 產業基礎建設環境」方面：臺灣的投資環境及競爭力表現優良，屢
獲國際各項評比認證，且高科技產業聚落提供了完整的供應鏈生態系，吸引國
際大型企業來臺設置技術研發中心甚至開設分公司。
在「臺灣主要 ICT 產業現況」方面：過去兩年消費性電子產品受到疫情影響，
對於晶片的需求急遽成長，相關供應鏈卻也因疫大亂，甚至出現部分客戶端囤
積料件導致原物料更加匱乏的狀況，這個情況在今年車市逐漸回溫後，伴隨車
用晶片需求增加而更加惡化。近兩年美中貿易戰的升溫加上疫情衝擊，也促使
了 ICT 產業供應鏈重組，過去製造產線多集中在中國，現由於對於貿易戰有所
疑慮，且為分散風險，因此許多臺廠著手將產線轉移至東南亞、歐洲、拉丁美
洲等。
在「臺灣 IT 產業發展趨勢」方面：近年來，數位科技驅動了產業轉型，ICT 產
業與各類產業的結合應用，更是多元的普及在生活的各個角落中，且隨著商業
模式的改變，也帶來了巨大的創新機會。資策會為協助產業擬定策略規劃或進
行資源投入參考，從技術發展及應用趨勢的觀察，整理「I、A、B、C、D、E、
F 」 等 值 得 關 注 的 發 展 元 素 ， 分 別 代 表 ： IoT 、 AI 、 Blockchain 、 Cloud
Computing/Cyber Security、Data Technology、Edge Computing 及 5G。疫情下，
這些值得關注領域的應用與各產業的轉型推動，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快速，例
如疫情下加速產生的醫療院所遠距醫療應用、因疫情人力不足加速了工廠智慧
製造的發展、封城措施造成的金融業轉型以及因應遠距工作使雲端變得更加廣
泛利用等。
總結而言，臺灣無庸置疑是國際上值得信賴的夥伴，投資環境與科學園區資源
豐富優渥，符合國際標準甚至更加卓越的人才濟濟，更有高規格的資安維護及
智慧財產權標準，加上臺灣企業的心態開放，熱烈歡迎國際合作夥伴選擇與我
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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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veness Advantage of Technology”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
研究中心 首席經濟學家 Mr. Christos Cabolis
IMD 是於瑞士創立但其成果發表觸及全球的獨立學術機構，為培育新一代商界
領袖及國際優秀管理人才創立，至今已 75 年。自成立以來，IMD 一直是培養
世界級創新組織和為社會做出貢獻的領導者的先驅力量。其最為受到國際間重
視的研究成果，就是每年定期發表的「國家競爭力調查報告」及近幾年新增之
「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透過客觀的綜合性資料蒐集分析與評比後，依
據相對優劣勢將各國的國家競爭實力做出評比排序，不僅各國將其歷年調查指
標變化作為施政績效改變的參考，各國際企業投資亦將該報告作為長期跨國投
資風險分析的重要參考來源，由此可以看出 IMD 受到國際重視的程度。
Mr. Cabolis 於演講一開始先說明 IMD 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定義，為一個國家
是否能政府與民間企業聯手合作，營造一個使企業能夠永續經營、創造永續價
值環境的能力，這項評比之子要素包含了「政府效率」、「企業效率」、「經
濟表現」、「基礎建設」，當然，在經濟表現中，企業長期利潤加上企業所創
造的工作機會也相當重要。2021 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瑞士排名第 1，而臺灣
亦表現亮眼排名第 8。這兩年來，全球受到疫情衝擊不僅影響了整體社會運作，
同時也因疫情造成了持續至今的經濟蕭條，各國光是因應疫情疲於奔命，因此
在疫情期間，競爭力的指標更取決於下列幾項要素：科技、政府、健康照護能
量及社會。
透過這些指標可以看出，臺灣及瑞士都有堅強科技實力、有效率的政府等要
素，因此整體（overall）排名都名列前茅。此外，臺灣與瑞士過去 5 年來都持
續在快速進步，Mr. Cabolis 特別針對經濟表現及基礎建設的評比與發展進行解
說。以經濟表現而言，構成的指標又包含了：國內經濟發展（例如 GDP）、國
際貿易、國際投資、就業機會、物價指數，臺灣在國內經濟發展這塊突飛猛進。
以基礎建設而言，構成的指標又包含了：基礎硬體建設、科技建設、科學建設、
公衛環境、教育，臺灣整體而言都進步了許多，但仍然有發展空間。
接下來 Mr. Cabolis 針對全球數位競爭力評比進行說明，數位競爭力看重一個經
濟體對於數位科技的適應能力與發展突破能力，進而促進、完成其數位轉型。
根據 2021 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在全球 64 國家／經濟體中，瑞士整體表現
排名第 6，臺灣排名第 8，其三項評比要素為「知識」、「科技」及「未來整備
度」。兩國在子要素中表現各有高低，但都較前一年更加進步，臺灣甚至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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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子項目排名全球第 2。但無論是科技發展或是經濟成長，本就不可能單靠政
府或民間企業完成，這一點臺灣與瑞士都表現良好，政府民間企業相輔相成。
根據 2021 年 WEF 全球風險評估報告，環境與永續的風險從以前細微不可見，
現已直接衝擊全人類，「全球化」定義、意義、認知及其造成的影響都因此而
改變，同樣改變的還有「勞動市場」的結構、經濟組成，以及人們對於「永續
環境議題」的重視程度。未來，國家及企業的每一個決定，是否應抱持著改變
開放心態並納入最新的風險評估，讓人類能永續生存，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指標性企業經驗分享
 友嘉集團 林勤喻總經理
友嘉實業集團(FFG)創立於 1979 年，下有 4 個事業群，分別為：工具機事業群、
PCB 事業群、產業設備事業群、綠能事業群。在全球設有 45 家生產基地及營
銷據點，分佈於海內外，相互合作，形成內部網路發揮集團資源共享之綜效。
從代理商轉型為製造商，由傳統工業進入高科技產業，近 10 年來透過併購德國
MAG、義大利 JOBS、日本 SNK 及瑞士 Pfiffner 等國際知名工具機品牌快速崛
起，已躍居為全球第三大工具機集團，並藉由集團資源整併行銷模式，陸續引
進海外高階工具機至台灣市場，大幅提升台灣精密加工產業的競爭力，其中又
以瑞士 Pfiffner 生產的轉盤式多軸自動加工機最受客戶青睞，屢屢接獲大單。
本次林總經理著重向與會者分享友嘉集團智慧製造與未來發展機會。工具機為
友嘉集團最主力事業，其次為產業設備，接著為綠能，其金屬切割市占全球第
三。友嘉集團發展智慧製造前，先針對企業自身核心能力進行分析與討論，最
後透過以下發展進程開拓其智慧製造事業版圖：智慧工具機→智慧產線→智慧
工廠及智慧管理→數據服務及數位分身。
智慧工廠發展至今，搭配 5G 搖身一變成為 5G 未來工廠，這兩年友嘉集團更與
凌華科技、資策會及國立臺灣大學合作，研究 5G 套用至工廠的營運狀況與發
展，以及對既有產線的影響。林總經理進一步介紹友嘉集團無論是在汽車零組
件（尤其最近電動車發展正盛）或是飛航機組零件都有非常完整的零件產線供
應，這兩年受到疫情衝擊，友嘉集團嚴守三大準則：不間斷的產品供應、不間
斷的銷售及不間斷的服務，藉由供應鏈管理及分散產地、線上會議及元宇宙虛
擬展銷中心、遠距診斷及支援服務，維持高水準及高績效，將友嘉集團從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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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組件供應商的定位轉型成為服務的供應商，並積極發展數位行銷，預計明年
2 月國際工具機展覽時套用元宇宙虛擬展銷中心技術。未來友嘉集團更將持續
落實 CSR 及 ESG 目標，讓友嘉集團成為更具備適應能力的智慧製造領導品牌。

 羅技公司 硬體工程副總裁 Mr. Maxime Marini
羅技是歐洲的電腦週邊裝置和軟體製造商，總部位於瑞士洛桑，在歐洲，亞洲，
大洋洲和美洲等一百多個國家或地區設有辦事處，是全球頂尖的個人電腦和其
他數位產品輸入與介面裝置製造商之一。該公司開發與銷售用於個人電腦之視
訊協同運作、音樂與智慧型家居等數位周邊裝置。其中包括鍵盤、滑鼠、平板
電腦配件、網路網路攝影機、藍牙揚聲器與通用遙控器等產品。
Mr. Marini 表示，羅技從傳統電腦介面及周邊商品製造商轉型為電腦周邊產品
設計商，希望透過設計出美好的產品，讓使用者突破限制並熱情追求自我目標
的實踐。現今電腦周邊產品發展趨勢受到電競、無處不在的影音、不受空間限
制的工作／學習場域以及串流影音與創作所驅動。過去大眾對於電競的印象停
留在新世代青年，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青年的年紀增長卻沒有因此減緩對於電
競的熱情，因此總體而言電競人口不斷增加。無處不在的影音與不受空間限制
的工作／學習場域讓去年的視訊鏡頭銷售額度成長 20 倍之多，羅技也因此更加
用心留意製作因應的裝置產品。
行動力非常高的羅技，非常重視以下幾項目標：永續減碳、循環經濟與利用、
多元文化工作場域並注重公益。羅技已於 2019 年達到碳中和，並期許於 2030
年達到淨零排碳，搭配循環利用回收產品等，成為一間永續經營的領先企業。
此外，注重多元文化，全世界的分公司據點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研發中
心，一個就位在新竹科學園區內，並有相當多附近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的實習
生加入，實為羅技重要研發後勤能量。花費這麼大的精力與重視研發，就是為
了能帶給使用者更佳的體驗。
透過不間斷的創新點子，以及高度行動力，不受空間、時間甚至疫情影響，羅
技將會持續進步。

 行動基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華鍵執行長暨創辦人
行動基因為癌症精準醫療的領導者，依據基因特性評估標靶、免疫、荷爾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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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學治療，將複雜的基因資訊轉化為可實行的癌症治療方案。目前在臺灣、
新加坡、香港及日本均設有服務據點。透過尖端技術進行基因檢測，搭配縝密
的疾病與藥物分析，提供癌症治療之最佳方針、癌症復發與抗藥性監控、特定
癌症風險評估和免疫治療評估。該公司致力於改寫癌症診斷、治療、監控的既
有模式，讓癌症成為一個能被管理的疾病。
精準醫療為生物醫學的研究，以個體化為基礎，隨著基因組測序技術快速進
步，以及生物信息與數據科學的交叉應用，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醫學概念與
醫療模式，簡言之就是藉由對正常人和病例個體的基因測序，對比分析患病情
況，利用靶向藥物、細胞療法等治療手段，精準地對病毒或基因進行打擊治療，
從而安全、有效地治癒疾病。要做到精準醫療需要的技術主要有兩項：High
Through Genomic Tool 以及 Medical Data Base。而行動基因即為提供精準醫療方
案的平台公司。
自 2014 年成立以來，行動基因快速於海外開拓據點，強項為 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
、醫學資訊學（Medical Informatics）
、AI & Software Engineers，
公司口號即為 Turn Genomic Information into Medical Actions（將基因資訊轉化
為醫療方案）。人體內部超過 600 億的 DNA base，構成了人的不同個體，基因
的變異雖不是每一次發生都產生惡劣的結果，但最為人所知且至今致死率仍居
高不下的即為癌症。若能善用、了解研究這些訊息，我們就能：預測風險、早
期診斷、疾病診斷、精準治療、預後判斷以及疾病監控。行動基因公司就是達
到這些目標的平台，判讀生物資訊、醫學資訊，並透過 AI deep learning 及 NLP
建立、優化數據資料庫，行動基因更與台積電合作使用半導體進行基因解碼。
現今精準醫療已成為醫療院所的日常，在臺就已超過 85 間醫院及 558 間診所使
用，在亞洲更有超過 90 間醫院及 170 間診所使用。而除了醫療院所，行動基因
的精準醫療服務更觸及臨床服務、製藥（如 AZ）、研究（如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保險業（如新
光人壽、南山人壽、國泰人壽）等。未來，行動基因將持續拓展應用場域，並
歡迎 ICT 產業企業與其合作，一同航向精準醫療的藍海市場。
 我愛數位科技公司 創辦人兼執行長 Mr. Corrado von Planta
我愛數位科技成立於 2010 年，為結合瑞士管理，生根台灣的跨國外包軟體開發
服務公司。在業界已累積 10 年以上的經驗，成功交付 200+專案，服務超過 20
個領域的國家。服務與解決方案：客製化軟體開發/外包開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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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Salesforce/ERP SAP/NetSuite/數位出版。
Mr. von Planta 表示創立公司起因為考量臺灣與瑞士有許多相近的特色，例如都
有非常多優秀的工程師，意欲結合雙方優勢並發展成為優秀的軟實力。長期以
來，軟實力（例如市場行銷）不受到重視，許多人認為功能性大於一切，但其
實很多企業發展的問題最終都回歸到使用者經驗與品牌印象。我愛數位科技的
獨特性包含了：
一、 TDD/BDD/Solid Development Methodology：自 2016 年起成為首間在臺使
用這個開發方式的公司，並廣邀工程師前來學習當時尚不普及的開發技術
二、 CI：持續整合
三、 Agile Development：敏捷式開發
四、 具有熱忱的工作團隊：多元文化、跨國專業團隊
目前我愛數位科技在瑞士、臺灣及美國各有一據點，但總括而言，臺灣具有極
佳的軟體服務市場生態環境，且臺灣每一年有大量的工程專科學生畢業投入職
場，約 20 萬人，超過畢業生人數 25%，雖大部分都為硬體工程師，但軟體開
發工程師人數已逐年增加。此外，臺灣具備良好的新創科技適應能力，例如臺
灣是全世界最初幾個開始研究比特幣科技的國家，且因大量高科技需求，並受
到政府支持，臺灣也是相當早期開始開發 AI 並累積大數據資料庫的國家。
我愛數位科技的主要服務模組包含：
一、 Project Base：客戶既有方案的落實與執行
二、 Resources Base：提供指定期程（如 3 個月、6 個月）的工程師協助執行
專案
三、 Partnership Base：與客戶合作共創，肩負其專案之技術支援
目前我愛數位科技在臺已完成超過 250 個專案計畫，在臺客戶包含了研
華、臺灣高鐵、羅技、交通部觀光局等，在瑞士客戶則包含了 DKSH、
Level Heroes、Plexstor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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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透過研發創新，引領數位轉型，以科技優勢提升國際競爭力
瑞士地處歐洲中心，具有完整的基礎建設和通訊網路，政治穩定，與歐洲國家
交往緊密，還有完善的商業環境跟低稅負優勢，是很多跨國企業在決定歐洲營
運或行銷總部的首選。臺灣與瑞士同樣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且
都以出口為導向，出口產品性質亦相輔相成。
今年瑞亞商會臺灣委員會甫選拔出新任主席，Mr. Andreas Weckherlin，透過駐
瑞士代表處經濟組協調、聯繫，遂成功突破疫情困境，雙方再度合作舉辦經濟
合作會議。過去本會與瑞士討論主題包含「資通訊」、「基礎建設」、「生技
產業交流」以及「精密機械」等，收穫豐富，今年則因 IMD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世界競爭力研究中心發布之最新報告指出，臺灣在競爭力及數位競爭力方面，
都大幅進步名列前茅，故針對雙方強勢優點－科技力，訂定出本年度會議主題
並進行交流互動。
未來朝向第 4 屆經濟合作會議，鑒於近兩年雙方已多次討論提及新創科技／創
新研發主題，將廣邀臺瑞雙方新創科技公司，因應政府數位轉型政策並延續本
屆會議成效，進行有效率的雙方互動或貿易洽談。

