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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前進 TPP、RCEP  

17駐外代表召回特訓 

 外交部和經濟部舉辦的「我國加

入 TPP及 RCEP策略規劃研習會」今

天登場，總計召回十七位駐外代表回

台接受為期四天的「魔鬼特訓」。總

統馬英九今將出席「督軍」，向各國

代表提示任務，行政院長江宜樺也率

部會首長分析策略規劃。府、院總動

員，宣示我國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的決

心。 

 馬總統元旦宣示今年將「全力拚

經濟」，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為首要目標，由於這兩大區

域經濟組織對經貿自由化要求高、議

題廣泛，又涉及產業調整，馬總統去

年要求財經部會，對外政策說明務必

細膩，尤其站在經濟組織會員國第一

線的駐外代表，更須具體宣傳台灣經

濟實力，盼受訓完畢回到駐在國，加

強推動、遊說工作，增進與該國雙邊

貿易投資關係。  

 這次召回包括美國、智利、汶萊、

秘魯、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

越南、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

澳洲、印度、印尼、菲律賓及泰國共

十七位駐外代表，除大陸外，幾乎囊

括 TPP、RCEP 所有成員國家和我國

重要貿易夥伴。  

 駐美代表金溥聰因即將返國接任

國安會秘書長，研習改由駐美副代表

李澄然出席；即將出任駐美代表的現

任駐英代表沈呂巡這次也將回國參

與。  

 外交部也邀請民間推動加入

TPP/RCEP 聯盟召集人、前副總統蕭

萬長及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王志

剛，與駐外代表交換意見，並安排駐

外代表參訪台中精密機械園區、高雄

自由貿易港區、屏東農業生技園區。  

 馬總統還將視察「行政院中高階

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培用班」學

員模擬談判演練；江宜樺將針對「推

案策略規劃、經貿自由化進程、自由

經濟示範區計畫、兩岸關係現況及展

望、談判經驗分享」等各項議題，與

出席者座談交換意見。(資料來源: 

2014/02/17 聯合報) 

 

日韓夾擊 台灣出口腹背受敵 

 許多企業大老常呼籲政府貶值救

出口，學者認為，貶值幅度要超過兩

位數對出口才有影響，台灣出口在日

圓貶值及南韓簽訂 FTA下，「腹背受

敵」，匯率並非主因。 

 新台幣兌美元在 2013年累計全年

貶值 2.7%，是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

發生後，4年多來首見的現象。 

匯銀人士分析，全球金融海嘯後，美

推出三輪的量化寬鬆（QE）措施，撒

錢救經濟，影響全球金融甚巨，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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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準會宣布 QE 溫和退場，資金

有重回美元資產之勢，使得新台幣在

內的亞洲貨幣趨貶。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

任孫明德表示，外界說要貶值影響出

口競爭力，其實要像 2008年金融海嘯

韓元貶值 3 成，或像今年日圓貶值 2

至 3 成，貶值幅度達到兩位數字，才

有可能提高出口競爭力。 

孫明德認為，新台幣全年貶值幅度僅

在個位數，談不上會影響出口，廠商

報價對於百分之一或二的升貶幅度不

會有什麼差別。 

 另外，如果新台幣一年 365 天都

沒有貶值，到最後的幾天，貶值的幅

度才跟其他貨幣一樣，對廠商而言，

也沒有多大作用。 

 他說，2013 年新台幣和韓元都沒

有什麼特別變動，外界應該比較在意

的是日圓貶值的幅度，因為 2013年日

圓貶值，已經明顯影響台灣工具機出

口總值。 

 孫明德直指，韓國在 2008年金融

海嘯靠匯率大貶來救出口，但新台幣

當年貶值不如韓元，企業界人士耿耿

於懷。現在的韓國，已不大需要靠貶

值救出口，因為靠與其他國家簽定的

自由貿易協定（FTA），在關稅減免就

可以贏過匯率的競爭。 

 日本以品質取勝，雖然日圓貶

值，日本產品品質穩定，日本廠商不

須削價競爭，貶值也未反映在產品價

格上，匯兌利益都直接反映在廠商獲

利上。 

 因此，日圓貶值，對於進口日本

產品的台灣廠商來說，沒享受好處，

出口廠商則受日圓貶值影響而吃虧。 

孫明德認為，相較日韓，台灣出口上

吃虧，腹背受敵，並非全部都是匯率

因素。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也提出台

灣面臨警訊之一，台灣出口成長率已

大幅落後南韓，並指台灣必須加快國

際化與自由化經濟改革的腳步，扭轉

提升出口產業競爭力，擴大推動加入

區域貿易聯盟與 FTA 的簽訂。(資料

來源: 2014-1-1 中央社) 

 

阿酋航空直航台北  

總統接見杜拜親王 盼創互利商機 

阿酋航空開拓杜拜直飛台北航線，首

航班機 EK366 已在 10 日抵台。阿酋

航空主席兼行政總裁謝赫阿哈邁德親

王  (Sheikh Ahmed bin Saeed Al- 

Maktoum）11日在台北舉行的國際記

者會上指出，阿酋航空公司擁有全球

最龐大的 A380 機隊，主要機場情況

允許，市場需求拉高，未來規劃以該

型機飛台灣。目前新航線的開航採用

波音 777-300ER 型客機，除了拉近

台灣與中東地區的距離，同時還可讓

台灣旅客透過杜拜前往阿聯酋航空位

於印度洋、中東、美洲、非洲、歐洲

等地區的超過 140 個航點，轉機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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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 

