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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台越啟動洽簽新版投保協定 

經濟部次長杜紫軍昨天表示，台

越已啟動洽簽新版的投保協定，新版

內容條文明確，並將經第三地投資越

南的台商也納入保障範圍。他透露，

目前還有多個雙邊投保協定翻修中，

但現階段不方便對外公布。 

杜紫軍強調，與越南政府協商賠

償事宜時，會要求讓所有在越南登記

有案的台商，包括經第三地投資者都

能一體適用。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昨天要求政府

專案報告協助越南受害台商。杜紫軍

透露，早在一年前，經濟部就與越南

討論重簽文字更明確、涵蓋更多，納

入經第三地投資台商的投保協定，但

談判曠日廢時，這次求償會先適用舊

協定。他說，即使是新版本，仍是規

範 P2P（企業對企業）和 P2G（企業

對政府）等方式，要納入 G2G（政府

對政府求償）機制並不容易。 

杜紫軍指出，我方除了向越方提

出現金損失賠償外，包括減稅、債務

免除與特許執照的延長等，都是被國

際認同的方式；經濟部會依據個別廠

商受害狀況與越南政府談賠償條件，

也研究是否補助個別廠商官司費用。 

杜紫軍說，工業局已成立專案小

組，視台商要回來台灣還是要轉到第

三地投資而提供協助，但目前尚未收

到廠商撤資要求。但他強調，台商回

台一定得升級，若還是做勞力密集產

業，將無法生存。 

台灣已洽簽投保協定的東南亞國

家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

西亞、越南、泰國與印度；與這些國

家投保協議距今動輒已有十年、廿年

的歷史，隨時間經過的物換星移，當

年的投保協定已無法滿足現代需求。

(資料來源: 2014-5-20 聯合報) 

 

外銷訂單 4 月新高、5 月更好 

外銷訂單「雙星報喜」，經濟部昨

（20）日公布，包括 4 月與累計 1-4

月的外銷訂單金額雙創歷史新高；電

子、資通信產品淡季不淡，接單金額

逐月升高，預料以往「五窮六絕」的

困境，今年可望「Bye-Bye」，5 月外

銷訂單金額可望續創新高。 

4 月外銷訂單金額為 388.7 億美

元，年增 8.9%。經濟部統計處長林麗

貞表示，若扣除去年 1 月的春節影響

因素，年增率創 17 個月以來新高。累

計 1-4 月外銷訂單總額為 1,436.2 億

元，年增 4.3%。 

林麗貞說，今年以來，外銷訂單

表現亮眼主因有三，包括去年上半年

基期較低、全球景氣回暖，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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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灣電子產品與資訊通信產品的技

術不斷升格，產品競爭力愈來愈好。 

以訂單金額計的整體動向指數為

56.7，在臨界值 50 上方，且包括電子、

資通信、面板、基本金屬、化學品、

塑橡膠與機械等七大主要貨品的動向

指數皆在臨界值 50 上方，代表多數業

者預期 5 月接單金額將高於 4 月。 

林麗貞表示，整體來看，5 月接

單金額將優於 4 月，年增率可望維持

正成長；第 2 季接單金額一定優於第

1 季，第 2 季年增率也有望優於第 1

季的 2.7%。 

主要接單貨品中，除以面板為主

的精密儀器接單金額較去年同期呈現

負成長，其餘皆維持正成長。 

行動裝置需求續增，帶動晶圓代

工、晶片、DRAM、封測等相關產業

供應鏈的訂單強勁增加，電子產品 4

月接單高達 97.6 億美元，年增

16.6%，成長率居主要產品之首。一

般預料，包括台積電、大立光、宏達

電、鴻海、華碩等科技電子業者，皆

是本波景氣回溫、相關需求上升的受

惠者。 

受惠於全球景氣趨穩，需求漸

增、基本金屬、機械、化學品及塑橡

膠製品的訂單均較上年同期增加。 

(資料來源: 2014-5-21 經濟日報)） 

 