伍、未來潛在合作商機
一、 泰豐貿易公司與瑞士 ANYBOTICS 針對仿生機器人進口進行合作洽談
中。該公司之仿生機器人應用範圍相當廣泛，除可應用在智慧醫療領域、
智慧工廠製造，近期更在進行野外極限地形實驗，未來或可進行野外搜救
偵查或探勘。

二、 瑋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服務範圍包括物流配送、複合運送、內陸運輸、油
槽櫃營運、重件及整廠輸出入、進出口報關等相關業務，透過本次會議著
手接洽羅技及友嘉集團，尋求海運承攬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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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時間：110 年 11 月 30 日(二)

1

「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現場貴賓及講者合影：
左至右：行動基因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陳華鍵執行長暨創辦人、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洪春暉所長、
瑞士商務辦事處處長 Mr. Reto Renggli、我愛數位科技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 Mr. Corrado von Planta、
國經協會瑞士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蕭俊經濟
參事、友嘉集團林勤喻總經理、國經協會吳立民秘書長

2

雙方主席與貴賓線上合影：
上排左至右：駐瑞士代表處黃偉峰代表、瑞士商務辦事處處長 Mr. Reto Renggli、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蕭俊經濟參事
下排左至右：國經協會瑞士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長、瑞亞商會臺灣
委員會主席 Mr. Andreas Weckh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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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題講者及指標性企業代表線上合影：
上排左至右：我愛數位科技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 Mr. Corrado von Planta、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洪
春暉所長、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Mr. Christos Cabolis
下排左至右：友嘉集團林勤喻總經理、羅技公司硬體工程副總裁 Mr. Maxime Marini、行動基因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陳華鍵執行長暨創辦人

4

臺方主席台灣精準醫療產業協會李鍾熙理事長致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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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瑞士商務辦事處梁瑞德處長致詞

6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蕭俊經濟參事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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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成果報告書
撰寫人：歐洲處 潘映均

壹、節略
為拓展台波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波蘭對等單位-波蘭商會(Polish Chamber
of Commerce)訂於本（2021）年 12 月 14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與波方連線舉
行「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歐陽禹副理事長與波蘭商會主席
Andrzej Arendarski 共同主持，雙方就「電動車」、「智慧城市」、等議題進行
專家討論，分享彼此創新、實務經驗，強化台、波雙方產業合作機會，台波雙
方現場與線上與會約計 100 位業界代表出席本次視訊會議。

貳、籌備情形
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是目前台、波兩國間重要民間經貿活動之一，本會與波
蘭維持良好互動關係，至今已舉辦 17 屆雙邊會議。今年原預定由我方組團赴波
蘭召開會議，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故調整為線上與實體會議並行的方式，
以持續推動雙方產業交流。本屆會議台波雙方共同擬定「電動車」、「智慧城
市」為會議主題，並訂於本年 12 月 14 日與波方連線舉行「第 17 屆台波(蘭)經
濟合作會議」。

參、辦理情形
一、 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波蘭商會(Polish Chamber of Commerce) 於本年 12 月 14 日假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17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歐陽禹副
理事長與波蘭商會主席 Andrzej Arendarski 共同主持，駐波蘭代表處陳龍
錦大使、波蘭臺北辦事處高則叡處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戴婉蓉主任秘
書以貴賓身分致詞。雙方就「電動車」、「智慧城市」進行專家討論。
台方講者由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產業合作部尹照錦經理、東元電機行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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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整合行銷中心資深經理 Kenn Watnick 及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
安執行長就產業政策及實務經驗進行分享，以強化台、波雙方產業合作
機會。台波雙方約 100 位業界代表出席本次視訊會議。(會議議程詳附件
二、臺方主席致詞稿詳附件三、雙方與會代表名單詳附件四)。
二、 專題演講摘要：
(一) 電動車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產業合作部尹照錦經理：「台灣電動汽車產業概況」
車測中心成立於 1990 年，職能包括：研發、認證及驗證以及協助政府推
動台灣汽車產業的政策與國際合作等。
自 2000 年代初以來，台灣一直活躍於電動汽車供應商行業，目前擁有約
800 多家活躍廠商。台灣在 ICT 產業尤為強大，完美結合當前全球電動
汽車產業蓬勃發展的需求，以及實現互聯、自動駕駛、車輛共享和全面電
氣化的趨勢。而台灣電動車產業 2020 年年產值約 86 億美元，其中駕駛
資訊系統佔總產值的一半以上(51%)，其次為電氣傳動系統(24%)。
以台灣的群創光電來說，群創在先進的汽車顯示器開發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為世界上許多著名的汽車和電動汽車代工生產，包括 Volkswagen,
Mercedes-Benz, BMW AG, Porsche AG, Jaguar and Stellantis 等。
而鴻華先進科技的電動車和電動巴士車型及其支持的開放平台代表了台
灣在電動車和資通訊的研發能力、先進的製造經驗，以及領先的智慧資通
訊系統專業知識和能力。
富士康科技集團則計劃與 Stellantis 集團成立 Mobile Drive 合資公司，且
富士康將於 2022 年開始向美國 FISKER 提供電動汽車平台解決方案。
台灣已具備一個完善且自給自足的 E-Bus 供應鏈生態系統，許多私營公
司如：台達電、東元、微星、能源科技、飛宏科技等，皆為全球的 EV 和
E-Bus 提供關鍵組件和技術。
2017 年，台灣政府發布碳中和政策，主要目標是在 2030 年底前實現所有
公車(全國超過 10,000 輛)以及所有政府輕型車隊(全國超過 20,000 輛)電氣
化。
最後，車測中心開發的自駕小型巴士 WinBus，所有關鍵部件和技術均由
國內行業支持，WinBus 具有 Level 4 的自動駕駛能力，已在不同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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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路線進行試點操作，未來將透過技術轉讓或合作，針對國內和國際出口
做應用(簡報詳附件五)。

 東元電機行銷業務處整合行銷中心資深經理 Kenn Watnick：「台灣電動
汽車產業供應鍊及台波潛在合作機會。」
Kenn Watnick 首先表示，台波雙方政府在推動電動車產業上有類似的政
策，波蘭 2016 年公佈在 2025 年要達到 100 萬輛電動車目標，而 2035 年
依據歐盟法規，將禁售燃油車；而台灣則是在 2035 年禁售燃油機車，2040
年禁售燃油汽車。而波蘭電動汽車市場的增長將帶來更多供應鏈支持的機
會，這也是台波從高端自行車到電動汽車市場進一步合作的機會。
在台灣的電動車方面，東元電動汽車應用於台灣第一輛電動乘用車，而東
元的電動馬達系列也可用於電動自行車、電動巴士和越野車。東元致力於
永續交通，入選 2021 標準普爾永續年鑑，亦在全球機電產業中榮獲最佳
進步獎(Industry Mover status)。而在台灣，東元在 ESG 指數上被列為最有
信譽的公司之一，工廠使用可再生能源，承諾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且
東元已在 2015 年提前達到預計在 2020 年減少 20%排放量的目標。
東元 1956 年成立，目前在全球有 2 萬 3,000 名員工，在全球 40 個國家/
地區設有辦事處和運營機構，2020 年收入約為 16.3 億美元，於 1995 年收
購西屋電動馬達公司，並在 2010 年深入電動汽車的電機和動力總成開
發。在 EV 領域，東元專注於電動汽車、充電解決方案，以及傳感器。渠
接著介紹東元電動汽車供應鏈、T-Power 動力馬達、應用案例等。渠表示，
傳統汽車進入電動車產業，其互聯性、可靠性和安全性需求是最受關注
的，而東元有豐富的經驗與技術。
東元電機的 EV 產品 T-power 系列是專為電動汽車市場設計和開發的電
機、驅動器以及齒輪組合的動力總成系列；以智慧製造的模塊化設計，適
應不同的懸架。他並介紹 T-power 系列的核心技術及製程，以及其設計及
分析、電氣工程、測試設備及性能的優勢。目前東元在台灣、中國、越南、
印度都有工廠，有優秀的合作夥伴 MIH、華德動能科技等，以及具有豐
富經驗的領導團隊(簡報詳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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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商會電動車委員會主席 Janusz Grądzki：
「General overview of Polish
ElectroMobility sector」
波蘭商會電動車委員會主要著重領域分為三個部份：電動車電池；儲能、
氫能；波蘭法規、補貼及教育。在歐洲，大部分的國家已針對淨零排放立
法或正在立法過程當中，其中亦包括波蘭。
截至 2021 年 10 月份為止，波蘭的電動汽車指數，小客車方面達到了 33,143
台，其中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EV)佔了 52%，純電動汽車佔了 48%；2021
年 1-10 月份波蘭電動小客車相比 2020 年同期，增加了 105%。除此之外，
電動貨卡、電動機車、氫能汽車、以及混合動力客車及貨車都相對成長，
其中又以混合動力客車及貨車成長最多，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長了 109%。
另外，充電裝置數量亦逐漸增加，2021 年 10 月已增至 1,712 個充電站，
其中交流電充電站佔了 69%，直流電充電站佔了 31%。
Janusz Grądzki 接著就波蘭電池生產及充電站，分別介紹三家具代表性的
公司。電池生產方面，2019 年歐洲鋰離子電池產量為 20 GWh，預計到
2023 年將增加到 200 GWh。有趣的是，位於中國的工廠產能預計將在同
年達到 800 GWh。
電池生產：
 Mercedes - Benz Manufacturing Poland Jawor 為波蘭目前最大的電池生
產工廠，戴姆勒(Daimler)公司在 Jawor 的投資約 6 億歐元，生產純電動
車(BEV)用電池(目標每年 10 萬個)、柴油機，以及用於插電式混合動力
車(PHEV)和內燃機(ICE)的汽油引擎。
 LG Energy Solution Wrocław 是歐洲最大的汽車鋰離子電池製造商，也
是世界領先的鋰離子電池生產商，擁有數十條生產線，目前產量為 6
GWh(目標為 100 GWh)，總投資成本超過 32 億歐元。
 瑞典公司 Northvolt 將在波蘭 Gdańsk 建設現代化的生產工廠，以及電
池模塊和儲能系統領域的研發中心，投資額將達 2 億美元。該工廠未來
的潛在產能為 12 GWh。
充電器：
 Ekoenergetyka 為波蘭巴士充電器市場上的知名公司，2020 年該公司生
產了近 700 個充電站，贏得了 68 個招標，總計 7,500 萬茲羅提(約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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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歐元)，去年收入超過 1 億茲羅提(約 2,172 萬歐元)。
 Enelion 為電動汽車充電器和電動汽車生態系統管理軟體的生產商，自
2016 年起在波蘭設計電子產品和生產設備，目前已向波蘭和國外的客
戶交付了數千個充電器。
 Pre Biel 為能源基礎設施生產商，該公司在波蘭多個城市皆設有公共充
電基礎設施，廣受市場歡迎。
最後，Janusz Grądzki 介紹波蘭新電動汽車品牌 IZERA，由波蘭電動汽車
公司開發，股東為波蘭公共能源公司(Tauron、Energa、PGE)和波蘭政府，
預計 2024 年開始生產，計劃生產 20 萬輛。目前已經展示了兩個原型，
計劃推出 5 款車型。
總結：到 2020 年底，波蘭鋰離子電池出口額約每月 4 億歐元，電動車電
池占波蘭出口總額的 2%。波蘭致力發展電動車相關產業，包括電動車充
電的基礎設施、電動小客車和巴士、生產電動車電池，以及汽車和巴士製
造(MB, Toyota, Opel, VW, Ford, Solaris 等)。
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指出，波蘭目前在歐洲和全球電池產業價值鏈建
設的國家中排名歐洲第一、世界第五，有機會保持領先地位至少到 2025
年(簡報詳附件七)。
 EvoBus Polska 城市公車銷售和公共採購部副主任 Alexander
Skrzypczak：「EvoBus Polska Sp. z o.o.簡介」
EvoBus 是戴姆勒(Daimler)最大的歐洲子公司，主要負責客車相關業務。
1995 年 Setra 和 Mercedes - Benz 合併成為 EvoBus。EvoBus 提供客製化
解決方案，產品包括城市和長途客車、客車和底盤。EvoBus 有 Citaro 和
Conecto 兩種車款，有多種長度可供選擇，同時動力形式也可選擇柴油、
天然氣、混合動力等燃料版本，並於 2018 年發表 Mercedes-Benz eCitaro
電動巴士(簡報詳附件八)。
(二)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執行長：「台波智慧城市商機」
台灣擁有堅實的物聯網基礎，可以提供一系列關鍵組件，擁有優秀的工程
師，並具有創新和開發各種新穎智能應用程序的能力因應全球智慧城市的
蓬勃發展，以台灣智慧解決方案(TSS)為核心品牌與台灣 IoT 供應商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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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供應商及世界各地城市當地合作夥伴合作，促進實質性國際合作。
因此可提供波蘭智慧、安全、綠色、韌性的在地化解決方案。
TSS 以智能診斷和需求分析進行智能城市戰略規劃，並提出智能解決方
案，以實現新興來自世界各地城市、工業區和社區的需求。
焦執行長接著介紹 AD4(人工智能+無人機+4D 模型)平台，該平台能以 1-5
公分的精度，在 1 平方公里的研究區域內，構建城市環境的 3D 及時間模
型。
最後，焦執行長介紹台灣智慧應用體驗中心(TSEC)，該中心提供類似
Google 辦公室的舒適的學習和體驗環境，提供台灣著名的高山茶、美味
小吃及特色飲品，透過低風險及低成本的新型商業模型，介紹台灣精品及
科技產品進入中、東歐的藍海市場。而該項目將與台灣人工智慧教育或培
訓機構合作，開設在線課程。TSEC 將可成為波蘭重要的企業人工智慧人
才培訓中心，以及精品體驗展銷中心。並擴展至中東歐，為台波智慧應用
產品和服務提供增值服務(簡報詳附件九)。
 波蘭羅茲大學城市與區域管理系 Dorota Fernandez 博士：「Overview of
Polish Smart City」
聯合國近年來將 21 世紀命名為城市世紀(urban century)，現今世界上有
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預計到 2050 年比例將增加至 68%。檢視 2014
年波蘭邁向智慧城市相關研究，可發現波蘭主要關注在智慧交通系統和能
源管理相關的項目。
觀察波蘭的智慧城市發展，可發現物聯網的作用越來越大。2019 年波蘭
在物聯網的市場的價值超過 22 億美元，比起 2018 增長了 6.4%。據國際
數據資訊 IDC 報告，2022 年物聯網市場價值將增至近 24%，顯見波蘭的
物聯網具有很大的市場及發展空間。
Dorota Fernandez 博士接著介紹幾個波蘭的智慧解決方案案例，包括
Krosno Odrzańskie 市的智慧供水系統、Wrocław 市的智慧停車系統、
Wałbrzich 市的智慧廢棄物管理，以及 Szczecin 市的智慧路燈等。此外，
華沙也有成為智慧城市的巨大潛力，推出了全面的數位化轉型政策，在智
慧移動、開放數據或智能環境等智慧城市領域實施了許多項目。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城市大數據分析平台，該系統處理即時位置並寫入大約 2000 次
使用數據，像是街車的數據，以及來自自行車站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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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Dorota Fernandez 博士認為波蘭智慧城市市場面臨的挑戰，在於疫
情和後疫情時代的數位城市的彈性，還有城市數據系統的安全性。城市應
該實施哪些技術及資通訊技術來幫助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中更加敏捷。
此外，如何避免數位排斥亦是一大挑戰，政府可以嘗試實施所有技術，但
應避免對人民造成數位排斥。例如老年人或在疫情中出現意想不到的排斥
群體。以孩子為例，孩子們因疫情而開始使用在線課程，但在有一個以上
孩子的家庭中，只有一台筆記型電腦。可見避免數位排斥，是智慧城市未
來一個非常大的挑戰(簡報詳附件十)。
 Stepwise 執行長 Krzysztof Szukiec：「Smart City Case Study」
Krzysztof Szukiec 執行長分享該公司兩個應用在智慧城市的數位解決方案
案例，分別是智能環境案例－水處理設施的預警生態系統；以及建立數位
護照案例－透過一站式數據中心的機器學習和資料整合的數位管理平
台，有助於降低能源消耗並正確管理建築設施。
以水處理設施的預警生態系統為例，某些種類的藍藻在特定條件下會產生
影響動物和人類的毒素，大多數發生在溫暖的情況下，而影響健康最常見
和最嚴重的通常是在游泳或沐浴等期間接觸水所引起的。此外，鞘細菌還
會給世界各地城市的飲用水和處理系統帶來問題。Stepwise 針對此問題建
構了一數位平台，該平台將可視化監控和現場測試帶入更高級的數據準確
性，數據來源包括衛星系統、無人機、群眾外包和公共數據。該平台結合
了各種技術，有助於對抗藍藻造成的健康影響。
建築物數位護照目前是逐步構建的產品，尚處於概念驗證的階段，主要目
的為符合歐盟要求成員國在 2050 年之前提高包括舊建築在內的所有建築
的效能。簡而言之，即是長期所需的零能源建築，包括監控分析和診斷在
內的智慧管理系統，可以通過機器學習來實現手動或自動控制功能的智慧
樓宇系統，以及對能源效率和建築物維護的建議，是一款專用於管理建築
物或整個城市建築物的軟體，服務對象包括房地產公司、建築公司和物聯
網製造商等等(簡報詳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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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一、 能源轉型為國際趨勢

