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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王為世

2018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紀實

會議
紀實

壹、Model APEC青年代表甄選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Chinese Taipei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舉

辦，每年負責遴選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中

華台北青年代表。營隊內容包含邀請亞太經合會

會員經濟體駐台代表，為學員介紹雙邊在經貿層

面互賴合作的成果。還有安排我國外交部國際組

織司部內長官，替學員介紹台灣在國際場域中的

本期重要內容

◎ 2018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紀實
-王為世

◎ 2018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紀實
-吳珮綺

◎ 2018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紀實
-呂冠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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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後排左二）與小組輔導員及組員於活動
閉幕後合影。

學生（中）扮演日本資深官員與戰友，參與
Model APEC SOM。

2018 APEC青年之聲中華台北代表團。由右至
左：Louis（團隊 educator）、Mia、我、Peggy
及 Meg。

具體參與過程與貢獻。今年議題尚包括婦女、體

育等多元面向，因此主辦單位亦邀請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APEC體育政策網絡（ASPN）秘書處

來為我們介紹台灣在該領域的創新嘗試，充分展

現「2018 Harnessing Inclusive Opportunities,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ture」包容性主題。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的重頭戲，即是最

後一天的 Model APEC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OM）我與組員被分派模

擬日本經濟體，在數位經濟、強化區域整合、

實踐永續發展、促進包容性成長與結構改革等議

題上負責研究日本歷年來的立場和過去提出的倡

議。準備資料並撰寫草案數日後，我們在會議過

程中提出日本領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定（CPTPP）」，彰顯該經濟體在區域經濟整合

上的貢獻，並發言主張願意以自身在數位金融與

再生能源上的技術進步，領導落實數位經濟及永

續發展。該場培訓營促使我廣泛接觸亞太地區現

狀，更深入瞭解 APEC國際議事規則，而我最終

有幸受評審青睞，順利甄選為今年的中華台北青

年代表。

貳、2018 Chinese Taipei Youth 
Delegation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青年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邀請 APEC 21個經濟體指派青年代

表共同參與大會。2018 APEC青年之聲與 ABAC

企業領袖高峰會同步於巴布亞紐幾內亞 莫里斯比

港舉行。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會 議 青 年 之 聲（APEC 

VOF）始於 1998 年，乃隸屬於 APEC Voices 

Leadership Council 下的青年領導及外交計

畫，每年邀請來自 APEC 21 個會員經濟體

的青年領袖參與青年之聲論壇（APEC VOF 

Youth Forum），並透過簽署青年宣言（Youth 

Declaration）將未來領袖的聲音納入 APEC中。

參、青年之聲青年論壇（APEC 
VOF Youth Forum）

中華台北青年代表發言內容

主題：「掌握包容性機會，擁抱數位化未來：

青年在各原經濟體中的角色」

原 稿 連 結：https://drive.google.com/file/

d/1QZw9kfku50ySa_Utaq0iZjTGEYBAjotR/

view?usp=sharing（由青年代表呂冠樺撰寫、發表）

今年的發言共涵括三個子題，改善全球連

結、提倡性別包容、實踐永續發展。台灣乃電子

製造市場重鎮，我國歡迎國內外物聯網（IoT），

工業 4.0和人工智能（AI）專業的優秀人才和企

業與國內供應商協同合作發展數位經濟。

我們提倡性別包容，透過「APEC GIFTS」

倡議活動，培養婦女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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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右五）於國立巴布亞紐幾內亞大學
（UPNG）與青年宣言工作小組發表草案。

中華台北青年代表團於國立巴布亞紐幾內亞大學
（UPNG）合影。

學生（後排右四）與青年宣言工作小組。

（STEM）等領域上的經濟參與。此外，我國更

與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共同創立 APEC婦女和

經濟子基金，致力於經濟賦權婦女，普及性別平

等價值。最後我們傾力實踐永續發展，我國已啟

動「Reducing Food Waste by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計畫，利用數據建立永續性的糧