景氣回溫 4 月失業率破 4 

景氣穩健回溫，廠商陸續釋出職

缺，主計總處今天發布 4 月份失業率

為 3.91%，為金融海嘯以來首度低於

4%水準，創 71 個月以來新低，高學

歷、青年失業情況有逐步改善趨勢。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副處

長羅怡玲表示，4 月份失業人數降至

44.9 萬人，失業率降至 3.91%，是自

民國 97 年 6 月失業率 3.95%以來新

低。 

若就年輕族群及高學歷觀察，20

至 24 歲者失業率為 12.84%，較 3 月

下降 0.39 個百分點；25 至 29 歲者失

業率為 6.91%，較 3 月下降 0.10 個百

分點，大學及以上程度者失業率為

4.8%，較 3 月下降 0.18 個百分點。 

主計總處指出，3、4 月廠商開出

的職缺數本就會較其他月份多，今年

的職缺數更明顯增加，失業率因此改

善；同時，廠商需才孔急，為在勞動

市場搶人，開出的薪資將更具競爭

力。羅怡玲表示，由於畢業季即將來

臨，隨著求職新鮮人增加，失業率還

要觀察後續經濟情況、廠商職缺等因

素，目前無法預估 5 月失業率走勢。

(資料來源: 2014-5-23 台灣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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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樂見美台經濟關係出現進展 

美台經濟關係上月出現數項令人

高度振奮的發展。雙方談判代表根據

推動雙邊經濟進程的貿易暨投資架構

協定（TIFA）框架，4 月 4 日在華府

進行討論，成果園滿。兩週後，台灣

接待來訪的美國環保署長麥卡馨

（Gina McCarthy），她是 14 年來第一

位訪台的美國內閣層級官員。 

由高層代表進行的貿易暨投資架

構協定聯席委員會（TIFA Council）會

議，理應每年定期舉行，但因美國不

滿台灣限制美牛進口，自 2007 年起中

斷超過 5 年。TIFA Council 談判在 1

年前恢復是一大突破。本商會很高興

看到如今協商似乎穩定恢復每年舉

行，儘管雙方在一些農業議題上仍有

歧見。因為不滿單一商品蒙受的待遇

就暫停談判，對美國商界的其它業者

並不公平。 

TIFA 會議議程繁多，證明美台雙

方不乏可以討論的議題。以下是美國

貿易代表署（USTR）發布的會談內

容摘要新聞稿：「美台專家同意，繼續

充分透過去年在 TIFA Council 會議中

成立的投資工作小組和技術性貿易障

礙工作小組，在台灣最近採取正面措

施的基礎上，釐清投資條件，解除金

融業資料只限在台灣境內流通的要

求，並修改測試標準和多重包裝標示

規定。台灣當局提出計畫，將投入必

要資源，強化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雙方都認同，未來一年有必要在保護

智慧財產權（包括充滿挑戰卻至關重

要的網路侵權領域），以及製藥和醫療

用品等議題上進一步合作。」美國貿

易代表署還提及台美在種種跨國貿易

計畫上的密切合作，包括在世界貿易

組織（WTO）框架下，推動服務貿易

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談 判 ， 並 擴 大 資 訊 科 技 協 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的協商。 

美方在 TIFA Council 會議中，並

未做好宣布啟動雙邊投資協定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簡

稱 BIA）談判的準備，令本商會失望。

但 TIFA 投資工作小組將繼續研究進

入BIA談判的可行性，本會深表感激。 

有關麥卡馨署長訪台一事，本商

會長久以來一直敦促美國政府恢復內

閣官員定期訪台的政策。這類訪問不

但能確認雙邊緊密關係的持續，也是

將經濟合作關係擴展至新的領域。麥

卡馨此行凸顯台美在環保領域有許多

合作的空間，希望能藉此促使雙方推

動更多合作計畫。 

美國環保署長訪台已經為美國內閣官

員來訪跨出第一步。本商會希望其他

內閣在規劃亞太地區訪問行程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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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將台灣列為其中一站。（資料來源：

美國在台商會） 

 

西班牙政府討論國王退位王儲繼位法律 

西班牙內閣周二（3 日）舉行會

議，討論國王胡安•卡洛斯退位和他

的兒子費利佩王儲繼位的下一個步

驟。 

此前一天，胡安•卡洛斯國王宣

佈，在西班牙王位上高踞近 40 年後，

他凖備退位。 

西班牙政府官員正在考慮起草一

份費利佩王儲繼位的法律草案。 

胡安•卡洛斯國王一直有較高的

人氣，但是最近幾年，因為克里斯蒂

娜公主和丈夫涉嫌洗錢的醜聞，使許

多西班牙人對王室失去了信任。 

西班牙首相馬里亞諾•拉霍伊

說，內閣會考慮必須的「憲法措施」，

為費利佩王子繼位鋪平道路。 

由於西班牙憲法法律中沒有關於

國王退位讓王儲繼位的先例，所以為

此立法可能需要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西班牙議會中的兩大主要政黨是

忠於王室的，但是大多數左翼政黨反

對君主制。 

左翼政黨已經在全國許多城市召

集了有數萬人參加的示威集會，其中

包括首都馬德里和巴塞隆納。 

反對派現在要求政府舉行全民公

投，決定西班牙未來是否仍然要保持

君主制。（資料來源： 2014/6/3 BBC

中文網） 

 