    阿哈邁德親王深獲杜拜邦長穆罕

默德（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親王倚重，除執掌中東

第一大阿酋航空集團外，亦身兼阿國

杜拜邦民航局主席、杜拜最大銀行

NBD 董事長及「2020 世界博覽會」 

（World Expo）籌委會主委等重要職

務。 

    馬英九總統11日上午接見阿哈邁

德（Sheikh Ahmed）親王，除誠摯歡

迎訪賓遠道來訪，並說明臺阿關係近

年來之進展，希望能持續促進雙邊交

流與合作。他於 2012年 4月「仁誼專

案」率團出訪非洲友邦，我專機返程

時曾過境起降杜拜機場，以及今年 1

月「聖宏專案」備降點均承蒙阿國大

力協助，過程順利且甚受禮遇，特別

表達誠摯謝忱。  

    總統指出，阿國位居歐亞非交通

樞紐，整體經濟策略開放積極，係我

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ㄧ。過去，從

未有中東國家的客機直航臺灣，如今

阿酋航空正開創歷史首頁，在直航之

後，杜拜與臺北間僅需 7 個多小時的

航程，大幅提升兩地往來的便利，有

助於加強兩國、甚至兩個地區人民的

交流互動，並可順勢結合周遭 20億跟

10億人口的龐大市場。 

  在能源及經貿關係方面，總統表

示，我自阿國每日進口近 7 萬桶原

油，約占我國總進口量的 6%，臺阿

貿易總額於 2012 年達至 62.8 億美

元，較 2011 年成長 7.14%，2013 年

亦有超過 4%的成長幅度，使阿國成

為我全球第 18大貿易夥伴。此外，我

國主要船運、石化工程營建、電子、

通訊及輪胎 等近 50 家廠商在阿國進

行投資開設據點，並成立地區營運中

心，綜攬中東周邊中亞及北非業務，

足證兩國關係十分緊密。(資料來源

2014/02/11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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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歐洲經濟面臨八大難題  

2014仍舊面臨重重風險 

   2014 年的經濟增長預計略微加

速，但歐洲要恢復五年前的金融危機

前的產出和就業水準仍需時日。歐盟

通過歐洲穩定機制（ESM）和歐洲銀

行業監管機構等經濟和金融改革手

段，終於開始擺脫經濟衰退。然而，

不少專家和金融機構預測，雖然歐洲

國家經濟出現明顯好轉，但根源問題

並未徹底解決—失業率依然高，銀行

業呆賬問題仍未徹查，債務問題仍困

擾著多國。 

經濟加速難 

 自歐盟經歷賽普勒斯危機之後，

2013 年歐債危機進入了相對平靜的

時期。分析師認為，歐洲經濟出現復

甦跡象，主要是源於其主要經濟體德

國和英國的良好表現。歐元區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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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法國的經濟仍舊停滯不前，第

三大經濟體義大利的經濟衰退甚至還

在持續，這讓整個歐洲的未來充滿不

確定性。 

 瑞銀財富管理經濟學家 Ricardo 

Garcia 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2014年歐洲經濟會出現溫

和增長，但成員國仍面臨各自的發展

難題：德國新政府上臺可能更關注國

內經濟發展，而法國製造業長期不景

氣，失業率較高，財政狀況也在每況

愈下，義大利面臨政治不確定性和銀

行壓力測試，這些將影響投資者的信

心。 

 2013年 10月，歐盟統計局數據顯

示，歐元區通貨膨脹率由 9 月份的

1.1%進一步降至 0.7%，降至四年來最

低值，與歐洲央行制定的 2%通貨膨

脹率目標相差甚遠，這給歐洲央行帶

來了降息壓力。 

高失業率 

 目前，歐盟共有 2700 萬失業人

口。歐元區平均失業率為 12%，除德

國外，其他成員國的失業率均在 10%

以上，其中希臘和西班牙最為嚴重。

歐盟委員會預計，希臘的失業率在

2014年僅會略微下降至 26%。此外，

歐元區約 1/4 的年輕人失業，西班牙

和希臘年輕人就業趨勢更糟糕，超過

半數的年輕人沒有工作，這將給歐洲

社會之穩定埋下隱憂。 

銀行業風險 

 歐洲央行計劃於 2014年下半年對

歐元區 130 家大銀行進行一次全面的

壓力測試，目的之一為找出呆賬與提

升新信貸的流動。歐洲領導人正加速

建立銀行業聯盟（Banking Union），

其重要意義為切斷銀行業危機和主權

債務危機之間的惡性循環，將有效地

強化歐盟的銀行體係，恢復市場對銀

行業的信心。 

國際環境不確定 

 目前，世界經濟處於危機後的轉

型期，有利和不利因素交織。首先，

隨著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進一步增

強，使消費信心穩步增長；其次，歐

洲整體經濟正在步出債務危機陰影，

可望在 2014年脫離衰退；三為主要新

興經濟體發展不斷趨緩，並可能引發

地區經濟動蕩。這些因素都將影響歐

洲經濟。 

私人債務繁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發

現，相較巨額的公共債務，沉重的私

人債務對歐洲經濟增長更加不利。歐

盟在 2014 年必須在減少公共債務的

同時，也應降低私人債務佔 GDP之比

例。據悉，目前歐元區私人債務繁重

的國家包括盧森堡、愛爾蘭、賽普勒

斯、葡萄牙、比利時、荷蘭和西班牙。 

 歐洲議會改選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

究員 John Ross 認為，數年來歐元區

經濟幾乎停止增長，加上財政緊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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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破壞了較好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這將引發普遍民眾對歐洲政界的不

