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MODEL APEC

Kaohsiung
July 10 - July 12 



Agenda

0800-0845 

0845-0915

學員報到

大廳簽到、寄放行李

破冰／開幕準備

0915-1005 開幕式

高雄市政府 羅達生 副市長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 劉昶成 副處長 
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 劉經巖 總領事回部辦事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 賴國星 處長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劉正山 所長
高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林文斌 常務理事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張以理 局長（列席）
亞太青年協會 中坊聖華 秘書長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與會來賓（依致詞順序排序）

1005-1020 茶憩

1020-1200 專題演講

主持人兼與談嘉賓：

與談嘉賓：（依姓氏筆畫排序）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主題：從APEC/WTO歷年政策看台灣國際參與之
機會和挑戰

     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 劉經巖 總領事回部辦事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朱曦 秘書長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李中偉 參事

July 10 -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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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1330-1510 專題演講

1510-1530 茶憩

1710-1730 茶憩

1730-1900 專題演講

主持人兼與談嘉賓：

 與談嘉賓：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主題：隨台商走入東南亞市場探討南向政策的 
利與缺

     高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顧長永 理事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
     中心 徐遵慈 主任

1530-1710 專題演講

與談嘉賓：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主題：APEC 架構下海外台商的過去、現在以及 
未來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組
     黃健群 組長

主持人兼與談嘉賓：

與談嘉賓：（依姓氏筆畫排序）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國際三廳 

主題：強權互動下的國際關係、探究印太戰略背
後的美中博弈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劉正山 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石原忠浩 助理教授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彭睿仁 資深法律研究員

2

1200-1330 午餐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至會場門口領取餐盒



2100-2200 議題磋商

2200- 返回房間

1010-1030 茶憩

0830-1010 專題演講

主持人：賴彥丞 秘書處主席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國際三廳  

主題：議事規則說明

0630-0830 自助早餐

地點：1F 荷漾西餐廳 

主持人兼與談嘉賓：

與談嘉賓：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主題：台灣產業發展和國防及傳統產業議題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
     郭育仁 執行長

     立法委員 劉世芳 委員 

July 11 - Day 2 

1030-1210 專題演講

主持人兼與談嘉賓： 

與談嘉賓：（依姓氏筆畫排序）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主題：產業發展與能源轉型 

     東華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組長科學
     管理與國際學程 翁胤哲 助理教授

     立法委員 吳怡玎 委員
     高雄市議會 吳益政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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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00 Model APEC 晚宴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國際三廳（依組別入座）



1310-1510 模擬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

高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臺北地檢署

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

主席 賴彥丞
副主席 鍾佩臻
主席助理 葛品進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評審嘉賓：（依姓氏筆畫排序）

     林文斌 常務理事 

     黃兆揚 檢察官 

     劉經巖 總領事回部辦事 

大會主席：

1210-1310 午餐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至會場門口領取餐盒

1530-1730 模擬資深官員會議 (SOM)

高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臺北地檢署

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

主席 賴彥丞
副主席 鍾佩臻
主席助理 葛品進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評審嘉賓：（依姓氏筆畫排序）

     林文斌 常務理事 

     黃兆揚 檢察官 

     劉經巖 總領事回部辦事

大會主席：

1510-1530 茶憩

41730-1930 Model APEC 晚宴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國際三廳（依組別入座）



0830-1010 專家面對面

1930-2100 職涯分享

與談嘉賓：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國際三廳 

主題：我的創業經驗

     Mr.拉麵 野崎 孝男 社長（台南市日本人協
     會理事長） 

2100- 返回房間

July 12 - Day 3 

0630-0830 自助早餐／退房

地點：1F 荷漾西餐廳  
＊行李寄放大廳

Host & Speaker：

Guest Speakers：

Room：Conference Center R102
Topic：Cross Cultural Experiences
Sharing

     Ross Feingold (Senior Advisor of
     Asia-Pacific Youth Association)

     Adam Bell 亞當貝爾 (Board Member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chung)

     Eryk Michael Smith 艾瑞克 (Formosa
     Files Taiwan history podcast host, 
     South Taiwan ICRT reporter)

5

1010-1030 茶憩



1330-1600 世界咖啡館

咖啡館館長：

咖啡館桌長：（依姓氏筆畫排序）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主題：後疫情時代青年看世界

     2022 Model APEC 葉秀威 大會長 

     時代力量 高雄市議員 林于凱 議員
     民主進步黨 高雄市議員 林智鴻 議員
     中國國民黨 立法委員 陳以信 委員
     台灣民眾黨 立法委員 張其祿 委員
     李登輝基金會 鄭睦群 執行長

1210-1330 午餐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至會場門口領取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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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茶憩

完成填寫線上回饋單 

1030-1210 專家面對面

主持人兼與談嘉賓：

與談嘉賓：（依姓氏筆畫排序）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主題：拜登亞洲行與亞太國際局勢之洞悉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王宏仁 教授 

     前美國共和黨海外部亞太區主任
     方恩格 律師
     外交部亞東及太平洋司
     張謙彥 參事 



隨APEC領袖代表團前進泰國
邁向國際的第一步從Model�APEC開始

主辦單位

合辦單位

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

亞太青年協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高雄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高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茶地影業

外交部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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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30 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1730- 賦歸

會場門口領取保證金
至大廳領取行李 

高雄市東南亞產學交流協會 顧長永 理事長 
亞太青年協會 中坊 聖華 秘書長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2 會議室 

與會來賓（依致詞順序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