波蘭電動車市場深具開發價值

在歐盟空污最嚴重的 50 個城市中，波蘭就佔據了 33 個名次，而波蘭絕大
部分的空氣污染源自交通運輸，發展電動車成為波蘭政府重點項目之
一，並預定在 2025 年達到 100 萬輛的目標。儘管因 Covid-19 大幅減緩整
個汽車產業的發展，但電動汽車反而迅速增長。東元電機資深經理 Kenn
Watnick 認為波蘭電動汽車市場的增長將帶來更多支持供應鏈的機會—這
也是波蘭和台灣從高端自行車到電動汽車市場進一步合作的機會。此
外，由於地緣優勢，波蘭目前是歐洲最大電動車電池生產國，韓國 LG、
德國 Daimler、以及瑞典的 Northvolt 都在當地設置了生產設備，車測中心
尹經理於會後表示，台灣的電池廠商未來如需要在歐洲建置生產基地
時，可以考慮進一步切入當地市場。另波蘭政府成立的全新 EV 電動車品
牌 IZERA，可說是台灣鴻海(鴻華)電動車開放平台 MIH 的理想客戶，若
IZERA 有 EV 整車平台技術輸入或是 EV 關鍵零組件的相關需求，台灣可
把握合作商機。
二、 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為台波共同目標，可深化合作
為了將經濟增長與效率提高，環境改善以及更積極的形象結合起來，波蘭
城市採用了智慧城市戰略。智慧城市的規範願景結合了 ICT 的發展，並
有望實現更具包容性，有效和民主的地方治理。而波蘭在智慧城市領域最
常實施的解決方案包括：智能停車場、城市照明、即時交通監控、公共空
間監控等。然而，在波蘭城市實施此類智能技術仍遇許多障礙，尤其在
Covid-19 的大流行迫使人們遠端工作，致使波蘭開始意識到智慧城市的基
礎設施不足，進而開始推動數位化的智慧城市項目如：大數據、物聯網、
人工智慧等相關創新。
台灣近年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不遺餘力，軟硬體製造技術先進，且在智慧技
術開發具有發達的產業群聚、技術整合以及創新與創造力等特點，可伺機
加強與波蘭在智慧城市業者之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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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未來潛在合作商機
(一) 萬旭電業致力於資訊與通訊裝置的連接線組開發，對於醫療、車
用、5G AIOT, AI, 智慧工廠、智慧城市等領域皆有興趣開發海外市
場，欲與波方廠商 Skamander Productions、Elmark Izabela Rosłon、
LUG Light Factory、ROZTOCZE 以及 Internet Termin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等公司進行後續接洽，探詢產品進出口之可能性。
(二) 捷辰科技致力於發展電力線通訊產業、網通技術研發與製造，欲與
波方 MS Agro、Skamander Productions、Elmark Izabela Rosłon、
NETIX Proof of Quality 、 klaster Logistyczno Transportowy
Północ-Południe、Internet Termin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等公司進
行後續接洽，探詢產品進出口及技術策略合作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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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成果報告

110 年 12 月 23 日
撰寫人：拉美非洲處孫欣漢

壹、活動紀要
本會與沙烏地商工總會（FSC）共同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暨本會沙烏地阿拉伯主任委員李順欽總經理與沙烏地
商工總會沙台委員會主席 Mr. Usamah Al-Kurdi 共同主持，我駐沙烏地阿拉伯
鄧盛平代表及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務辦事處艾德爾代表應邀擔任貴賓致詞，實
體與線上臺沙雙方代表約 65 多位出席。

本次會議以「智慧城市」及「智慧醫療」等議題進行深度研討，邀請智慧
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董事長講述台灣與沙烏地在智慧城市的機會、緯創醫
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莊詔仁副總經理介紹智慧醫療如何運用在高齡化社會。另
外本會也邀請沙烏地投資部戰略夥伴關係代理執行主任 Ms. Sara B. Al Hogail、
Health Academy 業務主任 Mr. Khaled Al Oraij 及 MISHRIF 的建築顧問 Mr.
Ahmed Abussaif 就相關產業深入剖析。

國經協會與沙烏地商工總會共同舉辦之台沙經濟聯席會議，係促進兩國企業
界溝通交流之重要平台。盼在疫情未平息的時刻，增進雙方產業商機交流，促
進兩國民間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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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貴賓致詞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沙烏地阿拉伯委員會李順欽主任委員致詞
李主任委員首先代表國經協會感謝眾多貴賓的與會，特別是在這過去的一
年半內 COVID-19 大流行使雙方無法相互訪問，新興科技卻使我們彼此保持聯
繫。過去台灣與沙國維繫密切的經濟夥伴關係，據統計沙國為我國第十六大貿
易夥伴，2021 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到 80 億美元，與去年相比增長率超過 50%。
據沙國願景 2030，其目標是到 2030 年將利雅德成長為全球十大金融市場，並
在未來十年轉變為領先的金融中心。此外沙國推出“新未來”（NEOM），以世
界一流的技術和 AI 智能為動力打造未來。因此本次會議探討智慧城市與智慧醫
療，符合雙方對未來合作的趨勢與方向，在沙國各項有利措施之下，台商能掌
握機會共創雙方經貿往來。

沙烏地商工總會沙台委員會主席 Mr. Usamah Al-Kurdi 致詞
Usamah 主席同樣強調願景 2030 的重要性，這將徹底使沙國經濟大幅成
長，同時也有利於當地與外國的投資者。沙國在中東地區是相對穩定的國家，
也逐漸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各項投資與合作。主席也樂見台灣在沙國的投資，
而這些投資不一定是指資金，更多的是台灣能提供的技術與知識，特別是在智
慧城市領域，水資源、能源與教育是討論智慧城市重要的核心。此外沙國的市
場規模大，購買力強，這也是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公司都想來參與沙國開
發的主因之一，但沙國也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市場。最後主席表示感謝今日
線上與現場的與會嘉賓，並邀請台灣企業代表團能盡快到沙國，親眼見證沙國
正在發生的進展和商機。

中華民國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鄧盛平代表致詞
鄧代表表示與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務辦事處的 Adel 代表有著共同的想
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最為重要，未來也將繼續深化雙邊關係。在這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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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辦理會議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
杜逃稅協定將於 111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未來將深化台沙之間的經貿關係。本
次也是沙國政府宣佈 2030 計畫以後首次舉辦台沙會議，特別是在疫情大流行期
間，實屬難能可貴。在國王與王儲的領導之下沙國有著前所未見的變化與進步，
而這也是台商能抓住的大好機會發展兩國關係。最後代表真摯地邀請台灣業界
也能多加訪問沙國，沙國的朋友也歡迎來台訪問。

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務辦事處 Adel Fahad A. Althaidi 代表致詞
沙烏地阿拉伯和台灣有如此良好的經濟關係，這並非巧合。今天的台灣在
世界供應鏈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其產業在許多領域都是世界知名的。另
一方面沙國是 G20 國家之一也是中東和北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2020 年 GDP
總額超過 7000 億美元。地理上沙國位處於歐亞非三大洲中心，並直接通往紅海
和阿拉伯灣，每年約有 15%的世界貿易和 40%的世界能源供應通過該地區。到
2030 年，沙國將成為中東和北非地區創新智慧城市發展中心和可再生能源中
心。未來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務辦事處繼續與台灣有關當局合作，本著共同理
解的精神，利用沙國現有的資源，建立互利合作夥伴關係，以增加貿易、投資
和旅遊機會。

參、產業商機分享


智慧城市產業

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 焦國安董事長
焦董事長指出海灣地區的各個國家都推出各自的國家計劃，而智慧城市項
目正是沙國推出“Vision 2030”重要的項目之一。這項雄心勃勃的“Vision 2030”
目的在減少對單一項目的依賴，目前石油佔全國總 GDP 的 30%以上。未來王國
正考慮提高非石油出口占非石油 GDP 的比重到 2030 年從 16%增加到 50%。沙
國當局計劃在全國 10 個城市開始實施智慧城市項目。儘管 Covid-19 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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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業部門，但智慧城市市場在此期間實現收入增長，醫療保健和交通系統
等需求也相應增加。作為願景 2030 的一部分，國家工業發展物流計劃(NIDLP)
希望將沙國定位為採礦、能源和物流部門的全球物流中心，35 個工業城市、3500
多家工廠，引領沙特向工業強國轉型。

台灣擁有堅實的物聯網基礎，可以提供一系列關鍵組件，擁有優秀的工程
師，並具有創新和開發各種新穎智能應用程序的能力因應全球智慧城市的蓬勃
發展，以台灣智慧解決方案(TSS)為核心品牌與台灣 IoT 供應商及解決方案供應
商及世界各地城市當地合作夥伴合作，促進實質性國際合作。因此可提供沙烏
地阿拉伯智慧、安全、綠色、韌性的在地化解決方案。TSS 以智能診斷和需求
分析進行智能城市戰略規劃，並提出智能解決方案，以實現新興來自世界各地
城市、工業區和社區的需求。

