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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歐美學者：兩岸服貿協議很重要 

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群眾占據立

法院，引起國內外矚目，歐美學者表

示，服貿協議攸關台灣未來經濟發

展，更關係著台灣能否融入區域整

合，「台灣可贏得繁榮，為何選擇遲

滯？」 

美國「印度、中國暨美國研究所」

（India, China& America Institute）國

際商業研究總監史坦巴克（Dan 

Steinbock ）， 專 精 東 南 亞 國 協

（ASEAN）與兩岸政經情勢。他不解

台灣明明有很好的條件，卻反其道而

行，「當一個國家可以贏得繁榮，為何

選擇遲滯不前？」 

史坦巴克以區域整合的觀點，分

析服貿協議對台灣的重要性指出，當

前情況十分迫切，亞洲的經濟整合正

加速進展，不論是美國主導的 TPP，

以及中國大陸參與的 RCEP，加上東

南亞國家協會(ASEAN)，台灣需要更

融入整合，絕非反其道而行。 

因兩岸已簽訂 ECFA，台灣又在

去年與新加坡和紐西蘭，分別簽署經

濟夥伴與經濟合作協定，是否意味著

台灣無需服貿協議，仍可與其他國家

發展更緊密經貿關係？ 

史坦巴克指出，答案很簡單：不

可能，因 WTO 主張的多邊貿易協商

遲無進展，台灣需要更融入區域整

合，才能鞏固和平與安全，促進經濟

成長與繁榮。 

他說，為了維持台灣既有的戰略

實力，台灣必須接受新的貿易協定，

何況台灣是依靠出口導向的成長而樹

立經濟發展典範，有鑑於此，服貿協

議對於確保及發展台灣的競爭優勢，

非常關鍵。 

位於歐洲聯盟總部比利時布魯塞

爾的「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y, BICCS）資深研究員傅立

門（Duncan Freeman）則告訴中央社

記者，服貿協議有助於台灣企業拓展

大陸市場版圖。 

他說，全球關注經貿的焦點，正

逐漸由商品貿易轉移至服務業貿易，

不僅在兩岸，世界各地也是如此，而

服貿協議可增加兩岸之間的相互依存

並開拓更多契機，即使台灣可能更依

賴大陸市場，但台灣企業可藉由進軍

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的通路增加而受

惠。 

因占據立院的群眾主張退回服貿協

議，不過傅立門提醒，不利於台灣的

經貿發展。他分析，經由 WTO 建構

全球性的協定，是促成經貿發展的最

有效方式，但當前可能性遙不可及，



  2 / 26 

 

沒有簽署雙邊協議，經貿不可能發

展，特別是身處像亞洲這樣新興蓬勃

發展的地區。（資料來源：2014/03/22

中央社） 

 

台灣商業總會表態支持通過 

《服貿協議》 

台灣 50 種相關產業業者認為會

受到影響，但整體來說服貿協議對台

灣是利大於弊。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爆台灣

社會激烈論戰，其中利弊得失，眾說

紛紜。由於服貿協議開放的產業幾乎

都是「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商總）」

會員，高達 85%，因此商總 3 月 26

日召開記者會，由業者出面說分明。 

商總旗下有 122個公會，超過 10

萬家業者。商總這次邀請 50種相關產

業業者現身說法，包括美髮美容、洗

衣、餐飲業、小客車租賃、醫療照護、

攝影、計算機信息、金融、輪船海運

等 50 位公會理事長。其中，美髮美

容、洗衣、小客車租賃業被指為可能

受創最深。 

幾乎所有業者都認為，即使他們

可能受到影響，但服貿協議整體來說

是利大於弊。 

反服貿人士說，中國大陸企業登

台會讓台灣 85萬家店關門，400萬勞

工失業，連洗頭、洗衣都找不到工作。 

但是，產業界提出反駁。洗衣公

會、美容公會指出，台灣沒有一家店

會因中國大陸企業登台就關門、失

業；相反地，透過服貿協議，台灣才

能藉大陸當平台，走出去迎接挑戰。 

美容美髮業：女子美容公會副理

事長陳清庚表示，台灣現有 20萬家美

容美髮業、80萬名從業人員，但很少

有人反對服貿協議，主要是台灣相關

的技術與教育優於中國大陸，不會擔

心大陸人來台灣開店競爭。 

陳清庚指出，台灣美容美髮業已

呈飽和，台灣人口只有 2300萬人，中

國大陸卻有 15億人，到中國大陸經營

發廊的生意都很好。他說，服貿協議

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心人製造紛爭。 

洗衣業：洗衣公會理事長王為模

表示，台灣的洗衣技術和原料是世界

一流，不怕中國大陸來競爭。 

王為模指出，台灣洗衣業技術與

洗衣原料是世界第一，並且成功研發

環保洗衣，連中國大陸都想來學習。

世界及中國大陸市場這麼大，為何不

讓業者走出去。 

王為模並且要求政府，未來應嚴

格審查中國大陸資金來台，且因大陸

人士不能報考證照，未來洗衣店雇用

員工，應具備洗衣技術士證照，以保

障台灣就業機會。 

汽車材料公會理事長辛宗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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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國大陸汽車零組件質量沒有台

灣好，藉由服貿協議，未來台灣零組

件可以賣到全世界，有利產業發展。 

就業機會增加：商總理事長賴正

鎰表示，兩岸開放 25年來，台灣至中

國大陸投資約 3000億美元，大陸來台

只有 8 億美元，在台資出走、陸資來

台投資還有成長空間的情況下，實在

不必擔心會有多少中國大陸企業或勞

工來搶台灣人的飯碗。 

賴正鎰認為，服貿協議將增加台

灣的就業機會，他相信年輕人的薪水

能在 3 至 5 年內從 22000 新台幣提升

至 50000元。 

針對服貿協議引發抗爭、導致社

會不安，賴正鎰也代表商總提出建

言，包括呈請馬英九總統主動化解爭

議、逐條審查服貿協議並在 1 個月內

完成並通過、呈請政府針對受影響業

者提出明確配套措施、朝野放棄己見

一起為台灣未來打拼。（資料來源：

2014/03/26 BBC中文網） 

 

