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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首先，由衷感謝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PF Canada)為女性企業家籌辦
這一場線上對臺商務代表團活動。非常感謝加拿大政府女性企業戰
略生態系基金(Women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y Ecosystem 
Fund)對本次活動的支持。一直以來，我們致力培育加拿大新創企業
女性企業家，協助她們提升企業規模，並在加拿大本地與海外市場拓
展事業。亞太基金會辦理的代表團活動，對加拿大女性企業拓展新興
市場、創新能量乃是不可或缺的努力，而我們非常榮幸能參與其中。 

其次，我們很榮幸歡迎這次參與代表團活動，才華豐富的加拿大女性
企業家們，並鼓勵她們探索台灣及其他亞太市場的勇氣。這次的代表
團活動是加拿大推廣潔淨科技、生命科學等傳統與新興領域產業，並
推展加拿大創新實力的特殊機會。我非常期待能夠支持我們的企業
代表與台灣的夥伴強化經貿互動往來。 

奠基於數十年來，加拿大與台灣的經濟合作與企業協作基礎上，這次
的代表團活動將對加拿大與台灣雙方持續鞏固經貿夥伴關係，扮演
重要角色。作為遵守國際貿易規範與包容性貿易的佼佼者，加拿大與
台灣雙方將會持續合作、創造機會並促進我們社會及產業包容性與
永續性發展。 

最後，誠摯向舉辦本次線上代表團活動的加拿大亞太基金會，以及全
體加拿大企業代表獻上祝賀，並預祝活動順利圓滿。我希望這次活
動，不僅帶給您們新的商業機會，更會創造及拓展長遠、促使生意更
上層樓的新興聯繫。 

歡迎詞		
伍鳳儀 MARY	NG 閣下,	P.C.,	M.P.	 
加拿大小型企業、出口推廣與國際貿易部長 



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帶領這一群充滿活力的女性企業家，共同參與加
拿大亞太基金會第一屆女性企業家對台商務代表團。本活動旨在為
加拿大女性企業家提供進入亞洲新興市場之商務機會，並創業的道
路上為女性企業家提供協助。在此同時亦希望就性別平等議題展開
台、加雙邊真誠的交流，為加拿大與台灣女性確定未來發展的共同願
景。    

這一個代表團強調加拿大的文化多元性，其成員包括於商業與思想
方面廣獲表彰之女性領袖，包括具鼓舞力的女性企業家。這些女性為
加拿大商業以及各個領域（包括STEM領域）中最為頂尖及最具潛力
的代表。代表團企業家成員的選拔經精心挑選，而他們所提供的創新
科技、產品與服務，為健康的生活與靜潔的環境有所貢獻。我們竭力
於促進加拿大企業代表與台灣企業的交流及聯繫，以確保雙方能於
研究、製造、產品迭代以及在地或區域經銷方面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期望參與本次代表團活動的加拿大與台灣企業，皆能透過這一
次的機會獲得互惠互利的成果，攜手向前。  

台灣是加拿大在亞洲地區的重要貿易夥伴，不僅提供了加拿大企業
無限的發展商機，更是其進入亞洲其它新興市場的絕佳途徑。在通過
商業媒合（B2B）與商務發表會為加拿大女企業家與潛在台灣合作夥
伴建立關係的同時，代表團將與台灣企業界、學術界以及公共部門的
女性進行交流與聯繫，並針對商業發展中的性別多樣性以及後疫情
時代的共同經濟復甦舉行專題討論。  

歡迎詞	
SANDRA	PUPATELLO		
第一屆加拿大女性企業家對台商務代表團 主席 

我們想藉此機會讚許由Christine Nakamura領導的加拿大亞太基
金會倫多辦事處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籌辦此激動人心且富有成效的
商務代表團活動。最後，我們衷心感謝加拿大政府以及參與本次商務
代表團的全體加拿大與台灣夥伴，感謝你們為這一次深具意義與革
新性的計畫所付出的辛勞。 

JANICE	FUKAKUSA		
第一屆加拿大女性企業家對台商務代表團 副主席  



本人非常榮幸歡迎參與第一屆加拿大女性企業家對台商務代表團大
會、其商業媒合會以及高階經濟領袖對談的加拿大與台灣朋友。預祝
所有與會者皆能在本次代表團大會中獲得圓滿的成果，也希望您的努
力能夠為未來雙方企業的合作打下基礎，並對加拿大和台灣的經濟與
社會發展帶來長久的正面效益。 

即使加拿大企業多年來皆致力於拓展亞洲市場，傳統上，女性領導
的中小企業仍多專注於國內市場的發展。令人振奮的是，這種情況
正在蛻變，而現在正是加拿大女性企業開發多元化市場的最佳時
機。台灣具備了開放及成熟的經濟體系，並重視創新、科技與合
作，乃是加拿大女性企業的理想夥伴。這一次的代表團活動將為絕
佳契機提供最好的證明。  