滿。在 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選

民預計將拋棄主流政黨，屆時包括極

右和極左派黨員的反對黨預計將獲得

較高支持率。近年來，德國對歐盟危

機國家的救助中，成功塑造了歐債危

機中歐盟領導者的形象。德國總理梅

克爾第三次連任總理一職，與社民黨

組建成“大聯合”政府，如何進一步

化解歐債危機，是新政府面臨的最棘

手也是最緊要的問題。 

(資料來源 : 2014-1-6 國際金融報) 

 

張良任駐印尼 過年前出發履新 

 新任駐印尼代表張良任預計

在 22 日出發履新。外交部表示，

張良任在美國求學時代就研究東

南亞，赴印尼將能發揮所長。  

 張良任去年 12 月底宣誓就任

駐印尼代表，經過一段時間的準

備，將在 1 月 22 日出發就任；外

交部私下表示，趕在農曆過年前

出發，是因為印尼有許多重要事

項需要他處理。  

 張良任資歷豐富，曾擔任過駐

香港代表、陸委會副主委及國防

部副部長等職務；2010 年 1 月起

擔任駐以色列代表，任內積極推

動台以雙邊關係，簽訂了互免簽

證、開放航權等多項協定，也促

成多項藝文學術交流活動。  

 從以色列轉換到印尼，外交部

表示，張良任在美國求學時，論

文就是研究東南亞區域，將能發

揮所長。(資料來源 : 2014-1-16 中

央社 ) 

 

經濟部宣布開放加拿大帶骨牛肉進口 

 經濟部今(17)日上午 11 時由次長

梁國新召開記者會，對外宣布將比照

美國牛肉進口標準，進口加拿大 30

個月齡以下的帶骨牛肉及牛肉產品項

目；但頭骨、眼、腦、脊髓、絞肉及

內臟仍然禁止進口。對此，農委會表

示，我國牛肉有 94%來自進口，開放

加牛進口不會衝擊國內肉牛產業。 

 而在召開記者會之前，經濟部長

張家祝、衛福部長邱文達、農委會主

委陳保基以及外交部長林永樂還特別

赴立法院拜會院長王金平，報告將開

放加拿大帶骨牛肉進口等經貿議題。 

經濟部表示，2013年台加雙邊貿易額

達 38.9 億美元，加拿大為台灣 2012

年第 26大貿易夥伴，台灣則為加拿大

第 14大貿易夥伴。梁國新說，台、加

經貿關係已經交流深化到一定程度，

要再進一步發展，將因應加國國會要

求，開放部分商品並比照國際規範進

口台灣，所以，將比照美牛標準，擴

大進口加拿大牛肉，也就是針對 30

個月齡以下的牛肉，開放帶骨牛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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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經濟部指出，由於我國進口牛肉

大部分為去骨牛肉，帶骨牛肉僅占進

口量 3%，這次開放加拿大帶骨牛肉

進口，並不會對國內肉牛產業造成影

響。未來也希望藉此讓台灣經貿自由

化順勢和國際接軌，讓雙方經貿關係

能夠進一步發展，也為 TPP談判創造

更有利的環境。 

 經濟部評估，TPP 很可能在今年

完成談判，而台灣與 TPP成員國的貿

易額，占我國總貿易額 35%，對我國

對外貿易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農委會則指出，目前國產牛肉占國人

牛肉消費量約 6%，其餘 94%的牛肉

均須仰賴進口，其主要進口來源國分

別是澳洲、美國及紐西蘭（去骨及帶

骨牛肉），由於加國牛肉價位介於紐、

澳及美國之間，因此，將與其他供應

國產生競爭效應，提供消費者更多的

選擇。(資料來源: 2014-1-17新頭殼) 

 

抗議趨暴力 曼谷進入「緊急狀態」 

 泰國看守內閣 21日下午宣布，由

於反政府組織抗議活動已轉趨暴力，

為避免抗議活動持續擴大，首都曼谷

市及周邊省分自 22日起進入「緊急狀

態」。  

 泰國副總理察能在 21日看守內閣

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會中表示，泰國政

府必須啟動緊急法令，因應抗議活動

轉趨暴力的狀況，曼谷及周邊省分的

「緊急狀態」將為期 60天；在緊急狀

態地區，政府可實施宵禁，也可不經

指控即逮捕嫌犯，另可審查媒體、禁

止 5 人以上的政治集會，甚至可將曼

谷市部分地區列為禁區。  

總理盈拉表示，政府無意與示威者對

抗，「我們將遵循國際標準，與示威者

和平談判。」未來主要由警方而非軍

方來控制局勢。  

 反政府示威領導人素貼獲悉政府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表示，政府沒有

理由這麼做，因為他們是和平集會，

沒有武器也沒有製造恐怖活動。他

說，封鎖曼谷示威將照常進行，擔心

違法的人可以回家，但相信將有更多

示威者不會理會緊急狀態或可能的宵

禁等措施。  

 反政府組織「封鎖曼谷」行動是

自 1 月 13 日開始，但從去年 11 月起

的反政府活動不斷，主因是泰國反對

黨民主黨等團體，不滿盈拉政權提出

「特赦法」，想讓她哥哥、前總理塔信

結束流亡返國。  

 特赦法後來雖經上議院否決，但

示威抗議已成形；盈拉在 12月 9日宣

布解散國會，訂今年 2 月 2 日重新改

選，一般預料她幾乎篤定勝選，續任

總理。  

 反政府組織杯葛選舉，要求盈拉

立刻下台，讓他們組成「人民議會」

 進行改革。  

 觀光局表示，由於外交部還未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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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警示燈號升高到可退團費的橙色

警示；依規定已報名參團旅客若不想

去泰國，出發當天解約須賠償全額團

費給旅行社，出發前一天解約，賠償

一半團費。(資料來源: 2014-1-22聯合

報)  

