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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歐洲議會通過 台歐盟經貿關係案 

我國對外經貿關係又有新進展！

歐洲議會在10月8日的法國史特拉斯

堡全會中，表決通過「台歐盟經貿關

係」決議案，呼籲歐盟執委會啟動與

我國的「投資保障及市場進入協議」

談判，深化雙邊經貿關係。 

對於歐洲議會通過此決議案，外

交部 10月 8日晚上表示歡迎和感謝，

並希望歐盟依據此項決議，盡早就雙

邊投資協議與我國展開談判，並為未

來我國與歐盟簽署全面性經濟合作協

議（ECA）奠定基礎。 

外交部表示，決議文提到歐盟和

我國的經貿關係良好，但台灣與歐盟

之間的經貿量，仍落後於歐盟與其他

主要貿易夥伴間的經貿量，仍有相當

的發展空間及潛力，歐洲議會期盼雙

方除在多邊貿易組織架構下繼續合

作，也籲請歐盟執委會，就投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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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場開放與我國展開談判，強化投

資合法性，並提升雙方相互投資的質

量。 

外交部也提到，歐洲議會認為，

簽署這項投資協議不僅是深化台灣與

歐盟的經貿關係，同時是對我國民主

制度、社會多元及尊重人權與法治的

支持。 

外交部指出，歐盟是我國第 4 大

貿易夥伴，也是最大的外資來源，我

國則是歐盟在亞洲的第 7 大貿易夥

伴，雙方的經濟結構具有互補性，並

且在資通訊高科技等多項產業具合作

潛力，未來發展空間寬廣。 

外交部說，歐洲議會已分別於 10

0 年 5 月 11 日和 101 年 9 月 12 日，

在通過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

SP）年度報告案時，對於台歐盟加強

經濟關係表達過支持之意，外交部表

示，歐洲議會在過去兩年及昨日通過

的決議案，充分展現我國和歐盟在經

濟互利共榮方面具有共同的願景。 

(10/09中國時報) 

 

9月出口意外年減7％ GDP恐再下修 

財政部10月7日公布跌破眼鏡的

出口數據，步入旺季的 9月出口僅

252.5億美元，較 8月下滑 1.5％，更

較去年同月大減 7％，遠遠超越市場

預期；財政部官員坦言：「很意外！今

年 9月確實不是那麼好」。 

Ｑ3出口變負成長 保二危機再起 

受到 9月出口不如預期影響，今

年第 3季實際出口為 761.95億美元、

年減 0.8％，與主計總處 8月估計的

780.4億美元、年增 1.62％相去甚遠，

今年經濟成長率恐難逃下修命運，「保

二」危機警報再起。 

財政部統計長葉滿足表示，9月

出口確實不好，對這數字有點意外，

不過，這是單一月份的波動，還是整

體趨勢反轉，仍需持續觀察，特別是

10月的數據是否旺季不旺，但有信心

全年出口仍可保持正成長。 

但她也提醒，歐洲市場逐漸回

穩，加上邁入歐美年底採購旺季，可

望挹注第四季出口動能，惟美國財政

僵局及新興國家經濟成長降溫，恐約

制部分成長力道。 

9月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中，

以日本衰退 10.9％最高，中國與香

港、美國、東協六國等三大區域，減

幅也都超過 8％，歐洲則逆勢成長 4.5

％。 

中國需求下滑 光學器材年減 23.3％ 

葉滿足表示，9月對中國及香港

出口跌破 100百億美元，表現的確不

好，中國以往能夠保有 8％以上經濟

成長率，如今掉到 7.5％至 7.7％，若

中國經濟不像過去這麼強，勢必會優

先採購自家產品，像是面板、光學器

材等，國內業者必須留意此趨勢。 

9月以面板為主的光學器材即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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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求下滑影響，較去年同期大減

23.3％；另今年以來經常痛批中央銀

行匯率政策的工具機業者，同樣受到

中國需求減緩影響，9月工具機衰退

27.4％，已連續 12個月負成長。 

葉滿足為央行緩頰說，工具機除

了匯率因素外，也受到國際經濟好轉

並不穩健的影響。 

進口及出超方面，9月進口 229

億美元、前九月為 2019.2億美元，分

別較去年同期小幅下滑 0.7％、0.9

％；9月出超 23.5億美元，年減 17.4

億美元，前三季出超 247.2億美元，

年增 47.7億美元。(10/8自由時報)  