焦董事長接著介紹 AD4(人工智能+無人機+4D 模型)平台，該平台能以 1-5
公分的精度，在 1 平方公里的研究區域內，構建城市環境的 3D 及時間模型。
最後，焦董事長介紹台灣智慧應用體驗中心(TSEC)，該中心提供類似 Google
辦公室的舒適的學習和體驗環境，提供台灣著名的高山茶、美味小吃及特色飲
品，透過低風險及低成本的新型商業模型，介紹台灣精品及科技產品進入中東
的市場。而該項目將與台灣人工智慧教育或培訓機構合作，開設在線課程。TSEC
將可成為沙烏地阿拉伯重要的企業人工智慧人才培訓中心，以及精品體驗展銷
中心。並擴展至中東，為台沙智慧應用產品和服務提供增值服務。

沙方講者：Ms. Sara B. Al Hogail, Strategic Partnerships Executive Director
(Acting), the Ministry of Investment of Saudi Arabia
Ms. Sara 首先提到沙國正在實現經濟現代化，願景 2030 主要有三大目標，
一是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二是成就一個欣欣向榮的經濟，三是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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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的國家。截至 2021 年第一季，私人部門的 GDP 占比從 40%提高到
50.5%，中小企業對 GDP 的貢獻從 20%提高到 29%。女性的勞工參與率從 22%
提高到 33.2%，公共投資基金從 1600 億美元提高到 5000 億美元。
透過願景 2030，沙國計劃打造橫跨全沙烏地阿拉伯多點的十億美元級大型計劃
案，更甚百億美元級的計劃案包括 NEOM、The Red Sea、Qiddiya。

企業之所以會選擇沙烏地阿拉伯，正因為沙國是世界 20 大經濟體，也是在
中東北非地區最大的。同時沙國內陸交通便捷，也有穩健的銀行業，在全球 2019
年穩健銀行排名第 15 位，世界第 11 大股票交易市場(中東北非地區第一位)。
此外在數位基礎建設方面，沙國有 96%人口的網路使用滲透率相較於其他阿拉
伯世界的 51.6%，網路平均移動下載在世界排名第五位，5G 涵蓋 35%，可見沙
國相關數位經濟的完善。此外沙國也致力於新增更多商業改革，賦予女性權力，
綠色經濟等多樣化的改革，打造與過去不一樣更進步的沙烏地阿拉伯。

沙方講者：Mr. Ahmed Abussaif, Architect Consultant, MISHRIF
Ahmed 先生認為未來沙國將持續發展人工智能、物聯網、5G & WIFI6
(6G)、雲計算、VR/AR 和大數據等技術。智慧城市將建立新能源模式、處理廢
棄物和水管理、因應氣候警急情況等。經濟上促進融資計劃、經濟模型、吸引
人才、創新生態系統、城市間合作，沙國美好的未來是可以預見的。



智慧醫療產業

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莊詔仁副總經理
莊副總經理本次以高齡化社會的智慧醫療為題，講述台灣在智慧醫療上的
優勢與未來可以與國際合作的機會。目前醫療產業的趨勢包含成本上升、人口
高齡化、環境惡化、醫療保健提供者的短缺、多樣的流行病症等。因此醫療產
業將順應科技的進步走向精準醫療、移動／家庭醫療保健、遠程醫療、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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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機器人等。2020 年全球共有 7.27 億人口年齡超過 65 歲，到了 2050 年這項
數字將超過 15 億。在可見的未來高齡化醫療照護是愈趨重要。新興科技的融合
也將提供多元解決方案，使行業走向數字化、遠程及個性化。緯創醫學部署大
數據分析，用於預測突然出現的血壓問題，過去透析患者每週需要去透析中心
大約三到四次，每次大約需要四個小時來過濾血液，但現在運用大數據分析，
將有效預測患者血壓變化即時提醒患者並向護理人員提供警報。此外一種運用
5G 技術的毫米波射頻技術，用於觀測生命體徵包括人的心率和呼吸頻率。以上
這些技術的開發與整合都將讓人們過上更有品質的生活。

沙方講者：Mr. Khaled Al Oraij, Executive Director of Capaci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Health Academy
Health Academy 是由沙烏地阿拉伯保健專業委員會（SCFSH）為了達成願
景 2030 和相關健康轉型計畫目標而成立，旨在通過多項措施培育人才、提高王
國醫療保健質量、醫療保健效率並促使相關業者加強健康轉型計劃。目前 Health
Academy 已通過以下兩個階段開始人員的專業培訓。階段一為建立，該軌道從
失業人口或衛生部門以外的領域吸引人才，相關計劃的參與者進行資格認證和
培訓，以確保勞動力合格。階段二為強化與成長，加強衛生部門的能力，以實
現本地化並衛生轉型，Health Academy 與民間企業合作，以保證新興人才以高
專業度追求他們的職業旅程。此外衛生學院通過投資國民來實現國家目標，最
大限度地提高醫療人才的能力。與國際實體建立牢固的伙伴關係，目前已經和
眾多國際單位組織合作，包含英國普利茅斯大學、英國國民保健署、Houston
Methodist 醫院、愛爾蘭皇家外科醫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未來也將積
極與國際更多機構合作。

肆、意見交流
沙烏地商工總會沙台委員會主席 Mr. Usamah Al-Kurdi 表示 Ms.Sara 的演講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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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且重要，總結願景 2030 關鍵的目標與計劃。沙國在中東地區是極具潛力的
市場，願景 2030 也是為了達成多樣化產品的促進出口。目前沙國是地區性重要
組織的成員國包括泛阿拉伯自由貿易區、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此外也
與其他組織簽署重大協議。沙國的優勢在人均消費力強，市場潛力大，貿易條
件好，若各位廠商希望擴大對沙國的出口，那就需要在沙國進行投資，特別是
在產品的 know-how 上。

Q：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鄭惠中專業副理
本司是網路攝影機暨安全監控解決方案製造商，所有的商品都是台灣製造，目
前公司已經在沙國有交易和項目，例如在沙國的麥當勞、利雅德地鐵 3 號線。
我的問題是，您有提到沙國將改善商品通關的時間從兩周改善至 24 小時，此項
改進方案是適用所有類型的電子產品還是有針對特別產品做限制?

A：Ms. Sara B. Al Hogail, Strategic Partnerships Executive Director (Acting),
the Ministry of Investment of Saudi Arabia
目前我們與海關密切合作，沙國也提供專門針對投資者服務代理和諮詢代理的
服務。針對清關是否有特別的電子產品的測試，歡迎提供您的相關資料會轉致
給相關部門的承辦人員。事實上近年很多海關上的限制已逐步改善這也是沙國
改革一部分。

A：沙烏地商工總會沙台委員會主席 Mr. Usamah Al-Kurdi
主席同意 Sara 小姐的意見，願景 2030 的挑戰不是在投資或資本方面，也不是
基礎設施的發展，而是直接影響本地和外國投資者的程序。現在無論是在機場、
邊境還是海港，如果清關代理提早提交文件，那麼海關人員多半會願意在這些
產品到達目的地機場、海港之前處理放行。願景 2030 正在影響沙國所有的業務
活動。台灣廠商正確地選擇合作夥伴和清關代理很重要，在某些情況下，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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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開始出口之前提前註冊您的產品例如食品，而有些電子產品在進入沙國之
前需要獲得批准，但這僅限於少數材料。

伍、檢討與建議
(一)政府單位積極促成台沙雙方產業界交流
我國政府積極促成與沙烏地阿拉伯的互動合作以深化雙方產業界交流。駐
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鄧盛平代表一同線上參與，充分表達我國政府重視台以兩
國經貿交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等皆出席本次會議，了解兩國產業現
況與需求，促使台沙雙方業者交流，為未來進一步發展台沙關係建立基礎。

(二)線上會議的整合與反思
本次會議因新冠疫情台沙業者無法在一個場地一同進行雙邊會議，會議以
台方實體會場及沙方線上參與的模式進行，突破客觀環境的限制，創造台沙雙
方更多交流互動的機會。視訊會議跨越空間的限制與遠方的參與者進行會議，
然而專業視訊會議公司的費用有一定成本預算，會前視訊會議公司需多次協助
彩排，以減少會議當天可能出現的技術性問題，例如會前須處理傳輸與接收簡
報、雙方講者影像、與會者影像、音訊、即時與沙方聯繫、現場應變等項目，
以求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任何技術性問題。新冠疫情仍未平息的時刻，線上視訊
會議的需求大增，本會對相關軟體的使用逐漸熟悉是能成功辦理會議的主因之
一。

相對地因線上視訊會議的限制，不易掌握沙方的參與程度，這也是本會未
來舉辦相似會議時考量的重點。有會員廠商向本會反映，認為雙邊會議以實體
為佳，因實體會議較容易建立個人關係，與螢幕上的影像建立關係實屬不易，
如何在疫情下進行更恰當的會議模式是本會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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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聚台沙產業能量，共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指出，沙國經濟逐步趨穩轉好的主要原因是
地區疫苗接種率持續提高，政府出手相關政策等。同時國際油價近期整體高位
運行，也為以石油出口為主導的經濟體提供經濟復甦有力的支撐。本次會議吸
引眾多業者出席，展現出我業者積極希望了解沙國業界現況與對未來發展深具
信心。會議聚焦在智慧城市產業及智慧醫療產業，雙邊會議對我國業者了解沙
國現況有所助益，吸引對沙國有投資或貿易興趣之業者出席，出席者也不限上
述產業，方便跨領域業者互相交流。

陸、潛在合作商機
一、沙烏地阿拉伯在願景 2030 的政策環境下大力開展多樣化的產業，在智慧城
市領域，沙國多項國家級的城市計畫，為來自國際間的廠商提供更大的市
場與機會。台灣在智慧城市領域可以發揮資通訊高科技的優勢，輸出相關
的技術和人才。在智慧醫療方面也尋求民間更多的交流合作，除了相關產
品的出口在逐漸發達的數位通訊的輔助下，視訊同步的醫療教學和案例分
享也是可開展的面向。

二、會後晶睿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表示願拓展中東地區相關業務的意願，普固企
業有限公司目前有與國內電動車儲能系統商 LSC 合作，有鑑於沙國提出願
景 2030，希望引薦沙國當地對綠色運輸電動車／電動車系統／電動機車等
有興趣及相關的廠商。台欣生物科技研發股份有限公司傳達目前正尋找當
地的進口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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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活動剪影

1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雙方貴賓線上合影：
上排左至右：沙烏地商工總會沙台委員會 Usamah Al-Kurdi 主席、駐沙烏地阿拉
伯代表處鄧盛平代表。
中排左至右：沙烏地阿拉伯駐華商務辦事處 Adel Fahad A. Althaidi 代表、國經協
會沙烏地阿拉伯委員會李順欽主任委員、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
下排左至右：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董事長、緯創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莊詔仁副總經理、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玉招副組長。

2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國經協會沙烏地阿拉
伯委員會李順欽主任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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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沙烏地商工總會沙
台委員會 Usamah Al-Kurdi 主席致詞。

4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駐沙烏地阿拉伯代
表處鄧盛平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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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沙烏地阿拉伯駐華
商務辦事處 Adel Fahad A. Althaidi 代表致詞。

6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智慧城市股份有限
公司焦國安董事長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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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Mr. Khaled Al Oraij,
Executive Director of Capacity Building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Health Academy
簡報。

8

110 年 12 月 23 日本會舉辦「台沙(烏地)民間經濟聯席會議」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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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臺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論壇成果報告
撰寫人：亞太處 李碧惠

壹、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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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電電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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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邀請台加電動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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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台灣電動車供應鏈與台加潛在合作商機。
中午舉行的交流餐會中，除了由加拿大投資局準備的「加拿大電動車優勢」
影片介紹，亦安排一場小型座談，由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敬獵人處長(Ed
Jager)、安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Asia Resource Group, Inc.)常務董事 Mr. Robert
Brown，以及 MIH 技術顧問連宏城(Ted Lien)針對台加電動汽車供應鏈的科技需
求與商機進行討論。

貳、籌備情形
本活動是繼去年台加企業家交流餐會後第二次舉辦，旨在持續推動兩國企業
交流，今年聚焦電動車產業，由本會提供電動車相關業者名單，並以電電公會
V-team 會員為主要邀請對象，同時並邀請政府學界相關人員參加，總計有來自
台加產官學界等共 74 人應邀出席；講者則由 CTOT 與電電公會協助邀請，加方
講者為福特汽車加拿大公司政府關係副總 Ms. Caroline Hughes 及黑莓 IVY 平台
開發資深副總 Ms. Sarah Tatsis，台方講者為東元電機行銷業務處整合行銷中心資
深經理 Kenn Watnick、台達電子電動車充電方案事業部江明諭資深產品暨業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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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 MIH 萬采薇商務策略顧問，並由 CTOT 負責午宴座談專家的邀請。