我要向各位全國出類拔萃的加拿大女性企業代表表示祝賀。並衷心
感謝由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多倫多辦事處副執行長Christine 
Nakamura領導的團隊，妳們的努力成功的落實了這一個充滿意
義與企圖心的願景。

歡迎詞		
PIERRE	PETTIGREW	閣下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董事長

本人很榮幸代表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PF Canada），歡迎所有參與
第一屆加拿大女性企業對台商務代表團的成員，這次的代表團也是本
基金會所辦理第三場次以性別為核心議題的亞洲商務代表團活動。為
了促進經濟成長和女性經濟發展，我們鼓勵加拿大商業領域的女性，
特別是領導中小企業的女性企業家，探究多元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將
新興的亞太市場列為主要目標。此獨特的代表團由本基金會多倫多辦
事處副執行長Christine Nakamura領導的團隊安排成行，為本基金
會對亞洲四項系列活動中的第二項活動，並得到加拿大政府女性創業
策略的生態系統基金之支持。 

自從我於1990年代中後期擔任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商業/經濟
部門主管以來，台灣和加拿大已經成為具有成熟貿易關係的經濟合
作夥伴。加拿大的女權政策與台灣的性別平等的倡議相輔相成。因
此，通過這個議題的合作，有望帶來互惠互利的社會經濟成果。女
性的經濟賦權不僅將有利於女性，亦能對社會和整體商業發展帶來
更多利益。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我們的代表團主席Sandra Pupatello和副主席
Janice Fukakusa，他們為促成這次代表團活動不遺餘力。同時我
也要感謝我們在加拿大的眾多政府單位、私人企業的合作夥伴以及
台灣的慷慨支持。實現這個具有企圖心與意義的代表團活動乃是團
隊努力合作的成果 – 感謝我們所有的贊助者、合作夥伴、協作單位
和於商務代表團活動中有所貢獻的人員。希望您們的會議和會談皆
能取得豐碩的成效與收穫，以及美好的結果。 

歡迎詞		
STEWART	BECK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總裁兼執行長



本人很榮幸受邀參加即將於2021年3月第一屆加拿大女性企業家
對台商務代表團大會。 
希望透過此一重要代表團，將能強化台灣與加拿大間更多的經濟
合作、民間交流，以及促進兩性平權的目標，並意味著未來將有更
多類似的活動。 
台灣長期以來一向致力於在全球各地樹立性別平等及婦女賦權
重要性的典範。我們堅信，女權即人權，兩性平權將造福全人類，
重視婦女賦權的社會必將更加繁榮成功。 
為此，台灣已成為高度重視婦女賦權的國家。根據美國外交關係
協會，台灣在女性工作場所平等方面被評比為東亞及太平洋地區
第一名的國家。另以建立性別不平等指數的相同指標來看，台灣
在性別平等方面高居全球第六名，在亞洲各國中再度排名第一。 
台灣女性的成就並未到“玻璃天花板”的限制。在我國的立法委員
中，女性立委人數占40％以上，係亞洲及全球各國中女性比例最
高者。蔡英文總統是全球現任女性國家領導人之一，名列《時代周
刊》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領導台灣成為對抗COVID-19
疫情全球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同時又能維持強勁的經濟及相對正
常的日常生活。 
首度由加拿大所舉辦純女性企業領袖的視訊代表團為我們提供
了一個機會，使我們與在企業界、政府、學術界等領域居領導地位
的傑出女性聯繫互動，並向她們學習。這不僅是擴大我們民間交
流及強化雙方經濟合作的重要機會，且將有助於彰顯我們兩國社
會在各自領域中最有成就的部分傑出女性。 
除就有關貿易、投資、技術合作夥伴關係和其他經濟議題進行討
論外，此一視訊代表團也將針對女性的社會及經濟賦權與企業精
神進行深入政策討論。 

台灣是加拿大全球第13大貿易夥伴，也是加拿大在亞洲的第5大
貿易夥伴。台灣與加拿大可從這些對話中獲益良多。我們不僅可 

歡迎詞	
陳文儀	WINSTON WEN-YI CHEN 代表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以分享促進性別平等的目標，且可在雙方既有的緊密經貿關係
基礎上進一步提升。 
台灣公平、自由及歡迎加拿大投資的市場更增進此一強勁的關
係，尤其台灣具有活躍的技術領域，不僅在電子及半導體製造的
國際供應鏈方面，也在生物醫學、農業食品及保護我們環境的潔
淨技術等方面做出重大貢獻。我相信貴團中的許多團員將會在
這次訪問期間瞭解到更多這方面的相關訊息。 
讓我們期待豐富的討論成果能進一步推動我們兩國及雙方人民
間的共同利益。



本人謹代表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CTOT），歡迎第一屆加拿大
女性企業家對台商務代表團。 