食生產系統。

我們四位青年代表，在研擬這份發言草稿

時，深刻的體會世界上有如此多未被解決的社會

議題，但令人振奮的是台灣在各領域上的突破，

身為中華民國的青年，我真心感激自己享有的一

切，並盼能將力量再傳遞出去。我們相信，只要

保持樂觀，謙虛地學習任何新知，同時永不放棄

關心人權，青年將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

資產。 

肆、青年宣言
（Youth Declaration）

原 稿 連 結：https://drive.google.com/file/

d/1eJzVyfd9_MOUr0nMvw_3stY7ydhBHUQQ/

view?usp=sharing （由青年代表王為世協同各

經濟體青年代表撰寫）

各青年代表關注的議題廣泛多元，我們最終

選擇在聚焦在三個面向上，分別是 1. 改善連結

性，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 2. 促進永續性及包容性

成長 3. 透過結構改革加強包容性成長。為了改善

各國間的連結性，我們建議為每個教育機構提供

網路，讓所有青年皆可使用網路上的學習平台資

源。此外，我們相信應該為青年提供貨幣基金培

植其成為創新企業家，尤其是扶持各國中小型企

業（SME）開發具創造力的解決方案，因為青年

與中小企業乃 APEC各經濟體的基礎支柱。如此

一來便可透過培養強大的國內經濟從而增長全球

經濟。

再者，我們認知到少數族群尚未取得足夠

代表性 /話語權的問題，代表團認為 APEC各經

濟體應採取行動，實現真正地永續性和包容性增

長。在此我們提出的解決方針是提高人民對數位

內容的識字率，

也就是推廣電腦

科學教育！希望

利用數位技術賦

權並傳播每一種

文化的故事和歷

史。我們期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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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視氣候變遷問題真正實現永續性發展。故也

聲明倡導各經濟體需開始採用綠色能源並逐步淘

汰不可再生能源。

最後，改善教育體制是促成結構改革的重

要一環。我們督促學校教授孩童數位素養、網絡

倫理等概念，進而發展一個批判性思維的社會。

儘管上述的想望看似廣博而難以具體落實，且青

年的見解多數時候都會被認為過於理想而不切實

際，然而這份宣言，是真的將被遞交至 APEC工

作小組中，在明年正式的會議場合被拿出來討

論，並透過舉辦工作坊的方式汲取各經濟體意

見，逐一落實宣言內容。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在

運用自身力量做出改變，只要持續嘗試再加以彙

整，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就一個以數位經濟帶動包

容性成長的國際社會。

伍、2018 企業領袖高峰論壇與各
經濟體政治領袖代表演說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青年之聲（APEC VOF）

計畫的另一場重頭戲，就是能夠出席企業領袖高

峰論壇，現場聆聽來自各領域專家對於亞太地區

未來展望的見解。座談會論及貿易全球化、未來

勞動市場、教育型態轉型與數位資源普及等多角

化議題。在我出席的論壇場次中，講者及與談人

探討國際社會應該以什麼原則改革世界貿易組織

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政經領導人如何改善全球

治理？全球供應鏈該如何改變？等艱深但至關重

要的問題。短短一小時的論壇卻涵蓋國際關係學

門各方面的知識，我得以見識在場學術、企業、

媒體專家如何結合理論與實務，更全面精確的分

析未來態勢走向。

最令人永生難忘的，是我以中華台北青年代

表的身份，出席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與美國副

總統彭斯的演說。現場氣氛劍拔駑張，過去從教

科書上讀到的中美政治角力，真真切切地在我面

前上演！雙邊政治領袖皆論及對亞洲太平洋地區

前景的發展藍圖，強調經濟一體化後互利互惠、

共享共榮的美好世代。卻也在雙邊貿易或多邊整

學生於企業領袖高峰論壇。

中華台北青年之聲代表於 IC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與當地表演團體合影。

中華台北青年之聲代表與台灣企業領袖
代表 PChome詹宏志董事長（左四）。

中華台北青年之聲代表與外交部國際組
織司鄭參事超瑜女士（中）合影。

學生與當地原始部落居民合影。

學生（前排中）於企業領袖高峰論壇
與各國青年代表合影。

美利堅合眾國副總統彭斯先生於企業
領袖高峰論壇發表演說。

學生於企業領袖高峰論壇，圖中演講者
為中國大陸領導人習主席近平先生。

拜會 PChome 詹董事長宏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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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術轉讓與知識產權、法治透明與廉能政府

