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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歷時一年多談判，台紐雙方

今天下午在紐西蘭威靈頓正式簽

署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這也是台灣與已開發國家與非邦

交國簽署的第一個經濟合作協

定。 

 

  經濟部今天下午在集思交通

部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簽署記者會，

與紐西蘭同步視訊連線，實況轉

播簽約儀式。記者會由經濟部長

張家祝、外交部長林永樂共同主

持。 

 

  台紐雙方在民國 100 年 10 月

25 日共同宣布就洽簽經濟合作

協定進行可行性研究，隨後展開

共同研究，並在 101 年 5 月底正

式展開談判。 

 

  根據經濟部統計，101 年台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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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總額 12.14 億美元，紐西蘭

為台灣第 40 大貿易夥伴。

(2013/07/10 中央通訊社) 

 

 

  台紐今天簽署經濟合作協定，

外交部長林永樂表示，此將深化

雙方經貿連結、產業合作、人民

福祉，並展現台灣貿易自由化決

心。 

 

  台 紐 經 濟 合 作 協 定

（ANZTEC）下午 1 時 30 分在紐

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簽署，

外交部長林永樂及經濟部長張家

祝在台北共同主持簽署儀式暨記

者會，與紐西蘭簽約儀式同步連

線，台灣和紐西蘭經貿關係邁向

新的里程碑。(2013/07/10 中央通

訊社) 

 

特別報導

 

 

  海基、海協兩會 21 日上午舉

行第 9 次高層會談，並於下午完

成「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署，

象徵雙方服務貿易市場正式邁向

開放階段。雖然中國大陸開放的

項目多於台灣，但兩岸都強調，

這是一項互利雙贏的協議。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21 日

下午在上海市東郊賓館由海基會

董事長林中森、海協會會長陳德

銘完成簽署，成為 2008 年恢復制

度化協商以來，兩岸之間的第 19

個正式協議，全文共有 4 章 24

條及 2 項附件。儀式司儀：『(原

音)請林中森董事長、陳德銘會長

簽署協議；請林中森董事長與陳

德銘會長交換協議文本。』 

 

  雙方都強調，服貿是一項互

利雙贏的協議，其中台灣對大陸

開放 64 項、大陸對台灣開放 80

項，內容涵蓋商業、通信、旅遊、

文化等類別；陳德銘在上午的正

式會談中曾指出，大陸充分體諒

兩岸經濟規模差異，對台開放程

度「前所未有」。(2013/06/21 中

央通訊社) 

 

 

 

各界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內

容有不同聲音，經濟部長張家祝

今天有感而發地說，簽署相關協

議一定有受益面及衝擊面，台灣

產業要不要走出去，「這是我們要

想清楚」。 

 

兩岸服貿協議 上海完成簽署 
是否走出去 張家祝請產業思考 

外長：台灣展現貿易自由化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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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下午召開 ECFA 服務

貿易協議簽署說明會，由張家祝

率領國際貿易局、工業局、商業

司、標檢局、投審會等相關單位

代表出席。 

 

  張家祝表示，由於台灣貿易、

國內生產毛額（GDP），很大一部

分都是仰仗貨品出口，但目前絕

大部分服務業都是在國內發展，

因此他認為服務業如何走出去，

是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

政策方向。 

 

  張家祝指出，簽訂相關協定

一定有受益面及衝擊面，他認為

台灣產業包括服務業，要不要走

出去，「這是我們要想清楚」。 

  張家祝表示，不可能全靠在

台灣製造的產品發展經濟、提升

GDP，「都是要往外走」。 

 

  張家祝指出，未來推動加入

區域經濟整合，像是跨太平洋夥

伴協議（TPP）、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RCEP）等，「一定是你

要去，人家也要來」，勢必有得有

失，因此他希望能讓台灣具競爭

力的產業更壯大，進一步帶動國

內經濟發展。 

 

  張家祝認為，若是沒有競爭

力的產業，在面臨競爭時，應思

考如何轉型、調整體質及結構。 

  張家祝希望，未來藉由 ECFA，

進一步推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

係，讓台灣未來不要被邊緣化。

(2013/06/21 中央社)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 21日完

成簽署，外界擔憂可能會對本土

產業造成嚴重衝擊。對此，經濟

部長張家祝今天(24 日)表示，服

貿協議的簽署有助於台灣的就業

市場，而且服務業的屬性與在地

化連結性強，外來企業不見得能

與本土競爭，所以衝擊應該有

限。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

各界看法兩極。有在野黨立委認

為，台灣的中小企業將無法抵擋

大陸大型業者壓境，開放服務業

將造成約 542 萬人次受到衝擊，

未來白領專業人士也將大規模來

台，搶奪台灣民眾的飯碗。 

 