台灣是加拿大的重要貿易夥伴。 自1986年成立以來，加拿大駐台北
貿易辦事處（CTOT）一直致力於支持加拿大企業於台灣市場的拓
展。 透過我們的努力，台灣於2019年成為了加拿大全球第13大貿易
夥伴以及亞洲第5大貿易夥伴。去年，辦事處與台灣經濟部共同發起“ 
加拿大-台灣創新交流年”，鼓勵加拿大和台灣企業之間發展更緊密的
合作。我們相信，這一次的商務代表團活動將能夠進一步促進台加商
貿關係的多元發展，並拓展重要產業的貿易合作機會。 

在過去的十年之中，台灣在性別平權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2012年，
行政院成立了性別平等會，以提高國內性別平等意識，並強化工作職
場性別平等的相關政策。如今，台灣立法委員中超過40％為女性，為
亞洲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最高的經濟體。在台灣146萬名企業家中，女
性企業家約佔總體之36％。這些由女性領導的企業幾乎都是中小企
業。 

2019年，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先驅。加拿大駐台
北貿易辦事處亦定期與台灣夥伴合作，提倡性別平等、 LGBTIQ2權利
以及性別多元性發展。 簡言之，我們相信參與本次代表團的加拿大企
業代表將能在台灣認識具進取心和企業家精神的商業夥伴。 

加拿大政府藉由其女性企業戰略(Women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y)
以協助女性增加其資本、人才、商業人脈網絡、以及培訓資源之取
得，以增進其事業拓展。該戰略的目標為於2025年前將加拿大女性擁
有/領導的企業數提增一倍。 近年來，亞太基金會在性別平等和提升
女性賦權領域具備領導地位，而帶領此代表團實至名歸。 

歡迎詞		
JORDAN	REEVES	代表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 

我們希望代表團全體成員皆能於此二日活動中有所收穫。我深信，
加拿大和台灣之間的交流將取得正向成果，並共享互惠互利的美好
未來。 



議程



時間 議程 講者	 講者職銜	

09:00 開場詞 Christine NAKAMURA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執行長 

09:05 歡迎詞 Sandra PUPATELLO 代表團主席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董事 

09:08 部長介紹 Jordan REEVES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 

09:10 加拿大部長致詞 Mary NG (伍鳳儀) 閣下 加拿大聯邦政府小型企業、出口推 
廣與國際貿易部長 

09:20 台灣部長致詞 王美花 台灣經濟部長 

09:23
【專家座談】  

國際女性意見領袖 
座談會 

夏瑄澧 Baiyan Global Consulting創辦人暨執行長 

Songyee YOON NCSOFT 董事長 
NCWEST CEO 

Yukako UCHINAGA
J-Win董事長
Glob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總經
理暨CEO

Allison SEKULER Baycrest Health Sciences研究副院長 
Aging+Brain健康創意中心常務董事 

Sandra PUPATELLO 代表團主席加拿大亞太基金會董事  

10:18 企業代表介紹 Christine NAKAMURA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執行長 

10:20 - 
11:25 加拿大女性企業商務發表會 

於不同直播間內分成三組同時
進行，每組由7位女性企業家進
行10分鐘之商務發表  

加拿大女性企業代表團 

11:25 - 
11:30 結語 Christine NAKAMURA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執行長 

休息時間 (5分鐘) 

3月2日-加拿大女性企業商務發表會	



時間 議程 講者	 講者職銜	

08:30 報到

09:00 開場暨代表團說明 Christine NAKAMURA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執行長 

9:05 歡迎詞 Pierre PETTIGREW 閣下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董事長 

9:10 演講/致詞 Sara WILSHAW 加拿大聯邦政府全球事務部 
助理副部長、首席貿易專員

9:15
【雙邊論壇】 

干擾與企業擴張：STEM領域中性別平
等的突破性創新 

葉常菁 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TBIO)副理事長 

鄒開蓮 富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前Verizon Media國際事業董事總經理

Nicole VERKINDT OMX創辦人暨CEO Next Gen Den節目前”Dragon” 

Vicki SAUNDERS SheEO創辦人 

Laura BUHLER The C100執行董事 

10:15 政委介紹 陳文儀 台灣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10:20
【專題演講】  
台灣與數位轉型:  
抗疫時代的創新裁編與運用 

唐鳳 台灣數位政務委員 

10:35 【爐邊對談】  
台加經濟與數位創新下的社會韌性 

唐鳳 台灣數位政務委員 

Janice FUKAKUSA 代表團副主席懷雅遜大學校長 

11:10 – 
11:15 閉幕詞 Christine NAKAMURA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副執行長 

茶點時間 (15分鐘) 

3月3日-台加高階經濟領袖高峰會



講者介紹



官同仁們示範如何運用數位科技，達到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提升討論
及決策品質與透明度之目標。 