  

駐印度代表處喬遷揭牌 

 駐印度代表處於 2014年 1月 1日

喬遷新德里 Vasant Vihar區，並於硬

體工程悉數完成後，於1月22日由田

大使中光率全體同仁共同揭牌。 

新館舍的總樓地板面積比舊館多

30%且租金相仿，又位於德里第二使

館區的 Vasant Vihar 區，附近停車方

便，使新館機能健全，將對旅印的國

人及洽公印度民眾提供更完善服務。 

田大使表示，辦公區之外，新館舍

擁有寬廣且空間完整的地下室，非常

適合舉辦各類活動，未來將無償提供

我商及社團運用。代表處各組也將規

劃運用場地辦理研討會，以促進我與

印度雙邊經貿、文化和旅遊等面向的

互動，希望好的工作環境帶來好的工

作成效。 

 駐印度代表處新地址為： 34, 

Pashchimi Marg, Vasant Vihar, New 

Delhi 110057。 

 同時，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為配

合駐印度代表處辦公室搬遷，也一併

遷入此新址同址辦公。(資料來源 : 

2014/1/24駐印度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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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加拿大國會議員訪華團第一團(自由

黨國會領袖團)午宴 

 由加拿大聯邦自由黨眾議院領

袖樂布朗(Dominic LeBlanc)眾議員及

參議院領袖柯旺(James Cowan)參議

員共同率領之自由黨國會領袖訪華團

於 103年 1月 18日抵華訪問 6天，成

員另包括馬寇雷(Lawrence MacAulay)

眾議員、佛瑞(George Furey)參議員、

唐伯西(Percy Downe)參議員、艾康

(Mark Eyking)眾議員及凱希 (Sean 

Casey)眾議員，一行含配偶共計 14

人。本團參、眾議員分別來自加拿大

東岸之 New Brunswick、Nova Scotia、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及 Prince 

Edward Island 等海洋省份(Canadian 

Maritimes)，該區亦係自由黨之傳統支

持力量。本團為近年來加拿大聯邦自

由黨國會議員首度組團來訪，由該黨

參眾兩院領袖聯袂擔任共同團長，其

他 5 位參、眾議員均為常任委員會現

任副主席，陣容堅強，值此該黨民調

聲望日隆之際，意義尤其重大。此行

渠等希望對我政治、外交、經貿、文

化、司法、農業、漁業、教育、臺加

及兩岸關係有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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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國會議員訪華團第一團(自由黨國會

領袖團)午宴 

 

伊斯坦堡電子、機械及資通訊出口 

協會訪華團午宴 

由伊斯坦堡電子、機械及資通訊

出口協會副理事長 Dr. Güven Uçkan

率領該會理事於 103年 1月 26日抵華

訪問 4 天，成員包括副理事長 Mr. 

Atilla Eren 、 理 事 Mr. Mehmet 

Kavaklioğlu 、 專 員 Mr. Arda 

Arnavutuglu，一行共計 4人，渠等希

望此行對我經貿發展及文化建設有進

一步瞭解，以利該會籌組訪問團於今

年 5月再度訪華。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於 10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中午 11:30 假台北喜

來登飯店宴請訪賓，外交部亞西及非

洲司李仁隆副司長、土耳其貿易辦事

處代表Mr. Ismet Erikan、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雙邊貿易二組陳文誠組長、新

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金際遠理事

長、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陳

慧君副秘書長、土耳其貿易辦事處經

貿顧問Mr. Fatih Ucar，以及本會劉鳳

卿組長應邀作陪。 

 

 

 

 

     

 

 

伊斯坦堡電子、機械及資通訊出口協會訪華

團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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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3年 1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 月出口 243.1 億美元，較上月減

7.9%，較上年同月減 5.3%。 

（二）進口 

1 月進口 213.4 億美元，較上月減

11.8%，較上年同月亦減 15.2%。 

（三）出入超 

1月出超 29.7億美元，較上月增加 7.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24.6 億美

元。(2014/02/04財政部統計處)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Sep. Oct. Nov. 

GDP 1.48 1.66 - - 

CPI 1.93 0.84 0.64 0.67 

Unemploymen

t rate 
4.24 4.24 4.2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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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2.3 -7.0 -1.5 0.04 

Imports -3.9 -0.7 -2.8 -0.5 

Export orders 1.1 2.0 3.2 0.8 

Industrial 

production 
-0.3 0.6 0.8 -0.1 

Monetary 

aggregate(M2) 
4.17 5.54 5.99 6.05 

Stock Market 7,481 8,193 8,366 8,237 

1 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土耳其自元月一日起加稅 

    土耳其財政部宣布提高包括私人

消費稅(Ö TV)以及增值稅(VAT)等稅

賦 3.93%之稅率。例如車輛課徵之私

人消費稅(Ö TV)將從 40~130%增加至

45~145%，因此購買車輛可能須要多

付出 3000里拉，而市場分析師表示，

購買豪華汽車則須付出更多，以一部

價格為 135,500 里拉之豪華汽車為

例，適用新稅率後價格可能攀升至

145,000里拉，價差達 7~8%。 

    柴油價格亦上升 0.09里拉，在伊

斯坦堡一公升價格創新高為 4.63 里

拉。柴油與汽油(一公升 4.96 里拉)之

間的價差因此大幅縮小。燃料價格上

漲後，土耳其成為主流經濟體

(mainstream economy)中汽油價格最

貴之國家。 

 土耳其政府於上(2013)年 12月 31

日宣布提高最低工資，今(2014)年上

半年度將提升 5%至 846 里拉，並於

下半年度再提升 6%至 891 里拉(428

美元)。(資料來源 :2014/01/06駐土耳

其代表處經濟組)  