  對此，經濟部長張家祝 24 日

表示，服貿協議的簽署將能增加

台灣的就業人口，而且服務業的

經長:外來打不過本土  
服貿衝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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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與在地化連結性強，衝擊應

該有限。張家祝說：『(原音)我覺

得對於就業市場是有幫助的；對

於中小企業，我覺得他們的擔心

是會不會有很多大的連鎖店、服

務業會來，他們的生意會不好。

其實服務業的狀況不大一樣，服

務業跟民眾的接觸、跟地區性有

很大的關係，大陸他們即使是連

鎖店到台灣來，也不見得有能力

跟我們本土的競爭。』 

 

  張家祝並指出，協議簽署後，

有不少台灣的企業希望到大陸發

展，經濟部也計畫輔導這些潛力

企業，協助他們拓展市場。

(2013/06/24 中央廣播電台) 

 

雙邊會議、 

出國考察團及研討會
 

 

  「台英商務協會第 15屆聯席

會議」於 6 月 4 日假台灣金融研

訓院舉行，由我方主席台灣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辜成允與英

方主席渣打銀行副總裁 Sir 

Thomas Harris 共同主持，經濟部

次長梁國新、駐英國代表處沈大

使呂巡、英國貿易投資署執行長

Mr. Nick Baird 及英國貿易文化

辦 事 處駐 台代表 Christopher 

Wood 以貴賓身分蒞會指導致詞，

台、英雙方工商界代表共 260 人

與會。 

 

  我行政院薛琦政務委員應邀

於會中就「Why RMB products 

matter?」為題說明台灣發展人民

幣業務之前景，英方則由渣打銀

行大中華區首席研究員 Stephen 

Green 以「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2013-14」為題，就大

中華區及全球市場經濟情勢作分

析。英國軌道工業協會與中華軌

道車輛工業發展協會，中華顧問

工程司及英商 Funkwerk 公司於

會中分別簽署合作備忘錄，以進

一步強化雙邊產業合作。 

 

  本屆會議以「資通訊」、「軌

道/基礎建設」、「金融與專業服務」

及「觀光旅遊」四項產業為會議

主題，四項分組分別由中華電信

黃秀谷副總經理、中鼎工程余俊

彥董事長、凱基證券魏寶生董事

長、雲朗觀光盛治仁總經理擔任

我方召集人，英方召集人則分別

由英商 ARM 公司公共關係部副

總 Stephen Pattison、英國軌道工

業協會理事長 Jeremy Candfield、

渣打銀行中國董事會副主席

台英商務協會第 15 屆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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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 Browne 及怡和集團董事

Martin Barrow 擔任。雙方業者分

別針對「雲端運算與節能科技應

用」、「軌道營運效能提昇與智慧

型規畫」、「人民幣業務商機」、「文

創園區經營與觀光品牌行銷」等

重要議題進行交流，擴大尋求雙

方貿易、投資等合作機會，並達

成多項結論與共識。 

 

 

經濟部梁次長國新於台英商務協會第 15 屆聯
席會議中致詞 

 

我方主席台泥公司辜成允董事長致贈英方主
席 Sir Thomas Harris 禮品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與 Funkwerk 公司簽
署合作備忘錄 

 

 

中華軌道車輛工業發展協會和英國軌道工業
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第 20屆台荷經濟合作會議」

於本(102)年 6 月 14 日上午假荷

蘭海牙世界貿易中心舉行，會議

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荷

蘭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宏嘉先生與

荷蘭國家貿易推廣協會秘書長

Mr. Jan Siemons 共同主持，雙方

約近 110 位代表出席。本會荷蘭

委員會張主任委員於會中代表本

會致贈荷方前任主席 Mr. Gerard 

Vaandrager 紀念獎牌，荷蘭外交

部對外關係總司處長 Mr. René 

第 20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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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Hell 與我經濟部梁政務次長

國新應邀與會致詞，我經濟部國

際合作處童處長益民就「Taiwan: 

Your Partner in East Asia」為題介

紹台灣經貿投資環境暨產業現況。

荷蘭紡織協會執行長 Mr. J. 

Wintermans 與台灣產業用紡織品

協會卓理事長欽銘，荷蘭能源研

究中心(ECN)業務發展代表 Mr. 

