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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台星簽署 ASTEP 

同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的新加坡

與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中華台

北），於 2013 年 11 月 7 日簽署了台星

經濟夥伴協定（ASTEP）。該協定由

新加坡駐臺北商務辦事處于文豪代表

及駐新加坡臺北代表處謝發達代表簽

署。 

ASTEP 為一涵蓋廣泛且高品質

之協定，涵蓋範圍包括貨品貿易、服

務貿易、投資、爭端解決、電子商務、

政府採購及關務程序等領域。ASTEP

將強化新加坡與中華台北之經貿合

作，且將帶給雙方人民顯著利益。 

新加坡為我國第 5 大貿易夥伴，

第 4大出口市場，雙邊貿易額約達 282

億美元。依據談判結果進行研究顯

示，ASTEP 之簽署生效並執行 15 年

期滿後，將使我國 GDP 增加 7.01 億

美元，總產值部分則可成長新臺幣約

421 億元，增加 6,154 就業機會，整體

而言，對我總產值及就業均有正面效

益。 (11/7 經濟部新聞稿) 

 

11 月台 PMI 擴張加速 8 個月來首次 

中經院今日發布 11 月台灣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52.0，

已連續 9 個月呈現擴張，較 10 月相比

已回升 0.4，為過去 8 個月以來首次呈

現擴張速度加快走勢。中經院院長吳

中書表示，顯示整體經濟有改善，但

僅 1 個月回升，仍無法定義為「止跌

回穩」，他期待明年經濟可以穩健發

展，盼到春燕來。  

  雖然指數自今年 3 月以來持續擴

張，但 PMI 擴張速度已連續 7 個月趨

緩，10 月情形略有改善，中經院指

出，在 11 月 PMI 組成的 5 項指標中，

「新增訂單」、「生產數量」、「人力雇

用數量」指數仍呈現擴張，而「供應

商交貨時間」指數也維持上升，但「現

有原物料存貨」指數則持續緊縮。  

  在六大產業中，除了電子暨光學

產業僅 48.8，已連續 2 個月呈現緊縮

外，其餘五大產業皆維持擴張。各產

業依指數高低排序分別是交通工具產

業 64.0、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 56.1、

化學暨生技醫療產業 53.5、基礎原物

料產業 53.5 與食品暨紡織產業 52.1。  

  此外，整體企業雖已連續 2 個月

看壞「未來 6 個月的景氣狀況」，但看

壞的家數較 10 月略為減少，指數回升

1.0 到 48.3。吳中書指出，製造業對於

未來 6 個月的景氣估測仍是保守，主

要是出口訂單仍然遲緩。  

  吳中書說，以往對於電子和光電

產業依賴度過高，但近來這些產業表

現太弱，尤其幾個大廠表現都不理

想，連帶和它相關零組件或配置產業

也較不理想，使得國際電子產業在快

速輪替中，有些優勢未能顯現出來，

因此當國際景氣慢慢回升，出口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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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昔一樣表現亮麗，反而遲緩。  

  主計總處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

（GDP）為 1.74%，明年為 2.59%。

吳中書指出，以主計總處目前對 GDP

的估計，確定今年已無法保二，而明

年也破三。(12/2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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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歐元區通膨升溫 超越預期 

    歐元區 11 月通膨率增速超出經

濟師預期，4 個月來首度朝向歐洲中

央銀行（ECB）的目標邁進。 

歐盟統計局（Eurostat）今天發布

的初估值顯示，年通膨率從 10 月的

0.7%上升至 0.9%。彭博社調查 44 名

經濟師的預估中值為 0.8%。這項數字

代表通膨已連續第 10 個月低於歐洲

央行設定的 2%目標。 

這份通膨統計顯示，11 月能源價

格年跌 1.1%，前月則下跌 1.7%。食

品菸酒價格上漲 1.6%，漲速不及 10

月的 1.9%，服務成本則增加 1.5%。 

11 月核心通膨率由 0.8%上升至

1%。經濟師原本預測增加到 0.9%。 

阿姆斯特丹荷蘭銀行（ABN Amro 

Bank NV）總體研究部門主管考尼斯

（Nick Kounis）在報告出爐前表示：

「我們預期通膨下跌趨勢未來幾個月

不會消失，因為疲弱的勞動市場、歐

元的強勢與批發食品物價大幅下滑確

實產生影響。」 

歐洲央行 7 日意外調降主要再融

資利率至 0.25%，以避免通膨減緩在

仍顯脆弱的歐元區經濟中根深蒂固。

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Mario Draghi）

當時指出，歐元區需要借貸成本處於

歷史低點，來對抗消費物價成長「長

期」疲弱與「非常高的」失業。

(2013/11/29 中央社) 

 