------------------------------------------------------------------ 

 

特別報導 

聯準會 QE退場難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出乎意料未縮減每月購債

850億美元的規模；台灣學者認為，

美國經濟復甦緩慢，量化寬鬆措施

（QE）進場容易、退場難。 

由於市場經濟分析師先前預期，

聯準會每月收購美國公債的金額將降

到 400億美元，同時持續收購 400億

美元的房貸擔保證券（MBS）；不過，

聯準會今晨決議，維持現行的購債規

模不變，跌破專家眼鏡。 

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指

出，近期美國公債殖利率升高，票面

價值下跌。9月 6日美國 10年期公債

殖利率一度飆升至 3.005%，創 2011

年 7月 27日以來新高。 

他分析，市場傳出美國財政部年

底前將拋售所持有的部分美國公債，

以降低財務負擔；因此聯準會維持 QE

規模不變，美國公債得以維持價值，

便利財政部未來出脫手邊美債。 

他認為，美國聯準會推出量化寬

鬆（QE）是進場容易，退場難；聯準

會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梁

國源指出，聯準會利率決策會議意外

的未縮減購債額度，主因對美國經濟

復甦步伐仍有疑慮。 

他說，聯準會下修今年美國經濟

成長率預估值為 2%至 2.3%，低於 6

月預估的 2.3%至 2.6%；明年經濟成

長率在 3%左右。 

梁國源說，有人說美國 QE進場

容易、退場難；事實上，量化寬鬆（QE）

是實驗性質的貨幣政策，退場的時間

點必須更為謹慎 。 

尤其是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美國經

濟體質薄弱，像一個氣虛的病人，先

前美國祭出量化寬鬆（QE）的特效

藥；如今 QE 思考退場，聯準會對於

停藥的時間點，更須小心拿捏。（9/19

中央社） 

 

歐星自貿協定 歐盟瞄準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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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歐洲聯盟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今天(20日)宣布完成法律文字

檢視，這是歐盟進入東南亞市場新里

程碑。 

新加坡和歐盟從 2010年起開始

談判自由貿易協定，去年年底宣布完

成談判，新加坡和歐盟談判代表今天

共同舉行記者會，宣布雙邊已完成法

律文字檢視。 

透過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出口

到歐盟國家的貨品將以 5年為期，逐

步降低關稅，新加坡出口產品包括電

子、製藥、石化產品等和加工食品，

歐盟產品進入新加坡則將立即享有免

稅待遇，包括啤酒等商品。 

雙方同時承諾降低非關稅障礙，

並讓服務業進入對方市場，包括環境

服務、電腦相關服務、金融服務、海

運服務和電信服務等，雙方也將互相

投資永續能源產業，確保貿易不會傷

害環境永續發展。 

歐盟談判代表史雷茲米切

(Rupert Schlegelmilch)表示，這是歐盟

在東南亞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是

歐盟進入東協市場的第一步和里程

碑，歐盟也尋求和泰國、馬來西亞和

越南簽訂自貿協定，最終目標是和整

個東協簽訂歐盟東協自由貿易協定。 

新加坡和歐盟的貿易額占歐盟和

整個東協貿易額的 3成，約 9,300家

歐洲企業在新加坡設點。2012年歐盟

與新加坡的商品貿易額約 520億歐

元，2011年服務貿易額 280億歐元。

雙邊投資累積達到 1,900億歐元。 

根據歐盟估計，歐盟出口到新加

坡的商品貿易額將在未來 10年增加

14億歐元，新加坡出口到歐盟將增加

35億歐元，其中包括在新加坡設點的

歐洲公司的產品。 

雙方將各自把草案送交國會，史

雷茲米切表示因歐盟 28個會員國已

授權歐盟談判，因此不需將整個草案

送各國國會，基本上是送歐盟議會同

意，他估計協定可以在 2014年生效。

(9/20中央社) 

--------------------------------------------------------------- 

雙邊會議 

第 29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第 29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

議」於本(102)年 9 月 10 日上午假斯

德哥爾摩世貿中心舉行，大會由我方

主席－東元電機劉兆凱董事長及瑞台

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 Mr. Kurt 

Hellström共同主持，雙方約 100 位代

表出席。瑞典貿易暨投資促進會 

(Business Sweden) 總裁兼執行長 Mr. 

