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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21-29 日「赴芬蘭、瑞典經貿訪問團」規劃行程表 

Taiwan Economic and Trade Delegation to Finland and Sweden 

※訪團行程皆可針對團員需求做調整，本會保有變更行程內容之權力 

日期 規劃行程 

9/21 (六) 23:15 搭乘華航 CI061 前往德國法蘭克福（飛行時間 13小時 35分） 

9/22 (日) 

06:50 抵達德國法蘭克福 

11:45 搭乘芬蘭航空 AY1412前往芬蘭赫爾辛基（飛行時間 2小時 25分） 

15:10 抵達芬蘭赫爾辛基 

9/23 (一) 

上午 
「第 7屆臺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The 7th Finland-Taiwan Business Forum 

下午 
參訪諾基亞公司（Nokia），芬蘭代表性之電信服務及設備製造商  

Website: https://www.nokia.com/ 

晚餐 國經協會答謝宴 

9/24 (二) 

上午 

參訪 Elisa 公司，芬蘭老牌電信及數位服務商，以芬蘭及愛沙尼亞為核心市場，但亦為

國際市場提供數位服務 

創立於 1882 年，旗下品牌包括：Elisa Saunalahti（行動電話營運及網路服務提供）、Elisa 

Videra（視訊會議及數位標誌管理服務及解決方案提供）、Elisa Santa Monica（為數據網

絡及數據中心提供安全解決方案）、Elisa Automate（行動網路自動化/優化解決方案）、

Elisa Smart Factory（智慧工廠解決方案）。 

Website: https://corporate.elisa.com/ 

下午 

參訪 BaseN公司，2015年《CIO Review》雜誌評選為全球 50大最有前景之 IoT解決

方案供應商 

物聯網平台建置，提供收集、處理、視覺化及控制大數據的新方法，以協助企業改善

營運效率，其聚焦領域包括：智慧能源、智慧建築、車聯網、數位健康、智慧農業、

智慧製造等。 

Website: https://www.basen.net/ 

9/25 (三) 

上午 

參訪 BC Platforms，基因組數據管理及分析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導者，結合基因組研究

及醫療資訊技術解決當今重大醫療健康挑戰。 

Website: https://www.bcplatforms.com/ 

15:00 搭乘北歐航空 SK709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飛行時間 1小時） 

15:00 抵達瑞典斯德哥爾摩 

晚餐 國經協會答謝宴 

https://www.nokia.com/
https://corporate.elisa.com/
https://www.basen.net/
https://www.bcplatfor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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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四) 

上午 

Track 1：智慧城市與醫療健康 

參訪瑞典代表性之電信設備製造商  

愛立信公司（Ericsson）及 Digital Demo 

Stockholm夥伴平台 

Digital Demo Stockholm 是公部門、學術界

及企業界的創新夥伴平台，試圖透過數位解

決方案促進及改善斯德哥爾摩市民的生活

品質。 

Website: www.ericsson.com; 

https://www.digitaldemostockholm.com/en/ 

 

參訪卡洛林斯卡研發公司（Karolinska 

Development） 

該公司投資北歐公司以開發具潛力之創新

醫學治療方法，以試圖緩解或治療嚴重疾

病。卡洛林斯卡研發公司的投資組合包含醫

藥及醫療科技公司，極具價值創造潛力。這

些投資組合內的公司開發高度差異化且具

商業吸引力的商品，不僅可提供臨床及醫療

健康經濟效益，亦可產生投資回報。 

Website: 

https://www.karolinskadevelopment.com/ 

Track 2：金融科技 

參訪瑞典金融科技協會 

旨在與相關政府單位及其他商業組織辦理

會議與合作，為瑞典建構運作良好的金融

科技市場，並為會員安排交流會議或活動。 

Website: https://www.swefintech.se/  

下午 
「第 35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The 35th Sweden-Taiwan Joint Business Council Meeting 

9/27 (五) 