等面向上以外交辭令針鋒相對。兩場演說可謂精

彩絕倫，讓國際政治專業的我大開眼界。

台灣與菲律賓皆屬中型經濟體，該名企業領

袖提出我們應極力爭取加入多邊貿易協定，方能

有對己方最有利的市場及貿易規則。

台灣與澳洲皆屬民主國家，在人權保障、經

貿自由等概念上意識形態相近。該名企業領袖說

明僅管我國遭對岸政府打壓，但性別平等概念跨

部會落實、教育資源普及、數位經濟發展純熟等

都是台灣備受國際社會肯定的地方。其鼓勵我們

繼續以上述優勢積極與各經濟體交流。

陸、中華民國籌辦之 2018 APEC 
Summit 雙部長聯合晚宴

此次史無前例地，青年代表團受邀出席由行

政院鄧政務委員振中與國發會陳主任委員美伶籌

辦的晚宴。我有幸見到本次高峰會的領袖代表張

忠謀先生，並與出席此次會議的各友邦領導人、

部內長官共進晚餐。除了和大家聊到出席此次亞

太經合會議事前的準備過程，還看到索本嘉總

理、華卡總統現場親自彈奏吉他演唱太平洋島國

風情歌謠，實在是非常難得。

柒、文化參訪

除了行程緊湊的論壇、高峰會與拜見企業領

袖，青年之聲計畫也安排了文化參訪行程，讓大

家能窺見巴布亞紐幾內亞的真實樣貌。我們首先

參觀了巴紐國內的液化天然氣計畫項目（Papua 

New Guinea Liquefied Natural Gas Project；簡

稱 PNG LNG）輸油工廠。根據我國能源統計月

報，巴布亞紐幾內亞是我國主要液化天然氣進口

來源之一，2017年我國從巴紐進口的液化天然

氣數量占我國液化天然氣總進口的 11%。我從來

不知道原來自己每天使用的液化天然氣，有很高

的比重便是來自巴紐！儘管雙邊沒有正式邦交關

係，卻在經貿上如此互賴，相信台灣與巴紐的未

來合作還有無限可能性。

中華台北青年代表團與菲律賓企業領袖對談

學生與吐瓦魯總理索本嘉（Enele Sosene 
Sopoaga）及其夫人合影。

APEC領袖代表張忠謀
先生致詞。

學生與澳洲企業代表於
莫里斯比港機場合影

學生與吉里巴斯駐斐濟高專提布（David 
Teaabo）及其夫人合影。

學生與諾魯總統華卡
（Baron Waqa）及其
夫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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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文化之夜（Cultural Night）

文化之夜是青年之聲的閉幕式，現場各經濟

體將簽署青年宣言（Youth Declaration），並為

各國代表帶來本國傳統文藝表演。

文 化 表 演 簡 報 連 結：https://drive.

goog le . com/ f i l e /d /1qMKMUEe lqH lVJT-

YE4RGawjrxFs8__VV/view?usp=sharing

我們選用明天會更好、手牽手、擁抱世界擁

抱你、We are one等四首歌謠，透過能跨越語

言藩籬的「音樂」，將台灣介紹給世界。我們從

數年前的 SARS台灣如何從致命性疫情中走出談

起，講述當代我國已發展卓越的醫療設備並開始

派駐技術團至世界各地協助救難、賑災。再聊到

我們爭取機會舉辦全球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展現國

際領導力，最終介紹國內多次政黨輪替、首位女

性國家領導人等展現民主社會多元價值，期望能

在短短的時間內將我們深愛的國家、滋養我們成

長的土地 -台灣，介紹給每個人。

(作者為 2018 年我國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代表 )