Ulf Berg 親自出席會議並致歡迎詞， 

瑞典外貿部政務次長Mr. Gunnar Oom

及我經濟部卓次長士昭發表專題演

講，期許兩國未來在資通訊及高效節

能產業能加強合作。愛立信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以「The Networked 

Society－網路社會」為題進行專題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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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渠表示網路社會將改變世界並帶

領人類進入全新的生活領域， 無論在

交通、能源、經濟及媒體方面都能為

人類帶來無限便利與商機。 

隨後進行小組論壇，由我方中華

電信陳明仕副總經理、工業技術研究

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童遷祥所長、中

興工程公司龔誠山總經理及海洋大學

許泰文教授與瑞方愛立信公司 Mr. 

Ulf Pehrsson 副總裁、ABB 資深智慧

電網專家Mr. Håkan P Johansson、瑞

典皇家理工大學著名智慧電網教授

Ms. Lina Bertling Tjernberg 等 6位專

家學者，以智慧城市為主題進行討

論。最後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並

約定第 30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將

於明(103)年在台北盛大舉行。除了參

與「第 29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團員還前往皇家海港(Royal Seaport)

及愛立信(Ericsson)總部進行參訪。 

 

 

 

 

 

 

 

 

 

 

 

 

 

 

 

 

 

 

 

 

 

 

 

 

 

 

 

 

 

 

 

 

 

 

 

 

 

 

 

 

 

第 29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3年 9

月 10日上午假斯德哥爾摩世貿中心舉行 

經濟部卓士昭次長發表專題演講 

台瑞雙方代表進行小組論壇 

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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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屆台拉（脫維亞）經濟合作會議 

「第 4 屆台拉(脫維亞)經濟合作

會議」於 9月 12日假拉脫維亞首都里

加之瑞典銀行總部舉行， 本次會議由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及拉脫維亞商工

總會（Latv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理事長 Mrs. Gundars 

Strautmanis共同主持，雙方約 60位代

表出席。拉脫維亞經濟部次長 Ms. 

Zaiga Liepina親自出席會議並致歡迎

詞，期盼雙方增加更多貿易合作機會。 

我方由經濟部卓次長士昭及駐拉脫維

亞代表處葛大使光越亦應邀蒞會指導

致詞。卓次長表示，台拉兩國未來可

以朝物流產業、生藥科技及機器設備

等產業為合作項目，促進彼此之商

機。葛大使則建議拉國可在台灣促銷

食品以開拓商機。隨後拉方瑞典銀行

資深經濟學者Mrs. Lija Strašuna、 IT 

Cluster 公司執行董事 Mrs. Lilita 

Sparane 與拉脫維亞再生能源協會理

事長Mr. Didzis Palejs 分別就「波羅的

海及拉脫維亞經貿概況」、「拉脫維亞

IT產業發展機會」及「綠色能源在拉

脫維亞發展的可能性」發表專題演

講。我方由中華經濟研究院馬道副研

究員以「台灣的綠能概況」為題發表

專題演講。 大會最後由雙方主席簽署

聯合聲明及交換禮物後結束。當日下

午雙方企業代表就「資通訊」及「綠

能」產業進行商機媒合，以促進兩國

產業合作機會。 此外，團員還前往

Ziepniekkalns發電廠、 Riga IT 示範

中心及 VentEko綠能公司進行參訪。 

 

會議於9月12日假拉脫維亞首都里加之瑞典銀

行總部舉行。經濟部卓士昭次長應邀致詞 

 

拉脫維亞經濟部次長 Mrs. Zaiga Liepina應

邀在會中致詞 

 