參、辦理情形
臺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論壇
 開幕致詞 Opening Remarks
1.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局長致詞時表示，即使在疫情期間，台加兩國
一直保持友好關係，如：台加經貿諮商會議，討論台加投資、科技、產業雙邊關
係，並深化兩國未來創新合作機會；還有去年的台加企業家交流會，討論疫情對
全球經濟的影響及創造新商機。在投資方面，今年加國 CoolIT Systems 作為液體
冷卻系統專家，在台灣建立實力強大的團隊，與台灣業者合作；Electrum Charging
Solutions Inc.作為充電基礎設施供應商，也計劃來台設立；另一方面台達電子已
在加拿大展開數百萬加元的投資，並將進一步擴大投資。目前淨零碳排放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話題，電動汽車成為全球趨勢，加拿大作為主要汽車製造樞紐國家，
有優秀的駕駛軟體，而台灣則有許多國際公司依賴的重要電動汽車零組件供應
鏈，因此，台加在電動汽車供應鏈中的合作形式，可增加未來合作的所有潛力，
在電動車發展、研究和生產的領域取得成功。
2.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芮喬丹代表(Jordan Reeves)表示，5G 的進步，
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域安全問題和氣候變化在重塑全球價值鏈，尤其是汽車技術
領域，台灣 ODM 企業如富士康也在投資電動汽車，75%的特斯拉供應鏈來自 29
家台灣公司，製造五種不同的系統，而台灣半導體、電子、汽車零組件企業也投
資電動汽車，在世界各地尋找合作機會；加拿大是傳統車和公共汽車的大型製造
商和出口商，由 5 家大型 OEM 公司帶領，有世界一流的生產設施，如福特汽車
加拿大公司，在多倫多則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及世界領先的網絡安全軟
體工程師，如黑莓，幫助加拿大這個投資數十億美元的產業進行轉型到電動汽車
EV 和自駕車 AV。隨著加拿大 EV 擴展，需求增加，台灣將有更多機會。加拿大
有進入北美市場的優勢(CUSMA)，具有 75%北美價值(在美國、墨西哥或加拿大
生產至少 75%部件的汽車或卡車)的 EV 即可享免關稅；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合
作夥伴；汽車產業與美國高度整合，美加每日貿易額達 20 億美元；加拿大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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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優秀技術工人，吸引各國的技術人才；如果結合電費、勞工和稅收，加拿大生
產汽車最大的優勢是比美國便宜 30%；加拿大政府也提供重大獎勵以過渡到零排
放經濟。比起加拿大公司如 Sierra Wireless、富昌電子等到台灣投資，更希望能
介紹更多台灣企業到加拿大，尤其是電動車方面，並在關於聯合全球供應鏈研究
上，能為台加 EV 產業找到機會，在後疫情時代建立安全的、可持續和有彈性供
應鏈。

 加拿大電動車供應鏈及其全球布局與商機
1. 福特汽車加拿大公司政府關係副總 Ms. Caroline Hughes 主講「實現電氣
化和互聯未來」，她在線上介紹福特加拿大的成立背景與規模，加拿大簽訂多項
貿易協定如北美、韓國、歐盟、CPTPP 等為 4,000 萬輛汽車提供免稅准入，另有
600 萬輛汽車也將可免稅；加拿大作為通往全球市場的門戶，使加拿大的電動汽
車和電池貿易具有優勢，而隨著成本、產品、基礎建設、人才培訓等障礙的減少，
預計未來十年汽車行業將迎來純電動車(BEV)的巨大增長，北美也加速轉向
BEV。5 家汽車製造商、700 多家零件供應商和 500 家模具製造商在安大略省設
有工廠，是北美第二大生產管轄區，約 90%的加拿大汽車產品出口，主要出口到
美國；安省擁有超過 24 個以汽車為重點的研究項目，有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研
究人員，以及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向量研究所，而福特在 2017 年建立了一個新的
連接創新中心，並運營著動力總成工程研發中心。另外，多倫多到溫莎走廊的戰
略位置靠近 7 家未來的 BEV 裝配廠(3 家 OEM)，為北美的 BEV 生產提供了機會。
另外，加拿大是西半球唯一擁有所有鎳、鈷、石墨、鋰等電池材料資源的國家。
加拿大電池供應鏈的戰略優勢，包括(1)可提供關鍵的電池礦物，(2)作為北
美電池供應鏈的一部分，可開發具有競爭力、可持續、可靠的礦物和電池組件，
(3)加拿大政府為生產零排放產品的公司減免 50%聯邦企業稅，(4)加拿大政府提
供淨零加速器基金 30 億加元的資金，(5)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下，加拿大與美國
汽車業高度融合，現改為加-美-墨協議(CUSMA)。CUSMA 下，有關電池的汽車
原產地規則，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北美含量，以激勵在北美的生產和採購，避免支
付關稅，而要獲得原產資格，車輛必須同時滿足車輛(75%)和核心部件(75%)(包
括電池)的區域價值含量(Regional Value Content, RVC)要求。此外，還有一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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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價值含量規則(40%)，加拿大生產的電池將滿足這一新的 CUSMA 勞動價
值含量規則。加拿大電池也將受益於 CETA(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下的歐盟和 CPTPP 下的亞洲免稅准入。
2020 年 10 月，福特是第一家宣佈在奧克維爾投資 18 億美元，將裝配廠從
ICE 汽車製造過渡到電池電動汽車製造的汽車製造商，為北美市場生產一系列電
池電動 SUV。加拿大提供的優勢包括(1)先進製造業的領導者，可輕鬆進入美國
市場；(2)高技能勞動力、大量理工科(STEM)畢業生供應和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
成本；(3)為汽車行業提供專門的服務和計劃，包括為汽車投資提供聯合資金支
持的政府；(4)清潔能源和有競爭力的電價；(5)頂級生活品質。
2. 黑莓 IVY 平台開發資深副總 Ms. Sarah Tatsis 表示，加拿大公司 BlackBerry
和美國亞馬遜(Amazon)AWS 在 2020 年底宣布合作開發汽車數據平台 BlackBerry
IVY，推出以雲端為基礎、QNX 作業系統架構的汽車數據/軟體平台，協助汽車
製造商能透過 IVY 安全地存取車輛感應器數據，並從該數據中獲得有用的分析。
簡報中介紹黑莓是汽車嵌入式和雲軟體領域也是汽車安全和安保領域值得信賴
的領導者，車輛由 BlackBerry QNX 連接和保護，涵蓋 270 多個品牌和型號，跨
越 45 家汽車製造商，QNX Success 走在汽車創新的最前沿，與具有創新文化的
全球領先雲提供商，雲 AI 的領導者 AWS 合作，IVY 可簡化、整合和分離車載
硬體和軟體，車輛創新更快，提供更豐富的服務/體驗，為車載軟體和服務帶來
敏捷性，也確保系統的安全性；但允許為 IVY 編寫的代碼可移植到其他環境和
平台，為原始設備製造商/一級供應商提供靈活性和控制力，所以具有實時可見
性的快速部署，將機器學習模型從雲端快速部署到車輛，實現更豐富的服務，提
升客戶體驗。
黑莓 IVY 優勢包括(1)數據所有權：其 OEM 合作夥伴將擁有客戶和 100%的
數據，包括通過訪問數據和根據數據創建的服務產生的任何收入。(2)平台和雲
不可知：與操作系統和雲數據平面無關，可防止供應商鎖定，同時拓寬客戶技術
選擇。(3)部署靈活性：通過靈活的部署選項(例如網關模組和連接模組)支持多重
汽車用域(例如，動力總成、車身、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和駕駛艙控制器)。
(4)黑莓不是競爭對手：正在尋求互補的 OEM 平台，利用預先集成的汽車合格服
務加速開發，允許 OEM 專注於他們的價值流。(5)進入生態系統：將黑莓 IVY
設計為盡可能開放，並配合每個代工廠商所需要的開放程度，以便支持汽車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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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轉型的發展。目前 IVY 加速數位轉型，包括收集大規模的車輛數據，利用
機器學習(ML)方式，加快 AI 解決方案的開發；提高車輛智能；普及和簡化車載
開發流程；開闢更廣泛的開發者生態系統並加速創新；並提供更多解決方案和價
值創造，如車輛性能、客戶體驗和服務貨幣化等。
IVY 的核心是從邊緣到雲端(edge-to-cloud)的軟體平台，有多種感測器以及
多種零組件處理在汽車內外所發生的各種情況，讓廠商得以進行車輛數據的動態
部署與使用。BlackBerry IVY 簡化並加速汽車製造商使用數據的流程，收集駕駛
身份、駕車風格、智能預測範圍等資料，讓他們了解消費者如何使用其產品，也
讓軟體開發商可以創造強化的解決方案、應用與經驗。IVY 的價值會與合作夥伴
一起強大，所以 IVY 發起許多創新基金，投入 1,500 萬美金，將不同的合作夥伴
與原始設備製造商，如機器學習和合成傳感器、電池管理預測、電信商、電子支
付、保險公司等聚集在一起，建立更廣泛的生態系統。
3. 提問交流 Q&A
 電電公會台灣車輛系統整合聯盟副總召游文光提問，特斯拉控制平台是
否使用 IVY QNX 系統？Ms. Sarah Tatsis 表示 IVY 目前正在開發中，還
沒有推出產品，也沒有與特斯拉合作。
 安森國際公司 Robert Brown 常務董事問 Ms. Sarah Tatsis 區塊鏈在 IVY 中
的角色，在開發的產品中互補還是交織在 IVY 項目中？另外，雖然 L4
或 L5 級自駕車的發展仍需努力，但 IVY 可以提供駕駛的數據反饋，這
些是否可優化哩程並與保險公司合作向商業駕駛及一般駕駛推廣，進而
提高安全駕駛？Ms. Sarah Tatsis 表示可能有免費的區塊鏈的應用在產品
中，但目前 IVY 沒有使用區塊鏈；許多保險公司對於 IVY 也有濃厚興趣，
希望用此方式訓練駕駛，避免事故，並用智慧手機與 IVY 的資料來改造
駕駛車輛的行為模式。
 行競科技黃昱傑營運總監問 Caroline Hughes，該公司是電池科技相關新
創公司，因加拿大的友好經商環境，如果該公司想在加拿大設立辦公室，
有何建議？Caroline Hughes 建議可先向 CTOT 尋求協助，尤其是工業、
科學與經濟相關的部門，加拿大政府長期支持戰略產業，美加政府在汽
車行業與戰略有很強的認可度，現在則過渡到電動汽車，所以過去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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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受批評，但現在根據公告福特將加速過渡到電動汽車的步伐，數量比
最初預期的要多，因此需要在北美建立產業，之前的模式是進口電池，
但這無法支持車輛數量的增加，所以行競科技作為新創公司可與加拿大
政府取得聯繫與協助，爭取新創公司基金，發展供應鏈；另外，加拿大
地理位置優越，其中魁北克，安大略都有採礦方面的重大戰略優勢、低
成本電力、電力供應的確定性、通往整個北美市場的便利性。
 有與會人員請教 Sarah 關於黑莓的安全問題，她表示網絡安全必須處於
任何軟體系統的最前端，隨著越來越接近自駕，作為新應用程序開始在
車輛內部署會使汽車本身變成駭客的目標或威脅因子，黑莓從一開始就
看到建立安全性的必要性，所以每個軟體組件直接來自供應鏈，進行入
侵檢測等，不僅 Blackberry IVY，還有 QNX 系統都經過安全認證，在開
發產品還是創造新產品時，從根本上確保車輛內的各種軟體系統的安全
和隱私。
 CTOT 加拿大新創科技加速器陳宛伶資深商務經理問，現場觀眾大多數
都是期待在外部專業知識建造未來汽車，黑莓可否分享過去消費者行為
的資料，協助未來車的製造？Sarah 表示以黑莓為例，即創建一個像 IVY
的平台，電動汽車製造商通過 IVY 標準化平台，從車輛數據中產生附加
價值；從消費者的角度考慮，車子是可移動的高資本資產，以車用應用
程式為主，要如何使用 IoT 的邊緣技術，使人們可以用汽車滿足新的娛
樂需求及通勤中的工作效率時，兼顧個人與他人的安全。另外，與隱私
有關的應用也是正在發展的強大市場，電動汽車的廣泛生態系統會隨著
我們的成長而發展，而 IVY 標準化平台可以為車輛提供創建的類型。
 CTOT 海外直接投資陳嘉雯資深商務經理問福特推進電氣化的時程，內
部高階主管是否對於電動汽車落脚加拿大而非美國有進行辯論？
Caroline 表示福特對於每項投資的地點總是存在競爭，很榮幸奧克維爾
成為 2020 年福特在加拿大第一個專業新加速器戰略的一部分，投資建設
專門的工廠。最近田納西州和肯塔基州發布參與電氣化，但在奧克維爾，
聯邦和省政府的伙伴關係是經過驗證且長久的，加拿大有穩定的環境、
高技能勞動力及合作的工會，可提供產品到美國和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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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電動車產業供應鏈及臺加潛在合作機會
1. 東元電機行銷業務處整合行銷中心資深經理 Kenn Watnick 表示，東元電
機很榮幸成為 MIH 聯盟合作夥伴之一，他從電動汽車動力系統的角度讓大家了
解更多關於台灣電動汽車供應鏈的資訊，如電動汽車第一次量產的國家即是加拿
大。由於加拿大和台灣都承諾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所以今年第 4 季有很
多令人興奮的事件，加拿大激進的候選人甚至希望在 2035 年 100%的新車都要零
排放，對電動汽車動力產業來說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挑戰。東元電機入選 2021 標
準普爾永續年鑑，也被評鑑在全球機電產業中榮獲最佳進步獎(Industry Mover
status)，而在台灣，東元在 ESG 指數上被列為最有信譽的公司之一，工廠使用可
再生能源，承諾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而且東元已在 2015 年提前達到預計在
2020 年減少 20%排放量的目標。東元也在高功率密度電機、超智能、永磁電機，
以及線啟動同步磁阻電機獲得台灣精品獎優秀獎，電動汽車動力總成獲得了金
獎。
他快速介紹東元+西屋的背景與技術，目前在全球有 2 萬 3,000 名員工，在
全球 40 個國家/地區設有辦事處和運營機構，2020 年收入約為 16.3 億美元，東
元 1956 年成立，於 1995 年收購西屋電動馬達公司，並在 2010 年深入電動汽車
的電機和動力總成開發。在 EV 領域，東元專注於電動汽車、充電解決方案，以
及傳感器。簡報主要介紹電動汽車方面，從 1993 年克萊斯勒 TEVan 在加拿大安
大略量產開始就與東元/西屋合作，東元在加拿大各地開展業務，總部位於埃德
蒙頓，並在卡爾加里、劍橋和蒙特利爾有營運據點。接下來，介紹東元電動汽車
供應鏈、T-Power 動力馬達、應用案例，及下一步。傳統汽車進入電動車產業，
其互聯性、可靠性和安全性需求是最受關注的，而東元有豐富的經驗與技術。
在台灣，電動汽車動力系統供應鏈中，一個是非 ICT 的電機，一個是以 ICT
為主的逆變器，在 ICT 中台灣有 800 多家上市公司，非 ICT 中則有台塑、中鋼
等，東元產品的製造，基本上都是使用機器人和自動化，其 EV 產品 T-power 系
列是專為電動汽車市場設計和開發的電機+驅動器+齒輪組合的動力總成系列；
以智能製造的模塊化設計，適應不同的懸架；具有系統工程和能量再生能力。他
並介紹 T-power 系列的核心技術及製程；其設計及分析、電氣工程、測試設備及
性能的優勢；在台灣、中國、越南、印度都有工廠；有優秀的合作夥伴 MIH、
華德動能科技等；有富經驗的領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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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達電子電動車充電方案事業部江明諭資深產品暨業務經理以電動汽車
基礎建設的趨勢與機會為題，主要介紹電動汽車充電站，他於 2012 年加入台達
電，當時台達電正開始將整體電動汽車充電視為一種技術和產品，2012 年對電
動汽車來說是關鍵的一年，在之前電動汽車非主流產品，但在 2012 年特斯拉開
始起飛，日產 Leaf 也開始獲得全球矚目，年底電動汽車銷售超過 2 萬輛，對於
整個電動汽車產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之後進入由特斯拉、豐田、本田、歐
洲、美國汽車製造商引領的 OEM 生產模式，2020 年電動汽車全球銷量已超過
300 萬，今年普遍的共識是會達到 600 萬到 700 萬輛，這也意味著整體電動汽車
充電基礎設施的挑戰也即將到來。
他接著說明電動汽車駕駛和充電行為，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獎勵措施和計劃，
鼓勵電動汽車充電站的設置，目前商業收費的充電站漸漸普遍，高速公路等公共
設施的充電站也變得重要，汽車充電將成為和手機一樣的一種生活方式，也需要
家庭充電解決方案，因此發展出許多商業模式，想利用電動汽車充電服務獲得補
貼或獎勵措施。但 2014-15 年由於電動汽車少，使第一代公共充電服務失敗收
場，但現在電動汽車滲透率高，尤其今年與整體汽車銷售相比，電動車新車銷量
增加 8-10%，可預見的未來幾年將持續增長。他分享充電技術的演進與共識，(1)
功率越大充電越快越好，但涉及許多充電、冷卻、周邊技術、可靠性的創新；(2)
電池容量越大越好，但電池是電動汽車成本一大部份，需考量市場定位與車型；
(3)車載充電器的發展，除了充電速度外，也需考量成本與尺寸。這些因素影響
電動汽車充電解決方案的種類。
他並分別說明家庭充電、商業充電及公共充電的需求不同，也使各國的新創
公司有機會針對不同場域、行業及跨國漫遊等，致力於開發能源管理的解決或整
合創新方案。台達電也與一些車隊運營商合作優化整體充電策略。他也分享市場
上已有的一些創新案例，如彈出式充電樁、安裝於天花板的充電器、與數位看板
結合的充電器、結合零售店+咖啡店+洗車服務的充電站、移動式充電機器人、
結合停車場結構的充電站、非電網/太陽能充電站。最後，考量駕駛人、充電站
運營商及公共事業的不同立場，他認為未來的充電站必須是微電網模式，電動汽
車充電服務會越來越多，也需要越來越多的電力、儲能系統，以及能源管理。
3. MIH 萬采薇商務策略顧問她表示，電動汽車產業關注於如何節省更多能
源保護地球的未來，MIH 在台灣及全球的合作夥伴，目前全球汽車市場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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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即 CASE，包括；互聯(C-5G，無線編程 OTA）；自駕(A-AI 芯片、自動駕
駛算法)；服務與共享(S-APP、軟體定義價值)；電動化(E-電池、電機、控制系統)，
而消費者購買時主要考量車輛成本、續航力、及充電設施，因此下一代的電動汽
車 OEM 及品牌如特斯拉、福特、豐田、蔚來汽車，將與 Linux、微軟、Woven Planet、
Android 合作設計開發操作系統(OS)，如 IVI、SYNC、arene、NIO。至於高端品
牌也有與科技巨頭合作，如奧迪、BMW 與阿里巴巴、騰訊、微信，賓士與華為；
同樣的，科技巨頭也利用對模型設計和物聯網的控制，開始參與汽車產業以獲得
收益。因應這個發展，MIH 建立 Open EV Platform 電動汽車生態系統，歡迎全
球合作夥伴加入，目前 MIH 有 16 個工作組，包括硬體車體結構平台、軟體平台、
安全平台、雲端原生系統開發平台、自動駕駛輔助系統(ADAS)/自動駕駛(AD)開
發平台、V2G 能源管理平台、EEA 電子電機架構、Runtime 和 Marketplace 等，
旨在針對車用軟體開發人員塑造一個更有效率、並且大幅降低門檻的開發標準，
創建具有類似手機應用程序的開發體驗的環境。
4. 提問交流 Q&A
 安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Asian Resource Group, Inc.)常務董事 Mr. Robert
Brown 問東元電機 Kenn Watnick，有關尋找足夠的合格工程師研發參與
全球市場斦需的工具，是否面臨過這人才問題？Kenn 回答東元一直很幸
運能夠找到非常好的技術人員，最近一位剛加入的研發工程師來自東元
的競爭對手。
 Mr. Robert Brown 問東元電機 Kenn Watnick 及台達電江明諭經理，有關
產業技術正在向 800V 發展，業界在討論半導體元件的技術是碳化矽
（SiC）或氮化鎵（GaN），可實現在容量及量產上的效率，但像 GaN
的使用可否有更大的市場？或 800V 的車載技術是否在你們公司的發展
時程中？這可以實現什麼樣的效率？Kenn 表示這有在東元的產品開發
路線圖的時間表中，800V 是其中一項，目前正在努力，應該能在明年底
完成，至於 SiC 與 GaN 技術，東元也正在研究，還在設計階段，是屬於
至少 5 年的長期規劃。江明諭經理則表示，他與 Kenn 的看法想同，SiC
與 GaN 技術的商業化或主流用途，可能還需要幾年時間，現在已經有許
多研發進行中，不止是 800V，這也將帶動半導體產業的創新，而從充電
基礎設施的角度，高功率充電的早點入場可解決駕駛焦慮，電力系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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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iC，可強化充電功率及效率，也使充電器更加小巧，成為全球運營
商技術上和商業上的充電解決方案，實現最佳投資回報，這技術正用在
外接充電上。