陸砸 4090 億肯亞世紀鐵路動工 

法新社報導，由大陸出資 138 億

美元（約台幣 4,090 億元）建造的肯

亞鐵路，11 月 28 日在蒙巴薩港舉行

動土典禮。這條鐵路從蒙巴薩港直通

位於高地的首都奈洛比，未來更將延

長到烏干達，並與盧安達和南蘇丹籌

建的鐵路相連，帶動整個東非的發

展。肯亞、烏干達、盧安達和南蘇丹

的總統都出席了典禮。肯亞總統肯耶

達在典禮上稱這條鐵路是「歷史性的

里程碑」，「我們今天做的事，將改變

肯亞，以及整個東非的發展道路。有

了這條鐵路，東非將成為具有競爭力

的投資標的，一個繁榮、成長的東非

對我國也有利」。 

這條鐵路將取代英國殖民時代已

大半荒廢的鐵路，肯亞媒體更吹捧為

東非百年來最大的基礎建設，期望能

大幅增進肯亞的貿易，提升肯亞的地

位，成為東非的經濟火車頭。大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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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僅資助第一段從蒙巴薩到奈洛比的

450 公里路段，由大陸國營的中國路

橋工程公司建造，預定 2017 年完工。 

肯耶達說：「目前東非幾乎完全仰

賴公路運輸，我期盼能搭上第一列從

（盧安達首都）吉佳利經奈洛比，到

（烏干達首都）康培拉的火車，實現

全東非人繁榮的承諾。」 

英國殖民時代建的從蒙巴薩到康

培拉的鐵路，穿越叢林和會吃人的獅

子領地，有「瘋狂快車」之稱，當時

被視為完成不可能的夢想。但如今，

原本全長 2,730 公里的鐵路，只剩不

到一半還在營運，而且班次少又奇慢

無比。新鐵路建成後，客運火車的時

程，可從目前的 12 小時縮減到 4 小

時；貨運火車時程，可從 36 小時縮減

到 8 小時。（2013/11/29 聯合報） 

 

菲律賓第三季度經濟增長 7% 

菲律賓國家經濟發展局 28 日公

布的數據顯示，該國第三季度經濟增

長7％，低於第二季度7.6％的增長率。 

菲統計協調委員會在新聞公報中

說，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於

服務業和制造業表現良好。在需求方

面，增長主要來自固定資本投資增

長、消費、政府開支以及外貿增長。 

數據顯示，菲第三季度工業增長

率為 8.2％，服務業增長 7.5％。而農

業則因今年遭遇 10 次颱風襲擊僅僅

增長 0.3％。 

國家經濟發展局局長阿塞尼奧‧

巴利薩坎在記者會上說，菲律賓今年

前三季經濟增長率達到 7.4％，高于政

府 6％－7％的全年增長目標。 

    巴利薩坎說，菲律賓是東南亞地

區中等經濟體發展最快的。他承認颱

風“海燕”對菲中部造成的破壞將對

菲今年經濟增長產生很大影響，但表

示仍希望今年全年經濟達到 7％的增

長目標。（2013/11/28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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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會議暨研討會 

第 1 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第 1 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於

本(102)年 11 月 4 日上午假緬甸仰光

市緬甸商工總會舉行，會議由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與

緬甸商工總會副會長 Dr. Myo Thet

共同主持，雙方約 150 位代表出席。

我經濟部杜次長紫軍及緬甸商業部貿

易廳主任 Aung Soe 應邀蒞會指導致

詞。我方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蕭處長美麗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

會國際合作辦公室胡執行長天盛共同

主講「台緬資通訊領域合作機會」，另

行政院農委會國際處許處長桂森主講

「臺灣農業發展概況及臺緬農業合作

未來展望」。緬方則由國家計畫暨經濟

發展部副主任 Cho Cho Wynn主講「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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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外人直接投資政策」及緬甸商業部

暨貿易促進廳 U Ko Ko Lay 主任主講

「簡介與緬甸貿易相關事務」。除了參

與聯席會議外，我訪問團亦出席「緬

甸投資環境說明會」，分別與緬甸曼德

勒雲南同鄉會共同主辦「台緬企業合

作座談會」及與曼德勒商工總會共同

舉辦「曼德勒商工座談會」，並拜會參

訪亞洲世界集團、明哥拉同工業區、

亞洲光學集團、及長城集團，實際了

解台緬廠商在緬甸運作和營運狀況。 

 
經濟部杜次長紫軍在緬甸投資說明會致詞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致贈禮品給緬甸商工總

會副會長 Dr. Myo Thet 

 

第 1屆台緬會後團體合照 
 

 
拜會亞洲世界集團 – 羅總裁秉忠(左)，經
濟部杜次長紫軍(右) 
 
 
 
 
 
 
 
 
 
 
 
 
 
 

 
拜會曼德勒雲南同鄉會--經濟部投資業務
處邱處長一徹發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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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曼德勒商工總會 – 副會長 Mr. Soe 
Myint (左)，邱處長一徹(右) 
 

第 6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第 6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