IT Cluster 執行董事Mrs. Lilita Sparane於大

會中介紹“拉脫維亞的 IT 產業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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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 

 

接待重要外賓 

瑞典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新任駐台代表

Mr. Henrik Persson拜會王理事長鍾渝 

瑞典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新任駐台

代表Mr. Henrik Persson於 9月 4日至

本會拜會王理事長鍾渝與李秘書長傳

亮，雙方就 9月 10日在斯德哥爾摩舉

辦的「第 29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及如何加強兩國產業，特別是核能產

業合作交換意見。 

 

瑞典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新任駐台代表

Mr.Henrik Persson於 9月 4日至本會拜會王

理事長鍾渝與李秘書長傳亮 

 

宏都拉斯哥德斯省商工會主席拜會林

副秘書長啟松 

宏都拉斯哥德斯省商工會主席

Fernando Jaar於本年 9月 13至 18日

應外交部邀請來華訪問，並於 9月 14

日上午前來拜會本會林副秘書長啟

松，雙方就經濟投資及雙邊貿易等議

題交換意見。 

 

新任駐墨西哥代表廖大使世傑拜會本

會王理事長鍾渝 

新任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大使於

9月 24日至本會拜會王理事長鍾渝，

雙方就台墨雙方現行簽證制度、台墨

兩國貿易情況、及促進雙邊經貿合作

交流等議題進行討論並交換意見。 

 

新任駐墨西哥代表廖大使世傑拜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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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2年 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9 月出口 252.5 億美元，較上月減

1.5%，較上年同月減 7.0%；累計 1至

9月出口 2,266.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 1.3%。 

（二）進口 

9 月進口 229.0 億美元，較上月增

8.8%，較上年同月減 0.7%；累計 1至

9月進口 2,01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 0.9%。 

（三）出入超 

9 月出超 23.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少 17.4 億美元；累計 1 至 9 月出超

247.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47.7

億美元。(2013/10/07財政部統計處)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June July Aug. 

GDP 1.26 2.3 - 2.31 

CPI 1.93 0.60 0.08 0.83* 

Unemploymen

t rate 
4.24 4.14 4.25 4.33 

Export -2.3 8.6 -2.9 -7.0* 

Imports -3.8 6.8 -7.6 -0.7* 

Export orders 1.1 -3.5 0.5 0.5 

Industrial 

production 
-0.1 -0.4 2.1 -0.7 

Monetary 

aggregate(M2) 
4.17 4.82 5.42 5.41 

Stock Market 7,468 7,989 8,102 8368 

*為 9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經建會網站) 

 

4年來頭一遭！印度 8月份製造業萎縮 

9 月 2 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印度

上個月的工廠活動創 4 年來首次萎

縮，即使在印度央行努力捍衛盧比之

際，此數據仍顯示印度經濟萎靡程度

加劇。 

在此黯淡的採購經理人指數公布

之前，上周五印度甫公布，6 月止的

一季經濟成長速度創全球金融危機以

來最慢的一次。 

Markit 彙集的HSBC印度 8月份

製造業 PMI 自前月的 50.1 下降至

48.5，達 2009 年 3 月以降的最低數

據，也低於經濟學家預期。根據《路

透社》，經濟學家先前預期該數據僅

下降至 49.9。 

該指數測量印度工廠的企業活動

(但非公用事業)，自 5 月以來該指數

一直維持在接近 50 的水準 (區分成

長與萎縮的分水嶺)，但 8月份首次降

至 50以下。 

HSBC 首席印度經濟學家 Leif 

Eskesen表示：「印度 8月份製造業活

動創 2009年 3月以降首次萎縮，這係

因新訂單下滑所致，尤其是出口訂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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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調查顯示，新出口訂單創 1 年

來首次下滑。 

跡象顯示，印度國內需求搖搖欲

墜，新訂單(包括國內訂單)也加速減

少。該指數連續 6 個月下滑，8 月份

下降至 47.5，達 2009年 2月以來最低

點。（9/3鉅亨網） 

 