過去，唐鳳曾擔任過行政院虛擬世界法規調適計劃顧問、國家發展委
員會開放資料諮詢委員，以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委員會
委員。另外，唐鳳也是「g0v 零時政府」網路社群的專案貢獻者，並積
極參與線上法規討論平台 vTaiwan 的相關活動，希望透過多元溝
通管道的建立，協助產出符合多方利益關係人期待、也更貼近實際需
求的法規內容。在國際交流方面，唐鳳與全球各級政府在數位治理領
域保持合作關係，持續累積「開放政府外交」、「數位外交」之經驗與成
果。 

唐鳳AUDREY	TANG			
行政院政務委員 

唐鳳，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擔任行政院數位政務
委員，負責「開放政府」、「社會創新」與「青年參與」等
三項業務，透過「從自己辦公室做起」的方式，向事務

演講人

不管是將加拿大優良商業環境推向國際舞台，亦或
是輔助加拿大創業家與企業在新興市場的開拓。伍部長一直以來致
力於協助加拿大企業家邁向成功之路。 

伍部長於2017年4月首次當選為馬卡姆市-桑希爾（Markham-
Thornhill）議員，並於2018年7月首次被任命為加拿大內閣小型
企業與出口推廣部長。於2019年11月成功連任後，她出任加拿大
小型企業、出口推廣和國際貿易部長。 

在擔任國會議員之前，伍部長曾擔任為總理安排行程的機要秘書，亦
曾擔任過Ryerson University校長的執行董事，負責監督世界頂尖
科技新創商務育成中心的設立。 

伍部長在她20年的公共服務生涯中，一直是位具有堅定志向的社會
領袖，專注於創造就業機會、扶植企業家精神並培育小型企業創新與
發展的能力。 

伍鳳儀 MARY	NG 閣下,	P.C.,	M.P.	
加拿大小型企業、出口推廣及國際貿易
（Small Business, Export Promo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部長 



Sandra Pupatello於1995年首次當選安大略省議
會議員，並於2003年被任命為內閣成員。她在內閣任職時，大部
分任期皆擔任工業和貿易部長，她以冷靜沉著的領導能力，領導全
球多數主要市場的貿易代表團，面對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

Sandra於2011年卸任後，選擇創辦私營管理公司 - Canadian 
International Avenues，從而踏入私營產業。隨後，她在普華
永道加拿大（PwC Canada）擔任工業、全球市場和公共領域的
策略顧問。其豐富經驗、商業人脈網絡、國際經驗、以及高知名
度，使她能夠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帶動公司及其客戶的成長。 

Sandra現任全球汽車零件製造商Martinrea International Inc.董
事會成員、加拿大亞太基金會董事會成員、位於渥太華的中立智庫
Pearson Centre主席、以及Ontario Global 100副主席，該公司
於推動安大略省公司之間的貿易有重要貢獻。她亦曾擔任加拿大最
大的電力公司Hydro One董事長兼董事會成員。 

Sandra作為女性領導人楷模以及其改善社區的不懈努力，使她榮獲
女性管理人網絡（WXN）評選為“加拿大100位最具影響力女
性“ 。近期，她更榮獲加拿大多倫多ICCO“年度最佳女企業家
獎“以及加拿大最大的銀行之一蒙特婁銀行（Bank of Montreal）
的"創新與全球增長獎"。 

SANDRA	PUPATELLO			
Canadian International Avenues總裁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PF Canada）董事會成員 

2017年1月退休後，結束其傑出的31年職業生涯。Ms. Fukakusa目
前是許多公司和非營利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包括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Cineplex、和Loblaw。她是Princess Margaret癌
症基金會主席、Canada Infrastructure銀行前任主席，也是加拿大
亞太基金會的亞洲商業領袖諮詢委員會（ABLAC）成員。 

Ms. Fukakusa於2007年入選“加拿大最具影響力女性（Most 
Powerful Women）名人堂“，並於2016年連續第四年被美國銀
行家雜誌（American Banker）評為“銀行業25位最具影響力女性“

（25 Most Powerful Women in Banking）之一。2014年，她還被
Financial Executives Canada、PwC、及Robert Half評為“加拿大
年度財務長“。2017年，她被授予“YWCA傑出女性獎“，並於2018年
被評為“加拿大25位最具影響力女性“之一。Ms. Fukakusa因協調
和激勵志工方面的非凡表現、以及對慈善事業的付出而得到認可，
獲得了募款專業人員協會（GTA）2020年傑出志工獎。   

在加入加拿大皇家銀行之前，Ms. Fukakusa曾就職於普華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並得到特許專業會計師和特
許商業估值師的專業資格。她於2011年被任命為安大略省特許專業
會計師協會（FCPA）會員。於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
完成文學學士學位，並在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的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2016年，約克大學授予
她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JANICE	FUKAKUSA		
代表團副主席 Ryerson University校長

Janice Fukakusa是Ryerson University的校
長和企業董事。曾於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擔任行政長兼財務長，她於



技術發展。C100是加拿大傑出的國際性科技組織，其成員遍佈美
國、加拿大及世界其它地區的主要科技中心。於C100的新創企業推
薦計劃中，每年都會邀請一批加拿大初創企業家到矽谷，擴大他們與
其他創業家、導師、和投資者的人脈關係。 