 

防金融危機 歐四國納 IMF監督 

 歐債陰影依舊籠罩！為避免再度

發生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IMF）

將丹麥、芬蘭、挪威與波蘭等 4國列

入金融部門定期評估的名單中。IMF

認為，這 4國對國際金融體系影響力

非同小可，須格外關注。 

 IMF在 2010年 9月即列出一份清

單，規定金融業排名前 25的國家，有

義務每隔 5年接受 IMF針對其金融部

門進行評估；在 2008年歐債風暴爆發

前，這項評估屬自願性質。 

 主導「金融部門評估計畫」的德

瑪卡斯解釋，全球金融風暴和歐洲各

政府的公債危機都是前車之鑑，也顯

示這些國家對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

力，遠遠超過其經濟體和金融部門的

規模。挪威、波蘭、丹麥和芬蘭 4國

在歐元區各國 GDP的排名分別為 9、

11、14、15，是前 15名中最後納入評

估的國家。 

 4國之中，IMF已分別於 2010年

和 2013年評估芬蘭和波蘭，丹麥與挪

威則將於 2014年和 2015年接受評

估。除 4國外，其他列入評估的對象

的歐洲國家為奧地利、比利時、法國、

德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

蘭、俄羅斯、西班牙、瑞士與英國。 



  11 / 23 

 

 IMF 的「金融部門評估計畫」

（FSAP）開展於 1999 年，協助接受

評估國家找出其金融體系之優點、風

險與弱點、金融部門績效與總體經濟

間之關係、確定金融部門發展需要及

協助該國主管機關擬定適當之政策與

措施。(資料來源:2014/01/14 台灣醒

報) 

 

大腸桿菌汙染 恆天然回收奶油 

 紐西蘭大廠恆天然乳品集團

(Fonterra)13 日再度面臨產品汙染風

暴，所生產的鮮奶油驗出大腸桿菌(E. 

coli)，迫使恆天然緊急回收近 9,000

瓶在紐西蘭北島販賣的鮮奶油。恆天

然乳品集團高階主管麥克魯 (Peter 

McClure)表示，他不想臆測這些產品

如何受到汙染。 

 不過他告訴紐西蘭廣播電台

(Radio New Zealand)，汙染不太可能

來自農場牛乳，也「幾乎不可能」是

蓄意造成的。 

 這是恆天然產品 18年來首度驗出

大腸桿菌。大腸桿菌出現在人類和動

物糞便中，可能引發感染和類似食物

中毒的症狀。 

 恆天然去年才傳出嬰兒配方奶粉

可能含肉毒桿菌，引發全球大動作回

收產品。儘管事後證實為烏龍事件，

法國食品大廠達能集團(Danone)仍終

止與恆天然的供應合約，並估計當時

的食安危機讓達能集團損失 4 億零

700 萬美元，於上週提告要求賠償。 

(資料來源: 2014-1-14中央社) 

 

法國振興經濟 將減支廢薪資稅 

 法國總統歐蘭德 14日宣布新的經

濟振興方案，計劃在 2017年前大砍公

共支出，並逐步廢除企業貢獻給家庭

福利計畫的薪資稅，減輕企業負擔。

歐蘭德在總統官邸愛麗舍宮舉行的記

者會表示，為回應法國企業領袖的要

求，將解決長期以來的高薪資稅問

題。法國商界不滿政府增稅，警告這

個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將失去與德國

競爭的能力，歐蘭德已努力修補因增

稅而受損的商界關係。 

 歐蘭德表示，在他 2017 年卸任

前，法國企業將無須再負擔每年繳給

家庭福利計畫的 350 億歐元（480 億

美元）稅責，他將以削減政府支出的

方式彌補減稅方案，與先前調高消費

稅、強迫消費者買單的作法不同。歐

蘭德說，今年政府將削減支出 150 億

歐元，並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再大砍

公共支出 500億歐元（680億美元），

這是政府從未做過的。政府將檢視所

有公共支出以達成目標，包括地方政

府的支出在內。 

 另外，歐蘭德也公布協助企業重

拾競爭優勢的多項措施細節，涵蓋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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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本、稅務與法規等多個層面，希

望鼓勵企業增聘人手、加強就業訓練。 

 歐蘭德 2012年 5月上任以來，不

斷仰賴增稅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僅

小幅削減政府支出。法國經濟在這段

期間幾乎停滯，失業率持續攀升。社

會黨的歐蘭德在新年演說允諾加速改

革，縮小公共赤字，振興經濟成長，

並降低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上周法國

標售公債遭遇十年來最冷清的需求，

顯示歐蘭德在誹聞案與疲弱經濟成長

內外夾攻。(資料來源 : 2014/01/16經

濟日報)  

 