愛爾蘭將於 12月 15日退出歐盟與國

際貨幣基金(IMF)的紓困計畫 

愛爾蘭總理肯尼 12日宣布，愛爾

蘭將於 12月 15日退出歐盟與國際貨

幣基金 (IMF)的紓困計畫，而且也不

採用「預防性信貸額度」政策。肯尼

說，退出 850億歐元的紓困計畫之

後，「經濟危機即將結束」，但距離

復甦仍有段長路。愛爾蘭將成歐元區

第一個退出紓困計畫的國家。 

總理肯尼在執政黨愛爾蘭統一黨

大會宣布這個重大消息。他說，「接

受紓困的時期終於結束了，但我們仍

有段長路要走」。愛爾蘭財政部長努

蘭之前明示，該國不但退出紓困計

畫，而且也不需要「預防性信貸」作

為保險辦法，並指出愛爾蘭明年將打

破歐盟的減赤目標。 

若愛爾蘭拒用預防性信貸，便無

法加入歐洲央行購買政府債券的「直

接貨幣交易」計畫，但這也使歐盟對

愛爾蘭的政策與監控力道降低。愛爾

蘭政府得以拿回經濟主權。 

愛爾蘭政府將於 15日公布國家

預算，包括加稅與減支 25億歐元，總

理肯尼坦承情況很「嚴峻」。但肯尼

說這項預算將降低赤字到 4.8%，並說

政府在年底前會推出新的經濟計畫。 

從 1990年代中期開始，愛爾蘭經

濟持續十年呈現兩位數飛速成長，但

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遭受打擊。愛

爾蘭當局在 2010年底接受歐盟與

IMF的紓困計畫，金額 850億歐元，

條件是推動嚴厲撙節措施。 

現在愛爾蘭狀況好轉，今年第二

季建築與出口業成長強勁使經濟成長

0.4%，走出不景氣。總理肯尼說，「兩

年前，我向愛爾蘭同胞說，我要做一

個能夠拿回經濟獨立主權的總理。我

們做的決定很多都很艱難，但在政府

與人民合作之下，這個目標已在掌握

中」。 

 

中美洲觀光收益持續成長 

根據官方統計，中美洲各國

2012 年觀光業總收入達 96 億 500

萬美元，比 2011 年成長 17.93%，

官方並表示今年上半年持續呈現

這種成長趨勢。  

根據中美洲觀光統合組織

（SITCA）  秘書處的統計，2012

年總共有 886 萬人次外國觀光客

訪問中美洲，比 2011 年成長了

7.33%。統計資料顯示，上述觀光

客中有 40%來自中美洲各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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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美、11%來自南美、9%來

自歐洲、2%來自亞洲、1%來自加

勒比海。（9/17 中央社巴拿馬市

日）  

 

M-Benz巴西設廠 次世代 C-Class量

產預備 

除了中國之外，中南美洲也是接

下來的汽車銷售的潛力市場之一，因

此幾個豪華車品牌最近搶在當地插旗

子，在中南美洲設廠，像是 Audi上個

月在南美洲設廠，趕在 2015年開始生

產 A3 Sedan 與 Q3，而 M-Benz 日前

也宣布將在巴西設立全新的工廠，投

入大約 1.7億歐元。 

巴西現任總統 Dilma Rousseff 相

當重視這樁大投資案，在當地時間 10

月 1 日也親自與 M-Benz 官方簽訂建

廠合約，這間新工廠將設立在巴西

Sao Paulo 附近的 Iracemapolis，未來

的產能規劃將以剛在法蘭克福車展首

演的全新 GLA-Class，以及下一世代

的 C-Class 兩款車型為主，並且年產

量為 2萬，能夠為當地創造 3000個工

作機會。 

M-Benz 董事會中負責生產與採

購的成員 Andreas Renschler 表示，

GLA-Class 與 C-Class 都是要在中南

美洲銷售相當重要的車型，在地量產

將有助於以高水準的品質開發更多銷

售的潛能；目前 M-Benz 在中南美洲

已經有Sao Paulo與Minas Gerais兩座

專門生產卡車、巴士等大車的工廠，

第三座全新的 Iracemapolis 工廠將在

近期內完成土地的採購，盡快開始動

工。 

而如同先前報導所提，剛突破千

萬輛銷售的 C-Class 在明年將推出第

四代車款，雖然目前尚未有確切改款

模樣現身，不過新車型的傳言可是持

續不斷，C-Class主力銷售的國家包含

了北美、南非、BRIC 四國（巴西、

俄國、印度、中國），當然也包含台灣

市場，是品牌的銷售主力，也因此在

全球五大洲都有 C-Class 的量產地。

(10/02 聯合新聞網) 