烏新總統宣誓就職 稱絕不放棄克里米亞 

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周六（6 月 7

日）宣誓就職，並提出為該國動蕩的

東部地區帶來和平的計劃。 

48 歲的巧克力大亨波羅申科在 5

月 25 日舉行的烏克蘭大選中獲勝之

後，提出向該國東部人民做出讓步，

並表示他不想發動戰爭或者報復。 

但同時，他向俄羅斯總統普欽表

示，克里米亞會一直屬於烏克蘭。 

基輔指責莫斯科支持烏克蘭東部

頓巴斯地區的武裝人員，俄國否認這

些指稱。 

波羅申科在包括美國副總統拜登

在內的數十位外國領導人面前在基輔

的烏克蘭議會宣誓就職。 

波羅申科宣誓就職之後提出結束

烏克蘭危機的計劃，內容包括在該國

東部提前舉行地方選舉，並向地方政

府下放權力。 

他表示：「儘管烏克蘭人民付出巨

大犧牲，我不想要戰爭，不想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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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申科呼籲該國東部地區的分

離分子放下武器，並稱他將保證所有

沒有傷害他人者不會受到刑事指控。 

但同時，他指出：「與黑幫和殺人

者談判不是我們的方式」。 

BBC 在基輔記者斯特恩說，波羅

申科的講話一部分是用俄語講的，此

舉是在向東部頓巴斯地區居民做出暗

示，凖備對使用俄語問題上做出讓

步，並計劃為俄國武裝人員回國提供

安全通道。 

但是，波羅申科在談到克里米亞

主權並重申他希望烏克蘭加入歐盟的

時候，與會者起立鼓掌叫好。 

波羅申科提出，克里米亞過去

是、現在是、將來也是烏克蘭之領土。 

他表示，周五（6 月 6 日）在諾

曼地與俄國總統普欽短暫會面時明確

做出了上述看法。 

波羅申科還說，烏克蘭領土完整

沒有討論的餘地。（資料來源：

2014/06/7 BBC 中文網） 

 

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席次最多 社

民黨大躍進 

歐洲議會 25 日公布選舉結果，相

較於各國反歐盟派大有斬獲，德國親

歐陣營則大獲全勝，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和社會民主黨（SPD）仍表

現優異，前者拿下 30%得票率，後者

則自 2009 年的 20.8%進步至 27.2%。 

德國此次投票率為 48%，較上次

43.3%為高。德國將有 14 個政黨在歐

洲議會中擁有席次，CDU 和 SPD 分

別獲得 29 席和 27 席，綠黨、左派黨、

自由民主黨各獲 11、7、3 席，7 個小

黨如海盜黨、家庭黨、動保黨，亦有

1 席的保障席次。 

此外，成立不滿 1 年的反歐元黨

派「德國的另外選擇」則獲得 7 席，

該黨批判歐盟處理歐債危機政策的意

見吸引到不少選票，政黨發言人路克

表示，這次結果象徵德國誕生了新的

人民黨派。(資料來源：台灣醒報 2014

年 5 月 26 日) 

 

義歐洲議會選舉 左派大勝 

義大利 25 日進行歐洲議會選

舉，當地時間 23 時結束投票。最新出

爐的結果顯示，總理倫齊領導的左派

民主黨拿下 40.8%的選票，成為最大

贏家。 

義大利黨派林立，即使是左右派

的大黨也很少囊括 4 成以上選票，唯

有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掌權的右派

基民黨（Christian Democracy）一度突

破，倫齊領導的民主黨締造了義大利

左派單一政黨的最高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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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國會大選一鳴驚人的

