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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地區分會: 非洲奈及利亞台灣商會



1. 非洲為世界七大洲中面積第二大的大洲，總面積大約為3,000多萬平方公里，大

約占全球陸地面積的20.4%。

2. 非洲總人口數邁向13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約為16% 。

3. 非洲可以稱為全球「最年輕的地區、非洲國家 60% 以上的人口都在 25 歲以下」，

這些人口正處於生育的黃金階段。

4. 非洲人口最多的五個國家分別是奈及利亞、衣索比亞、埃及、剛果金和坦尚尼亞。

5.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到了21世紀末，非洲的潛在勞動力規模可能超過亞

洲，在雙重的人口紅利及潛在勞動力規模的誘因下，非洲可以說是新興市場明星

股進行式。

6.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人口紅利、內需消費的崛起、發展製造業…等等

誘因的存在早已經是全球商務戰的大本營，非洲的商機無窮大，您參與了嗎?

非洲的人口紅利及勞動力



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簡介>

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非總)成立於 1994 年, 為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六

大洲際總會之一，非總今年已經進入第27個年頭，現任第27屆總會長由來自奈及利亞

台灣商會的名譽會長吳孟宗擔任。這也是多年來第一個總會跨出南部非洲由西部非洲

國家奈及利亞來擔任。吳總會長期許能將更多分處於非洲其他地區的台商們鏈結一起

以發揮更大的乘數效果，結合更多的台商以創造更大的商機。

<宗旨>

1. 促進非洲各地區台商之聯誼與互助合作，共謀發展工商業及開拓國際市場。

2. 加強非洲各地區台商間之聯繫與互助交換工商管理經驗。

3. 提供非洲各地區台商各種工商及財經資訊，進而強化區域性經貿合作關係。

4. 提昇台商之非洲社會及國際地位，並促進各國對台商權益之保障。

5. 促進非洲各區域內社會文化交流，以增進共同瞭解與經貿發展。



1. 非總以非洲各國暨南非各省市之台灣商會為會員主體。

2. 成為非總的各地區分會皆必須在僑委會報請登記在案，並經非總的

理監事大會通過後正式成為總會的分會，各分會的會員必須來自台

灣，認同台灣並須有從事商業或執行業務之事實，始能加入為會員。

3. 依據非洲聯盟統計非洲由55個國家組成，目前非總的會員國共有15

個，但遍及其他各國的台商們也不少，因此期許總會陸續有其他會

員國的台商加入，更壯大非洲台商總會。

4. 很高興地跟大家分享，剛果(金)台灣商會在上週日非總會線上理監

事會議順利通過加入非洲總會,成為第24個地區分會

5. 目前非洲總會共有 24 個分會 (其中包括非洲青商會)。



南部非洲 : (5/5)
南非 –
1. 豪登省台灣商會
2. 那他省台灣商會
3.   北開普省台灣商會
4.   大新堡台灣商會
5.   東開普省台灣商會
6.   自由省台灣商會
7.   開普敦台灣商會
8.   約堡台灣商會
9. 非洲青商會
10. 賴索托台灣商會
11. 史瓦帝尼王國台灣商會
12. 波札那台灣商會
13. 納米比亞台灣商會

東部非洲- (6/18)
14 .肯亞台灣商會
15. 烏干達台灣商會
16. 坦尚尼亞台灣商會
17. 馬拉威首都台灣商會
18. 馬拉威台灣商會
19. 模里西斯台灣商會
20. 馬達加斯加台灣商會

西部非洲-(3/16)
21. 迦納台灣商會
22. 象牙海岸台灣商會
23. 奈及利亞台灣商會

中部非洲- (1/9)
24. 剛果(金)台灣商會

非洲聯盟 (African Union) 
由55 個國家組成--
南部非洲:   5
東部非洲: 18
西部非洲: 16
中部非洲:   9
北部非洲:   7

<所屬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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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非洲東部非洲 中部非洲

北部非洲 南部非洲非洲溫暖的大家庭



<非洲總會的重要活動 >

1. 每屆總會長、監事長、副總會長改選、交接
2. 每年舉辦理監事聯席會議及會員大會
3. 每年組回國訪問團拜會政府單位提出相關建言
4. 會員們每年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與世界其他洲總會

台商們的交流
5.  參與各地區台商會的理監事會議及分會會長的交接
6.  成立共17個工作委員會，進行多方面的活動與交流



非洲總會及各地區分會
活動剪影

















































































































































ATCC 讚!讚!讚!