 

鴻海獲印尼年 5千萬支手機訂單 

鴻海(2317)接獲印尼最大的代理

手機品牌通路商 Erajaya 一年約達

5000萬支的手機，包括各種價位的功

能型手機及智慧型手機。另正與印尼

首富集團旗下公司-Polytron的公司洽

商手機的合作中。除此之外，鴻海為

協助印尼快速發展 ICT產業，將協同

印尼發展檢測中心實驗室，建立世界

標準，與亞太連結與全球標準接軌。 

據悉，鴻海此次接獲印尼最大的

代理手機品牌通路商 Erajaya一年達

5000萬支的手機，目前印尼全年手機

需求為 2.5億支，占五分之一。另鴻

海正與印尼首富集團旗下公司

Polytron洽商，原先洽該公司以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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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行銷為主，但目前該企業的手機

產品卻異軍突起，因此，成為此次雙

方談合作的重要焦點。 

據了解，除此之外，鴻海目前正

與印尼當地的製造商、貿易商、內容

商、及當地品牌業者正洽商不同的合

作的訂單與模式中，以擴大鴻海在印

尼的投資與製造、合作等。 

鴻海認為，印尼手機需求量一年

計有 2.5億支，加上目前正值印尼發

展手機的關鍵期，今年是由 2G汰換

至 3G，明年 4G即將發展，因此，鴻

海看好印尼市場由功能手機汰換為智

能手機，因此，除了 2.5億支的年需

求量，加上汰換為智能手機上的乘數

效果下，鴻海將印尼手機發展視為「進

口替代」重要的策略發展合作與試金

石。 

據悉，鴻海與印尼的合作，除了

接單銷售生產外，並將協助印尼快速

發展 ICT產業，將協助印尼發展檢測

中心實驗室，以利連結亞太並與全球

接軌，這一檢測中心將為印尼通訊連

結世界標準。此次印尼在巴峇島主辦

APEC會議，會中有 4G實驗區供運

用，顯見印尼彈性與國際接軌發展決

心。 

鴻海表示，目前與印尼政府、合

作夥伴及重要客戶，均仍在洽商中。

但強調，雖印尼重視鴻海的生產的能

力，唯視政府法令及產業發展之配

套，包括零組件進口關稅等、生產、

工業區等條件。鴻海之前強調，若要

在印尼投資，將以內銷方式來取代以

往設立加工出口廠的模式；並計劃透

過與當地企業合作的方式，協助印尼

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及技術轉型。鴻海

表示，不會切入品牌，品牌是當地客

戶的工作，鴻海會依不同客戶需求，

生產適合的手機。(9/30聯合晚報) 

 

馬來西亞今年首 6個月經濟增長達

4.2% 

吉隆玻 9月 30日電 馬來西亞財

政部副部長阿末瑪茲蘭 9月 30日稱，

該國今年首 6個月的經濟增長達

4.2%，屬於穩健成長，原因包括第 2

季內需增長有 7.3%，私人開銷增長

8%等。 

他表示，雖然面對國際金融環境

的不穩定，但該國今年首季經濟增長

為 4.1%，第 2季則為 4.3%，因此今

年首 6個月的經濟增長是穩健的

4.2%。 

他在國會下議院回答居林萬達峇

魯區國會議員阿茲賽法迪的提問時表

示，該國經濟在政府的妥善規劃及強

勁內需的加持下將持續增長。 

他透露，2013年第 2季的私人投

資增加 14.4%，從第 1季的 384億令

吉(1令吉約合 2元人民幣)增至 473億

令吉，這些投資主要集中在服務、基

礎建設計畫及油氣產業。 

他指出，私人投資目前占該國整



12/18 

 