Haico van der Heijden 與中國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離岸風電籌備委

員會劉組長添丁分別在「紡織」

與「離岸風力能源」分組討論中

發表專題演講，大會結束後雙方

企業代表進行商機媒合，以促進

兩國產業合作機會。當日下午舉

行台荷經濟委員會議，討論此次

參訪成果與未來推動的方向，最

後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並約

定第 21 屆台荷經濟合作會議將

於明(103)年在台北舉行。 

 

 
第 20 屆台荷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3 年 6 月 14

日在荷蘭海牙舉行 

 

 

經濟部梁政務次長國新應邀致詞 

 

與會貴賓合照 

 

 
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 

 

接待/拜會重要外賓 

 

澳 台 工 商 委 員 會 Ross 

Maddock 理事長一行 4 人包括

Ching-Mei Tuan 理事長夫人兼委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宴請澳台工商委員
會理事長 Ross Maddock 等一行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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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執行長、John Kean 榮譽財務

長以及 David Chiu 委員於 6 月

17-20 日訪華。本會王鍾渝理事

長於6月18日中午假台北世界貿

易中心聯誼社設宴歡迎澳洲訪客。

本會並於該會訪華期間安排澳洲

訪客拜會台糖公司陳昭義董事長

及中鋼公司鄒若齊董事長。 

 

 
(左起) 澳台工商委員會 Ching-Mei Tuan 執行
長、義美公司高志尚董事長、澳台工商委員會
John Kean 榮譽財務長、Ross Maddock 理事長、
本會王鍾渝理事長、澳台工商委員會 David 

Chiu 委員、前台糖公司魏巍總經理、本會李傳
亮秘書長於 6 月 18 日午宴 

 

 

 

 

  為籌備今年 9 月 12 日假台北

舉行之第 19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

會議，本會李秘書長傳亮邀請駐

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Mr. 

Ahmad Syafri 代表，於 6 月 20

日中午假世貿聯誼社 33 樓午宴

舉行工作聯誼餐會，駐台北印尼

經濟貿易代表處相關主管，如投

資部主任 Mme. Dina Setiawati 

Boediman、工業部主任 Mr. R. 

Janu Suryanto、投資部資深助理

Mr. Arief M. K.、投資部潘助理郁

喬及本會同仁林副秘書長啟松、

劉組長鳳卿及李彩雯專員等人亦

出席參與討論。雙方同意密切合

作辦理第 19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

會議，未來並將加強聯繫，促進

台印貿易交流與投資合作關係。 

 

 
 

重要商情報導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 出口 

6 月出口 264.8 億美元，

較上月增 0.5％，較上年同月

亦增 8.6％；累計 1 至 6 月出

口 1,504.8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增 2.4％。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午宴駐台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 Mr. Ahmad Syafri 代表 

102 年 6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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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口 

6 月進口 232.3 億美元，

較上月增 6.1％，較上年同月

亦增 6.8％；累計 1 至 6 月進

口 1,358.8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增 0.3％。 

 

(三) 出入超 

6 月出超 32.5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月增加 6.4 億美元；累

計1至6月出超146.1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增加 31.6 億美

元。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2012 2013 

  Mar Apr May 

GDP 1.25 - 1.26  

CPI 1.93 1.37 1.05 1.66 

Unemployment 

rate 

4.24 4.17 4.07 4.06 

Export -2.32 3.3 - 5.2 

Imports -3.18 0.2 - -3.9 

Export orders 1.1 -6.60 -1.11 -0.4 

Industrial 

production 

-0.1 -3.28 -0.88 0.07 

Monetary 

aggregate (M2) 

4.17 3.78 3.71 4.32 

Stock Market* 7,457 7,919 8,094 8,083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經建會網站) 

 

 

 

 

台灣 4G 大戰開跑！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NCC）昨天公布，

共七家業者參與申請行動寬頻業

務。NCC 發言人虞孝成表示，得

標應在四到七家之間，NCC 將盡

速協助得標業者取得頻寬，希望

明年就可看到有 4G 服務開台營

運。 

 

  根據 NCC 資料，七家業者包

括四家電信業（中華電信、台灣

大哥大、遠傳電信、亞太電信）；

以及三家新進業者，分別為鴻海

集團董事長郭台銘領軍的國碁電

子、頂新集團董事長魏應交主導

的台灣之星、新纖旗下的新建公

司。 

 

  至於原先宣稱不缺席的威寶

電信、全球一動、威達雲端最後

都打退堂鼓，業者都稱要專心經

營本業，不排除未來與其他得標

業者合作。 

 