議」於本(102)年 11 月 8 日上午假台

北世貿展覽一館第二會議室舉行，由

本會台盧經濟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暨

東元集團黃茂雄會長及盧森堡商會秘

書長 Mr. Pierre Gramegna 共同主持，

雙方約 90 位代表出席。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江副局長文若應邀蒞會指導致

詞，資策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王祖

芳總監以「台灣的物聯網生態系統與

展望」為題進行專題簡報，接著由盧

森堡商會國際處專員 Mr. Daniel Sahr

介紹盧森堡團員及公司業務。 

隨後進行「盧森堡 ICT 與電子商

務環境」小組論壇， 由盧森堡台北辦

事處處長 Mr. Hugues Mignot 擔任論

壇主持人，接著由盧森堡 Arendt & 

Medernach 香港分公司 Mr. Stéphane 

Karolczuk 及台灣金融研訓院鄭貞茂

院長分別以「台灣的物聯網生態系統

與展望」及「人民幣國際化對台灣的

機會與挑戰」為題進行專題簡報，最

後雙方主席交換禮物，上午大會順利

完成，下午並進行商機媒合。盧森堡

團員訪台期間還前往資策會雲端所、

華碩股份有限公司、軟體工業園區與

宇萌數位科技公司進行拜會。 

 

 

 

 

 

 

 

本會第 6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於

2013年 11月 8日上午假台北世貿展覽一館

第二會議室舉行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副局長文若蒞會致詞 

 

 
「盧森堡 ICT與電子商務環境」小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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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主席交換禮物 

 

台紐企業領袖論壇 

    台紐企業領袖論壇於 11 月 12日

上午在奧克蘭 Rendezvous Hotel 舉

行，約 80 位台紐工商企業代表參加，

由國經協會紐西蘭委員會陳昭義主任

委員暨奧克蘭商會執行長 Michael 

Barnett 共同主持，主題為“Building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through 

ANZTEC”。 

蒞會貴賓包括經濟部卓士昭次

長、紐西蘭外貿部北亞司 Grahame 

Morton 司長、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陳建良副主任委員、紐西蘭商工辦事

處 Stephen Payton 代表、駐紐西蘭代

表處常以立代表及駐奧克蘭辦事處丁

樂群處長。另紐西蘭貿易企業局大中

華區 Maria Gray 經理及雪梨台灣貿易

中心陳建坤主任則以「台紐經濟協定

商機」為題進行演說。 

訪問紐西蘭期間，我代表團於會

後安排參訪活動包括中華電視網、奧

克蘭商學院、奧克蘭市政府 ATEED

辦公室，生技創投業者  Bio Pacific 

Venture Fund 及 Food Bowl。 

 
 

 

 

 

 

 

 

 

 

11月 11日紐西蘭台灣商會及國經協會聯合

晚宴 -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紐西蘭

委員會陳昭義主任委員致詞 

 

 
11 月 12 日台紐企業領袖論壇 - 中華民國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紐西蘭委員會陳昭義主

任委員致歡迎辭 

 

 
11月12日台紐企業領袖論壇 - 紐西蘭外貿

部北亞司 Grahame Morton 司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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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台紐企業領袖論壇 - 中華民國經

濟部卓士昭次長致詞 

 

 
11 月 12 日台紐企業領袖論壇 Q & A 時間 - 

(左起)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紐西蘭

委員會陳昭義主任委員 (站立)、雪梨台灣貿

易中心陳建坤主任、紐西蘭貿易企業局大中

華區 Maria Gray 經理、紐西蘭商工辦事處

Stephen Payton 代表、中華民國經濟部卓士

昭次長、紐西蘭外貿部北亞司 Grahame 

Morton 司長、駐紐西蘭代表處常以立代表 

 

 

 

 

 

 

 

 

 

 

 

 

 

11月13日參訪活動 - 奧克蘭市政府食品創

新先驅計畫 ATEED 之業者-Food Bowl 

第 1 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 

    為增進我國與葡萄牙經貿合作商

機 ， 本 會 與 葡 萄 牙 工 業 總 會

(Association of Portuguese Industry, 

AIP)於 11 月 12 日假里斯本共同主辦

「第 1 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大會由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及葡國工業總會

副主席 Mr. Jorge Pais 共同主持，駐葡

萄牙代表處何代表建功、葡國國會友

臺小組副主席 Mr. Raul de Almeida 蒞

會指導並致詞，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

與通訊研究所施煥旭專案組長以

「ICT Industry in Taiwan」為題，說明

台灣資通訊產業優勢與競爭力，葡國

工業總會國際關係處 Mr. Andre 

Duarte Jorge以「Portual-A market and a 

European Bridge to the Atlantic」為

題，詳細介紹葡國經貿與投資環境，

雙方代表共約 40 位出席。 

大會結束後，雙方業者分別就「資通

訊」、「綠能」、「軌道」、「生技製藥」、

「物流」及「觀光」等產業議題進行

交流討論與一對一貿易洽談，以拓展

兩國產業合作商機。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

參觀拜會 Gaia 市政府、CEIIA 機動工

業研發中心、葡萄牙企業家協會、

Porto 市政府、Steconfer, S.A. 軌道工

程公司、葡國外貿暨投資局、ROFF

資通訊科技公司、Azevedos 生技公

司、經濟部觀光次長、REFER 鐵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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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公司。 

 

 

「第 1 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3 年 11

月 12 日假葡萄牙里斯本舉行 

 

 

 

 

 

 

 

 

 

訪問團團員拜會葡國經濟部觀光次長 Mr. 