亞洲投資氣候 菲進幅高居第 2 

 經濟學人合作網路最近 1 份報

告顯示，菲律賓投資氣候進步程

度高居亞洲第 2 名，但仍然不是

跨國企業屬意的優先投資地點。  

 據經濟學人合作網路（ The 

Economist Corporate Network）所

作 2014 年亞洲商業前景調查，亞

洲投資氣候進步最大的是緬甸，

第 3 名是中國大陸。  

 49.1%的受訪者說，菲律賓投

資氣候正在改善，44%表示沒有改

變，僅 6.4%覺得菲國投資氣候正

在惡化。  

 許多跨國企業的主管認為，菲

國經商環境的改善，可歸因於現

今政權的良好治理。  

 報告指出，「菲國宏觀基礎獲

得強化，菲國成長率目前是區內

最高之一，通貨膨脹率低且穩

定，政府金融狀況健康，貿易差

額亦為順差。總統艾奎諾三世在

打擊貪污、提升透明度及開放政

府的工作上取得進展，這些在過

去一度是令投資者卻步的障礙。」 

雖然如此，只有 25%的受訪公司

願增加對菲投資，45%維持現狀，

另 27%表示無意投資。  

 經濟學人合作網路指出，菲國

投資氣候的大幅進步是低位效應

所致。在世界銀行前一次的「經

商」（Doing Business）報告，菲

國進步的幅度在 189 國當中高居

榜首，但卻只是從 138 名進步到

108 名。  

 中國大陸在投資優先名單中

排名第 1，將近 70%的公司考慮增

加在大陸的投資，隨後依序是印

尼、印度、緬甸和泰國。  

 經濟學人合作網是經濟學人

集團（The Economist Group）旗下

商業諮詢服務提供者，2014 年亞

洲商業前景調查是於去年 12 月針

對亞太地區約 500 家公司所做，

有 300 家以上完成了問卷。 (資料

來源 : 2014-1-19 中央社 ) 

 

全球智慧手機 韓廠將佔逾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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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週一出爐的統計數據顯

示，今年第一季南韓二大科技巨

擘三星與樂金電子在全球智慧手

機的合計市佔將衝上紀錄新高，

拉大與美國與中國競爭對手之間

的差距。  

  根據「韓聯社」（Yonhap）

報導，市場研究機構策略分析公

司（ Strategy Analytics）數據顯

示，今年第一季三星電子公司

（Samsung Electronics Co.）與樂

金電子（LG Electronics）將分別

囊括 36.2%與 5.9%市佔，這將是

三星與樂金的合計市佔率首度超

過四成。三星與樂金去年第 4 季

的合計市佔率達 36.2%。  

  策略分析公司指出，三星身

為 全 球 製 造 手 機 龍 頭 ， 靠 著

Galaxy 系列手機與 Note 系列手機

平板，將持續在市場上稱王。  

  樂金為迎頭趕上國內外的競

爭對手，去年相繼推出系列頂尖

智慧手機，其中包括 LG G2 等。  

三星與樂金去年稍晚也不約而同

的推出劃時代的曲面智慧手機。  

去年第 4季拿下全球 18.6%市佔的

蘋果（Apple），預料今年第 1 季

市佔恐退步至 17%。  

  然而，市場觀察家表示，蘋

果今年第 4 季市佔有望反彈，屆

時蘋果將推出新的旗艦機。  

大陸智慧手機業者，包括華為、

聯想集團（LenovoGroup）與中興

通訊預料第一季的市佔將不到

5%。 (資料來源 : 2014/01/20 中央

社 ) 

 

GCC目前營建工程計畫 總金額達 

1兆 3千億美元 

 2013 年 GCC 國家營建工程市場

總金額達 590億美元，係自 2008年以

來最高金額。MEED Insight指出，由

於阿聯、沙烏地與卡達等國經濟及人

口成長以及高油價等因素，營建工程

計畫已成為 GCC 各種計畫中最重要

的一環。各會員國投入數百億美元，

以提升或新建各項公共設施。 

  據估算，目前存在之營建工程計

畫總額已超過 1 兆 3 千萬美元，其中

執行中計畫約達 9,350 億美元，810

億美元正進行招標中，2,110億美元在

設計階段，另有 1,360 億美元仍處於

研究階段。 

 沙烏地係區域內最大營建工程市

場，目前約有 810 億美元工程在興建

中，阿聯約 660 億，卡達約 320 億。

科威特、阿曼及巴林等市場規模相對

較小。 

  MEED Insight預測 2014年 GCC

各會員國之營建業市場發展各異，惟

受惠於杜拜房地產勃蓬發展，以及即

將舉辦 2020世界博覽會等因素，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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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仍可達 680 億美元。(資料

來源 :2014/01/21 MEED Insight) 

 

大選年 印尼預期投資成長減緩  

 隨著大選年，企業可能按兵不

動，印尼預期今年投資將減緩，對已

窮於應付疲軟的成長和經常帳逆差的

印尼經濟提供較少的提振。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Indonesia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主席

席雷格（Mahendra Siregar）今天說，

預期 2014 年全部投資額將成長

15%，達到約 456 兆印尼盾（380 億

美元），去年是成長 27.3%。他說，

去年的投資總額創 2010年以來高點。 

 國際貨幣基金（IMF）去年 12 月

16日在年度評估中預測，投資減緩、

外部需求疲弱和利率升高意味今年和

明年印尼的經濟成長率將減緩到 5%

到 5.5%之間。 

 印尼目前正依賴投資彌補搖搖欲

墜的出口，因為印尼尋求縮小經常帳

逆差導致印尼盾去年成為亞洲貨幣中

表現最差的貨幣。 

 渣打集團（Standard Chartered Plc）

經 濟 師 蘇 甘 地 （ Eric Alexander 

Sugandi）說：「今年上半年，投資可

能減緩，因為投資人對投資印尼將等

等看，直到他們知道誰將是勝選者。」

他指的是預定今年 7月舉行的大選。 

 根據印尼當地銀行報價，台北時

間下午 1 時 3 分，印尼盾兌美元貶值

0.1%，成為 12125盾。印尼盾去年計

貶 21%。(資料來源:2014/01/21 中央

社) 

 