  頂新集團昨天則表示，希望

增加對台灣的投資，看好未來電

信業的商機。 

 

  NCC 將 4G 總底標訂為三五

九億元，業界以 3G競標的經驗，

估計最後總標金將落在五五○億

元左右。由於部分區塊現在還有

2G 用戶，因此馬上可以建設基地

台的 1800MHz 第五區塊價格預

估最可能飆高。 

虞孝成說，NCC 將從今天開始進

台灣 4G大戰 7雄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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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一階段事業構想計畫書審查，

希望最快在八月十五日公布合格

競標者名單，並從九月三日起正

式競標。 

 

  他說，根據國際經驗，各國

的 4G 經營業者約在三、四家左

右，台灣不適宜七家都得標。建

議未來沒有得標或參與競標的業

者，可以考慮共同參與投資或提

供技術，擴大台灣 4G 實力。 

 

  根據 NCC 的規劃，將釋出

700MHz、900MHz 和 1800MHz

三個頻段共 270MHz 頻寬，以

5MHz 為單位、上下行一組，共

可釋出廿七個單位。單一業者最

多可買到七個單位，至少須購買

兩個單位。(2013/07/02 聯合報) 

 

 

 

 

  外交部今天(30 日)表示，宏

都拉斯尚未決定新任駐華大使人

選，政府已向宏都拉斯表達期待，

兩國關係沒有任何改變。 

 

  宏都拉斯駐華大使傅丁 5 月

返國後，新任大使迄今未定，台

宏關係引發外界關切。外交部長

林永樂受訪時表示，台宏關係不

會有變動，兩國關係沒有問題。 

 

  外交部發言人高安 30日下午

受訪時說，中華民國與宏都拉斯

邦誼正常友好，雙方將在既有基

礎下，持續加強雙邊活動。 

 

  高安指出，一國大使人選牽

涉人事考量，部分先派代辦臨時

代理館務，並不影響雙邊關係推

展；近期友邦巴拉圭新駐華大使

波巴迪亞（Marcial Bobadilla）已

到台灣履新。 

 

  對媒體報導宏都拉斯是因要

不到經援，轉向與中國大陸發展

關係，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海司副司長謝妙宏表示，台宏合

作一直按照既定的計畫，並無宏

國拉高籌碼、台灣不配合等情

事。 

 

  謝妙宏說，新任駐華大使何

時來台，宏都拉斯還沒有給確切

時間，政府已向宏國表達期待，

雙方關係如宏都拉斯總統所說，

沒有任何改變；宏都拉斯今年將

舉行大選，外交部密切關注。

(2013/06/30 中央通訊社) 

 
 

 

外交部：台宏關係沒有改變 

《經濟》終止連 5揚！ 

6月消費者信心回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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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大台經中心今(27)日發布 6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CCI)為 75.08

點，與上月比較下降 3.17 點，終

止連 5 揚。本次調查中，六項指

標皆下降：物價水準、就業機會、

耐久性財貨時機、投資股票時機、

家庭經濟狀況及國內經濟景氣。 

 

  下降幅度第一的指標是「未

來半年投資股票時機」，本月調查

為 61.40，較上個月調查下降 8.70

點；下降幅度第二的指標是「未

來半年國內就業機會」，本月調查

為 104.70 點，與上月調查下降

3.15 點；下降幅度第三的指標是

「未來半年國內經濟景氣」，本次

調查結果為 71.65 點，較上月的

調查下降 3.05 點。 

 

  下降幅度第四的指標是「未

來半年家庭經濟狀況」，本月調查

結果為 71.25 點，較上個月的調

查下降 3.00 點；下降幅度第五的

指標「未來半年國內物價水準」，

本月調查結果為 47.05 點，與上

個月調查下降 0.65 點；下降幅度

最小的指標是「未來半年購買耐

久性財貨時機」，本月調查結果為

94.40 點，較上個月調查下降 0.50

點。 

 

  從絕對水準來看，六項指標

中僅有「未來半年國內就業機會」

呈偏向樂觀，其餘五項皆呈現「偏

向悲觀」。(2013/06/27 時報資訊) 

 

 

 
 

  經濟部發佈 5 月工業生產指

數為 104.53，創近一年來新高，

不過與去年 5 月相比，年減 0.07

％，是連續 4 個月衰退。經濟部

表示，受惠於智慧手持裝置新品

將上市，帶動半導體產能大增，

拉抬電子零組件業產能創新高紀

錄，預期 6 月可望由負轉正。 

 