Laura是國家慈善機構Venture for Canada董事會董事，該機
構通過培訓和支持青年在加拿大初創創新型公司和小型企業中
吸取工作經驗，進而培育企業家的領導技能。她也是卡加里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內培養企業家思維的Hunter Hub for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諮詢委員會成員。 

在領導C100之前，Laura曾任職於Gilt（目前已被HBC收購）的業務
發展、市場營銷和策略部門，Gilt是紐約科技界電子商務新創公司之
星。在早期職業生涯中，她曾擔任紐約世界經濟論壇的專案經理、以
及紐約和加拿大McKinsey＆Co.的顧問。Laura是卡加里大學和
HEC of Paris的校友。 

Laura是加拿大卡加里人，目前與伴侶Byan居住在加州奧克蘭
（Oakland）。  

LAURA	BUHLER	
C100執行長   

Laura Buhler是C100的執行長，C100是一所總部位於
舊金山的加拿大非營利組織，其任務為藉由培訓計劃、
夥伴關係、投資、和技術指導推動加拿大企業家的

不同文化深入了解的動機，奠定未來以協助人才適應國際環境、培
育跨文化素養(intercultural competency) 為使命的基礎。一年前
回到母校進修組織心理學之改革領導(Executive Maters Program in 
Change Leadership)碩士學位，目前正在規劃「多元& 包容」
(diversity & Inclusion) 工作坊以及高階教練(executive coaching)。

夏瑄澧於1996年加入美國Publicis & Hal Riney廣告公司擔任媒
體策畫 。2003年回台後成立百彥餐旅行銷有限公司，目的在於推廣
餐旅業之人才、飯店餐廳、學校及產品。公司以將對的人放在對的位
置上為使命，結合行銷與人力資源，也區隔的不同市場，並擬定適合
的招募策略，協助建立「雇主品牌」。也因為在人力市場經驗而發現
要培育國際人才要從教育開始。故於2015 年投入開平餐飲學校建立
國際部 ，推動雙語教育以及國際移動力培訓。國際部學程受到國際
肯定，2017與瑞士SEG 集團合作、2018 與義大利Florence 
University of Arts Apicius 學校合作，兩所學校認可並給予國際
部學生三學期的大學技術課程學分。2018年開始受邀為荷蘭耶拿教
育學會Jenaplan Mensenkinderen 駐站作者，撰寫分段式主題社
會化教學法專欄。 

夏瑄澧	SHERRY	HSIA			
Baiyan Global Consulting 創辦人暨執行長 

夏瑄澧出生於台灣，國一後與家人移民澳洲。畢
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並就業超過十年後返台定
居。從小經歷過東西文化的衝擊，引發自身對於



Christine Nakamura是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多倫多
辦事處副執行長。從1976年到2011年，她受僱於加

拿大政府多個部門、擔任不同職務，包括加拿大公民暨移民部、司法
部、以及最近期的外交、貿易和發展部。她曾在日本和韓國工作，並擁
有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東亞地區研究學士學
位。Ms. Nakamura是多倫多加拿大日本文化中心基金會
（Japanese Canadian Culture Centre Foundation）的董事會成
員、日本地震救助基金（Japan Earthquake Relief Fund）副主
席、Operation Smile Canada委員會董事、Prince Takamado 
Japan Canada Memorial Fund顧問委員會（加拿大）成員。 她並
獲得了國際貿易女性企業家（Organization of Women in 
International Trade）的2020年JoAnna Townsend“國際貿易領
導力卓越獎“。 

CHRISTINE	NAKAMURA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副執行長  

經驗。目前，Mr. Pettigrew是德勤加拿大的國際執行
顧問。直至日前，他曾任加拿大政府的“加拿大與歐洲聯盟全面經濟貿
易協定“（CETA）特使，並定期在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WTO）仲裁
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爭端。 

他大力倡導國際貿易和多邊主義，在聯邦和省級公共部門都獲得巨
大成就。他於1996年3月當選國會議員，並在隨後的10年中擔任許
多部長職務，包括外交部長、國際貿易部長、以及國際合作部長。此
外，Pettigrew先生亦是The New Politics of Confidence一書的作
者，探討全球化和治理藝術。 

PIERRE	PETTIGREW	閣下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PFC）董事長 
德勤加拿大（Deloitte Canada）國際執行顧問