張安平：服貿對 9成產業正面 

工商協進會副理事長張安平今天

表示，服貿對台灣 90%以上產業是正

面的，抗爭延燒對台灣民主修養、工

商界的發展都造成很大傷害。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爭

議，學生持續占據立法院，並有部分

人士主張罷工、罷課，52個工商團體

今天召開聯合記者會，呼籲全國各界

應「相忍為國、冷靜對話、凝聚共識、

發展國家經濟」，讓服貿爭議解套。 

張安平指出，原本溝通是由政府

單位負責，但這次工商業不得不出來

講，尤其最近自己香港、新加坡和日

本等海外朋友，都高度關切後續發展。 

他說，這次服貿事件，對台灣的

傷害很大，不止是民主本身的修養，

連工商界的發展都造成傷害。 

張安平指出，世界經濟是走向開

放性的經濟，國內市場勢必要對外開

放，開放中一定會有產業受到損傷，

政府的責任就是要輔導，幫助受傷的

產業。 

他指出，不能因為會有部分產業

受傷，就讓國內市場不開放，造成其

他產業不能參與國際貿易體制，讓台

灣的貨品、服務受到差別待遇，負擔

更高的出口稅率，以致弱化競爭力。 

張安平強調，服貿對台灣 90%以上產

業是正面的，「不能因為 10%受傷產

業，放棄 90%的產業」。（資料來源：

2014/03/25中央社） 

 

特別報導 

台灣年輕人拼創意 美國創新中心來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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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與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合

作，共同設置了美國創新中心。 

美國創新中心 1月 16日開幕，其

初衷是創造一個能夠讓年輕人自由使

用的新數位經濟的活動中心。歐洲已

有四個地方設立美國創新中心。台北

是亞洲第一個除配備有電腦、3D列表

機、掃描器、多媒體裝置、書籍、DVD

和線上資料庫，也具有舉辦講座、工

作坊和 DIY等各種活動的能力，同時

也提供以「創新、創業、數位、文化

與設計」為四大主軸的課程。 

美國創新中心是由美國在台協會

爭取美國國務院所提供的種子經費，

利用這筆經費購買必要設備，並與台

灣創意設計中心合作，由後者籌備人

員與場地，地點在原本是菸草倉庫的

松山文創園區。 

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組長周

書龍（Joe Bookbinder）表示：「台灣

是個生氣蓬勃的民主社會，人才輩

出，創意旺盛，台北更有許多教育良

好而技術嫻熟的居民，他們可以充分

利用美國創新中心，並且受益無窮。」

此外，他指出，台北已獲選為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這反映出台灣近年

大力推廣設計與創新的成果。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副執行長林鑫

保說：「這個中心提供一個平台，讓台

灣的設計師能連結美國的領先科技。」

除了展示美國的科技之外，這個中心

也提供一個場所使年輕人能讓他們的

英語更進步，取得有關美國的資訊，

以及接觸藝術與設計專家。美國以科

技導向的公司如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BM）、微軟公司 （Microsoft）、電

子海灣公司（eBay）和 3D 設計軟體

專業業者歐特克公司（Autodesk）也

開始參與，並承諾在今後的幾個月提

供課程、舉辦研討會或派專家來授課

或演講。 

美國創新中心開放時間為每星期二至

星期六下午 1 時至 5 時。為確保能使

用各項設備，建議訪客先電話預約：

電話 2745-8199轉分機 678。（資料來

源：美國在台商會） 

 

印度與大陸展開戰略經濟對話 

印度與中國大陸第三次戰略經濟

對話 3月 18日在北京召開。雙方將在

鐵路和資通訊科技等方面加強合作。

印方也再度提出貿易失衡的老問題，

要求陸方提供更大的巿場准入。 

印度計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艾魯

瓦利(Montek Singh Ahluwalia)、中國

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

史共同主持對話。 

印度外交部公布艾魯瓦利今天開

幕致詞時說，鐵路現代化是印度的重

要目標。兩國已在鐵路方面達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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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改造、提升印度客運火車車速、

重載貨運 3項具體合作建議。 

「印度新聞信託社」(Press Trust 

of India)今天發自北京報導引述官員

說，兩國聚焦討論如何合作改善印度

現有軌道，以增加火車行駛速度。但

相關討論集中在高速軌道方面，並不

是中國大陸已經發展的高鐵。 

艾魯瓦利還說，兩國資通訊科技

合作向來被視為擁有巨大潛力，本次

對話已就兩國在這方面的合作達成協

議。另外，兩國正探討中國大陸在印

度設立工業園區，以鼓勵陸資企業形

成產業聚落的可能性。他說，印方將

在選址方面跟陸方積極主動合作。 

兩國設定 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 1

千億美元的目標。儘管貿易顯著擴

張，但是艾魯瓦利不忘提出貿易失衡

的問題。他說，過去 3 年印度對中國

大陸的貿易逆差每年都超過 350 億美

元，「希望中國政府協助，給我們的出

口提供更大巿場准入，使 1 千億美元

的目標能在更平衡的情況下達成」。 

中國大陸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10 年 12 月訪新德里，與印度總理

曼莫漢(Manmohan Singh)達成建立戰

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共識，首次會議

2011 年 9 月 26 日在北京舉行，第二

次會議 2012年 11月 26日在新德里召

開。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預定

3月 19日接見艾魯瓦利。（資料來源： 

2014/3/18中央社） 

新興國投資疲軟 亞洲最慘 

華爾街日報 26日報導，新興市場

的資本支出落後已開發市場，亞洲的

情況尤其嚴重，可能導致許多國家的

成長展望受挫。 

根據Markit和摩根大通調查，全

球資本財支出約莫一年前開始回升，

此後持續穩步增長。其中，歐、美、

日等國因需求攀升與金融情勢改善，

促使企業掀起投資潮，但新興市場投

資前景卻籠罩陰霾。 

摩根士丹利 25 日在報告中預

估，今年日本與中國除外的亞洲地區

資本財支出將小幅成長 2.1%，幾乎和

去年持平，也遠不及 2003 至 2007 年

間的平均值 9.7%。 

報告指出，今年 1 到 2 月中國固

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年比降到 17.9%，

遠不及去年 8 月創下的高峰 21.4%。

亞洲其他地區投資支出更疲弱，去年

印尼、印度、南韓與新加坡的資本財

支出，與一年前相比都下滑。 

亞洲企業一直不樂於擴張事業，

部分可歸咎於工業國需求萎靡。受出

口疲軟與近年來過度投資影響，許多

亞洲工廠已開始出現閒置產能，美國

聯準會逐漸收回債券收購計畫，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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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利率走升，則使企業支出展望更