Adolfo Mesquita Nunes (左二) 

 

2013 年台西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聯

席會議 

「2013 年台西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

聯席會議」於 11 月 14 日假西班牙馬

德里舉行，大會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

生及西班牙企業家組織聯合會國際促

進會副理事長Mr. Jose Garcia-Morales

共同主持。駐西班牙代表處侯代表清

山及西國經濟競爭部歐洲暨亞太區貿

易政策處處長 Mr. Ramon Botas Vigon

蒞會致詞，經濟組曾組長鉦德亦蒞會

指導，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

究所施煥旭專案組長以「ICT Industry 

in Taiwan」為題發表專題報告，說明

台灣資通訊產業優勢與競爭力。 

大會結束後，雙方業者分別就「資通

訊」、「綠能」、「軌道」、「生技製藥」、

「物流」及「觀光」等產業議題進行

交流討論與一對一貿易洽談。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

參觀拜會西國投資處、CAF 公司、西

班牙安全防範技術及服務業協會、西

班牙生物科技協會，另訪團亦轉赴巴

塞隆納參訪高速電腦運算中心、巴塞

隆納科學園區、巴塞隆納生醫學研究

所、Airfarm 集團，並參觀巴塞隆納國

際電動車展、智慧城市展、巴塞隆納

鐵道工業展。 

 

 

 

 

 

「2013 年台西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聯席會

議」於 2013 年 11 月 14 日假西班牙馬德里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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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主席簽署合作備忘錄 

 

第 12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第 12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於本

(102)年 11 月 26 日於台北舉行，會議

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黃副理

事長博治與捷克全國工業總會會長

Mr. Jaroslav Hanák 共同主持。外交部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賴司長建中及

捷克貿工部次長 Mr. Milan Hovorka

以貴賓身份應邀蒞會致辭。會中雙方

分別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國際中心陳

主任聯泰及捷克投資局研發支援組組

長Dr. Jiri Krechl專題簡報台灣產業技

術創新及捷克產業研發未來之發展；

Panel Discussion續由本會黃副理事長

博治主持，並由捷克技術署理事 Dr. 

Vladimír Kebo、工業技術研究院國際

中心陳主任聯泰及捷克投資局研發支

援組組長Dr. Jiri Krechl三位專家就雙

邊創新研發合作進行意見交流。下午

雙方與會業界代表進行一對一商機媒

合會，以拓展兩國產業合作商機。 

 

 

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賴司長建中

於第 12 屆台捷會議中致詞 

 

 

捷克貿工部次長 Mr. Milan Hovorka 於第 12

屆台捷會議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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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土耳其工商會駐安卡拉常任代表 Mr. 

Eray Akdağ 拜會本會李秘書長傳亮 

    土耳其工商會 (Turkish Industry 

& Business Association, TUSIAD)駐安

卡拉常任代表 Mr. Eray Akdağ由經濟

部國貿局黃科員冠毓陪同於本（102）

年 11 月 13 日上午拜會本會李秘書長

傳亮，雙方就汽車、鋼鐵、研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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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及投資等議題交換意見，希望加強

雙邊經貿關係。 

 

 

金際遠理事晚宴款待巴拿馬工商部長

Ricardo Quijano 

    巴 拿 馬 工 商 部 長 Ricardo 

Quijano 乙行 3 人於本(102)年 11 月

10 至 15 日訪華，本會金理事際遠於

11 月 13 日晚上 7 時假君悅酒店滬悅

庭宴請巴國訪賓。 

 

 

 

 

 

 

 

 
金際遠理事與巴拿馬工商部長 Ricardo 

Quijano 交換禮品 

 

巴西聖達卡塔琳那州工業總會副主席

拜會金理事際遠 

    巴西聖達卡塔琳那州工業總會副

主席Alfredo Piotrovski乙行於本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訪華，並於 11 月

14 日下午由巴西商務辦事處代理代

表 Mr. Jean Rodolfo M. Taruhn 陪

同拜會本會金理事際遠，雙方就台巴

西經貿投資交流及二會合作議題交換

意見。 

 

 

 

 

 

 

 

 

左起 Santa Catarina 州日報記者 Rafael 

Martini、巴西商務辦事處代理代表 Jean 

Rodolfo M. Taruhn、FIESC 工業關係部主任

Henry Uliano Quaresma、 FIESC 副主席

Alfredo Piotrovski、國經協會金理事際遠、

國經協會李秘書長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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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2 年 11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1 月出口 248.9 億美元，較上月減

4.7%，與上年同月持平；累計 1 至 11 

月出口 2,776.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 0.9%。 

（二）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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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進口 213.8 億美元，較上月減

5.4%，較上年同月亦減 0.5%；累計 1 

至 11 月進口 2,458.9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期減 1.1%。 

（三）出入超 

11 月出超 35.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

增加 1.1 億美元；累計 1 至 11 月出

超 317.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51.4 億美元。(2013/12/09 財政部統計

處)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Aug. Sep. Oct. 