五星運動（5 Star Movement）原本希

望藉著民怨高漲，再下一城，成為義

大利在歐洲議會的最大政治勢力。不

過，五星運動的得票率為 21.1%，較

去年在眾議員選舉的 25.55%和參議

員的 23.79%低，而且只有民主黨（PD）

支持率的一半。 

倫齊於今年 2 月以黨內逼宮的方

式迫使前總理雷塔（Enrico Letta）下

台，未經選舉即登上總理寶座，反對

者不斷批評倫齊政府的正當性，這場

勝利可以沖淡這些質疑聲浪。 

縱橫義大利政壇 20 年的右派貝

魯斯柯尼則淪為「第三勢力」，他的

義大利前進黨（Forza Italia）只拿下

16.8%的選票。極右派的北方聯盟拿

下 6.2%的選票，維持了基本盤。 

與上次歐洲議會選舉 65.87%的

投票率相較，這次為 57.22%，但上次

有兩天投票日，這次只有 1 天。（資

料來源：2014/05/26 中央社） 

 

歐洲議會大洗牌 反歐盟崛起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大洗牌，反歐

盟或對歐盟持懷疑態度的政黨、極右

派政黨席次成長一倍以上，其中法國

民族陣線、英國獨立黨都贏得歷史性

大勝，得票率衝到第一，在兩國政壇

投下震撼彈，法國總理瓦爾形容為「地

震」。 

民族陣線得票率 26%，獨立黨得

票率 28%，都是史上第一次擊敗法、

英的主流政黨。對此，法國總統歐蘭

德召開內閣緊急會議，瓦爾也承諾對

中產階級減稅。英國首相卡麥隆則表

示，選舉結果顯示民眾對歐盟的「理

想破滅」。 

德國雖由總理梅克爾帶領的親歐

派政黨贏得勝利，但梅克爾對歐洲極

右派政黨的崛起表示「值得注意，也

令人遺憾」。她認為各國政府應以提高

經濟成長、競爭力和就業政策來贏回

選民的心，她並特別點名法國。 

這項選舉結果意味想要削弱歐盟

權力或廢除歐盟的勢力更大。不過，

整體而言，支持歐盟的中間偏右和偏

左政黨仍囊括約七成選票，比預期得

好，歐洲股市 26 日上漲，歐元和英鎊

對美元走堅。義大利總理倫奇獲得四

成選民背書，股市大漲 3%。投資人

也預期，各國執政黨在遭受挫敗後會

端出「牛肉」，歐洲央行也會釋出利

多。 

根據初步計票結果，未來歐洲議

會最大黨仍是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

團 ，可望在 751 席中取得 214 席，這

也讓代表人民黨團的盧森堡前總理容

克最有機會成為下屆歐盟執委會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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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團可望拿

下 189 席；疑歐、反歐派則可望取得

140 席。投票率 43.1%，是歐洲議會

選舉以來頭一次上升。 

反歐盟、反移民的法國民族陣線

黨魁瑪琳．雷朋在選後表示：「人民大

聲疾呼，他們不要再讓外國人、非民

選的歐盟專員和官僚領導他們，他們

要防止全球化，將他們的命運拿回自

己手中。」反歐盟政黨在丹麥、希臘、

奧地利和瑞典也都擊敗支持歐洲統合

的主流政黨。(資料來源：2014/5/27 B

聯合報) 

 

新加坡名列本（2014）年全球最具吸引

力城市第 3 名 

普華古柏（PWC）「機會之都」

研究報告顯示，新加坡名列本年全球

30 個最具吸引力城市第 3 名，僅次於

倫敦與紐約。該報告係以智慧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和創新、保健

與安全、永續性及自然環境、經濟影

響力、費用、房屋、交通與基礎設施

及容易經商等範圍作出評估。 

另報告指出，容易經商城市排名

依次為新加坡、香港和紐約，其中新

加坡在容易入境（免簽證國家數目）、

保護股東程度及營業風險氣候等 3 項

凌駕其他城市。另交通與基礎設施排

名則依次為新加坡、多倫多，其中新

加坡在房屋（供應、價格和素質）方

面則排名第 1 名；在公共交通系統方

面則排名第 3 名。 ( 資料來源 : 

2014-5-23 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經濟

組) 

 