製造業指數在 5月為 104.50，

年減 0.91％，同樣也是連四摔，

在製造業之下的四大行業別裡，

唯獨資訊電子工業成長 2.47％，

而金屬機電工業減少 5.05％衰退

最重，化學工業年減 2.58％，民

生工業年減 0.33％。 

 

資訊電子工業能夠一路暢旺，

因有電子零組件業帶頭衝，其生

產動能指數 114.57，創歷年新高。

經濟部副統計處長楊貴顯表示，

晶圓代工、IC 設計與封裝測試產

能大開，晶圓代工 5月產量達 208

萬片，封裝測試業則有 513 億個

5月工業生產指數 104.53， 

連 4個月衰退 



11/19 

 

購裝 IC，兩者產量均為歷史紀

錄。 

 

  楊貴顯指出，高階智慧手持

裝置熱銷，加上往後數月有新品

推出，帶動電子零組件業產能大

開，同時，LED 背光源與照明訂

單也有好表現，多少有挹注。 

 

  智慧手持裝置買氣，也帶動

光學鏡頭成長，造就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業，小幅年減 1.33

％，遭到筆電需求減弱影響。而

化學材料業較去年同期衰退 3.66

％，連續 4 個月減產。楊貴顯表

示，石化景氣不如預期，加上大

陸產能開出造成排擠效應。

(2013/06/25 工商時報) 

 

 

 

6 月出口打破「五窮六絕」魔

咒，「穩住」成長態勢！財政部昨

（8）日公佈 6 月出口總值 264.8

億美元、年增率 8.6％，優於市場

預期。其中，電子產品出口 75.7

億美元，創下歷年 6 月最高、歷

史單月第三高紀錄。 

 

  財政部指出，我國出口情勢

有改善，預期下半年出口成長幅

度，將超越上半年。 

 

  財政部統計處長葉滿足說，

亞洲內需持穩，帶動 6 月出口成

長，且去年 6 月基期較低，年增

率達 8.6％。今年前 6 月出口總值

為1,504.8億美元、年增率2.4％，

顯示出口情勢已緩步改善。 

 

  據財政部統計，礦產品 6 月

出口不受淡季及台塑化歲修影響，

達到 21.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強

勢成長 39.4％。電子產品 6 月出

口達 75.7 億美元，除了是歷年 6

月最高，也是歷年單月第三高，

並連續4個月站上70億美元大關，

表現不俗。 

 

  此外，國內電子業者持續擴

充高階製程產能，資本設備進口

連續 2 月達 35 億美元，累計第 2

季進口達 100.4 億美元，也創下

近 8 季新高，預期有助電子產品

出口持續成長。 

 

  至於機械、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方面，6 月出口值分別為 17.1

億及 22.5 億美元，仍較去年同月

衰退 2.2％、0.8％，成為十大主

要出口貨品中，唯二負成長。受

到日圓貶值、韓國競爭等衝擊，

我機械出口已連續 9 個月負成

6月出口佳下半年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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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五大市場方面，出口呈現「漲

消互抑」走勢。葉滿足說，6 月

出口仍是「亞洲溫、歐美冷」，但

我對歐亞市場出口均成長，僅對

美國小幅衰退；其中，對日本、

東協六國出口，均創下歷年單月

次高，我對歐美出口減幅也略見

縮小，則是可喜之處。 

 

  尤其在日圓貶值中，對日本

出口 17 億美元，年增率 9％，電

子產品成長 29.1％、資訊與通信

產品增 79.1％更是可喜。 

 

  但葉滿足分析，第 2 季出口

成長 2.4％，「並不算優」，，下半

年出口能否大幅成長，端賴中國

經濟情勢的走向。(2013/07/09 工

商時報) 

 

 

  鴻海精密集團(富士康母公司，

以下簡稱“鴻海”)周五宣佈，已在

日本設立研發中心，主要研發顯

示屏和觸摸面板。 

 

當前鴻海正在拓展代工之外

的其他業務，作為該多元化戰略

的一部分，鴻海一直在顯示屏領

域進行投資。去年，鴻海收購了

夏普 Sakai 電視面板工廠 38%的

股份。 

 

  鴻海周五在一份聲明中稱，

日本研發中心所開發的新技術將

被用於個人消費者、商業和醫用

品中，但並未透露具體的投資

額。 

 

  鴻海發言人勞拉 ·劉 (Laura 

Liu)稱：“之所以選擇在日本設立

顯示器研發中心，是因為距離

Sakai 工廠較近，而該工廠是我們

顯示屏業務的核心。” 

 