加黯淡。 

大摩預期，今年工業國對亞洲出

口品需求將會攀升，但仍不足以彌補

亞洲工廠低落的產能利用率。而美國

的經濟復甦多半由投資而非消費支

撐，無助於提振亞洲出口導向經濟體。 

大摩指出，印尼和印度等國家可

藉由結構性改革改善經商環境，達到

提振投資的目標。中國則打算提升製

造業價值鏈，並開始發展服務業。 

投資環境慘淡可能衝擊亞洲的經

濟成長率。國際貨幣基金（IMF）預

測，今年東南亞成長率將可能減緩到

5.1%，不如 2012 年的 6.2%；反觀已

開發經濟體成長率將躍升 2.2%，超越

2012 年的 1.4%。  （資料來源：

2014/03/27 經濟日報） 

 

韓國半導體生產額於全球市場占有率

首度贏過日本 

此間媒體引用韓國產業通商資源

部及半導體市場調查機關之統計報

導，2013年韓國半導體產業之生產額

高達 515億 1600萬美元，於全球市場

之占有率達 16.2%，首度贏過日本之

434億 3200萬美元，占有率 13.7%，

晉升為全球第 2位。 

據指出，韓國半導體產業之生產

額於 2010年為 437億 2400萬美元(於

全球市場占有率為 14.2%)、2011年為

430 億 3800 萬美元(13.9%)、2012 年

446 億 1500 萬美元(14.7%)，年年成

長。反之，日本半導體業之生產額於

2010 年為 624 億 5800 萬美元

(20.3%)、2011 年 574 億 3100 萬美元

(18.5%)、2012 年 528 億 9000 萬美元

(17.5)，逐年減少。 

去年半導體生產額居全球首位之

國家為美國 1666 億 5100 萬美元，占

有率高達 52.4%，其次為韓國、日本。

韓國產業資源通商部相關人員說明，

韓國半導體生產額首度贏過日本，晉

升為全球第 2 位，主要原因係隨記憶

半導體市場大幅成長及移動通訊半導

體競爭力之提升。（資料來源：

2014/3/24韓國新聞） 

 

我今年GDP增至 2.88% 

經濟「險中前進」 

元大寶華昨天調高對今年台灣最

新經濟成長（GDP）率預測值為

2.88%，較前次預估上修 0.16 個百分

點，高於主計總處 2 月中旬預估的

2.82%，但是仍然未能「保 3」。 

元大寶華董事長梁國源表示，國

內經濟會成長，但不可能是強勁成

長，台灣經濟還未脫離「貧血式成

長」，今年台灣經濟還是「險中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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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下降、勞動參與率上升，

實質薪資恢復成長，因此帶動民間消

費回溫，民間消費成長預測值上修至

2.21%。今年廠商投資規模略高於去

年，且出口緩步改善帶動民間投資回

溫，民間投資成長上修至 3.81%。輸

出成長則受惠整體國際情勢改善，上

修至 4.42%。 

梁國源解釋，調高 GDP成長率主

因海關上調去年第四季出口金額，顯

見出口改善。他說，主要國際機構皆

上修全球景氣預測，對台灣有利，國

內民間消費也比預期強勁，「經濟復甦

已經不是無止境的期盼」。 

不過，梁國源指出，國際景氣改

善雖帶動台灣經濟，但新興市場成長

動能減弱，不利出口導向且市場側重

於新興國家的台灣。 

他說，台灣主要出口地區的貿易

成長與經濟成長都不如 IMF（國際貨

幣基金）對全世界貿易量與經濟成長

率的平均值，這從今年 1、2月國內出

口不如預期就可看出端倪。也就是

說，各界看好全球景氣，「理應」會帶

動台灣，但是否真的會帶動，尚有待

觀察。 

況且，中國大陸出口產品結構升級，

兩岸出口互補性逐年降低，競爭對手

國積極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影響我出

口，加上實質薪資雖成長但漲幅有

限，限縮民間消費成長，這也是 GDP

成長率預測值仍無法「保 3」的原因。

（資料來源：2014/03/27聯合報） 

 

習近平訪法 兩國簽逾百億歐元經貿

協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續法國之

行，周三（26日）抵達巴黎，與總統

奧朗德舉行會談。兩國同時簽訂約 50

項商貿協議，涵蓋核能，航空及農業

等領域，總值達到 180 億歐元。協議

中包括空中客車公司將向中國出售

70架客機，以及由兩國合作生產 1000

架新一代直升機。 

中國東風汽車將投資 8 億歐元挽

救法國瀕破產的標緻汽車。這次訪問

是習近平出任國家主席之後首次出訪

法國。習近平早前由里昂轉抵首都巴

黎，法國總統奧朗德在榮軍院舉行歡

迎儀式，兩人並一起檢閱儀仗隊。 

兩位領導人隨後在愛麗舍宮舉行

會談，討論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

題。法國希望與中國加強經貿合作，

縮小兩國貿易逆差，改善法國國內經

濟。雙方同意將發展中法關係作為各

自外交優先取向。習近平與奧朗德還

談及烏克蘭、敘利亞和伊朗核問題等。 

習近平 25 日首先抵達法國城市里昂

訪問。中方選里昂作為習近平到訪首

站，因為里昂與中國有歷史淵源。當

地是中國絲綢產品在歐洲的集散中

心，同時是上世紀初率先接納中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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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城市，更重要是早年留法學生