臺加企業家交流會電動車論壇午餐座談會
座談會開始前播放加拿大電動車產業投資優勢的影片。加拿大有能力擴大其
在電動汽車電池領域的領先地位，跨越 EV 電池供應鏈的所有環節，包括關鍵礦
物和礦物加工、化學前驅物，電動汽車製造及零部件供應，電池回收公司，受益
於北美電動汽車市場不斷增長，高技能人才，強有力的創新支持，是一個誘人的
商業環境。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敬獵人處長(Ed Jager)表示，他的名字代表為台灣
及加拿大獵取機會，現在是電動汽車產業時代，全世界都在尋找替代解決方案來
幫助應對氣候變化和創造更清潔的電動汽車、零排放產品，加拿大也致力於成為
全球領導者，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出一項新基金以吸引零排放產品的投資，並將公
司稅率降低 50%，希望台加合作整合完整的供應鏈，使用創新的清潔技術生產零
排放產品。他介紹兩位講者，Robert Brown 是全球汽車執行官，安森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擁有超過 24 年的全球汽車行業經驗，現在正在幫助加拿大進行電
動汽車行業機會的研究，準確尋找加拿大與台灣之間的技術差距，並確定加拿大
台灣合作夥伴關係的商機；連宏城顧問是 MIH 自動駕駛技術顧問，也是富士康
機器人技術負責人，他是一位企業家，不僅幫助發掘年輕人才，也在長庚大學任
教，擔任助理教授。Ed 先請 Robert 分享電動汽車行業的大趨勢。
Mr. Robert Brown 在台灣 20 年，長期投資台灣，尤其是汽車產業，也有意
協助台灣公司在全球汽車產業的利得中獲得更大份額，也說明有關產業發展的大
趨勢和台灣如何在這些不同領域發揮作用時表示，目前全球有 4%的電動車在路
上，而歐洲的目標是 2030 年達 30%，不同製造商有不同的目標，有些有非常激
進的電氣化目標，其中一些可能並不現實，但重點是加快實現承諾的脚步，如福
特與福斯的合作；CASE 所代表的互聯、自駕、共享和電動化，每一項都創造了
巨大的機會，但互聯增加了複雜性，自駕帶來了對演算法的密集開發和改進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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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共享帶來了大量安全風險，電動化帶來了設計效率的競賽，這些挑戰都非常
嚴峻。電動化的大趨勢包括(1)OEM 平台減少，車輛內容的供應商必須非常有能
力才能被納入基礎供應鏈；(2)電動皮卡車在北美是一個巨大的機會；(3)非
LPV(輕型乘用車)電動化機會大；(4)充電網將呈指數增長；(5)能源代幣化/雙向
充電(車輛將向家庭或電網供電)；(6)替代電池化學成分(固態、LFP 等)，以及電
池材料的回收利用以生產閉環電池產業。2020 年台灣對外直接投資達 67 億美
元，2021 年上半年 9 筆電動汽車產業交易就達到 64 億美元，可見電動汽車產業
當道，現有的一級供應商也積極收購新創公司，以加強他們的技術和產品組合。
一些台灣公司正通過戰略投資來把握市場機會，以謀求增長，如富士康最近以
2.3 億美元收購羅德斯敦汽車俄亥俄州工廠，為他們的北美製造鋪路，並進入利
潤豐厚的電動卡車市場；台灣水泥投資 ENGIE Eps 的控股權表明他們正在關注
電動汽車行業和增長定位；Gogoro 最近也與 Princeville Poema 的 SPAC 合併；另
外，台達電多年前 EV 零組件的投資，雖尚未獲利，但卻是聰明之舉，因為現在
才投入就為時已晚。
MIH 技術顧問連宏城(Ted Lien)表示 MIH 的成立是為了縮短開發的時間，以
及降低成本，透過廠商的合作以及開放性架構，減少經常性開支等管理費用，使
有資格的小規模公司也可以進入 EV 市場，OEM 公司也可選擇不同的供應商。
MIH 目前有超過 1,900 名成員，結合各組件供應商、設計與服務形成模組化以進
入 EV 供應鏈，包含 Stellantis 集團、裕隆集團納智捷 Luxgen、美國 Fisker、中國
電動車 Byton 拜騰、法拉第未來 Faraday Future、微軟、亞馬遜、LG、三星、Panasonic
等公司。他亦介紹 MIH 16 個軟硬體相關工作群組，如何協助成員進入 EV 市場，
以自駕車為例，有許多公司參與共同打造實時操作系統、嵌入式、汽車級、遙控、
艦隊管理、高清地圖、開發/模擬、車聯網的功能，並有發展和資助自動駕駛開
源協作項目的 Autoware 基金加入 MIH EV 平台，使自駕技術升至 4 級，最後，
MIH EVKit 將充當橋樑，讓 IVI、ADAS、AD 或 Security 等應用程序與互動系統。
通過將系統層轉變為應用層，如 ADAS 或 Batter 管理系統，協助合作夥伴和客
戶取得安全及認證，並有更多的靈活性來提供增值業務。
 Ed 想瞭解 MIH 合作夥伴是否只能通過富士康為主要渠道銷售其產品？
或可獲得合作經驗在全球 OEM 中展開業務？Ted 表示 MIH 聯盟成員可
兩者兼得，可自行與 OEM 合作，或利用 MIH Open EV 平台。
121

 Ed 問 Robert 是否有國際的 OEM 廠商向下游尋求第 2 級或第 3 級供應商
的合作？Robert 認為在電動氣化方面取決於 OEM 的要求，台灣公司有
很多機會成為電動化供應鏈的一部分，但台灣企業需要改變過去坐等訂
單的習慣，並在一開始的設計過程中將能力、功能性安全、網路安全等
升級，以培訓及合作的方式將功能安全從設計文化中分離出來，或經由
MIH 的專家獲得網路安全的經驗，也更容易與西方 OEM 專家溝通。只
要有引人注目的技術就有擴展市場的空間，重點是台灣公司準備好開始
北美及歐洲市場。另外，EV 產業由全球化回歸在地化/國產化，要在本
地獲取盡可能多的內容，即使不能在地化也要靠近客戶。比如麥格納在
加拿大邊境有很多工程師，加拿大的工資極具競爭力，並且有大量高素
質的汽車工程師，有很棒的教育系統推動深度學習網路安全知識，並可
擴展製造足跡，接近目標客戶，
 Ed 問 Ted 在 16 個工作群組中，台灣的強項是哪些？在全球電動汽車產
業中的最大機會在哪裡？Ted 回答，現代 EV 的重點是 Triple E：電機、
電池和電控，台灣非常擅長，台灣也有很好的製造能力及潛力，非常靈
活且快速反應市場，所以這是台灣參與這個供應鏈的好時機。
 Ed 問有關升級的問題，1 級供應商如何升級為 2 級或承包製造商升級為
1 級？Robert 答，主要還是考量市場競爭者及市場需求，以前已經投資
的企業要展現進入市場的決心，勇於對外展示才能獲得機會，雖然價格
是一項因素，但也有其他汽車製造商真的對技術感興趣，因此一定要具
備工程知識。他建議提供聰明的工程師異地訓練的機會，接受國外資深
人員的培訓，他們也會願意將經驗分享給有決心的人，所以台灣可以將
系統工程師或項目經理送到加拿大的合作夥伴中學習，再將所學帶回台
灣團隊，這才是升級的要件。他也認為吸引台灣在外人才回流是一項挑
戰。Ted 回答，鴻海認為軟體的能力是對供應鏈的下一個挑戰，好的軟
體才能加值或升級產品，這是鴻海由製造變為技術為主的原因，鴻海數
位長(Chief of Digital Officer)也進一步表示希望將技術鴻海轉為軟體定
義的鴻海。
 Ed 問在台灣，台灣與加拿大在 EV 產業中最強而有力的合作為何？Robert
認為以電池為例，特斯拉向中國購買很多電池，但現在汽車 OEM 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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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資時希望電池組裝非常接近組裝廠，而一些台灣公司在正極材料取
得了一些進展，這些台灣公司可以與北美電池製造商合作，對自動駕駛
汽車中的聯網汽車而言，台灣相機/鏡頭公司的光達/雷達、汽車內裝實力
雄厚，另外如台達電、光寶在非車載充電領域也有較好的合作機會，相
較於一二級家用/公寓的充電技術可節省驗證過程和驗證成本。Ted 認為
加拿大在汽車業有很好的聲譽及專業，對美國市場有興趣但尚未在美設
廠的公司，可以在加設立 R&D 中心或服務當地客戶。
 Robert 問 Ted，與福斯汽車全資軟體子公司 CARIAD 尋找汽車軟體人才
所做的努力相比 MIH 做了什麼？Ted 表示軟體定義的汽車一定是趨勢，
但成本巨大，福斯花費 80 億美金開發 VW.OS 作業系統，這是 MIH 可以
加入救援的機會，通過 MIH 成員合作和貢獻以及專業知識，MIH 製定
了一個包含軟硬體的參考設計，以 VW.OS 為機制的原生開發環境，因
此，通過加入 MIH，成員可以從組件供應商和 OEM 的開放架構中受益，
他也邀請 Robert 加入。