巴西外商直接投資排名退後  

 聯 合 國 貿 易 暨 發 展 會 議

（UNCTAD）報告顯示，2013年巴西

外商直接投資（FDI）比上年減少

3.9%，達 630億美元，世界排名第 7。 

2012年巴西外商直接投資達 650億美

元，世界排名第 5。 

 報告指出，去年巴西外商直接投

資金額減少的事實不足為懼，因為近

幾年巴西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資都創

下歷史新高。 

 2013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比上年

提高 11%，達 1.461兆美元，接近 2008

年金融危機前的平均金額；金磚國家

在其中占比為 22%，比上年提高 21%。 

 拉丁美洲的外商直接投資比 2012

年提高 17%；南美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減少 2.3%，主要是被巴

西、阿根廷（減 13%）和巴拉圭（減

32%）拉低。 

 UNCTAD 預測，2014 年與 2015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可望持續成長，

分別達 1.6 兆美元與 1.8 兆美元。（資

料來源: 2014/01/28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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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逐漸復甦！大馬經濟院： 

今年 GDP可望達 5.5%  

根據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 (Malays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MIER) 

最新報告指出，大馬今年財政預算整

頓，因此經濟成長率有望達到 5.5%。 

 《The Star Online》報導，大馬經

研院表示，全球經濟有強勢復甦跡

象，故外部需求部分有望向上成長，

即便如此全球經濟仍存在風險，如資

本流動波動性仍高與已開發國家通貨

緊縮危機尚未解除，故須多加關注。 

 大馬經研院指出，放眼 2015 年

實質 GDP 成長率可望穩健上升，預

估區間將落在 5.5 至 6%。 

 而在內部因素方面，若能確實改

善經濟效率與創新性，特別是在產品

競爭力與服務產業部分須著手加強，

此外增強勞動市場的彈性與提高生產

力，再加上改善資源分配不均狀況，

馬來西亞經濟一定能大舉向前(資料

來源:2014/01/28 鉅亨網)   

 

  印度對 180國開放落地簽  

   最快今年 9 月開始，台灣民眾

赴印度旅遊可能不必跑一趟「印度－

台北協會(India-Taipei Association)」

遞件申請簽證。為促進觀光產業發

展，印度政府 5日決定，一口氣對 180

國觀光客實施落地簽證措施。 

  印度目前對芬蘭、日本、盧森堡、

紐西蘭、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菲

律賓、寮國、緬甸、印尼共 11國的觀

光客實施落地簽政策。 

  印度媒體今天(6日)報導，計畫委

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5 日召集

會議作成上述決定。報導引述國會事

務與計畫部政務次長舒克拉 (Rajiv 

Shukla)說，實施落地簽證的新增名單

原先提案只開放 40國，現在則決定一

口氣增加到 180 國，對印度的觀光業

將是一項重大突破。 

  目前台灣民眾申請印度旅遊簽證

時，在線上填寫申請表後，必須前往

印度－台北協會遞交申請資料並繳

費。 

  報導指出，相關國家的旅客未來

只須在入境至少 3 天之前，線上申請

電 子 旅 遊 授 權 (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ETA)並繳費，入境時再

經生物特徵辨識，就可取得 30天效期

的簽證。可能 9 月上路的這項措施將

在 26個機場實施，但這種簽證不可延

簽。 

  報導說，包括巴基斯坦、蘇丹、

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奈及利亞、

索馬利亞、斯里蘭卡共 8 國的觀光

客，仍須透過當地印度大使館申請簽

證。 

  據估計，2017年印度觀光產業產

值可達 428 億美元，較 2007 年增加

42%。（資料來源: 2014/02/06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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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放手 本幣大貶 19%  

 哈薩克央行放任本幣出現 2009年

以來最大貶幅，與此同時，俄羅斯盧

布走弱連同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購債減碼，促使新興市場資金

竄逃。 

 哈薩克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哈薩克央行）今天在

電郵聲明稿中宣布，本幣兌美元匯價

將在 185 堅戈（tenge），浮動區間為

升貶 3 堅戈。從目標中點推算，這意

味著堅戈大貶 19%。 

 哈薩克央行在聲明中指出，在俄

羅斯央行朝自由浮動邁進之際，哈薩

克與美元與歐元一同當作儲備貨幣的

盧布，今年兌美元已貶值 5.5%，使堅

戈承受更大的壓力。 

 歐薩科夫斯基表示，哈薩克央行

有能力讓堅戈保持在先前水準。他原

先預測今年底堅戈兌美元將貶至 160

堅戈。根據聲明內容，哈薩克央行原

本把堅戈撐在 145-155堅戈兌 1美元。 

 哈薩克央行主席克林貝多夫

（Kairat Kelimbetov）今天向媒體記者

表示，他昨晚得知讓本幣貶值的決

定。他說，哈薩克央行有足夠資金支

撐新匯率，並將持續平抑堅戈的劇烈

波動。(資料來源: 2014/02/11中央社) 

 

中美洲經濟可望年成長 3.9%  

 中美洲經濟統合體（SIECA）祕

書處昨天宣布，預估今年中美洲整體

經濟成長可望達到 3.9%，比去年

（2013）略降 0.01%。 

 SIECA 在瓜地馬拉市總部發布

「2014年中美洲經濟展望」報告，預

測中美洲地區今年可維持 3.9%的成

長率，並平穩的邁向 2015年。 

 報告中指出，中美洲服務和產品

外銷的主要市場─先進經濟體，今年

的需求將更形暢旺，成長率將從 2013

年的 1.4%，提升到 3.4%至 4.1%之間。 

 根據這份報告，中美洲各國中，

以巴拿馬和尼加拉瓜的經濟情勢最為

看好，預估成長率分別可達 6.9%和

4%。哥斯大黎加和瓜地馬拉的國內生

產將提升，預估成長率可分別達到

3.8%和 3.4%，而宏都拉斯也可維持穩

定成長。 

 報告中被列為情況不佳的國家是

薩爾瓦多，SIECA祕書處預測薩國經

濟將「觸礁」，2014 年成長率可能僅

達 1.6%，2015年也只有 1.7%。(資料

來源:2014/02/19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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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第 28屆亞太商工總會會員大會 