巴布亞紐幾內亞液化天然氣工
廠（PNG) LNG）

學生於巴布亞紐幾內亞國家博
物館。

中華台北青年之聲代表與泰國（後排左
二）、紐西蘭（後排右一、前排）青年代
表於文化之夜合影。

學生與越南青年代表於文化之
夜合影。

巴紐國內雨林地貌。

學生於國家自然生態公園與表演團體
合影。

中華台北青年之聲代表與他國青年代
表於文化之夜合影。

學生與墨西哥（左ㄧ）、日本（中）

青年代表於文化之夜合影。

各國青年代表團於巴布亞紐幾內亞液化天
然氣工廠（PNG LNG）參訪。

學生與當地穿著傳統服飾孩童合影。 學生於國家自然生態公園與表演團
體合影。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2 0 1 8年12月號 7

2018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紀實

吳珮綺

感謝中華民國外交部與台灣經濟研究院，

支持中華台北青年代表團赴莫爾玆比港 參加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青年之聲（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本次的出訪經驗彌足珍貴，無論是出

訪前、出訪後，我接受了許多栽培與養分，長官

們對青年代表的照顧不遺餘力，學生感念在心，

也期許自己未來能為國家社會貢獻。 

 

 展現台灣：開幕演說、專題討論 

青年之聲開幕式當天，所有經濟體皆針對今

年 APEC 主題：掌握包容性機會，擁 抱數位未

來，發表演說。我們以中華台北在 APEC 的推展

政策為基礎，例如，智慧科 技農業性別化創新

（APEC GIFTS A+）、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高

階政策對話等，呼籲 各經濟體投入促進連結性、

支持性別包容以及實現永續發展的工作。感謝青

年代表團 的團長 Louis，給我們許多指導，讓我

們更深入地了解 APEC 相關議題，也很感謝外交 

部長官熱心地運用下班時間為我們校正英文演講

稿，使我們的演說得以順利進行。

青年代表針對下列四個主題進行專題討論，

分別為：科技 、數位創新與包容性措 施給青年

帶來的機會與挑戰，以及教育在培養青年面對新

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在教育專題的討論中，我們

分享了各國教育實施的狀況，例如：多數的巴紐

圖為 2018 中華台北青年代表，由左依序為： 我、陳文彬、呂冠樺、

徐韋宇、王維世 

會議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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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最多只能有 七年級的教育程度，因其腹地廣

大且基礎設施尚未完善，缺乏教師與學校設施深

入各地實施教育。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則是各國

都憂心的問題，其中，台灣各校都有心理輔導單

位，甚至部分學校有心理醫師進駐的制度，得到

許多青年代表的認同。

拓展視野：雙部長年會、

Dialogue with ABAC 

本次出訪提供青年代表與外交部官員及重要

企業家對話的機會。很榮幸青年代表 能獲邀參加

雙部長年會，使我有機會與我國外交部官員討論

推展南太平洋外交工作的 經驗，並在享受當地佳

餚的同時，大飽耳福，聽見諾魯總統真摯深情的

歌聲，體驗邦交國的真情與熱情。 

 與企業代表對話亦給我重大的啟發。例如，

與菲律賓企業代表交流時，由於該代 表正著手於

天然災害防治的國家計劃，加上颱風、地震為台

灣及菲律賓常見的天災， 故我們交換了台、菲兩

國關於災害防治措施的經驗。我分享了台灣地震

時政府會馬上 傳簡訊提醒民眾等警報措施，該代

表則是鉅細靡遺地以計劃主持者的角度，說明他

們 如何與物資供應商、物流廠商合作，以及輔導

企業擬定災害後儘速重返正軌等方案。 另外，特

別有緣的是，我在台大醫院看旅遊門診時，巧遇

詹宏志董事長，便與他打了 招呼，也很感謝詹董

事長，無論是在旅遊門診、APEC 會場或是午餐 

buffet 時間，總 是樂於和青年代表分享其豐富的

閱歷，以及其在數位創新工作小組推動的任務內

容。 與這些長官、前輩的對話宛如為我開啟了另

一扇窗，使我得以用更廣闊的角度，周全 地思索

亞太地區的重要議題。

  認識主辦國：巴布亞紐幾內亞

從澳洲前往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飛機上，首先

映入眼簾的是藍綠色的海水，清澈地 足以見到海

底的礁岩；眼前漠大的土地是一片黃土，點綴著

零星的房屋與灌木，暗示 是熱帶莽原氣候地區；

再往北飛一會兒，蓊鬱的熱帶

雨林，一望無際。飛機尚未落 

地，我已迫不及待想多加認識

這美麗的國家。

活動期間，主辦國熱情地

帶我們認識當地風景，除了體

驗多元的原住民文化，更 帶

我們造訪國家自然公園，欣

賞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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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堂 鳥（plumes of paradise）