中，包括了周恩來和鄧小平。習近平

到訪里昂中法學院，該學院前身叫中

法大學，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著

名翻譯家戴望舒等大批中國名人曾在

此就讀。習近平還參觀了里昂梅裏埃

生物研究中心，該中心是中法合作重

點。(資料來源：2014/3/26 BBC中文

網) 

 

搶先英國 德打造人民幣交易中心 

德國金融重鎮法蘭克福欲打造歐

洲第一個人民幣支付交易中心，比英

國搶先一步與中國大陸簽署人民幣清

算與結算協議。\根據不願具名消息人

士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3月 28

日將訪問柏林會晤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屆時德國央行與中

國人民銀行有望簽署瞭解備忘錄

（MOU）。 

大陸經濟規模高達 9 兆美元，大

陸正放鬆對匯率的掌控，引爆歐洲各

大城市爭相打造人民幣交易樞紐。根

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指出，人民幣去

年 10月取代歐元，躍居全球第二大貿

易融資貨幣。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歐之旅 3

月 27 日到達法國巴黎，巴黎與盧森

堡，以及倫敦、新加坡和台灣都在拚

搶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地位。 

中國工商銀行法蘭克福分行總經

理陳菲表示：「法蘭克福有機會出線，

成為人民幣交易中心，因歐洲中央銀

行落腳法蘭克福。同時大陸 5 大銀行

在法蘭克福都有分行」。除工商銀行

外，大陸 5 大銀行還包括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農業銀行與中國建設銀

行。（資料來源： 2014/03/28中央社） 

 

我國與印度簽署「貨品暫准通關證協

定」及執行該制度議定書自 103年 4

月 1日生效 

財政部表示，我國駐印度臺北經

濟文化中心與駐臺北印度-臺北協會

簽署「駐印度臺北經濟文化中心與駐

臺 北 印 度 - 臺 北 協 會 間 關 於

TAITRA/FICCI 貨品暫准通關證協

定」，並於本（103）年 4月 1日生效，

雙方海關透過該協定之實施，可簡化

供展覽會、國際商展或會議或類似活

動陳列或使用之貨品進出口通關手

續，提升通關作業便利性，降低通關

成本，並大幅增加臺印度雙邊之商務

往來及文化交流，有助於擴大雙邊經

貿關係。 

我國與印度之貨品暫准通關證協

定，係於去（102）年 3 月 20 日由我

國駐印度臺北經濟文化中心田代表中

光與駐臺北印度-臺北協會羅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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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棟（Pradeep Rawat）在印度新德里

代表雙方政府簽署，嗣經雙方各自完

成國內法定程序及相互通知後，於本

年 4 月 1 日生效。簽署協定當日並由

中 華 民 國 對 外 貿 易 發 展 協 會

（TAITRA）與印度商工總會（FICCI）

簽署該協定之「執行議定書」，規範

各項執行面之工作，雙方預計於本年

5 月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後，可正式開

辦。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國際貨品暫

准通關證制度（通稱 ATA Carnet），

是在特定目的下，為使日後需以原貨

再復運出口之特定貨品，可於締約國

間暫時免稅快速進口通關制度。其最

大作用，就是以該通關證代替貨品進

口報關文件，准許通關證之持證人於

攜帶商業樣品、專門職業器材及展覽

品進出一國國境時，免辦理進出口通

關繳押等繁複手續，對於往來國際間

作短暫停留之商業人士、專業人員等

相當便利。 

我國自 79 年實施這項制度以

來，依據我國海關及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統計數據，我國內外廠商

使用貨品暫准通關證之件數及進出口

金額逐年增加成長，99年至 102年，

總計使用暫准通關證進口及出口件數

分別為 6,873 件及 938 件；進口及出

口金額分別為新臺幣 1,136 億元及

76.84億元。 

財政部並表示，印度是繼歐盟、美

國、日本、韓國、紐西蘭與澳大利亞

等國家後，第 43個與我國簽署貨品暫

准通關證協定之國家，為提升雙邊實

質關係再添新頁，未來仍將繼續積極

與其他國家洽簽有關貿易便捷化之協

定，以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在關務及

貿易上建立良好合作。(資料來源：

2014/4/ 1 財政部新聞稿) 

 

接待重要外賓 

澳洲雪梨大學Michael Spence校長等

人拜會本會王鍾渝理事長 

澳洲雪梨大學Michael Spence校長、

中國研究所中心 Kerry Brown主任及

校長辦公室 Sandra Meiras 國際事務

主任乙行 3 人於 3月 3 日拜會本會王

鍾渝理事長就我國經貿現況及雙邊關

係之發展進行瞭解及交流。 

 

加拿大城市聯盟會長 Mr. Michael 

Darch拜會王理事長鍾渝 

加拿大城市聯盟會長 Mr.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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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ch（左二）偕同加拿大駐台北貿易

辦事處投資貿易處長 Mr. Allen 

Edwards 於 103 年 3 月 5 日下午前來

拜會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就加強兩國

經貿合作交換意見。該城市聯盟包括

多倫多、蒙特婁、溫哥華、渥太華、

卡加利、埃德蒙頓、哈利法克斯、魁

北克、溫尼伯、滑鐵盧地區、倫敦和

薩斯卡通，透過城市間的緊密合作來

拓展加拿大貿易及投資商機。D 會長

此次亦率領加拿大九大城市招商代表

來台，於 3月 4日下午舉辦 B2B Café

商談會，為我企業解說加拿大的產業

聚落與經商投資環境。 

左起：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江艾倫

處長、加拿大城市聯盟會長 Mr. Michael 

Darch、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及李秘書長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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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3年 3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3月出口 277.6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2.0%；累計 1 至 3 月出口 733.3 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增 1.0%。 

(二)進口 

3月進口 258.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7.5%；累計 1 至 3 月進口 668.6 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減 1.6%。 

(三)出入超 

3 月出超 19.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少12.5億美元；累計1至 3月出超64.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8.3億美元。 

(2014/04/07財政部統計處)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2014 

Jan. Feb. Mar. 