  勞拉·劉還稱，新研發中心是

鴻海在亞洲地區的第三座研發中

心，另外兩座位於中國內地和台

灣地區。將來，鴻海計劃繼續強

化在上述三地的研發中心和技術

資源。(2013/06/01 北美新浪) 

 

 

 

  經濟部能源局今天表示，油

價浮動公式修正版仍未定案，還

要經過調整，也不會有愈改愈貴

的情形。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上午召開

鴻海在日本設立顯示屏研發中心 

經部:新油價公式 仍未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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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質疑新油價公式不透明，

將造成民眾口袋失血，應採剎車。

中油經營績效未改革前，反對油

價上漲，且要求新油價公式必須

送國會審查，不能矇混過關。 

 

  能源局組長曾珮如受訪表示，

能源局在委託台綜院與台經院召

開公聽會後，由台綜院整合出新

公式，並提報台電及中油經營改

善小組會議，邀請 CEO 及各界代

表討論，但不是定案，外界「誤

解」了。 

 

  她指出，新版重點將中油油

價成本拆分為「購油」與「營業」

費用，其中，購油費用由依原油

價變動幅度的 8 成調整改為

100%反映，可消除外界原先質疑

的遞迴效應；更不會有愈改愈貴

的情形。 

 

  曾珮如說，如採用這項調整

機制，與現行公式比較，漲跌相

差只有新台幣 0.1 元，但去除疑

慮後，可讓消費者充分接納。 

 

  另外，立委質疑，公式中將

營業費用固定，中油去年營業費

用最浮濫、最需要改善，卻以此

作為計價成本，估計若推新制，

是揩人民之油、離譜。 

 

  曾珮如表示，如目前 95 無鉛

汽油每公升 34.4 元為例，其中僅

有 3 至 4 元的營業費用，所佔比

率極小。 

 

  中油公司表示，在戮力經營

改善成效後，民國 101 年至 102

年5月執行總實績為329.2億元。

(2013/07/11 中央通訊社) 

 

 

  財政部昨（10）日發佈 6 月

稅收為 3,245 億元，年減 5.2％。

財政部表示，受到去年企業獲利

不佳，6 月營所稅僅收 1,251 億元，

在企業發放股利縮水之下，綜所

稅也衰退 2.8％，全國稅收連續兩

個月負成長。 

  每年 6 月國庫將有大額稅收

入帳，是檢視全年稅收能否達陣

的指標月份，但 6 月整體稅收年

減 5.2％，恐將影響明年政府預算

的編列。 

  財政部統計處副處長許瑞琳

表示，受到去年景氣增長力道疲

弱影響，企業獲利減少，使得 6

企業獲利減 6月稅收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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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營所稅年減 5％，且已連續 4

個月衰退，削弱稅收成長力道。 

  再以近 10 年 6 月單月營所稅

實徵情況來觀察，官員指出，近

兩年營所稅均呈現負成長，但衰

退幅度不像金融海嘯時期那麼大，

98 年及 99 年 6 月衰退均達 30％

以上。 

  今年軍教首度加入課稅行列，

但6月綜所稅稅收為1,426億元，

與去年相比卻不增反減。 

  對此，許瑞琳表示，主要原

因在於企業發放股利縮水，股利

所得課稅大減，以上市櫃公司財

報估計，去年企業發放的股利，

較前一年度減少 2 千億元，進而

讓綜所稅減少 600 多億元。 

  財政部指出，今年上半年的

累計稅收為 1 兆 313 億元，較上

年同期減少 141 億元，與今年預

算數相比，目前已短徵 75 億元。 

  其中，營所稅、證交稅及貨

物稅表現堪憂，已被列入觀察名

單當中。 

  在個別稅目方面，許瑞琳指

出，今年上半年營業稅達 1,408

億元，與房屋稅及使用牌照稅，

均創下歷年同期的新高。 

  在奢侈稅即將期滿解除、房

市交易熱絡帶動下，土地增值稅

上半年已超徵 112 億元，年成長

28.5％，榮登近 15 年來同期新

高。 

  房市熱絡，但股市情況仍未

回溫。6 月證交稅為 56 億元，雖

然年增 8.8％，但上半年僅收 332

億元，不但是近 8 年以來同期新

低，與預算數 964 億元相比，還

差 632 億。 

  若要達成全年目標，下半年

集中與店頭市場平均日成交值須

達 1,600 億，幾已提前宣告短徵

命運。 

  針對全年稅收展望，許瑞琳

表示，今年稅收預算數為 1 兆

8,637 億元，今年稅收必須比 101

年實徵數 1 兆 7,967 億元成長 3.7

％，才有希望達成目標，但以上

半年稅收反轉為負 1.3％看來，距

離稅收目標顯有差距，需要審慎

以對。(2013/07/11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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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台灣民