GDP 1.26 - 1.58 1.66 

CPI 1.93 
-0.80 0.83 0.64 

Unemploymen

t rate 
4.24 4.33 4.24 4.24 

Export -2.3 3.6 -7.0 -1.5 

Imports -3.8 -1.2 -0.7 -2.8 

Export orders 1.1 0.5 2.0 3.2 

Industrial 

production 
-0.1 -0.6 1.1 0.8 

Monetary 

aggregate(M2) 
4.17 5.39 5.70 6.29 

Stock Market 7,468 7,932 8,193 8450 

11 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經建會網站) 

 

印度－東協 12月將簽署服務貿易及

投資協定 

印度與東協服務貿易與投資協定

可能於今（2013）年 12 月完成簽署，

將為印度資訊科技、醫療照顧、設計

及研究等領域之專業人士帶來更多的

工作機會。印度與東協 10國已簽署貨

品貿易協定，並在 2010年 1月 1日起

生效，使紡織、醫藥、化學、加工食

品、汽車零組件等產品享有零關稅之

優惠。在服務貿易及投資協定簽署

後，印度與東協間將完成一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  

    印度與東協之服務貿易與投資協

定預計將在12月WTO部長會議之非正

式會議期間簽署。根據印度對外事務

部（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MEA）資深官員，印度與東協之 CEPA

預計在明（2014）年 7月生效。此外，

MEA 官員亦指出，服務貿易協定將使

東協市場開放，並因此產生更多就業

機會，商務簽證的申請亦將更為容

易，商務人士可以妥善運用。  

    服務貿易協定原預計在 2009 年

貨品貿易協定簽署時於同年達成協

議，然而，當時部分東協國家，特別

是菲律賓與印尼，相當憂慮與印度簽

署服務貿易協定會衝擊其國內就業，

且不認為東協國家間應有相近的減讓

標準。此外，MEA 東亞事務聯合秘書

阿什克堪斯（Ashok Kanth）提到，印

度與東協間之貿易額在過去 11 年間

成長近 10倍之多，2012年至 2013年

間，雙邊貿易總額達到 760 億美元，

雙方目標於2015年達成1,000億美元

之貿易總額。 

    自 2005 年東協與印度服務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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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談判開始時，印度主要希望自東

協 10 國獲得更多專業人士之工作機

會，而此一協定在今年 10 月 10 日印

度總理辛赫（Manmohan Singh）至汶

萊訪問時，在東協-印度領袖高峰會

（ASEAN-India Summit）上達成最後

協議。印度為全球第十大服務業出口

國，東協則為服務業淨進口之經濟

體，印度服務業部門對印度國內生產

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及出口收入（export revenues）之貢

獻超過 55%，係印度重要之利益所

在。（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

心 2013/11/07） 

 

歐盟強力爭取保留與南非投資協定 

    歐盟再次指出南非應停止廢

除與歐盟 13 個經濟體的雙邊投資保

障協定，同時歐盟願意放寬南非糖和

酒類產品進入歐洲市場的貿易障礙。 

歐盟貿易首席代表 Karel de Gucht

週一飛至南非約翰尼斯堡，與積極推

動廢除南非與歐盟各國雙邊投資協定

的南非貿工部長Rob Davies進行幾個

小時的對話。會後 Davies 部長否認與

Gucht 首席代表會面談及雙邊投資協

定問題，其表示雙方只討論涵蓋南部

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國家的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EPA）。 

依據該項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非

洲和歐洲雙方將互相對商品和服務進

一步開放市場；但南非反對該協定，

其認為該協定未提供南非農產品進入

歐盟市場更優惠條件。Gucht 首席代

表則試圖說服南非同意 Sadc 鄰國與

歐盟洽簽各自的雙邊貿易協定，否則

EPA 條款將要求歐盟提供南非葡萄酒

和糖等農產品更多優惠。 

Gucht 首席代表對媒體表示雙邊

投資協定是 EPA 談判過程一部分，其

他議題包括提供南非糖和酒類產品進

入歐盟市場更優惠條件。他承認對南

非政府最近單方面廢除與歐盟各國投

資協定有明顯的不悅感，被廢除的投

資保障協定包括南非與比利時、盧森

堡與西班牙，甚至南非最大的貿易夥

伴德國等所共同簽署的協定。 

Gucht 首席代表認為南非內閣已

批准並公開徵求民眾意見的投資促進

和保護法草案，對歐盟廠商投資並無

提供與雙邊投資協定相同等級的保

障。其表示南非需要外來投資，取消

雙邊投資條約並沒有提供歐盟業者一

個明確的替代方案。 

歐盟是南非目前最大的貿易和投

資夥伴，投資總值達 3 兆南非幣，約

為南非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一。（南

非經濟組摘譯 2013/11/12 Busines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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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石油地位 將接近伊朗 