Pierre Pettigrew在公私營機構都擁有多年的領導



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後，在 1994 年進入加拿大外交
暨國貿部服務。 芮代表於 1996 年至 1999 年在加拿大駐荷蘭大使館
負責貿易與公共事務後，便返回加拿大總部的 中國事務部門工作。
自 2002 年至 2006 年，芮代表擔任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
投資處副 處長、2006 年起任職於北京的加拿大駐華大使館農業部
門領事兩年後，並於 2009 至 2011 年成為 加拿大駐上海總領事館的
貿易處處長。累積了九年的亞洲經驗後，芮代表回到渥太華成為國際
貿 易發展助理副部長的政策顧問。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間，他擔
任沙烏地阿拉伯加拿大駐利雅德 大使館貿易處處長，並協助處理巴
林、阿曼與葉門三個國家的業務。自 2015 年至 2018 年，芮代 表為加
拿大駐孟買總領事館的總領事。 芮喬丹代表於 2010 年獲頒加拿大
外交服務獎，以表彰他在加拿大與中國商務關係上的貢獻。芮代 表
熱愛戶外運動，曾於 2005 年攀登玉山；他喜愛文學，能說英語、法語
及中文。芮代表與夫人 Jennifer 育有三位子女 Noah、Cameron 及 
Gemma。 

JORDAN	REEVES	代表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芮喬丹代表 

 芮喬丹代表於 1989 年畢業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經
濟系榮譽文學士學位，於 1992 年取得卡爾頓大 學

generosity的創始人，這項全球性的倡議旨在改變人們支持、贊助
以及推廣女性企業的方式。

她在歐洲、多倫多、以及矽谷皆有共同創立並經營企業。 SheEO的
工作成果令她獲得無數獎項，包括2020年的UBS Global 
Visionary、2020年的“YWCA傑出女性獎“、多倫多地區貿易委員會
（Toronto Regional Board of Trade）的“2019年度商業領
袖“ 、2018年Startup Canada“促進創業獎“、以及2001年被世界經濟
論壇評為“全球明日領袖“。

VICKI	SAUNDERS	
SheEO創始人  

Vicki Saunders是一位企業家、屢獲殊榮的導師、
新生代革新者的顧問。並且大力推行以企業家精神
創造積極轉型的理念。Vicki是SheEO 和#radical 



Dr.Allison Sekuler（FSEP，FPS，FAPS）現為
Sandra A.Rotman認知神經科學系主席、Baycrest健康科學研究中
心研究副總裁、以及Rotman研究所（Rotman Research Institute）
和老化+腦健康創新中心（CABHI）常務董事。Dr. Sekuler畢業於波
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 數學和心理學學士、以及加州大學伯
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心理學博士，她同
時亦是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以及麥克馬斯特大學 
(McMaster University）的教授。

Dr. Sekuler於Baycrest負責領導有關老化、失智以及腦部健康的
研究計劃，並指導老化+腦健康創新中心的策略方針，其使命為推
動加拿大及全球的學術界、衛生界、政府、非營利組織和社區夥伴
的緊密合作，增進創新產品、服務及最佳典範，進而增進腦部
健康和銀髮照護。在知覺與認知研究中，她採用行為和神經影像學
為研究方法，特別專注於老化、面部感知、學習和可塑性、以及神
經技術等方向。  她的轉化研究旨在開發因老化造成的感覺/認知衰
退之預防、檢測、以及治療方法。 

她在北美、歐盟和亞洲擁有多項科學和業界合作關係，其研究工作已
發表於自然期刊（Nature）等主要國際雜誌。Dr.Sekuler 於研究、教
學和領導能力方面贏得眾多國家和國際獎項 - 包括擔任國家首位認
知神經科學（Cognitive Neuroscience）加拿大研究主席（Canada 
Research Chair），最近亦被WXN評為2019年加拿大“100位最具影
響力女性“（Top 100 Most Powerful Women）之一。 

ALLISON	SEKULER	博士 	
Baycrest Health Sciences研究副總裁 
Rotman研究所和老化+腦健康創新中心

（CABHI）常務董事

的全球主要電動遊戲發行公司。 

她畢業於韓國科學技術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並以她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之研
究中獲得麻省理工學院計算神經科學博士學位。 

Dr.Yoon的教學和企業著重於人工智慧發展。在任職於NCSOFT
之前，她曾任韓國最大無線服務供應商SK Telecom的通信智能副
總裁，領導智能和客製化數據服務平台以及行動平台上的智能數據
服務之研發。並協助NCSOFT建立人工智慧中心，以先進的人工智
慧研究設備，輔助公司進一步運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 

此外，作為NC Cultural Foundation主席，她積極參與各類慈善活
動，包括透過聯合國難民署（UNHCR）援助難民、以及制訂與派發電
子輔助和替代通信 （AAC）系統，以改善殘疾人士的訊息表達。 

Dr.Yoon的領導能力獲得許多組織之認可。她在2004年被華爾街日
報評為“值得關注的50名女性”之一，在2006年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
全球青年領袖”，並在2007年被博鰲亞洲論壇評為“年輕領袖”。 

她目前是史丹佛研究所以人為本AI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of 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成員，也是麻省理工學院董事會成員。 