ATCC 非洲總會捐贈
1. 吳總會長由南非攜帶2000個口罩捐贈給奈及利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2. 捐贈烏干達台商會醫療口罩 5000個 由名譽會長代表接受
3. 捐贈防疫物資給開普敦警察總部
4. 在南非豪登省 Ivory Park，第一次 ATCC Bucket of Love 救濟物資與毛毯發放作業
5. 在南非 Pretoria 大約堡白人貧困區，進行第二次ATCC Bucket of Love 救濟物資與毛毯發放作業
6. 捐贈防疫物資用於協助 Ladybrand（淑女鎮）公立大學醫院公衛體系做防疫
7. 捐贈防疫物資給南非德班文校中心中文學校
8. 捐贈南非自由省地區防疫物資口罩、乳膠手套、血氧儀、消毒液等
9. 捐贈奈及利亞拉哥斯貧民窟ORILE 的貧民戶食品和防疫用品
10.捐贈大新堡地區三所學校防疫物資
11.吳總會長出資協助西非貝寧林棟良僑民在貝寧當地國圓滿完成告別式

12.吳總會長捐贈部份款項參與由象牙海岸台灣會趙躍徽會長在象牙海岸協助募資協助僑民簡紹宜圓

滿完成告別式



在疫情初期 2020年2月 吳總會長由南非攜帶2000個口罩捐贈給奈及利亞台
商會並由陳淑芳會長代為發送給駐奈國代表處由楊文昇大使代為接受及分送
個別台商僑民，以便萬一新冠肺炎侵入奈及利亞應急之用。



2020年3月份非總會吳總會長提
供了5000個醫療口罩寄送給烏
干達台商會名譽會長林政良博士
代為發放



於2020年5月26日

捐贈防疫物資給開普敦警察總部







於2020年6月13日

在南非豪登省 Ivory Park做為起始。

非洲總會第一次ATCC Bucket of

Love救濟物資與毛毯發放作業。













於2020年6月20日

在南非Pretoria針對大約堡白人貧困

區，進行非總第二次ATCC Bucket of 

Love 救濟物資與毛毯發放作業。

















於2020年6月& 7月份

由非洲總會主辦暨各地區商會協辦各項

捐贈活動 - 賴索托台灣商會

- 那他省台灣商會

- 自由省台灣商會

- 大新堡台灣商會



























非洲總會吳孟宗總會長的僑居國-西非

奈及利亞當地的關懷弱勢捐贈防疫物資

及食物的愛心活動。























發放捐贈物資給貧民窟的民眾



發放捐贈物資給貧民窟的民眾



ATCC 各地區商會捐贈
1. ATCC跟奈及利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TCCN)共同規劃捐贈防疫物資給Missionaries of 

Charity孤兒院
2. 南非自由省台商會(FSTCC)捐贈防疫物資、食品及輪椅

3. 賴索托台商會(LTCC)捐贈賴索托山區住民食物包及防疫物資

4. 開普敦台商會(CTTCC)捐贈及駐開普敦台北聯絡辦事處贊助，共同捐贈防疫物資給
Stellenbosch 市政府

5. 開普敦台商會(CTTCC)與駐開普敦台北聯絡辦事處，共同捐贈開普敦NGO團體西湖藝術文化
社會運動防疫用品及生活物資

6. 開普敦台灣商會(CTTCC)捐贈及駐開普敦台北聯絡辦事處贊助，共同捐贈孤兒院物資

7. 史瓦帝尼王國台商會(ETCC)劉會長代表台商會的公益捐贈及代表世總黃正勝名譽總會長捐贈
救護車給史國，由我國駐史瓦帝尼王國大使館梁洪昇大使見證

8. 坦尚尼亞台商會(TCCT)與當地兩個基金會合力捐贈輪椅

9. 豪登省台商會(GTCC)捐贈台灣製口罩給僑台商中小學生急難救助

10. 開普頓台商會(CTTCC)發放8000個口罩給當地僑民及停靠開普敦之台籍遠洋漁船船員做防疫



奈及利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及 非洲總

會於2020/7/5 進行捐贈防疫物資和日

常生活用品食物給Missionaries of

charity 孤兒院







自由省台灣商會 代表台商會與

當地慈善機構愛心捐贈大米、

食物包、防疫物資及輪椅給身

障協會，感謝發會大愛精神!











自由省台商會輪椅的捐贈



賴索托台灣商會在Kingdom of Lesotho

賴索托王國的山區進行食品、防疫物資等

捐贈發放，作為世界中最大的國中國，

75%都是山地，尤其在寒冷的冬天物資取

得實在不易，當地電視台特別派員報導台

商會的捐贈活動，並感謝台商會在寒冬的

暖心之舉。











開普敦台灣商會 及 台灣駐開普敦辦

事處的贊助, 共同前往 Stellenbosch

市政府捐贈, 市政府代表深表感謝在

進入寒冬之際的溫暖義舉.







開普敦台灣商會與台北駐開普敦辦事

處共同捐贈開普敦NGO團體西湖藝術

文化社會運動 (Westlake-Arts and

Culture Social Movement) 新冠肺

炎防疫用品及生活物資.





開普敦台灣商會 捐贈及駐開普敦台北辦事處

贊助捐贈孤兒院物資。





史瓦帝尼王國台商會參與當地的慈善捐贈活動







坦尚尼亞台商會與當地兩個基金會

Amitofo Care Centre & The Caohong

Zhi Foundation 共同作公益捐贈輪椅。







非洲 誠摯地歡迎您的到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