國際能源總署（IEA）今天發表報

告，隨著大型深海鹽層油田拍賣，巴

西將成為世界第 6 大石油生產國，地

位將接近伊朗。IEA 預測，5 年內美

國將成為新的沙烏地阿拉伯，而巴西

將在 2035 年搖身一變為新的伊朗，成

為全球第 6 大石油生產國。 

IEA 報告指出，巴西將在全球石

油能源供給扮演中堅角色，在未來數

10 年負責讓全球石油供應量提高

1/3。IEA 預測，巴西石油產量將從目

前每天 220 萬桶提高至 2020 年 410

萬桶，2035 年 600 萬桶。換句話說，

在不到 20 年的時間，巴西石油產量可

提高約 2 倍。不過，巴西要想在 2035

年拿下全球深海石油產量的約 60%，

仍須仰賴開採能力的高度發展及投

資 ， 尤 其 是 巴 西 石 油 公 司

（Petrobras）。(2013/11/13 中央社) 

 

OECD 的最新經濟展望報告

(Economic Outlook)下修義大利本

(102)年經濟預測至-1.9%，上修明

(103)年經濟成長至 0.6% 

據義大利安莎通訊社 (Agenzia 

ANSA)本(102)年 11 月 19 日報導，

OECD 所彙編的最新經濟展望報告

(Economic Outlook)下修對義大利本

年的經濟預測，由半年前的-1.8%調降

至-1.9%，雖為 G7 中目前唯一仍處於

經濟衰退的國家，惟針對 2014 年義國

的經濟預測則由 0.5%些微上修至

0.6%。 

   此外，該報告中亦評論義國原先所

預期的復甦將可能因其銀行體系所設

下的貸款條件促使貸款緊縮並影響正

常的投資週期而受到阻礙。事實上，

目前義國銀行貸款持續縮減的部分原

因雖是由於信貸需求有所減少，然銀

行所收取的利率亦明顯高於其他一些

歐元區國家，此亦表示可供利用的貸

款有限，更將進一步減少投資甚至消

費意願。 

    惟義國在本年赤字上的改善確有

實質成績，OECD 預測義國 2014 年赤

字將由本年 3%降至 2.8%，2015 年再

續降至 2%，惟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

仍在持續上升，2014 年將由本年的

132.7%升至 133.2%，預計至少將在

2014-15 年間需要施行一些較為緊縮

的財政計畫才能使在 2015 年些微降

至 132.6%。 

    此外，OECD表示，義國本年GDP

雖仍處萎縮，但下半年已經開始停止

下滑，雖然數據尚未顯示出明顯的逆

轉，但信心指數有逐漸回升的現象，

透過預算調整亦正逐漸擺脫衰退，尤

其是預計出口將在未來兩年內隨著國

外需求增加的趨勢將大幅增強經濟成

長的效果，惟能否付諸實踐近期所推

出的各項改革對目前仍顯衰弱的經濟

復甦跡象亦將至關重要。OECD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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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發出警告表示，歐洲央行購買

債券的計畫雖已成功地減少經濟危機

及財政不穩所造成的影響，但義國政

府公債一日不縮減，其經濟風險亦將

持續升高。(2013/11/21 駐義大利代表

處經濟組) 

 

2020世界博覽會中東杜拜奪主辦權 

2020年世界博覽會主辦城市揭

曉，歷經 3輪投票後由中東杜拜擊敗

土耳其的伊茲米爾、巴西的聖保羅與

俄羅斯的耶卡特林堡，奪下 2020年世

界博覽會（World Expo）主辦權，成

為首將舉辦世博會的中東城市，預估

可吸引 2500萬人次造訪、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也希望藉此能帶進數十億美元

投資，再創中東奇蹟。 

據悉，杜拜世博會將於 2020年

10月 20日至 2021年 4月 10日舉辦，

主題為「溝通思想，創造未來」，預

計將接待訪客 2500萬人次，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也希望藉此能帶進數 10億

美元投資。已知會展規劃場地位於杜

拜西南部，佔地面積約為 438公頃，

展區分 3個主題，移動性、可持續性

和機遇。 

舉辦世博可為主辦國帶來龐大的

產業與經濟效益，如推銷自國的產品

和科研成果，推動國際市場，發展國

際貿易和科技合作；提高本國地位；

促進經濟貿易成長；交流先進科技，

與參展國共同擴展視野；可從準備博

覽會中增加城市建設。(中時電子報 

2013/11/28) 

 