YOON	SONGYEE	博士 	
NCSOFT總裁兼NCWEST執行長 

Dr.Yoon Songyee是NCWEST的執行長，負責管
理和規劃企業的全球性策略。以前瞻性統御力擔任
NCSOFT戰略長及總裁身分，領導擁有4千多名員工



隊，增進跨區域的營運經驗與人才交流，聚焦於行動產品的研發、推
廣與業務，以及開拓市場合作新機，協助Verizon Media在國際市場
的加速成長。

在鄒開蓮升任Verizion Media國際事業董事總經理之前，為
Verizon Media亞太區最高主管，負責日本、香港、台灣、東南亞、印
度與紐澳等亞太地區，執掌媒體內容、數位廣告以及電子商務等業
務，過去已累積長達20年以上的行銷管理、大眾傳播以及數位媒體經
營經驗。在她擔任Yahoo奇摩總經理期間，成功領導Yahoo併購奇摩
與興奇科技，不但使Yahoo奇摩成為台灣最大入口網站，更開創了電
子商務新里程碑，鞏固Yahoo奇摩在台領導地位。

鄒開蓮在加入Yahoo之前，她曾任職於奧美廣告、寶僑家品、華納唱
片、MTV音樂電視頻道；其中MTV頻道在她擔任總經理的兩年期
間，成功蛻變為台灣最受歡迎的電視音樂頻道。

鄒開蓮 ROSE	TSOU		
富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前Verizon Media國際事業董事總經理
鄒開蓮目前擔任Verizon Media國際事業董事總經
理，主掌除美加市場外的其他全球市場營運，帶領
Verizon Media亞太、歐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團

Yukako Uchinaga於1971年在日本IBM展開她的職業生涯，並於
IBM的開發、行銷、和管理部門擔任過多項職位。她於1995年獲選
為日本IBM董事會成員，並於2008年到2013年3月，擔任Berlitz公
司董事會主席和執行長兼總裁、以及Benesse Holdings Inc.董事
兼執行副總裁。目前是非營利組織J-Win（日本女性創新網）的董
事會主席，該組織致力於促進工作場所的多元性。Uchinaga女士於
2013年9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為GRI（全球化研究所）。 

亦於2014年4月成立了“日本多元性網絡”（JDN）協會。1999年，她成
為美國境外首位入選“國際科技女性(WITI) 名人堂“之女性。女性工
程師協會（SWE）於2006年授予她“力爭上游獎“（Upward 
Mobility Award）。並於2013年6月獲得“首相對推動性別平等社
會的表彰“（Prime Minister’s Commendation for Efforts  

Toward the Formation of a Gender-Equal Society）。 

YUKAKO	UCHINAGA	
日本女性創新網（Japan Women’s Innovative 
Network）董事會主席 
全球化研究所（Glob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兼執行長（日本）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亞洲商業領袖諮詢委員會成員 



Nicole Verkindt是加拿大科技公司
OMX（theomx.com）創始人兼執行長。OMX為
全球採購電商市集，專精於推動社會經濟回饋。

該平台協助提高和測量當地消費/社會經濟影響、環境/社會/公司治
理（ESG）、以及其它永續性指標。在此之前，她曾執掌一家全球
高科技製造企業。Nicole是國營企業加拿大商業公司（Canadian 
Commercial Corporation）的董事會成員，該公司曾協助加拿大
政府與世界其它國家政府之間簽訂國際契約。她是CBC的科技評論
員和科技專欄作家。曾經在針對初期科技公司的CBC節目Next 
Gen Dragon’s Den、以及Gimlet媒體節目The Pitch中擔任投資
人角色之一。  於2017年被評為Start Up Canada“年度全國女企業
家“，並獲得加拿大先進技術Peter Brojde“新生代領導力獎“

（Canadian Advanced Technology Peter Brojde award for 
Next Generation leadership）。她現任加拿大商會（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董事會成員、加拿大商業委員會

（Business Council of Canada）新生代成員、及其加拿大經濟成
長專責小組（Task Force on Canada’s Economic Growth）共同主
席。於2019年，她被任命為Startup Canada“年度女性大使“，也是加
拿大40 Under 40青年菁英榜之一。  

NICOLE	VERKINDT	
OMX創始人兼執行長   

化代表處代表，成為自1992年代表處設處以來台灣
第十任駐加拿大代表。此前，他曾於1992年至1996年派駐於渥太華
服務，並於2011年至2013年擔任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 

在台灣外交部任職30年期間，他先後在北美司服務8年（1990年至
1992年、 1999年至2002年、2008年至2011年）。駐外期間曾於中華民
國（台灣）駐巴拿馬共和國大使館（1996年至1998年）及駐歐盟兼駐
比利時代表處（2002年至2008年）任職。2014年至2016年間擔任駐馬
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前來渥太華接任現職前，他擔任外交部亞東太
平洋司司長（2016年至2018年）。 

陳先生為台灣東吳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學士，並於英國里茲大學英語
培訓結業。 

陳文儀 WINSTON	WEN-YI	CHEN 代表
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陳文儀代表