眾整體消費信心指數上升至

52.4，高於 6個月前的 33.1及 1

年前的 25.7，台灣消費信心已從

「悲觀」轉為「中立」，且有愈來

愈樂觀的趨勢。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以就業、

經濟環境、日常所得、股市及生

活品質等 5 項度量指標，每年發

布 2次「消費者信心指數」，反映

消費者對未來半年消費信心的看

法。指數 0 代表最悲觀，100 代

表最樂觀，50代表中立。 

 

  這次調查是今年 4 月至 5 月

進行，共訪問來自亞太、中東及

非洲地區 27 個市場，1 萬 2205

位年齡在 18至 64歲的消費者。 

 

  調查顯示，消費信心指數成

長最顯著的地區以日本居冠，台

灣及南韓次之。 

 

  日本消費信心指數由 23.7上

升至 60.7，創 8年來新高。日本

消費信心的進步可歸結於日本政

府抗通縮政策奏效，使信心指數

大幅上揚 37。 

 

  台灣消費信心指數也由 33.1

上升至 52.4，已從「悲觀」轉為

「中立」，為兩岸三地唯一信心指

數上升的地區。 

 

  台灣消費信心在 5 個分項指

標中皆成長，又以「就業」（27.1

上升至 54.5）及「經濟環境」

（28.9上升至 50.9）最為顯著。 

 

  另外，「日常所得」（40.2 上

升至 60.2）、「股市」（45.8 上升

至 60.1）及「生活品質」（23.5

上升至 36.1）指數也都有提升，

顯示台灣民眾對整體經濟環境不

再感到悲觀，對就業及經濟環境

信心大增。 

 

  南韓消費信心指數由 38.6上

升至 53.5，可歸功於南韓政府推

出新措施，特別是在稅收的減免

部分，促使經濟成長，提升消費

信心。 

 

  調查顯示，儘管全球經濟環

境不穩定，亞太地區 16個受訪地

區消費者仍顯樂觀，對未來 6 個

月的信心指數，從 6 個月前的

62.1上升至 63.3。 

 

  新興市場中，以緬甸（96.0）、

調查:台灣消費信心 益趨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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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82.0）與印尼（81.0）消

費信心指數表現最樂觀。 

 

  中國大陸整體消費信心指數

76.9，仍非常樂觀，但表現下滑，

低於 6個月前的 81.8及 1年前的

77.4，名列亞太區第 5 位。大陸

民眾對「日常所得」（92.8）非常

樂觀，對「生活品質」信心大幅

下降至 74.4。 

 

  香港消費信心保持中立，整

體指數為 51.1，同樣也低於 6個

月前的 58.9 及 1 年前的 51.8。

香港民眾對「股市」信心有相當

顯著的下降，指數從 63.9下降至

48.7。 

 

  調查指出，孟加拉是消費信

心下降最明顯的地區，由 6 個月

前的 61.7 下降至 39.5，主因為

政治的不確定性、國內一連串罷

工及服飾產業衰退所造成的影響。 

 

  同樣的，越南消費信心指數

也有衰退的現象，與前次調查的

74.5相比，下降 16.1，主因為信

用貸款與房地產衰退，影響消費

信心。(2013/07/12中央通訊社) 

 

 

 

  兩岸企業家峰會成立大會今

天在北京舉行。峰會下設七個產

業合作推進小組，未來將在各領

域內推進兩岸合作。 

  兩岸企業家峰會成立大會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峰會舉行了第

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與第一屆理事

會，前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

被推舉為理事長。 

  曾培炎致詞時表示，兩岸之

間目前已有經貿文化論壇、兩岸

兩會商談以及海峽論壇等三個平

台，分別從各相關層面展開合作，

但還缺少一個較為成熟的兩岸企

業間交流合作平台。兩岸企業家

峰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 

  他說，峰會的成立對推動兩

岸資源的有效整合、加強兩岸產

業對接、深化兩岸經濟互利合作

以及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發

揮積極作用。峰會將努力使海峽

兩岸不僅是經濟上的利益共同體，

也要逐步成為命運共同體。 

  曾培炎說，兩岸企業家峰會

要與兩岸現有的合作機制做好協

調配合。做為兩岸企業界搭建的

民間交流平台，兩岸企業家峰會

兩岸企業家峰會成立 設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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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為兩岸現有合作機制的補