體投資的 68.8%，這顯示經濟是由私

人界主導，同時也能長期帶動該國經

濟。 

他說該國同時在減少赤字，目標

是在 2015年降至 3%，2020年時則達

致收支平衡；政府也確保債務不超過

國內生產總值的 55%，營運開銷不超

過收入。(09/30中國新聞網) 

 

-------------------------------------------------- 

活動報導 

2013年赴波蘭經貿考察團籌備會議

餐會 

本會訂於 10月 1-10日籌組「2013

年波蘭與保加利亞拓銷經貿訪問

團」，並於 10月 2-5日訪問波蘭期間，

與波蘭商業總會共同召開「第 11屆台

波（蘭）經濟合作會議」，並安排商機

媒合會和產業參訪行程。 

本會波蘭委員會主任委員─泰豐

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徐總經理徵祥於 9

月 26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宴請華

沙（波蘭）貿易辦事處代表 Mr. Marek 

Wejtko、副代表Mr. Wojciech 

Bartuzi，並邀請外交部歐洲司外交部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孫博先先生、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都彥豪顧問、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王副處長志

翔參加，雙方就本會赴波蘭考察訪問

之籌備事宜及加強台波雙邊經貿合作

進行交流討論。 

 

 

 

 

2013墨西哥週工商研討會開幕典禮 

應墨西哥商務辦事處邀請，本會

王理事長鍾渝於本年 9 月 30 日(星期

一)上午「2013墨西哥週工商研討會」

開幕典禮致詞並連同其他與會貴賓們

包括新任駐墨西哥代表廖世傑大使、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黃文榮秘

書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南美經貿

協會張潔成理事長、墨西哥投資貿易

局  Francisco N. González Díaz 局

長、墨西哥國家電子暨通訊產業協會

Víctor Gutiérrez Martínez 會長及墨西

哥 Jalisco 州政府科技發展廳長 Jaime 

http://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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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es Robles等一同剪綵。 

2013 墨西哥週工商研討會開幕典禮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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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 積 36,193平方公里 人 口 2,334萬人 (8/2013) 

首 都 台北 首 都 人 口 268萬人 (8/2013) 

國 慶 日 10月 10日 電 話 國 碼 886 

幣 制 新台幣 匯 率 US$1=NT$ 30.029 (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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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團結聯盟 

 

2013年經濟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 4,857億美元 (預估) 經 濟 成 長 率 2.31% (102年第2季初估) 

平均國民所得 US$20,812 (預估)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0.83% (102年 9月) 

0.87%(102年 1-8月) 

失業率 
4.33% (102年 8月) 

4.24%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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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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口 值 2013年 9月為 252.5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7.0%) 

累計 1至 9月出口 2,266.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1.3% 

2012年 1~12月為 2,841.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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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為 229.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0.7%) 

累計 1至 9月進口 2,01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0.9% 

2012年 1~12月為 2,695.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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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6.11億美元(至 2013年 9月止) 

我 對 外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 

36億 9,682萬美元 (2011) 

80億 9,864萬美元 (2012) 

30億 3,180萬美元 (1-8/2013) 

外 人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 

49億 5,543萬美元 (2011) 

55億 5,898萬美元 (2012) 

31億 5,589萬美元 (1-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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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紐經濟合作協議(ANZTEC)於 2013年 7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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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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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2年年度計畫     2013/10/15       
 