陳文儀先生於2018年6月出任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



                            長，已擔任高階政府行政官員長達26
年。帶領國際團隊協助加拿大企業開發新客戶、排除市場進入障
礙、販售其產品並發產其企業。Sara主導全球貿易支援服務之工
作，包括出口融資、外國投資、以及貿易準則之正當應用。 

此前，Sara曾擔任樞密院辦公室（Privy Council Office）的外交與
國防政策秘書處（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Secretariat）運
營總監，提供總理戰略分析和建議，其它職位包括樞密院秘書、國
家安全和情報顧問、以及外交與國防政策顧問，處理有關加美關
係、拉丁美洲、貿易問題、氣候變化、人權、以及聯合國等事務。 
在加入樞密院辦公室之前，Sara在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期間，任職GAC北美局（North America Bureau）局
長一職。 她曾被任命為加拿大駐達拉斯（Dallas）總領事和新德里

（New Delhi）高階貿易專員，在貿易促進和談判方面擁有豐富經
驗，包括加拿大常駐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WTO）代表團以及加拿大
駐日本大使館 。 

她在GAC掌理具功能性、地理性以及基礎性之事務、其經驗包括
全球商務策略、採礦業的企業社會責任、貿易專員服務的現代化、
貿易政策諮詢和溝通、以及人力資源等項目。 

SARA	WILSHAW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GAC）助理副部長兼首席貿
易專員

Sara Wilshaw現任加拿大全球事務部首席貿易專
員兼助理副部 司 (TWO: 4162)，並造就了台灣生技產業最為亮眼

的傳奇之一。智擎生技旗下胰腺癌新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藥Onivyde®(安能得®)為台灣第一個獲得美國FDA核准上
市的抗腫瘤藥，並在全球主要市場被認定為標準療法。在回到台灣之
前她曾任職在美國生技公司T Cell Sciences、CytoMed、LeukoSite
及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擔任高階主管。 

進入生技產業前，她曾任職於法國國家衛生暨醫學研究院
(INSERM)以及英國Blond Mclndoe Centre for Transplantation 
Biology。葉博士擁有台灣輔仁大學生物系學士學位及美國南卡羅
來納州醫學大學免疫學博士學位(Ph.D., Immunology, 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USA) 並擁有6項美國專利，及總計
超過70篇之發表文獻。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研發癌症與
亞洲流行疾病之新藥，並引進所謂的”No Research Development 
Only, NRDO”以及”Networked Pharma”的營運模式。智擎生技有
三大主要企業夥伴，美國的Merrimack Pharmaceuticals；法國的
Nanobiotix S.A.以及中國的廣州必貝特醫藥技術有限公司，並獲得
了許多獎項。 

葉常菁 Grace Yeh 博士		
創立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TBIO) 副理事長 

葉常菁博士於2003年創立智擎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



考察團主席：	

Sandra Pupatello,  
代表團 主席  
Canadian International Avenues 總裁

Janice Fukakusa,  
考察團副主席  
Ryerson University 校長

物流協調員：

Nadine Oliver,  
專案專員,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傳訊： 

Jamie Curtis,  
設計,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Karina Kwok,  
社交媒體,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Michael Roberts, 
傳訊經理,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專案團隊

專案總監：

Christine Nakamura, 
副執行長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活動支援	：	

Mari Abe,  
行政助理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Jordan Dupuis,  
計畫經理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Sian Jones,  
計畫經理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Mandy Ng,  
活動經理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專案經理：	

Dr. A.W. Lee, 
 計畫經理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地理信息系統（GIS）市場智能	

Nathan Stewart,  
地理信息系統研究員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Dr. Nathan Wessel,  
地理信息系統研究員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關於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PF Canada）為一致力於促進加拿大與亞洲關係的
非營利機構。我們的使命是成為加拿大與亞洲連結互動的媒介。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以鞏固加拿大與亞洲之間的關係為宗旨，著重於七項主
要領域：貿易與投資、考察與民意調查、區域安全、數位科技、國內人脈
關係網、永續性發展和亞洲競爭力。我們的研究提供有關加拿大與亞洲關
係之高品質及時訊息、見解、和觀點。工作項目包括各類報告、政策摘
要、案例研究、發文以及定期發表“觀望亞洲“（Asia Watch）新聞通訊
等，共同為亞太地區的利益關係者提供政策參考和商業資訊。加拿大亞太
基金會與企業、政府和學術界利益關係者保持著密切合作關係，為加拿大
企業提供客製化研究、資料、簡報和亞洲職能培訓。並可提供諮詢服務。
我們很榮幸能與您合作，以滿足您對研究和商業智慧之需求。
請瀏覽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網站: www.asiapacific.ca。

關於加拿大亞太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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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apfcanada/posts/?feedView=all
https://www.instagram.com/asiapacificfoundation/
https://www.instagram.com/asiapacificfoundation/
https://twitter.com/AsiaPacificFd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