韓國將參加 TPP談判 

日本經濟新聞 11月 29日獲悉，韓國

政府已經決定參加環太平洋經濟合作

協定（TPP）談判。將於近期正式宣布。

多位相關人士透露了上述消息。在獲

得日美等談判參加國的同意後，最快

將於明年春天開始參加談判。韓國此

前一直重視推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FTA），但考慮到在出口市場存在競

爭關係的日本已經參加 TPP談判，韓

國將改變戰略。 

  除了日美兩國之外，越南和馬來

西亞等共計 12個國家已參加 TPP談

判。區域內人口將達到 7億 8千萬人

（2011年數據），而貿易規模將達到

9.5萬億美元（2012年）。2012年的

貿易額為 1萬億美元，如果排在世界

第 8位的貿易大國韓國參加談判，亞

太地區將誕生更加強有力的貿易圈。 

  具體來說，韓國可能借 12月 3

日起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世界

貿易組織（WTO）部長級會議等機會「表

示對 TPP的關心」。此後的程序是，首

先經過非正式的雙邊協商，然後正式

宣布參加，並獲得參加國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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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TPP力爭年內達成實質性

協議，而韓國能否在談判階段參加仍

充滿未知數。要參加談判需要獲得美

國議會的批准，而這需要 90天時間，

因此，即使一切順利，韓國參加談判

也將等到明年 3月左右。考慮到 TPP

談判將跨年，韓國政府希望在儘快參

加談判方面獲得理解。 

  但在韓國，在對進一步開放市場

存在抵觸的農業領域、以及汽車等與

日本存在競爭的產業領域，對參加

TPP的反對也根深蒂固。即使在韓國

決定參加談判后，對於在多大程度上

開放哪些領域，韓國國內協調也可能

陷入僵局。 

  韓國到現在為止與美國和歐

盟（EU）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2 月

上台的朴槿惠政權一直重視與中國等

的雙邊 FTA 談判。日本在 7 月參加了

TPP 談判，同時還將啟動與歐盟的談

判，這些因素讓形勢為之一變。 

(2013/12/02北京新浪網) 

 

泰國動亂 觀光損失大 

泰國政局動盪，中華民國駐泰國

代表陳銘政今天表示，各國提高旅遊

警示，觀光明顯受到影響，預估每月

損失高達約 20億泰銖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今天邀

請陳銘政以及駐新加坡代表謝發達報

告雙邊關係；陳銘政會前受訪表示，

最近泰國反對黨上街示威，意圖迫使

總理盈拉下台，但由於今天是泰皇生

日，預估不會有特別狀況。 

曼谷街頭最近不平靜，包括台灣

在內，30多國已經提高旅遊警示。陳

銘政透露，每月的觀光損失可能高達

20 億泰銖，約相當新台幣 20 億元，

造成重大影響。 

陳銘政呼籲國人這段時間，到泰

國盡量不要去集會遊行地點；而在泰

國的民眾，為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問

題，避免穿著紅、黃色的衣服。 

(2013/12/5 中央社) 

 

烏克蘭總統飛俄 尋求夥伴關係 

【台灣醒報記者莊瑞萌綜合報

導】繼上個月烏克蘭臨時取消與歐盟

簽署合作條約後，烏克蘭總統亞努科

維奇再度令人跌破眼鏡的飛往俄羅

斯，與俄國總理普丁會面，雙方準備

討論簽署戰略夥伴條約事宜。由於烏

國贊成與歐盟拉近關係的比例高達

45％，因此烏克蘭「拋棄」歐盟而轉

向投入俄羅斯懷抱的種種行為，已引

起國內民眾不滿，反對黨更預備發動

近百萬人上街，以表達失望與不滿。 

原定前往歐洲馬爾他拜訪的烏克

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臨時取消行程，

在結束中國訪問後立即直飛俄羅斯與

普丁會面，該舉動引起外界關注。因

為烏克蘭上個月決定不與歐盟簽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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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引發國內示威抗議，觀察家