GDP 1.48 2.11 -- 3.02 -- 

CPI 1.93 0.79 0.82 -0.05 1.61 

Unemployme

nt rate 
4.24 4.18 4.02 4.09 -- 

Export -2.3 1.4 -5.3 7.9 -- 

Imports -3.9 -0.2 -15.2 4.9 -- 

Export orders 1.12 0.44 -2.77 5.74 -- 

Industrial 

production 
-0.25 0.65 -1.82 7.00 -- 

Monetary 

aggregate(M2) 
3.5 5.8 6.1 5.8 -- 

Stock Market 7,700 8,612 8,463 8,640 -- 

3 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新航、土航 5月起擴大聯營範圍 

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s)

和土耳其航空 (Turkish Airlines)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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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雙方已經同意要擴大原有的航班

聯營協議，將原本共掛班號的合作措

施，進一步延伸到土航在國內、歐洲

等地區的航點，以及新航在東南亞與

西南太平洋地區的航點。新航指出，

相關的共掛班號聯營措施，將報請主

管機關核可之後，於今年 5 月起開始

實施。 

土耳其航空與新加坡航空將擴大

聯合營運之航點，新加坡航空之乘客

將可搭乘土耳其航空，包含國內線及

國際線，飛往土耳其、保加利亞、葡

萄牙、迦納等 11 國、23 個目的地。

而從新加坡樟宜機場出發飛往澳洲、

紐西蘭、汶萊、河內等航線亦將加入

土耳其航空之航空代碼。(資料來源：

2014/03/06精實新聞 ) 

 

越南成為國際橡膠生產第 3大國 

自然橡膠生產國協會(ANRPC)統

計資料顯示，越南已超越馬來西亞及

印度成為國際第三大自然橡膠生產

國。 

根據 ANRPC 資料，在 9 個自然

橡膠生產最大國中，2013年印度、馬

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之產量均衰

退。惟越南及中國之橡膠產量卻大幅

成長。越南橡膠產量約達 104.3 萬公

噸，較 2012年成長 20.8%，是越南橡

膠產量首次打破 100 萬公噸之紀錄。

在國際自然橡膠生產國之名單中，越

南自原本第 5 名前進排第 3 名。中國

2013 年橡膠產量為 856,000 公噸，成

長 7.7%，自第 6 名排到第 4 名。（資

料來源：2014/03/13 駐越南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經濟組） 

 

特易購成為首家進軍印度的外國超商 

全球 第三大零售商 特易 購

（Tesco）宣布，已和印度塔塔集團

（Tata）簽署成立合資事業的協議，

成為第一家進軍印度規模 5,000 億美

元零售市場的外國超市業者。 

特易購與塔塔旗下 Trent 公司共

同在印度投資 1.4 億美元的計畫，已

獲得印度外國投資推廣委員會批准，

特易購與 Trent 將各自在 Trent 

Hypermarket 有限公司（THL）持有

50%股權。 

如果這樁交易獲得最後批准，特

易購將成為新德里當局 2012 年解除

外國投資限制後，第一家進軍印度零

售市場的大型零售業者。交易完成

後，THL 將為特易購開設 12 家店，

販售食品、雜貨和廚房產品等商品。 

美國的沃爾瑪（Walmart）和法國

的家樂福等零售業者，都有意進軍印

度，但希望先釐清印度的法規。印度

是全球人口第二多國家，中產階級快

速成長。產階級快速成長。（資料來

源：2014/03/22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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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簽署貿易與投資合作意向書 

為拓展貿易及投資合作、強化台

美雙邊經貿關係，外貿協會與美國商

務部國際貿易署海外商務服務處(簡

稱 USFCS)3 月 26 日在台北簽署「貿

易與投資合作意向聲明書」，由外貿協

會董事長王志剛及美國商務部國際貿

易署主管亞洲事務的副助理部長荷

莉‧芬尼爾(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Holly Vineyard)代表雙方機構完成訂

定。 

目前美國僅與巴西、韓國、中國

等 7 個經濟體簽署相關的意向聲明

書，台灣為第 8個。這次係貿協繼 101

年 10月與 USFCS簽訂「太平洋商貿

合作計畫意向聲明書」後，雙方再次

攜手建立經貿合作，意義重大。 

王志剛表示，前年貿協與 USFCS

首次簽訂「太平洋商貿合作計畫意向

聲明書」，強化雙邊貿易及經濟合作，

鼓勵美商與台商合作，以台灣作為美

商拓展亞太市場的平台。這次十分榮

幸雙方再次簽署貿易與投資合作意向

書，不僅顯示台美雙方愈趨緊密的經

貿合作，也展現雙方持續推動貿易與

投資的決心。 

這次合作意向聲明書簽署，將促

進台美雙邊的貿易與投資，一是加強

台美雙方機械設備等中間財進出口，

帶動雙邊貿易；二是吸引雙邊海外投

資。此合作意向聲明書將加強台美雙

邊經貿合作，進而帶動產業轉型與升

級，強化競爭優勢，創造市場就業機

會。 

據海關統計，去年兩國雙邊貿易

總額達 577億 6556萬美元，為我國第

3 大貿易夥伴。今年 1 月至 2 月台美

雙邊貿易額達 88 億 7683 萬美元；其

中我國出口至美國金額為 48 億 1500

萬美元，我國自美國進口金額為 40

億 6183萬美元，全球經濟回溫且因美

國製造業回流所帶動的經濟成長，美

國市場前景看好，台美經濟合作勢必

更加熱絡。（資料來源：2014/03/26中

時） 

 

限制稀土出口 陸違反世貿規定 

美國貿易代表傅洛曼廿六日說，

世界貿易組織做出對美國有利判決，

裁定中國大陸限制稀土出口違反世貿

規定。 

美國、歐盟和日本兩年前向世貿

組織申訴，指大陸限制稀土出口違

規。稀土元素是智慧手機、平面電視、

相機鏡頭、油電混合車等科技產品的

必要原料，目前大陸稀土占全球已知

蘊藏量的三成六，供應全球九成以上

的稀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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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起，大陸以保護環境與