之美。此外，我們先參訪了美

商 ExxonMobil 投資的天然氣廠

（PNG LNG Project），才發現

我們與該廠區關係密切，我國竟

是該廠區的第三大進口國。雖然

巴 布亞紐幾內亞舉辦國際盛事的

經驗不算豐富，但其積極照顧各

經濟體代表的用心使我 深受感動。也很慶幸我能

夠探訪這塊世界上自然與人文資源豐富的寶地。

 深度交流

APEC 青年之聲是我參加過最具啟發性的活

動，在青年代表住宿的郵輪上與來自 各經濟體

的菁英朝夕相處，使我們能深入了解彼此的國家

與故事。泰國代表精通五種 語言，擅長且樂於

發揚泰拳文化；加拿大代表有兩位穆斯林女性，

他們相當關心穆斯林及女性在現代社會的處境，

同時對 APEC 議題的見解亦相當卓越；紐西蘭

派出兩位具毛利血統的代表，他們對朋友甚是熱

情，善用其文化特色使紐西蘭的演說令人印象深

刻。巴紐的代表們更使我深受感動，無論他們是

在本國或到澳洲留學，卻都帶著回 國建設、貢

獻國家的使命感，尤其今年青年之聲的主辦人多

為該國 2017 年的青年代表，他們的年紀與我相

仿，卻能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內主辦如此重要的

盛會，著實令 我敬佩。

各國的青年代表都極為優秀，各有自己的故

事與理想，我想這也是青年之聲的用 意之一，讓

我們得以互相學習，站在彼此的肩膀上開展國際

視野，日後這些好友在各 自的領域努力，也能相

互鼓勵、扶持，讓亞太地區甚至全世界成為更美

好的地方。

身為中華台北的青年代表，在向大家學習的

同時，卻也深刻體悟到台灣是最棒的 地方。若沒

有我國前輩、長官在各領域的努力，我不會有機

會站在 APEC 的舞台上與 各經濟體的代表、企

業家分享台灣的美好，更不會自信地邀請大家一

定要來台灣一 趟！儘管在國際場合上，我們仍不

免受到一些壓力與挑戰，但承襲著前人的努力，

以 及這次中華民國外交部、台灣經濟研究院的栽

培與支持，我期許自己能帶著這次出訪 所獲得的

養分，繼續成長茁壯，使青年之聲遠播，並為國

家貢獻。

(作者為 2018 年我國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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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紀實

呂冠樺

首先，非常感謝承辦單位外交部以及協辦

單位台經院，從一開始的徵選流程，再至七月

的 Model APEC ，安排相關課程以及邀請專業講

師、業界人士來替我們青年對於 APEC（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有更深的認知，以及邀請歷屆校友