時   間 
雙邊及多邊經貿活動: 涵蓋會議/訪問團/

研討會等 
地    點 

備  註 

1月 9 日 第 13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執行畢 

1月 21-25日 亞太商工總會赴緬甸訪問團 仰光 執行畢 

3月 2-10日 2013年義大利暨希臘參訪團 
義大利 

希臘 

執行畢 

3月 13-16日 亞太商工總會第 27屆會員大會 菲律賓宿霧 執行畢 

3月 12 日 土耳其照明及光電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執行畢 

3月 19 日 葡萄牙市場商機說明會 台北 執行畢 

4月 2-19日 

「2013 年赴巴西、秘

魯、墨西哥暨薩爾瓦

多經貿投資訪問團」 

4月 5日第 11屆台巴西經濟聯席會議 

4月 9日第 11屆台秘經濟聯席會議 

4月 11日第 18屆台墨經濟聯席會議 

4月 16日第 2屆台薩經濟聯席會議 

巴西聖保羅市 

秘魯利馬市 

墨西哥墨西哥市 

薩爾瓦多聖薩爾瓦

多 

執行畢 

4月 10 日 尼加拉瓜經貿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執行畢 

4月 17-4月 28日 

「2013 年非洲經貿

訪問團」 

史瓦濟蘭經貿投資研討會 

莫三比克經貿投資研討會暨商機媒合 

南非商機媒合 

史瓦濟蘭姆巴巴內 

莫三比克馬布多市 

南非約翰尼斯堡 

執行畢 

4月 24 日 多明尼加經貿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執行畢 

5月 7 日 第 13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執行畢 

5月 7 日 海地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會 台北 執行畢 

5月 7 日 瓜地馬拉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會 台北 執行畢 

5月 17 日 第 2屆台喬治亞經濟合作會議 喬治亞 執行畢 

5月 21 日 第 4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土耳其 執行畢 

6月 4 日 台英商務協會第 15屆聯席會議 台北 執行畢 

6月 9-16日 

「2013 年荷蘭經貿

訪問團」 

6月 14日第 20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荷蘭 

執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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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雙邊及多邊經貿活動: 涵蓋會議/訪問團/

研討會等 
地    點 

備  註 

7月 16-19日 
義大利生物科技發展協會秘書長 Mr. 

Leonardo Vingiani 應本會邀請訪華 
義大利 

執行畢 

8月 18-24日 
克羅埃西亞工商總會董事兼代理國際關係

處長Mr. Domagoj Juricic 應本會邀請訪華 
克羅埃西亞 

執行畢 

8月 20-23日 
南非經貿聯合會副會長 Mr. Mlungisi Clive 

Manci 應本會邀請訪華 
南非 

執行畢 

8月 23 日 克羅埃西亞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執行畢 

8月 29 日 薩爾瓦多經貿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執行畢 

9月 6-15日 

「2013 年瑞典 拉脫

維亞經貿訪問團」 

9月 10日第 29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9月 12日第 4 屆台拉脫維亞經濟合作會議 

瑞典斯德哥爾摩 

拉脫維亞里加 

執行畢 

10月 1-10日 

「2013 年波蘭 

保加利亞經貿訪問團 

10月 3日第 11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10月 8日第 3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 

波蘭華沙 

保加利亞索非亞 

執行畢 

10月 5-13日 

「2013 年匈牙利、克

羅埃西亞經貿訪問

團」 

10月 9日第 10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奧地利維也納 

匈牙利布達佩斯 

克羅埃西亞札格雷

布 

執行畢 

10月 9日 「紐西蘭經濟合作協定商機局」研討會 台北 執行畢 

10月 13-17日 

「2013 年越南經貿

訪問團」 

10月 15 日第 20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越南胡志明 執行畢 

10月 23日 第 38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韓國首爾 辦理中 

10月 23日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經貿暨投資商機座

談會 
台北 辦理中 

10月 26-30日 

「2013 年澳洲經貿

訪問團」 

10月 28 日第 27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雪梨 辦理中 

10月 28日 第 12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辦理中 

11月 3-8日 

「2013 年緬甸經貿

訪問團」 

11月 4日第 1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緬甸仰光 辦理中 

11月 8日 第 6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辦理中 

11月 9-20日 

「2013 年葡萄牙、西

班牙經貿訪問團」 

11月 11 日第 1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 

11月 14 日第 18屆台西經濟合作會議  

葡萄牙里斯本/奧

波多 

西班牙馬德里/巴

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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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雙邊及多邊經貿活動: 涵蓋會議/訪問團/

研討會等 
地    點 

備  註 

塞隆那 

11月 11-14日 

 「2013 年紐西蘭經

貿訪問團」 

11月 12 日台紐企業論壇   紐西蘭奧克蘭 辦理中 

11月 26日 第 12屆台捷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辦理中 

12月 8-11日 12月 9日第 14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吉隆坡 辦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