肆、檢討與建議
一、電動車產業發展已是全球趨勢，兩國政府均支持與重視：配合全球環
境保護意識的抬頭，許多國家都投入電動車產業的發展，這次論壇有國際貿易局
及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的大力支持，代表台加官方對這項產業的重視，兩國
官方會議也將電動車產業鏈的合作列入議題，在此次會議中雙方講者提出的合作
方向與商機都值得進一步討論，從與加拿大合作協助台灣傳統汽車產業縮短技術
落差，成為電動汽車供應鏈的成員，以及在人才交流與培訓方面，兩國政府都可
針對企業需求訂定相關法規及宣傳獎勵措施，鼓勵兩國的產學合作。
二、雖受疫情影響加國業者無法來台參與，但仍透過連線進行交流：本次
交流會與加國兩重要業者福特汽車及黑莓連線，但因時差關係加國其他相關業者
沒有線上參與，台灣方面也沒開放線上參加實屬可惜，兩國講者豐富的資訊與發
展經驗值得更多業者的參與，尤其欲轉型的台灣傳統汽車製造業供應商，以及接
受培訓中的電動汽車相關技術人員，其實可以利用這次活動進一步瞭解台加電動
汽車產業可進行合作的領域與方式。另外，我駐加經濟組其實也可以線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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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CTOT 一般，也為加拿大方面的廠商提供我國政府部門的服務。
三、利用兩國產業的個別優勢，共同合作加快電動車產業發展：在全球許
多國家對於淨零排放時程的逼近，使電動汽車市場也需快速發展，如講者所提台
灣的優勢在 ICT 及電動汽車零組件，加拿大則有汽車產業豐富的經驗、電動車
所需原料，以及進入北美市場的優勢，兩國除了透過 MIH 平台及 IVY 平台進行
合作外，可合作的方向包括電池、各種充電模式、安全及隱私應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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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CEAP）代表視訊會談
活動報告書
110 年 11 月 24 日

撰寫人：拉美非洲處吳瑋庭

壹、 活動紀要
本會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秘魯為 11 月 23 日夜間）辦理「太平洋聯
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CEAP）代表視訊會談」由洪慶忠副理事長與 CEAP
秘魯主席-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幹事共同主持會議。
本次會議探討兩國「循環經濟」以及「工業 4.0」，希望藉此了解兩國在最新
的商業趨勢中的發展情況以及優勢地位。「循環經濟」之議題邀請優勝奈米科
技有限公司 張永撙副總經理主講；「工業 4.0」的議題則邀請研華股份有限公
司 張可謙客戶成功經理擔任主講人。現場出席者約為 30 位，線上秘魯參加約
為 30 位。
貳、 貴賓致詞

一、 本會代表-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致詞
洪副理事首先代表國經協會感謝各位貴賓與工商業先進撥冗出席現場
及線上「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CEAP）代表視訊會談會」。
並向 CEAP 秘魯主席-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幹事表達最誠摯的謝
意，向外交部、經濟部的指導支持及駐外及駐台代表處和各相關產業公協
會對於今日會議的協助表示感謝。
秘魯人口約為 3,255 萬，已簽署約 20 個自由貿易協定，FTA 涵蓋率達
89%，同時為 CPTPP 太平洋聯盟成員國（我國已申請），自由貿易發展程
度高，銷往美國、歐盟、英國等國享有免稅待遇，多項礦產屬戰略性物資
尤其可貴，例如：銅、鋅、黃金等，其中銅、鋅的產量為世界第二位，我
商投資秘魯累計金額預估為一億美元，產業涵蓋：貿易、汽機車零組件、
工業用縫紉機及零配件、資訊產品、服務業與地產開發等。另一方面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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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原物料缺乏，價格大幅上漲，洪副理事長認為秘魯除能提供多種農產
品如酪梨、藍莓、葡萄已進入台灣市場外，更能提供金屬原料之銅、鋅、
鋁、鉛、銀、鐵、錫、鈷。由於台灣製造業有急迫性，洪理事長希望能和
秘魯方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也期盼秘魯官方及民間都能支持台灣參與太平
洋聯盟商業活動。
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重要經貿組織，亦期盼可強化與太平洋聯盟之經貿關
係，透過太平洋聯盟，我廠商可拓展海外布局及商機，以因應近年來全球
經貿局勢的變化，及 COVID-19 疫情的影響，為我廠商在供應鏈重組開拓
更多可能性，並作為拓銷整個中南美洲市場的跳板，加強與太平洋聯盟互
動，可提供我國與國際接軌的動力，擴大台灣的出口動能，帶動經濟成長。
台灣廢物回收再利用率達 58%，可謂世界領先位階，例如電腦、冰箱、
電視機、煉鋼之高爐石（Steel Plant Slags）、台積電廢銅處理技術、手機、
IC 面版、電路板、廢棄玻璃再生技術、咖啡渣、甘蔗渣、雞豬排泄物、廢
水回收等再利用之循環經濟模式與技術。而「工業 4.0」台灣在與 5G、AI、
IoT、3D 列印、AR、VR、機器人（Robert）、電動車等構成堅強 4.0 發展
基礎。
本次會議邀請到秘魯參與太平洋聯盟及該聯盟企業諮詢委員會（CEAP）
的貴賓分享其寶貴經驗，歡迎各位官方與企業先進針對我與太平洋聯盟之
經貿、合作等問題踴躍交流，深入了解其經商環境，藉此開創新商機。
二、 CEAP 秘魯主席-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幹事致詞
Carlos Garcia 首先向洪副理事長致上最感謝之意，在這些年來推動台灣
秘魯雙邊貿易不遺餘力。
近兩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在秘魯不論是醫療方面或是經濟方面都受到
很大的衝擊。但是秘魯不能停歇，要設法團結一致，尋找更多的商機，尤
其是在經濟的部份，如何能夠透過工業 4.0、循環產業找尋的新契機。雖然
在 2020 年，全世界都受到疫情的衝擊，但是很明顯地台灣在經濟方面並沒
有因為疫情肆虐而停歇，主要原因在於對於疫情的快速反應以及台灣發達
的科技與醫療，讓各方面維持原先的軌跡繼續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放眼未
來，秘魯不能被困境自亂陣腳，必須持續運用科技以及最新的技術繼續發
展。
秘魯工業總會以及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都透過工業 4.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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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個產業之間的連結，為秘魯的經濟創造更多的機會。最後，Carlos 總
幹事代表 Ricardo Márquez 總會長致上問候之意，同時表示未來應該要制定
更完善的政策，讓秘魯在面對困境的同時，也透過「工業 4.0」以及「循環
經濟」讓產業界永續發展。
參、 專題演講

一、 循環經濟
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張永撙副總經理
所有的電子產品之中都需要少量的貴金屬與稀土元素才能使其正常運
作，而將這之中的貴金屬回收再利用就是「循環經濟」的一環。這些電子
廢棄物有著「城市礦山」之稱，但是回收裡面貴金屬的效率極差，不只對
環境有害，其中的王水、氰化物更是對人體有害，操作不慎就有可能喪命。
張副總經理表示，優勝奈米科技的技術並不會使用王水與氰化物，對人
體、對環境都非常友善。使用這項環保技術跟傳統方法比起來，同樣處理 1
噸的廢棄物，能省下 57 立方公尺的水、1,000 千瓦小時的電力（相當 330
公斤煤炭燃燒所產生的電力）、以及 6,400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推廣這
項技術不僅能運用在「循環經濟」上，也能夠運用在開採礦物上。因此如
果將這項技術推廣到全世界，想必前景可期。
二、 工業 4.0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張可謙客戶成功經理
張經理於簡報中表示：「工業 4.0」最重要的是「資料」，蒐集資料，
擷取資料，最後再把這些資料連上網形成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有了物聯網，能打造戰情室即時監控所有設備的狀況，當設備出現任何問
題，馬上發出報警通知，自動帶入工單（Dispatch the Job Automatically），
讓對應的工程師立即解決問題。同時還能對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優化產能
（optimize Production Efficiency）及良率（Performance）、並節省成本甚至
能減少碳排放。
物聯網的應用上橫跨了非常多產業，包括紡織，空壓機，熔爐，造紙，
染整，食品，以及鋼鐵業。以紡織業轉型作為例子，藉由完成產線的轉型，
提升產能以及良率，進而帶來公司營收的大幅成長。首先，他們將多達 100
台的設備的狀態即時上傳到雲端，確保機台穩定度；並以設備的 70 項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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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AI 模型，預測產品品質，提早避免瑕疵品的產生；再利用 AOI（自動
光學檢查）分析 AI 模型，準確檢測品質，AOI 模型準確率可達 99%。重點
仍然在於如何使用數據，藉由視覺化、即時監控，導入 AI，來完成工業 4.0
的轉型。
最後，張經理給出了建議，完成工業 4.0 的轉型的主要三步驟，按部就
班就能完成工業 4.0，大幅提升公司營收：
(一) 將設備連網（Connect the Assets to the Cloud）：
以完成資料蒐集及資料庫的建立，形成物聯網；
(二) 建立夥伴生態系，並培養人才：
在轉型的過程不只要有原廠提供解決方案，還要有系統整合商
（system integrator）協助方案落地，因此不只是垂直整合的一條線，而是
一個面的生態系的構建。人才的培養也相當關鍵，結合學校課程，以及
企業的認證課程，才能加速人才的養成；
(三) 進行前導計畫研究（pilot project/experiment）：
開始進行轉型，不求一步到位，但愈早開始愈好。從「概念認證（Proof
of Concept, POC）開始驗證方案的可行性，同時也需要企業持續的投資，
與政府的支持，工業 4.0 並不是靠單打獨鬥就能成功，更不是一蹴可幾的。
肆、 交流互動

一、 循環經濟議題
(一) 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提問
洪慶忠副理事長首先感謝張永撙副總經理所帶來的簡報，接著提及
台灣循環經濟的情況。塑膠材料為台灣早期最重要的循環經濟系統，透
過仔細且全面的塑膠分類，使其再生產程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也因此
台灣才能生產出由回收塑膠瓶再製的機能足球衣，儘管價值不斐但卻深
受各個球隊青睞。
接著洪副理事長表示：欲了解秘魯在塑膠方面的循環經濟表現如
何，如何回收塑膠、如何再生產、是否遇到瓶頸。又秘魯礦產資源豐富，
在電子產品之中的循環經濟表現又是如何，能否運用在開採礦產資源
128