資源為由，限制稀土的開採與出口，

美、日、歐盟二○一二聯手向世貿組

織申訴，指大陸此舉影響科技產品生

產。世貿組織廿六日公布對本案的裁

定，兩造都可在六十天內上訴。 

大陸商務部對世貿組織裁定大陸

稀土出口管理措施違規，表示遺憾，

目前正在評估裁決報告，將根據世貿

組織爭端解決程序「妥善做好本案後

續工作」。（資料來源： 2014/03/27聯

合報） 

 

歐盟與烏克蘭簽署政治經濟協議 

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後，歐洲聯盟

領導人與烏克蘭就增進雙方政治和經

濟關係簽署協議，以顯示對烏克蘭的

支持。 

歐盟宣佈對俄國採取進一步制裁

後數小時就在3月21日與烏克蘭簽署

協議。 

該協議是烏克蘭親俄國領導人亞

努科維奇去年 11 月拒絕簽署的協議

中的一部分。 

他拒絕簽署協議，導致烏克蘭民

眾上街抗議和他最終下台以及俄羅斯

併吞克里米亞。 

俄國總統普京已經簽署法令，正

式將克里米亞納入俄羅斯聯邦。 

烏克蘭與歐盟簽署的協議將使烏

克蘭臨時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支

持。 

歐盟主席范龍佩發表聲明說，協

議「承認烏克蘭人民對生活在一個依

賴價值、民主和法治來治理的國家中

的期盼。」 

烏克蘭臨時政府總理亞采紐克

說，這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他說，「我們希望成為歐洲大家庭

的一分子，這是朝這個目標邁出的一

步。」 

亞采紐克還說，對付俄國最好的

方法是利用經濟手段。 

歐洲主要成員國德國和英國都對

與烏克蘭簽署協議表示高興。 

BBC在布魯塞爾的記者說，星期

五簽署的協議不是亞努科維奇拒絕簽

署協議的全部，其中許多部分要在 5

月大選後簽署。 

最敏感的部分是與歐盟的貿易融

合，現在還沒有簽署。（資料來源：

2014/3/21中央社） 

 

歐元區 3月通膨率 逾 4年新低 

歐盟統計局周一公布，歐元區 3

月通膨率初值意外疲軟，僅較去年同

期微漲 0.5％，不但是連續 3 個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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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並創逾 4 年多新低，此一發展無

疑增加歐洲央行（ECB）採取進一步

寬鬆貨幣政策的壓力。歐盟統計局公

布數據指出，歐元區 3 月通膨年增率

僅 0.5％，低於 2月的 0.7％，追平 2009

年 11月的新低，當時受到全球金融危

機造成歐洲經濟陷入衰退衝擊，該月

歐元區通膨率下探 0.5％。數據同時低

於市場預期，經濟學家預估的通膨率

為 0.6％。(資料來源： 2014-04-01工

商時報) 

 

杜拜股市漲幅煞不住、蟬聯全球冠軍 

今年迄今全球哪個股市表現最

好？中東杜拜衛冕冠軍寶座，繼去年

成長逾 2 倍之後，第 1 季繼續大漲

36%。 

彭博社報價顯示，杜拜指數(The 

DFM General Index)1 日終場上漲

1.57%至 4,520.73 點，截至 1 日收盤

為止，今年飆漲了 36.11%，表現居全

球股市之冠。阿布達比指數 (Abu 

Dhabi Securities Market General Index)

終場也走高 1.22%至 4,954.22 點，1

日收盤為止已揚升 17.82%；今年迄今

表現擠進全球前五。 

CNBC 報導，分析師表示，全球

經濟若沒有發生重大危機，杜拜成長

動能可望繼續。CAPM Investment 執

行長Mahdi Mattar指出，漲勢仍有選

擇性的支撐點，不過不會像去年一樣

是廣泛的全面成長，上漲力道將限於

優質類股。 

激勵股市走高因素多，如杜拜奪

下 2020年世界博覽會等。另外，區域

情勢緊張，也把埃及、敘利亞、伊拉

克的資金和遊客帶往較為安定的杜拜

等地。但部份分析師警告，杜拜房市

泡沫破滅危機可能再次上演。當地完

工房產的交易趨緩，可能表示市場開

始供給過剩。 

彭博社 2 月報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卡達(Qatar)已雙雙獲得指數

編撰公司 MSCI 明晟(MSCI Inc.)從

「邊境市場(Frontier Markets)」調高至

「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s)」，預

計今(2014)年 5 月生效。匯豐(HSBC 

Holdings Plc)曾在去年 5月 31日發表

研究報告指出，MSCI 調高評等後，

卡達有望吸引超過 4.3 億美元的資

金，而 UAE則有望吸引 3.7億美元流

入。(資料來源：2014/04/02鉅亨網新

聞中心) 

 

IMF：烏克蘭僵局威脅全球成長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

德（Christine Lagarde）說，俄羅斯與

美國和歐洲聯盟（EU）之間在烏克蘭

問題上的僵局，對已經「太疲軟以致

無法令人安心」的全球經濟形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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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加德昨天在華府的一項演說中

說，地緣政治緊張情勢的升高，加上

發達經濟體長期超低通貨膨脹率和新

興經濟體波動的風險，可能使世界經

濟前景烏雲籠罩。 

她說：「烏克蘭的情勢是如果不好

好處理就可能擴大外溢影響的問題之

一。」她接著說，解決這個地方和其

他地方的緊張情勢「不只需要良好的

政策，也需要優異的政治手腕，兩者

對促使全球經濟加速成長都很重要」。 

總部設於華府的 IMF 準備主導

270 億美元的全球紓困計畫，以解決

烏克蘭現金緊絀的窘境。拉加德說，

這是「國際合作行動」，她也呼籲全世

界加強共同努力，促使經濟加速成長。 

她說，去年擴張約 3%後，IMF預期

今年和明年全球經濟「溫和成長」。

IMF預定下週公布新的全球經濟預

測。(資料來源：2014/04/03中央社) 

 