來擔任組輔，讓整體活動能順利地舉辦，從中也

透過他們的經驗交流，讓自己不論在準備模擬高

階官員會議的資料上更能掌握，又或是日後人生

方向的薦引，讓整個 Model APEC 四天三夜收穫

許多。此外，也感謝當時代表秘魯、巴紐，以及

同樣代表中國經濟體的其他夥伴們，在齊心準備 

culture show以及模擬 SOM會議下，有令人難

忘的合作經驗與交流。

最終，幸運獲得於十一月前往巴紐代表中華

台北（Chinese Taipei）參與青年論壇（Voices 

of Future）的門票，由於自己勝任代表中華台北

的演說者，因此於正式出發前與組員的來回討論

「青年」之角色如何代表自己經濟體在國際場域

發揮影響力，以及中華台北在相關議題上如何展

現「多元性」、「擁抱創新」、「包容性」，扣

合本屆 APEC之主題與精神。當中，也感謝自

己曾在外交部北協實習的長官—施組長對於演講

稿的建議與修訂，讓我們的演講稿更為完整與更

具特色。在演說內容上，以自己的中性外表作為

切點，帶入中華台北在性別多元的包容力，以及

女性就業權利的推展，使這次演講獲得令人印象

深刻與受激勵的讚賞。至於在文化秀（Cultural 

Show）的準備上，我們以四首歌作為串連，每首

歌演唱前皆帶入介紹詞對各國參與者分享臺灣從

過去曾是受國際援助的角色，轉變成幫助他人、

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溫暖國度。此外，也經由結

尾曲 ＂We Are One, We Are All＂ 來傳達作為千

禧年世代的青年，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我們仍

不放棄合作的可能。希望在消除國籍、族群、性

別認同的差異下，強調我們都是全球化的公民，

不應在過度區分你我、我群與他群之下，而流失圖 1：第五組夥伴（由代表中國、巴紐、秘魯經濟體的夥伴組成），最左為

組輔伯雍。

會議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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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機會以及走向寬容世代的可能。

上述部分為行前準備以及展演的結果，至

於在這整趟旅程中，所遇的人、事、物皆成為這

短短幾天撞擊我世界觀的粒子，最大的心得莫過

於該脫離舒適圈，勇敢地走向世界。在這趟旅程

中，各國青年多來自相仿的年齡層的大學生或研

究生，在這當中，多數人具有留學背景，皆曾在

美國、英國等英語系國家生活過一段時間，因此

英文的流利度與使用程度極高，在分組討論時可

顯見之。相比來自台灣的代表們，我們皆於國內

大學、研究所，未曾有國外留學經驗。在見識到

各國菁英薈萃後，也看見自己諸多的不足性，也

激發自己應該多出去闖闖的勇氣

與決心。

 Think Globally, Act 

Globally

作為這千禧年世代的青年，

我從這趟旅程中，更深刻理解此

句話的意義與重要性，生在台灣

的我們，應該走出世界，屏棄島

國心態，擇以更大的格局與更宏觀的視野來定位

自己與未來，使台灣的能見度在大大小小的國際

場合顯見，「外交」不僅只能依賴政府單位推動，

而是存在於每個公民的努力。作為世界公民，我

們應該 “Think Globally, Act Globally ＂，不僅

考量自身國家利益與自身群體，考量層面也應觸

及其他地區的人民與權益，當政治理念的實踐過

程中，若能基於更多同理心與尊重多元性，我想

這應是合作的存續基石，也是 APEC 此多邊性會

議抑或組織存在的核心價值。

因此，有機會來到在此多數人一輩子不一

定會來到的國家—巴布亞紐幾內亞，非常感謝

APEC Voice of Future主辦單位的行程安排，不

論是欣賞當地多族原住民之舞蹈、博物館、動物

園等行程，都讓我們見識到當地豐富的生態資源

與文化，見到這塊土地人文與自然的美。

The future, we treat it like a 
noun. It´s not, it´s a verb. It 
requires action and requires 
us to push into it.

巴紐行也成了自己的深刻記憶，除了從當地

圖 2：各經濟體發表演說之議程後的合照（筆者為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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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買回有名的咖啡豆為伴手禮，我想最大的紀

念在於這短短幾天旅程上，不論是與各國青年的

討論交流，又或是 CEO Summit 上的晤談，皆成

拓展自己視野與心胸的基石。在面對全球化以及

數位時代（Digital Future）的同時，體認到除了

應多充實自己，也有感於我們這世代青年應該以

更創新的視角，以及大膽創新、不怕失敗地來實

踐理想。又如同自己演講稿末段所言 “The limit 

is the sky＂，我想這是對自己的勉勵，也是此趟

旅程最大的心得。

後記

再次非常感謝國家願意全額贊助我們參與 

APEC Voices of Future的費用，以及主辦單位安

排的居住環境，讓我們得以舒服且安全地參與活

動。最感謝巴紐當地人上下動員幫忙此次 APEC 

得以順利舉行，讓我們感受到當地人的熱情。

(作者為 2018 年我國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代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