充。 

  他表示，兩岸企業家峰會下

設了七個產業合作推進小組。各

小組將在相關領域內實實在在做

一些工作，讓兩岸的合作更具可

行性。 

  兩岸企業家峰會的成立，緣

於 2012 年海峽兩岸企業家紫金

山峰會的一項倡議。兩岸企業家

當時共同倡議兩岸分別籌組峰會

理事會，建立峰會長效機制。 

  今年初，曾培炎率團訪台期

間與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

譽董事長蕭萬長以及台灣企業界

就建立峰會的長效機制事宜進行

溝通，並達成在兩岸分別成立兩

岸 企 業 家 峰 會 的 共 識 。

(2013/07/11 中央通訊社) 

 

活動報導 

 

 

 

 

 為加強推動會務並擴大會員

服務，本會製作全新風貌的網頁，

敬邀點閱瀏覽，歡迎批評指教。 

http://www.cieca.org.tw 

 

 

連結國際 布局全球  

國經協會 邀您同行 

http://www.cieca.org.tw/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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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 積 36,193 平方公里 (12/2011) 人 口 2,330 萬人 (1/2013) 

首 都 台北 首 都 人 口 268 萬人 (04/2013) 

國 慶 日 10 月 10 日 電 話 國 碼 886 

幣 制 新台幣 匯 率 US$1=NT$29.46 (1/2013) 

主 要 語 言 國語, 閩南語, 客家話, 原住民各族族語 

宗 教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伊斯蘭教 

我國參與之

政府間國際

組 織 

正式會員: 

1. 亞太經合會(APEC) - 1991 

2. 世界貿易組織 (WTO) - 2002 

3. 亞洲開發銀行(ADB) - 1966 

 

觀察員: 

1. 世界衛生大會(WHA) - 2009 

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 競爭委員會(2002), 鋼鐵委員會

(2005), 漁業委員會(2006) 

 

政治概況 

國 家 元 首 馬英九總統 

重 要 首 長 行政院江宜樺院長, 外交部林永樂部長, 經濟部張家祝部長, 財政部張盛

和部長 

政 治 制 度 「一府五院」的中央政府體制 

「一府」是指總統及其幕僚單位: 總統府 

「五院」為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 

地方政府為直轄市、縣、市，以及縣下設之鄉、鎮、市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院長乙職由總統任命 

主 要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民主進步黨, 親民黨 

 

2013 年經濟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 4,828 億美元 (預估) 經 濟 成 長 率 1.67% (102年第1季初估) 

GDP per capita US$20,684 (預估)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0.74% (102 年 5 月) 

 

失 業 率 4.07% (102 年 4 月) 

4.18% (101 年) 

主 要 產 業 電子業、資通訊業、化學業、紡織業、鋼鐵業、機械業、水泥業、醫藥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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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值 2013 年 5 月為 263.4 億美元(較前年同期上升 0.9%) 

主要出口項目 積體電路、液晶裝置、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電話機

及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

半導體裝置、印刷電路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香港、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越南、馬來西亞、德國、

菲律賓 

進 口 值 2013 年 5 月為 218.9 億美元(較前年同期下降 8%) 

主要進口項目 積體電路、石油原油及自瀝青質礦物提出之原油、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

之油類、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

化合物、煤/煤磚/煤球及煤製類似固體燃料 

主要進口來源 日本、中國大陸、美國、韓國、沙烏地阿拉伯、澳洲、德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科威特 

外 匯 存 底 4,066.16 美元(至 2013 年 5 月止) 

我 對 外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 

36 億 9,827 萬美元 (2011)  

80 億 9,864 萬美元 (2012) 

16 億 9,900 萬美元 (1-5/2013) 

外 人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 

49 億 390 萬美元 (2011) 

55 億 5,898 萬美元 (2012) 

15 億 5,800 萬美元 (1-5/2013) 

外 人 直 接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 

存量: 598 億美元 (2012 累計) 

流入量: 36.8 億美元 (2012) 

已 簽 署 之 

經 貿 協 定 

1. 台巴(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於 2003 年 8 月 21 日簽署 

2. 台瓜(瓜地馬拉)自由貿易協定於 2005 年 9 月 22 日簽署 

3. 台尼(尼加拉瓜)自由貿易協定於 2006 年 6 月 16 日簽署 

4. 台薩(薩爾瓦多)暨宏(宏都拉斯)自由貿易協定於 2007年 5月 7日簽署 

5.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簽署 

資料來源: 外交部、國貿局、投審會、EIU、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經濟部統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