約旦與沙烏地簽署開採油頁岩計畫 

沙烏地企業與約旦簽署了一項高

達 20億美金的合約，要在約旦中、南

部開採油頁岩。根據合約，沙國企業

可在約旦的 Attarat Umm Ghudran 區

取得石油開採權，該礦區佔地 11平方

公里。該企業將採用俄羅斯的技術，

分階段來開採： 

1. 首四年進行技術、地質、經濟

效益等方面的研究。 

2. 設廠、產油階段，為期 40年。 

該計畫在初期能生產每日 2650

桶的原油，預計在八年間產量可達每

日 3 萬桶。同時其附設的發電廠能產

出每日 600 百萬瓦的電力，供應約旦

的用電。 

約旦政府過去非常依賴埃及的煤

氣，大約有 80%的火力發電皆是仰賴

埃及。但由於自 2011年以來，埃及政

治動盪，輸往約旦與以色列的煤氣管

屢屢遭受爆炸攻擊，進而影響約旦國

家的能源與民生。所以約旦政府正努

力讓其能源政策多元化。(資料來源：

2014/04/04 半島電視台) 

 

2月製造、服務業景氣雙升，營建業

連 2月下滑 

台經院指出，近期受到烏克蘭事

件及美國 QE 逐步退場的影響，使得

市場不確定性再次升高，國內製造業

廠商對當(2)月景氣看法也較明顯偏

向負面，不過，由於美國及歐洲主要

國家經濟復甦動能穩健，抵銷氣候與

政治等不確定因素，以及亞洲國家成

長相對趨緩的影響，整體而言，國際

經濟情勢仍偏向樂觀。對我國電子、

機械、紡織、食品業及服務業等未來

景氣帶來正面影響，反映在國內廠商

對未來景氣的看法上，根據本院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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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營業氣候測驗點調查結果，服務業

維持上升趨勢，製造業僅微幅上揚，

而營建業的部分，則因國內不動產業

景氣轉差，出現連續第二個月下滑。 

在製造業調查部分，根據本院對

製造業廠商所做2014年2月問卷結果

顯示，認為當(2)月景氣為「好」比率

為 22.5%，較 1 月看好之 25.0%減少

2.5個百分點，認為當月景氣為「壞」

的比率則為 33.9%，較上月 25.2%增

加 8.7 個百分點。其中以食品業看法

較為悲觀；由整體廠商對未來半年景

氣看法加以觀察，看好廠商由上月的

45.9%增加 4.4 個百分點至當月的

50.3%，看壞比率則由上月的 10.0%增

加 0.3個百分點至當月的 10.3%。 

將上述製造業對當月及未來半年

景氣看法比率之調查結果，經過本院

模型試算後，2014年 2月營業氣候測

驗點為 101.31 點，較 1 月修正後之

101.23點增加 0.08點。 

在服務業調查部分，對當(2)月景

氣看好比例較高者為證券業；而在未

來半年看法部分，證券、保險及電信

服務業看法較為樂觀。將上述對服務

業對景氣看法調查結果，經過本院模

型試算結果，2014年 2月服務業營業

氣候測驗點為 98.05 點，較 1 月修正

後之 95.77 點增加 2.28 點，連續第 3

個月走揚。 

儘管2014年2月營造業因部份廠

商針對公共工程業務尚在辦理投標作

業，加上在建工程推進速度表現平

緩，而使當月景氣呈現持平，但房市

出現委賣量增加、成交量減少、議價

空間放大的局面，反映 2 月不動產業

景氣呈現轉差態勢；展望未來，儘管

在政府投入公共建設規模仍小幅成

長，且主辦機關為減少工程標案出現

低價搶標致使工程品質低落之情況，

對於工程招標制度以及相關人力、機

具等作業辦理也將予以調整，加上機

電工程業務量成長可期之下，使得未

來半年營造業景氣可以樂觀視之，然

而國內房市仍將面臨多空交戰的局

面，329檔期恐有旺季不旺的疑慮。 

將上述營建業對景氣看法調查結

果，經過本院模型試算後，本次營建

業 2 月營業氣候測驗點為 94.44 點，

較 1 月修正後之 96.22 點下跌 1.78

點，為連續第二個月下滑的態勢。（資

料來源： 2014/03/25時報） 

 

新台幣週貶 0.88％  

過去一週，新台幣兌美元匯率重

貶，3 月 21 日收在 30.652 元兌 1 美

元，創 2年多來低價，週貶 0.88%。 

由於美國聯準會預期再縮減購債

規模，新任聯準會主席葉倫暗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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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今年秋季結束量化寬鬆（QE）後 6

個月首次升息，此話推升投資人對美

元的青睞度，過去一週美元指數揚升

0.97%，美元走強，壓抑歐元週線下

跌。 

根據彭博資訊（Bloomberg）台北

時間 3 月 21 日下午 4 時 30 分的國際

匯價，亞洲貨幣受到人民幣走貶及美

國升息預期提前衝擊，普遍走貶，擴

大匯率波動區間的人民幣週線下跌

1.17%，是 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最大

單週跌幅，報6.2230人民幣兌一美元。 

其它亞幣如新加坡幣、印尼盾、

韓元及菲律賓披索跌幅介於 0.70%至

1.41%。新加坡幣週貶 0.70%，報

1.2743 星元兌 1 美元；印尼盾也週貶

0.70%，報 11436印尼盾兌 1美元；韓

元一週貶值 0.71%，報 1080.4韓元兌

1 美元；菲律賓披索一週貶 1.41%，

報 45.295披索兌 1美元。 

日本貿易赤字意外擴大，壓抑日

圓週貶 0.73%，報 102.11日圓兌 1美

元；只有印度盧比受惠資金流入，逆

勢升值 0.20%，報 61.065印度盧比兌

1美元。 

新台幣兌美元匯率上週重貶，週

貶 0.88%，報 30.652台幣兌 1美元；

馬來西亞幣一週貶值 0.83%，報

3.3074 馬來西亞幣兌 1 美元；泰銖週

貶 0.36%，報 32.397泰銖兌 1美元。 

投顧業者指出，在美國聯準會可

能明年開始升息的言論下，各貨幣對

經濟數據的敏感度變高，市場波動恐

較大；不過，以目前的經濟環境來看，

並沒有急於升息的壓力，利率會呈現

緩升格局，美元緩步升值，對新興國

家的影響程度也較低。 

今年以來，亞洲貨幣兌美元匯率

多數走貶；根據彭博資訊，韓元貶值

最兇，貶 2.83%，人民幣貶值 2.71%

居次，新台幣也有超過 2%的貶幅，

以貶值 2.29%居第 3。 

其他，菲律賓披索貶值 1.99%，

馬來西亞幣貶 0.96%，新加坡幣貶

0.89%。 

此外，印尼盾今年以來升值

6.43%，是升勢最強的亞洲貨幣，日

圓升值 3.13%次之，印度盧比升值

1.20%，泰銖升值 0.95%。（資料來源：

2014/03/22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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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俄羅斯市場商機研討會 