APEC 推動亞太自貿區路線圖 

亞太經合會  (APEC) 貿易部長

會議昨天在青島閉幕，中共商務部長

高虎城宣布達成多項共識，與會部長

共同發表「青島聲明」和「支援多邊

貿易體制單獨聲明」，將推動落實亞太

自由貿易區的路線圖。 

中共力推亞太自由貿易區歷時十

年，效果有限；今年在大陸舉行，中

共希望加速推動。高虎城說，會議圍

繞「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

主題，就支援多邊貿易體制和反對貿

易保護主義、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

促進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合作等交換

意見，並取得多項成果。 

我經濟部長張家祝在閉幕會後表

示，台灣樂見大陸循序漸進推動相關

工作，亞太自貿區倡議目前還是步

驟，必須先進行分析研究，多個經濟

體還沒達到一致共識，這個倡議要符

合 APEC 開放區域主義的精神，且台

灣要有公平機會，才會支持。 

稍後記者會上，包括美、澳等出

席代表發言時表示，當前自貿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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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應先做好雙邊會談，化解各自分

歧，才能為未來的亞太自貿區做好鋪

路工作。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也強

調，仍將積極推動 TPP。 

貿易部長會議達成六項成果，分

別是： 

一、會員重申對多邊貿易體制的

支持，一致同意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峇里套案」基礎上，爭取在

2014 年底前制訂「後峇里」工作計

畫。會議同意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

承諾從 2016 年延長至 2018 年。 

二、建立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和

推進亞太自貿區「主席之友」工作組，

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制訂「APEC

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路線圖」。 

三、會議同意繼續在全球價值鏈

和供應鏈連接方面推進務實合作。同

意推動建設亞太綠色供應鏈網路，提

升亞太地區貿易便利化水準；打通阻

礙區域供應鏈連接的阻塞點，實現

2015 年前將區域內供應鏈績效指數

提高 10%的目標。 

四、呼籲各經濟體特別是已開發

經濟體，為經濟技術合作和能力建設

貢獻更多力量。提升發展中成員實現

貿易投資發展的能力。 

五、會議同意推動 APEC 形成經

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的共識，明

確長期合作目標，重點開展經濟改

革、新經濟、創新增長、包容性支持

和城鎮化等領域的經驗交流、政策對

話、能力建設等務實合作。 

六、制訂「APEC 互聯互通藍

圖」，支持拓展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管

道，加強區域財政金融合作，支援推

動教育、規制等地區軟體聯通和人文

交往。(資料來源: 2014-5-19 聯合報) 

 

中華民國政府祝賀印度「印度人民黨」

贏得第 16 屆國會大選 

印度於本（103）年 5 月 12 日完

成第 16 屆國會大選，依據印度選舉委

員會昨（5 月 16）日晚間公布的選舉

結果，「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贏得國會多數席次，將由

莫迪（Narendra Modi）籌組新政府並

擔任總理。選舉過程順利平和，再次

展現印度人民的民主素養及民主活

力。中華民國政府已於第一時間透過

駐印度代表處致函印度政府，祝賀印

度順利完成選舉，莫迪領導勝選，即

將榮膺新職，未來雙方將在既有的友

好基礎上，持續加強經貿及文化等各

項交流合作，共創雙贏。 

我國與印度雙邊關係友好，近年

來兩國在經貿、教育、科技及文化等

領域交流日益密切。上（2013）年臺

印度雙邊貿易金額約 61 億美元，目前

約有 90 餘家臺商在印度投資，以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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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航運、工程、製鞋及汽車零配件

等產業為主。臺印度於 2011 年 7 月簽

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及「關務互

助協定」，上年 3 月簽署「貨品暫准通

關證協定」暨執行議定書，均有助深

化兩國雙邊經貿實質關係。(資料來

源:2014/5/ 17 外交部新聞稿) 

 

敘利亞人道救援未改善 潘基文籲制

裁 

聯 合 國 祕 書 長 潘 基 文 (Ban 

Ki-moon)23 日表示，敘利亞交戰各方

都未能遵守聯合國對人道援助管道的

要求，他要求安全理事會就敘利亞違

反國際法採取行動。 

潘基文 23 日針對要求敘利亞開

放人道救援管道的決議案執行情況，

第二度向安理會進行每月簡報。潘基

文說，敘利亞交戰派系中沒有任何一

方遵守協議中的要求。 

潘基文在這份 21 頁的報告中提

到，聯合國安理會必須採取行動，回

應這些在國際法基本原則下明目張膽

的暴力行徑。不過潘基文並未明確提

到聯合國安理會應採取的措施。 

聯合國安理會在 2 個月前罕見地

團結一致，通過一項要求敘利亞開放

快速、安全且順暢的人道救援管道，

包括通過邊界在內的決議案。但如今

潘基文說，當地的救援工作環境仍極

具挑戰性。 

雖然聯合國安理會在決議案中提

到，一旦敘利亞未遵守將考慮採取進

一步行動，但外交官員表示，即使敘

利亞政府被發現必須為此負責，俄羅

斯也不太可能會同意採取像是制裁等

任 何 行 動 。 ( 中 央 廣 播 電 台 

2014/05/25) 