早晨 自斯德哥爾摩搭機前往哥德堡（飛行時間 1小時） 

上午 

參訪全球頂尖創新製藥公司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位於哥德堡的生醫創業中心

（BioVentureHub） 

生醫創業中心為新興生物科技與醫療科技公司及學術單位提供機會，可與大型藥廠共

同協作以精進生技產業。目前有 30 家公司聚集於此。 

Website: https://www.azbioventurehub.com/ 

下午 

參訪哥德堡「電動城市」（ElectriCity）計畫及林德島科學園區 

「電動城市」為企業、研究單位及社會共同合作的項目，旨在對下一代永續公共運輸

解決方案進行開發與測試。Volvo 集團為「電動城市」的發起者，負責計畫中的電動車

輛及運輸解決方案。林德島科學園區則著重相關研究及開發項目，以確保「電動城市」

成為國家級示範平台。 

Website: https://www.electricitygoteborg.se/en; https://www.volvogroup.com/; 

https://www.lindholmen.se/en 

9/28 (六) 

06:20 搭乘德國漢莎航空 LH821 前往德國法蘭克福（飛行時間 1小時 45分） 

08:05 抵達德國法蘭克福 

11:20 搭乘華航 CI062 前往桃園國際機場（飛行時間 12小時 50分） 

9/29 (日) 06:10 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http://www.ericsson.com/
https://www.digitaldemostockholm.com/en/
https://www.karolinskadevelopment.com/
https://www.swefintech.se/
https://www.azbioventurehub.com/
https://www.electricitygoteborg.se/en
https://www.volvogroup.com/
https://www.lindholmen.se/en


1/2

2019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9 日
「赴芬兰及瑞典经贸访问团」报 名 表

*请务必详填所有字段

参

团

人

员

中文姓名 男女 （请务必提供 2 吋脸部正面

相片电子文件）
英文姓名 饮食习惯

一般食物

素食

其他饮食禁忌（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

英文姓名

护照号码

中文职称

英文职称

电话及分机 传真

手机 Line 账号

E-mail

联络人
电话及分机

E-mail

公

司
/
机

构

中文名称 （请务必提供公司商标 logo

电子文件）
英文名称

公司网址

地址中文

地址英文

组别 5G/资通讯/物联网 智能交通 金融科技 创新医疗 其他________

芬兰+瑞典（9/21-9/29）   芬兰（9/21-9/25） 瑞典（9/26-9/29） （详规划行程表）

预定与本团于 月 日在 会合，后于 月 日离开本团

机位 经济舱 商务舱 素食(航程中订素食)

*统一办理机票与旅馆：本会已委托旅行社统一办理订购机票及出国手续。

住宿 单人房 双人房与    女士/先生同房

日期

9/22
（日）

芬兰

9/23
（一）

芬兰

9/24
（二）

芬兰

9/25
（三）

瑞典

9/26
（四）

瑞典

9/27
（五）

瑞典

单人

双人

报名 即日起自 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本会保有变更行程内容之权力。

参加

办法

1. 请有意愿报名者另洽本活动窗口陈小姐了解报名费及相关团费事宜（报名费原则不予退还，除有特

别理由，经主办单位同意退出者）

2. 请详填报名表传真至中华民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 Fax: 02-2742-5342或Email: chianchen@cieca.org.tw

3. 为制作团员手册，敬请提供 2 吋相片电子文件及贵公司 Logo 图檔，至本会信箱
chianchen@cieca.org.tw

报名

费及

缴费

方式

请电汇至「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中仑分行」；账号：0935-400-89-899；户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国际

经济合作协会。请于电汇单备注栏注明活动名称、姓名、贵单位统一编号，并于电汇后将收据传真至

(02) 2742-5342，或 Email 至 chianchen@cieca.org.tw 陈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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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费用

参加者需付担费用，包括：机票、医疗保险、膳宿费用、小费、报名费、交通费用(超额部份由团员

共同分担)等。

公司简介
Company Introduction

*请以中、英文填写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介绍及营业项目（请详细

填写）

Interests and Requests

兴趣和要求（含拟洽谈之买主

或通路商属性）

Import /Export Products

进/出口产品

Import 进口:

Export 出口:

Main Partners in Major Markets

主要市场 主要合作伙伴

Target partner enterprises (sector

of activity and/or kind of

products/services, profile)

目标合作伙伴及合作类型

□ distributors 經銷商

□ importers 進口商

□ exporters 出口商

□ trading/investment partners 交易/投資夥伴

□ others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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