本會於本年 3 月 4 日(星期二)下

午 13 時 30 分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C會議室舉行「俄羅斯市場商機研

討會」，會議由台俄協會黃副理事長清

晏主持，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

駐 臺 北 代 表 處 代 表 Mr. V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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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rovolskiy 以貴賓身份蒞會致詞，

共計有 75位廠商代表出席。 

本研討會特邀請外貿協會市場拓

展處鄭良瑩專委，就如何開拓俄羅斯

及哈薩克市場進行專題報告；ITCIS

公司亞太區經理Mr. Alex Duenkov 就

如何與俄國人做生意進行專題報告，

最後，進行 Q&A 時間，與會廠商代

表熱烈提問，與台俄雙方演講人進行

意見交流，了解彼此需求，對未來進

一步加強雙方交流合作奠立良好基

礎。 

莫北協駐臺北代表處代表 Mr. Vasily 

Dobrovolskiy (左二)於研討會中致詞 

 

芬蘭產業合作商機研討會 

本會於本年 3月 25日(星期二)下

午 13 時 30 分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3 會議室舉行「芬蘭產業合作商機

研討會」，會議由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

主持，芬蘭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Kaj 

Forsell、芬蘭國家創新基金會資深專

員 Mr. Teppo Turkki 以貴賓身份蒞會

致詞，共計有 70 位各界廠商代表出

席。 

本研討會特邀請工研院國際中心

梁兆鈞組長，就工研院長期推動我與

芬蘭企業共同研發、技術合作，以及

台芬產業創新合作進行專題報告；芬

蘭 Pesmel 公司台灣區代表 Mr. Lehto

就芬蘭產業市場特性及其產業合作經

驗進行說明；另先構技研公司致力於

創新數位化模擬技術及數位解決方

案，協助企業進行全面化升級，該公

司陳總經理昱均則分享台芬合作成功

經驗，最後，與會業界人士熱烈提問，

演講人及貴賓代表一一答覆各項提

問，並進行意見交流。 

芬蘭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Kaj Forsell (左三)

於研討會中致詞 

 

本會與馬其頓亞太貿易協會簽署合作

備忘錄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與馬其頓亞太

貿易協會(Macedonian Trade Council 

Asia Pacific) 執行長 Mr. Vladimir 

Kofcegarski 於本(103)年 3 月 28 日上

午 11時在台北簽署雙方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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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積 36,193平方公里 人口 2,338萬人 (2/2014) 

首都 台北 首都人口 269萬人 (2/2014) 

國慶日 10月 10日 電話國碼 886 

幣制 新台幣 匯率 US$1=NT$ 30.35 (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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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億美元 經濟成長率 2.11 %  

平均國民所得 US$21,557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1.61 % (2014年 3月) 

0.79%(2013年) 

失業率 
4.09 % (2014年 2月) 

4.18%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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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月為 212.9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7.9%) 

2013年為 3,054.4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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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為 197.2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4.9%) 

2013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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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8億美元(至 2014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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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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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月 第 3屆台沙（烏地阿拉伯）經濟聯席會議  利雅德 

6.  3-6月 第 1屆台科（科威特）經濟聯席會議 科威特 

7.  4月 15日 哥倫比亞經貿暨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8.  4月 22日 台灣與海地夥伴關係與投資商機 台北 

9.  5月 5-7日 第 12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10.  5月 18-25日 第 6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特拉維夫 

11.  5月 21-25日 第 13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烏蘭巴托 

12.  5月 25-28日 第 1屆台約旦經濟聯席會議 安曼 

13.  5月 29-31日 第 19屆台印尼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4.  5-6月 第 1屆台斯（里蘭卡）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5.  5-7月 第 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市 

16.  5-7月 第 4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波哥大市 

17.  5-7月 第 10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聖地牙哥市 

18.  5-7月 第 11屆台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亞松森 

19.  5-9月 第 14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新德里 

20.  6月 4日 第 12屆台秘（魯）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1.  6月 第 7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2.  7月 第二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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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3.  7-11月 第 5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4.  8月 第 24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曼谷 

25.  8月 第 2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26.  8-12月 第 12屆台巴（西）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7.  8-12月 太平洋聯盟商機研討會 台北 

28.  9月 15-17日 第 28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中 

29.  9月 17-19日 亞太商工總會第 28屆會員大會 吉隆坡 

30.  9-10月 第 21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31.  9-11月 第 1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9-11 太子港 

32.  9-11月 第 1屆台貝（里斯）經濟聯席會議  貝里斯市 

33.  9-11月 第 19屆台墨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市 

34.  10月 23-24日 第 23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5.  10-11月 第 39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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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日 羅馬尼亞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4.  5月 6日 第 5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5.  5月 7日 第 16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布魯塞爾 

6.  5月 12-14日 第 2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奧斯陸 

7.  5月 19日  第 5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莫斯科(延期) 

8.  5月 19日 第 16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倫敦 

9.  5月 21日 第 1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都柏林 

10.  5月 22-23日 赴哈薩克參訪 阿斯塔那 

11.  6月 2-3日 赴馬爾他經貿參訪 瓦萊塔 

12.  6月 5日 第 13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13.  6月11日待確認 第 21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巴黎 

14.  6月 24日 第 21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5.  8月 12日 土耳其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16.  8月 27日 第 3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7.  9月 第 11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8.  9月 12日  第 7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盧森堡 

19.  9月 16日  第 14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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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0月 27日  第 7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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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4.  10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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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第 30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