籌備會議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張監事孝威

及馮顧問寄台代表本會出席 1 月 13

日假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之第 28 屆

亞太商工總會會員大會籌備會議，會



  17 / 23 

 

中討論第 28屆大會主題、場地、議題

等相關事務，決議第 28屆亞太商工總

會將於 9 月 17 日至 19 日於吉隆坡會

議中心舉行，由馬來西亞國際商工總

會主辦、馬來西亞商工總會協辦，大

會主題為”邁向 2020：亞太地區為永

續成長引擎”，討論議題包括”後QE

時代挑戰 :貿易自由化及區域整

合”、”亞太區域服務業:支持中小企

業成長及創業”及”推動綠色經濟成

長:為永續成長運用天然資源”。另籌

備會議中順利通過本會辜副理事長請

辭該會副會長乙職，由本會顧問馮寄

台大使接任，繼續執行副會長職權，

共同推動區域內經貿整合暨產業合

作，以促進亞太經濟永續成長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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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積 36,193平方公里 人口 2,335萬人 (9/2013) 

首都 台北 首都人口 268萬人 (9/2013) 

國慶日 10月 10日 電話國碼 886 

幣制 新台幣 匯率 US$1=NT$ 29.62 (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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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億美元 

(102年度預估) 

經濟成長率 2.19% (102年概估) 

平均國民所得 
US$20,984  

(102年度預估)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0.3% (102年 12月) 

0.8%(102年 1-12月) 

失業率 
4.1% (102年 12月) 

4.2% (102年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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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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月為 243.1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少 5.3%) 

 

2013年 1~12月為 3,054.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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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月為 213.4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15.2%) 

 

2013年 1~12月為 2,700.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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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億美元(至 2014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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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億 3,226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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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億 3,345萬美元 (2013) 

外人直接投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存量: 1,263億美元 (2013累計) 

流入量: 49.3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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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統計處、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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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3年年度暫訂計畫  
非歐洲地區（亞太、非洲、拉美、南亞、中東） 

2014/02/20 

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  1月 12-14日 亞太商工總會大會預備會議 吉隆坡 

2.  2月 26-28日 西非地區商務論壇暨貿洽會 瓦加杜古 

3.  3月 1-4日 第 3屆台奈（及利亞）經濟聯席會議 拉哥斯 

4.  3月 5-8日 第 1屆台茅（利塔尼亞）經濟聯席會議 諾克少 

5.  3月 28日 第 2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6.  3-6月 第 3屆台沙（烏地阿拉伯）經濟聯席會議  利雅德 

7.  3-6月 第 1屆台科（科威特）經濟聯席會議 科威特 

8.  4月 8-12日 第 12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9.  5月 18-25日 第 6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特拉維夫 

10.  5月 30日 第 19屆台印尼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1.  5-6月 第 1屆台斯（里蘭卡）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2.  5-7月 第 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市 

13.  5-7月 第 4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波哥大市 

14.  5-7月 第 10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聖地牙哥市 

15.  5-7月 第 11屆台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亞松森 

16.  5-9月 第 14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新德里 

17.  6月或 9月 第 13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烏蘭巴托 

18.  7月 緬甸高層多功能訪問團 仰光 

19.  7-11月 第 5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0.  8月 第 24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曼谷 

21.  8月 第 2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22.  8-12月 第 12屆台秘（魯）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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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3.  8-12月 第 12屆台巴（西）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4.  8-12月 太平洋聯盟商機研討會     8-12月 台北 

25.  9月 17-19日 亞太商工總會第 28屆會員大會 吉隆坡 

26.  9-10月 第 39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7.  9-10月 第 21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28.  9-11月 第 28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9.  9-11月 第 1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9-11 太子港 

30.  9-11月 第 1屆台貝（里斯）經濟聯席會議  貝里斯市 

31.  9-11月 第 19屆台墨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市 

32.  10月 第 23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3.  11-12月 第 15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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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3年年度暫訂計畫 
歐洲地區 

 

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  3月 4日 俄羅斯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2.  3月 25日 芬蘭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3.  4-10月 第 3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4.  4月 15日 羅馬尼亞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5.  5月 6日 第 5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6.  5月 7日 第 16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布魯塞爾 

7.  5月 12-14日 第 2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奧斯陸 

8.  5月 19日  第 5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莫斯科 

9.  5月 19日 第 16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倫敦 

10.  5月 21日 第 1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都柏林 

11.  5月 22-23日 赴哈薩克參訪 阿斯塔那 

12.  6月 2-3日 赴馬爾他經貿參訪 瓦萊塔 

13.  6月 4-6日 第 13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14.  6月11日待確認 第 21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巴黎 

15.  6月 18-20日 第 11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6.  6月 24日 第 21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7.  8月 12日 土耳其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18.  9月 16日  第 14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柏林 

19.  9月 18日  第 7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盧森堡 

20.  9月 30日  第 3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塔林 

21.  10月 2-3日 赴立陶宛參訪  維爾紐斯 

22.  10月 4-5日 赴阿爾巴尼亞參訪 地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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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3.  10月 20日  第 7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維也納 

24.  10月 23日 第 1屆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  哥本哈根 

25.  11月 4日  第 12屆台斯(洛伐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提斯拉瓦 

26.  11月 6日  第 1屆台馬(其頓)經濟合作會議 史高比耶 

27.  11月 8日 赴科索沃參訪 普里斯提納 

28.  11月 11-13日  第 30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