上，使開採更有效率也更環保。

(二) CEAP 循環經濟委員會 Jesús Salazar 主席答覆
Salazar 主席首先感謝主辦單位，很榮幸能參與這場視訊會談。緊接
著表示，秘魯在塑膠方面的立法頗具成效。當局禁止在市面上使用一次
性塑膠袋等，全國民眾都必須遵照法律規範使用塑膠袋。
但很遺憾，在秘魯迄今沒有塑膠容器的替代品，尤其在疫情期間塑
膠容器的使用情況更為頻繁，使得塑膠方面的循環經濟停滯不前。此外，
現在也面臨到沒有塑膠的替代材料，在塑膠製品的製作過程之中仍有對
環境有害的添加物。儘管有相關法律禁止，但仍存在模糊地帶而沒有辦
法完全杜絕。所以未來要有更完善的法律政策制定。
不過，秘魯各方依舊致力於發展塑膠的循環經濟，不只法律有要求
塑膠容器必須有至少 15% 是再生塑膠原料；更有業界從事再生塑膠原料
的投資，製造出 100% 由再生塑膠原料所生產的容器，領先世界，享譽
全球。
而就總體而言雖然每年秘魯在立法上增加許多法律條款來改善所有
產業面的循環經濟，但在消費面以及製造面仍處於基礎建設不足以及民
眾沒有完全配合的問題。儘管如此，還是要抱持著願景，太平洋聯盟四
個國家各代表一致認為未來必須要攜手合作，來創造四個政府之間共同
的循環經濟的路線，以達到循環利用、永續發展的目標。
二、 工業 4.0 議題
(一) 國經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提問
洪副理事長首先感謝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張經理帶來的簡報，詳盡說
明工業 4.0 的發展與轉型過程，包含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
自動光學檢查（AOI）等。接著洪副理事長向秘魯方的 Luis Negrón 經理
致上感謝之意，謝謝他撥冗出席視訊會議。也向 Negrón 經理請教，「六
標準差」如何與現今的工業 4.0 做連結，以增加產能、提升良率、節能
減碳。
（六標準差：1985 年由摩托羅拉所發明的系統。意指：一個組織的
管理策略，其目的在能利用各種品管、統計與管理科學的方法論，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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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辨識與移除流程中潛在的錯誤與瑕疵點，並將產品製造與管理流程
的變異降至最小，追求產品品質的穩定與不斷的改善。後來它的應用拓
展到其他商業領域，比如：商業領域中的瑕疵是指任何客戶不滿意的地
方，或者可導致不符合客戶要求結果的事情。）
(二) 秘魯 Creditex 公司 Luis Negrón Naldos 工業工程暨商業分析經理答覆
Luis Negrón 經理很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向與會貴賓分享自身以及
秘魯的工業 4.0 轉型經驗，並表示自己致力於 4.0 轉型，在公司內引進
AI 系統等增加產能、良率。以個人公司生產棉花的經驗，從不同面向
去評估、確認、企畫案執行，達到改善產能、降低成本、提供消費者更
高品質的產品。呼應研華張總經理所說，要拋棄傳統的製程，發展 AOI，
才能夠提升產能。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秘魯在工業 4.0 的轉型仍然在成長階段，而沒
有全面性的發展。許多秘魯企業沒有足夠的資本進行工業 4.0 的轉型。
沒有領頭羊的情況下，使得整個產業、政府、乃至社會全部無法都朝著
工業 4.0 邁進而停滯不前。
但也因此，秘魯在人工智慧、物聯網、AOI 等，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及潛力。發展工業需要誘因，以達成更高的效能、品質、客服、更好的
競爭力、高附加價值。期望未來在秘魯能強化誘因，建構有利工業 4.0
產業轉型的氛圍，才能繼續壯大。例如：與學界合作；秘魯當局提供更
多資訊；制訂完善的相關政策；培養更多人才等等。
最後，Luis Negrón 再次感謝此場視訊會談。透過視訊交流，相互汲
取雙方的經驗對於雙方未來的發展皆有所助益。也期待未來能有機會能
與台灣合作。
(三) 秘魯工業總會 Samir Abugattas 國際企劃顧問答覆
Abugattas 顧問首先感謝有這次機會代表秘魯工業總會與大家分享
工會的經驗。秘魯工業總會有機制因應工業 4.0 的新趨勢：了解市場、
了解公私部門的運作情形；接著調查有意投入 4.0 的公司，同時讓他們
了解相關法律規範，並讓他們了解新的技術以增加產能。
教育在工業 4.0 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普及這一個新的概念需
要很多的教學、研討會、專家會議等等來傳達。此外有很多秘魯人不知
道何謂工業 4.0，也不了解這項新的概念如何能帶給企業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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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必須讓企業了解工業 4.0 之下經營理念與過去有何不同，有甚
麼不同的解決方案，並且創造出具有典範性的企劃，成為企業的標竿；
也必須要建構完整的數位化學習，並透過產官學的合作與努力，讓所有
人不只是了解工業 4.0 的趨勢，更建立一個真正的工業 4.0 社會。
(四) 秘魯國家工業學院 Luis Alberto Zapata 顧問交流
Zapata 顧問首先很高興代表秘魯國家工業學院與大家交流。呼應前
面 Abugattas 所述，「教育」在工業 4.0 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秘魯國家工業學院已經建立一條工業 4.0 的發展路徑，想必未來能在
工業 4.0 看到顯著的成績。另外該學院也與我國國立中山大學就人臉辨
識等知識與技術進行學術交流，希望能夠在 AI 等其他方面能與台灣交
流。
伍、 檢討與建議

一、 台秘雙方產業交流互動良好
「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代表視訊會談」採視訊加實體的方
式舉行，除了現場 30 位與會貴賓，線上視訊也有逾 30 位秘魯工商總會貴賓、
秘魯企業家等，共計 60 位貴賓參加視訊會談。會中討論了「循環經濟」及
「工業 4.0」 在兩國的發展情況，也藉由此次機會探討兩國的產業轉型的進
程、成效、未來挑戰及合作。本會邀請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張永撙副總經
理分享「循環經濟」的成功經驗；邀請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張可謙客戶成功經
理發表「工業 4.0」的成功歷程。雙方皆表明出產業轉型的重要性，這次的
轉型牽涉到生產過程的改變：循環經濟強調對環境更無害的方法製造、再製
造商品，以利永續發展；工業 4.0 則聚焦在利用資料和大數據以增加產能。
兩位講者藉由本次會談，介紹台灣產業趨勢與商機，促使台秘雙方業者交
流，為未來進一步發展台秘關係建立基礎。
二、 秘魯政府鼓勵發展綠能產業
秘魯政府近年積極鼓勵發展綠能產業，盼能吸引各國太陽能光電產業組
裝廠、資訊產品組裝廠、生質能源如棕櫚種植及棕油加工等至秘投資。例如：
秘魯將於 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禁止使用「發泡聚苯乙烯（俗稱：保麗龍）」
所製作之塑膠容器，並且改採用「植物聚合物」原料（大多數都為聚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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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製造之容器。然秘國並無此項原料也缺乏此項機械設備，爰應為可後續推
動之商機。
除此之外我國在其他綠能以及循環經濟上表現依舊搶眼，企盼能在當地
投資發展，並以秘魯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地利之便作為拓銷南美市場的中繼
站。不僅是塑膠製品的循環利用，台灣的水資源循環利用、電子設備貴金屬
循環利用、太陽能發電等產品及技術也領先全球，可對秘魯市場進行拓銷或
尋求雙邊技術合作與策略聯盟。
三、 強化台秘雙方夥伴關係
秘魯於 2021 年 7 月 21 日正式批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並於同年 9 月 19 日正式生效。而我國於 2021 年 9 月 22 日宣布
申請加入 CPTPP，並將申請書遞交至紐西蘭。本次會議吸引眾多業者出席，
展現出我業者積極希望了解秘魯業界現況與對未來發展深具信心。儘管會議
聚焦在「循環經濟」及「工業 4.0」二項產業，雙邊會議仍有助於我國業者
了解秘魯各產業的現況與前瞻發展性，而不僅限於循環經濟及工業 4.0，為
未來我國加入 CPTPP 後的貿易往來奠定基礎；會議也吸引對秘魯有投資或
貿易興趣之業者出席，出席者並不僅限於上述產業，方便跨領域業者互相交
流。
四、 邀請秘魯工業總會明年疫情緩和後擇期率團訪台
疫情自 2020 年初爆發以來已經將近兩年，國際上的交流互動改為線上視
訊的形式已成為常態。此次會議採台灣實體會議、秘魯線上會議的模式，突
破時空交流限制，創造雙方更多互動。惟秘魯與台灣時差相差 13 個小時，
舉行會議考量雙方的作息後所能夠舉行會議的時間所剩不多，雙方的交流時
間很容易受到壓縮，因此如何在有限時間內達成雙邊會議的最大效益是本會
未來更加精進目標。而本會洪慶忠副理事長也誠摯邀請秘魯工業總會
Ricardo Márquez 總會長及 Carlos Garcia 總幹事俟疫情結束後擇期率團來台
參訪，雙方廠商若能面對面交流將能激發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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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剪影

一

110 年 11 月 25 日本會舉辦「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代表會談視訊」
出席貴賓合影：
上排由左至右為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張可謙客戶成功經理、本會洪慶忠副理事
長、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張永撙副總經理；
下排由左至右為秘魯 Creditex 公司 Luis Negrón Naldos 工業工程暨商業分析經
理、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幹事、外交部拉美司陳慧芬參事。

二

110 年 11 月 25 日本會舉辦「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代表視訊會談」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洪慶忠副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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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年 11 月 25 日本會舉辦「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代表視訊會談」
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幹事致詞：
圖片中排中間為 Carlos Garcia 總幹事。

四

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張永撙副總經理發表「循環經濟」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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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循環經濟」專題演講雙方業者交流互動：
上排由左至右為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張永撙副總經理、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幹事；
下排由左至右為本會洪慶忠副理事長、CEAP 循環經濟委員會 Jesús Salazar 主席。

六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張可謙客戶成功經理發表「工業 4.0」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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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業 4.0」專題演講雙方業者交流互動：
上排由左至右為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張可謙客戶成功經理、秘魯 Creditex 公司 Luis
Negrón Naldos 工業工程暨商業分析經理、本會洪慶忠副理事長；
下排由左至中為秘魯工業總會 Samir Abugattas 國際企劃顧問、秘魯工業總會
Carlos Garcia 總幹事。

八

110 年 11 月 25 日本會舉辦「太平洋聯盟秘魯企業家諮詢委員會代表會談視訊」
與會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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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成果報告
壹、節略
本會於去(2020)年成立智慧城市委員會，並由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焦國安執
行長擔任主席。後經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博塔文代表(Martin Podstavek)協
助，與斯國智慧城市俱樂部(Smart Cities Klub)對接，開啟合作契機。焦國安執
行長於本(2021)年 10 月 20-30 日參加中東歐三國(斯洛伐克、捷克、立陶宛)經
貿投資考察團，並於 10 月 22 日與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樂部主席 Miloslav Jurik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此合作備忘錄除了建立台斯雙邊智慧城市產業交流平台
外，亦規劃合作推動 Dubnica nad Váhom 市中歐智慧能源生活體驗中心，導入
台斯雙方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做為體驗、教育及創客中心。
為進一步推動 Dubnica nad Váhom 市中歐智慧能源生活實驗室與台灣智慧應用
體驗中心的合作，本會於斯洛伐克訪團於本年 12 月訪台期間，與斯洛伐克經濟
文化辦事處於 12 月 7 日共同辦理「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並與
斯國智慧城市俱樂部及 Dubnica nad Váhom 市三方簽署合作備忘錄。本次論壇
邀請台斯雙方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及科技廠商出席，共計 25 人與會，進一步尋求
合作商機。

貳、辦理情形
一、 「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
為發掘並持續拓展台斯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於
12 月 7 日共同辦理「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由本會智慧城市委
員會焦國安主席與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樂部主席 Miloslav Jurik 共同主持，並
邀請駐斯洛伐克台北代表處李南陽大使、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博塔文代表
(Martin Podstavek)、斯洛伐克外交部經濟合作總司長 Lucia Kiss，Dubnica nad
Váhom City 市長 Peter Wolf 擔任貴賓致詞，並在雙方代表的見證下，於會中與
斯國智慧城市俱樂部及 Dubnica nad Váhom 市三方簽署合作備忘錄，台斯雙方
代表共 25 人與會(議程如附件一；名單如附件二；合作備忘錄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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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歐智慧能源生活體驗中心(Central European Smart Energy Living
Lab)介紹(簡報詳附件四)
首先由 Dubnica nad Váhom City 市長 Peter Wolf 及斯洛伐克智慧城市俱
樂部主席 Miloslav Jurik 介紹中歐智慧能源生活體驗中心，以綠色智慧
能源為主題，為室內外智慧科技應用提供體驗環境。該中心將建設一新
創公司聯合辦公空間和孵化器，以及一個智慧應用產品的定制研發中
心。
(二) 中歐台灣智慧應用體驗中心(Central European Taiwan Smart
Experience Center)介紹(簡報詳附件五)
焦國安執行長表示中歐台灣智慧應用體驗中心(TSEC)提供類似 Google
辦公室的舒適的學習和體驗環境，提供台灣著名的高山茶、美味小吃及
特色飲品，透過低風險及低成本的新型商業模型，介紹台灣精品及科技
產品進入中、東歐的藍海市場。而該項目將與台灣人工智慧教育或培訓
機構合作，開設在線課程。
TSEC 將可成為斯洛伐克重要的人工智慧企業人才培訓中心，並擴展至
中東歐，為台斯智慧應用產品和服務提供增值服務。
(三) 台灣與斯洛伐克廠商介紹
有 16 位台灣智慧解決方案提供商及 3 位斯洛伐克科技廠商參加論壇並
於會中介紹各自的高科技產品及服務。台方包括友達達擎、英業達、宏
碁通信、神通資訊、點晶科技、台灣智駕、鼎漢工程顧問、雲數智能、
台灣智園、奧義科技 (CyCraft Technology)、軟鑄 AR、勤業等智慧解決
方案供應商，以及斯洛伐克科技公司 Photoneo、Decent 及 InoCloud 出
席介紹世界級的智慧解決方案。

參、檢討與建議
一、 深化台斯智慧城市產業的發展與合作
斯洛伐克為推動斯國智慧城市發展，已將智慧城市預算從 750 萬歐元
增加至 2,250 萬歐元，並希望斯國 35 個城市推行現代技術之基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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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而斯國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係由歐盟基金援助，列於斯國投資部運
營計畫(Operational Program)下，項目包括停車傳感器、空氣監測、人
行道照明、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系統、城市資訊系統的互連或數據的蒐
集等，另聊天機器人及開源軟體等解決方案亦包括在補助項目中。
斯國 Dubnica nad Váhom 市的中歐智慧能源生活體驗中心重點，將著
重在城市基礎設施上運行的智慧能源系統，包括：城市建築物、道路
和公共場所、移動式基礎設施等。該市市長 Peter Wolf 表示期待在中
歐台灣智慧體驗中心成立後能夠和台灣的智慧解決方案提供商合作，
協助斯洛伐克的公司快速進入智慧解決方案的領域，增加當地的科技
人才就業，並增加科技業產值與稅收。而為促進台斯廠商合作，斯方
將尋求歐銀及風險投資資金，建議兩國可考慮成立「台斯智慧應用創
投基金」，鼓勵符合條件的雙方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開拓中東歐
藍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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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年 12 月 7 日「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本會吳立民秘書長(右 2)致詞

2

2021 年 12 月 7 日「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博塔文(Martin Podstavek)代表(右 2)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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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 年 12 月 7 日「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
駐斯洛伐克台北代表處 李南陽大使(左 2)致詞

4

2021 年 12 月 7 日「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執行長(左)
與 Dubnica nad Váhom 市市長 Peter Wolf(右)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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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 年 12 月 7 日「2021 臺灣-斯洛伐克智慧城市論壇」
本會智慧城市委員會焦國安執行長(右)、Dubnica nad Váhom 市市長 Peter Wolf(左)與斯洛伐克
智慧城市俱樂部主席 Miloslav Jurik(螢幕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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