指出，烏克蘭與歐盟簽署條約臨時喊

卡，主要是「冀望」俄羅斯的金援，

因為明年烏克蘭必須再籌款 180 億美

金（約台幣 5338 億元），以便支付積

欠俄羅斯的天然氣費用。 

亞努科維奇辦公室指出，兩國高

層會面討論到未來可能建立戰略夥伴

的「相關準備工作」，涵括經濟等議

題。另一方面，俄羅斯稍早便呼籲烏

克蘭加入「俄羅斯關稅聯盟」，目前包

括白俄羅斯與哈薩克都已是成員，而

且其加入條件遠比歐盟寬鬆。烏克蘭

總理阿扎羅夫接受媒體訪問時則表

示，「總統亞努科維奇未來在某個時間

點，會和俄羅斯簽署諸多文件。」不

過細節則並未對外說明。 

烏克蘭中央銀行指出，上個月由

於龐大負債已到期，以及外部勢力干

涉烏克蘭幣的走勢，導致烏國外匯存

底減少了 10％。 

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投向俄羅

斯懷抱，國內對此傳出反對意見，包

括烏國議會反對黨領袖耶森尤克表

示，「政府企圖將國家賣給俄羅斯的行

為已不止一次，如果總統堅持要完成

簽署關稅條約，勢必會引發更大波的

示威抗議。」 

上個月 22日，烏克蘭臨時宣布暫

停與歐盟的條約簽署後，烏克蘭首都

基輔便開始湧入數千人，民眾聚集在

獨立廣場與市長辦公室外進行示威，

期間更出現反對黨要求嚴懲曾對示威

民眾施暴的鎮暴警察。上周日一共有

至少 30萬人上街聚集。從上個月的民

調指出，烏國民眾有 45％贊成應與歐

盟發展更緊密關係，遠超過贊成加強

與俄羅斯關係的比例。 

今年 10月，俄羅斯曾抱怨並向烏

克蘭追討積欠的8月份8.82億美金的

天然氣費用，隨後烏克蘭表示，要求

俄國給與紓困與折扣以共體時艱，因

為它控制了俄國天然氣輸送到歐洲其

他各國的輸送管，據統計，歐洲仰賴

俄羅斯所提供的天然氣高達 40％。 

(2013/12/08 台灣醒報) 

 

活動報導 

聖多美普林西比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

會 

    我非洲友邦聖多美普林西比總理

賈布列閣下（ Dr. Gabriel Arcanjo 

Ferreira da Costa ）應我政府邀請於本

（102）年 11 月 17-20 日率領聖國高

層政府官員來華進行國是訪問，藉以

加強兩國經貿合作及友好實質關係。

為促進我國企業對聖多美普林西比之

認識，並協助國內廠商拓展非洲市

場，本會特於 11 月 18 日假六福皇宮

舉行「聖多美普林西比經貿暨投資商

機座談會」，雙方代表共約 85 位出

席。說明會由本會施資深顧問顏祥主

持，我外交部史常務次長亞平、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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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華金達斯大使及聖國總理賈布列等

貴賓蒞會致詞。聖國策略計畫推廣辦

公室主任厄齊雅先生於會中簡報「聖

多美普林西比經貿商機」，介紹聖國經

貿現況及各項投資優惠措施，台灣非

洲工業發展協會洪理事長慶忠則主講

「聖多美普林西比政經關係之經驗分

享」。 

 

 

 

 

 

 

 

 

 

 

國經協會資深顧問暨總統府國策顧問施顏

祥先生致歡迎詞 

 

 

中華民國外交部史常務次長亞平致詞 

 

 

聖國總理賈布列閣下致詞 

 

 

聖國策略計畫推廣辦公室主任厄齊雅先生

「聖多美普林西比經貿商機」簡報 

 

 

重要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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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 2,337 萬人 (11/2013) 

首都 台北 首都人口 268 萬人 (11/2013) 

國慶日 10 月 10 日 電話國碼 886 

幣制 新台幣 匯率 US$1=NT$ 29.589 (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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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7 億美元 

(102 年度預估) 

經濟成長率 1.74% (102年第4季初估) 

平均國民所得 
US$21,452  

(102 年度預估)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0.67% (102 年 11 月) 

0.86%(102 年 1-11 月) 

失業率 
4.24% (10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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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為 248.9 億美元(與上年同月持平) 

累計 1 至 11 月出口 2,776.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0.9% 

2012 年 1~12 月為 3,011.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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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為 213.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0.5%) 

累計 1 至 11 月進口 2,458.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1.1% 

2012 年 1~12 月為 2,707.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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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6 億美元(至 2013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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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億 2,481 萬美元 (1-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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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億 3,791 萬美元 (1-10/2013) 

外人直接投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存量: 1,214 億美元 (2012 累計) 

流入量: 39.4 億美元 (1-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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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星(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ASTEP)於 2013 年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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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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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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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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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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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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 
布達佩斯 
克羅埃西亞- 
札格雷布 

執行畢 

10月 9日  「台紐經濟合作協定之商機」研討會 台北 執行畢 

10月 16日 葡萄牙經貿暨投資商機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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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內/胡志明 執行畢 

10 月 22-25 日
「2013 年韓國經

貿訪問團」 
 

10月 23日第 38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韓國 

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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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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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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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畢 

10月 28日 第 12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執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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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光 執行畢 

11月 8日 第 6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執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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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畢 

11月 10-15日 
「2013 年紐西蘭
經貿訪問團」 

11月 12日台紐企業領袖論壇   奧克蘭 執行畢 

11月 18日 聖多美普林西比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會 台北   執行畢 

11月 26日 第 12 屆台捷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執行畢 

11月 30日-12月 9
日「2013年多明尼
加、尼加拉瓜經貿
訪問團」 

進行拜會、參訪、商機媒合及考察訪問  
活動 

多明尼加-  
聖多明哥 
尼加拉瓜- 
馬納瓜 

執行畢 

12月 8-11日 

「2013 年馬來西
亞經貿訪問團」 

12月 9日第 14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吉隆坡 執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