 

巴拿馬總統大選 瓦瑞拉勝出 

巴拿馬副總統瓦瑞拉今天贏得總

統大選，意味著現任總統馬丁內利無

法透過執政黨推派的候選人阿里亞斯

繼續把持政治勢力。 

根據 80%開票結果，瓦瑞拉（Juan 

Carlos Varela）獲得 39%選票，擊敗獲

得 32%選票的政壇新面孔阿里亞斯

（Jose Domingo Arias）。巴拿馬市前

市長納瓦洛（Juan Carlos Navarro）則

獲第 3 高票，得票率 28%。 

這次選舉共有 7 位候選人。瓦瑞

拉 2009 年協助馬丁內利（Ricardo 

Martinelli）當選總統，但後來與他鬧

翻。瓦瑞拉這次在選戰中承諾，當選

後將處理貪腐、遏制通貨膨脹並解決

貧窮問題。選舉法庭宣布瓦瑞拉勝選

後，他在巴拿馬市 1 家飯店說：「我們

會過得更好，會有正直、人道的政府，

致力於全國團結、社會和諧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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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瑞拉在選戰中宣稱，馬丁內利幾項

政績都要歸功於自己，包括 70 歲以上

老人和未參加社會安全制度者每月

120 美元給付計畫，以及巴拿馬市捷

運等基礎建設計畫。 

根據巴拿馬法律，馬丁內利無法

再尋求連任，但他的妻子是總統候選

人阿里亞斯的副手，有人批評馬丁內

利想藉此在幕後繼續掌控巴拿馬。馬

丁內利將阿里亞斯的敗選歸咎於媒

體，指控媒體散播謊言。一般預料新

政府不會大幅變動政策。這次選舉主

要候選人的政見都差不多，所以選戰

重點更聚焦於個人特質而非政見。

（1030505 中央社巴拿馬市 5 日綜合

報導） 

 

雙邊會議暨研討會 

第 12 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第 12 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於

5 月 6 日上午假 Mandarin Orchard 

Hotel 舉行，由本會新加坡委員會主任

委員暨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先生及

新加坡星展銀行佘林發主席共同主

持，雙方共 135 人參加。 

本屆會議選定「兩國經濟展望」、

「金融產業發展與合作」、「第 3 市場

開拓與合作」、「再生能源產業、商機

與合作」以及「船運暨物流產業與發

展」等議題為會議討論重點。「兩國經

濟展望」議題雙方報告人為新加坡聯

昌國際研究私人有限公司宋生文董事

及我國家發展委員會產業發展處詹方

冠處長；「金融產業發展與合作」議題

雙方報告人為新加坡星展銀行中小企

業銀行吳順豐董事總經理及中國輸出

入銀行牟華宇副總經理；「第 3 市場開

拓與合作」議題雙方報告人為新加坡

騰飛私人有限公司陳理翰首席客戶拓

展官及中華民國百貨零售企業協會黃

晴雯理事長；「再生能源產業、商機與

合作」議題雙方報告人為新加坡

Cyclect Holdings Pte Ltd.集團陳子聰

常務董事及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鍾弘錦總經理；「船運暨物流產業

與發展」議題雙方報告人為新加坡葉

水福集團黃種文董事長特別助理及中

菲行國際物流集團鄭景海東南亞區域

經理。 

訪問新加坡期間，新加坡主辦單

位-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安排我代表

團分別於 5 月 5 日及 6 日下午前往參

觀新加坡建設局及新加坡國際港務集

團有限公司。 

 

第 12 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台方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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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新加坡委員會

主任委員暨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先生於

開幕典禮致詞 

 

第 12 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星方會議主席-

新加坡星展銀行佘林發主席於開幕典禮致

歡迎詞 

 

 
第 12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台星雙方會議主

席-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新加坡委員

會主任委員暨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先生

以及新加坡星展銀行佘林發主席互贈禮品 

 
 

 
第 12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台星雙方會議主

席會後與所有主講人合影留念 

 

5 月 6 日參觀 PSA International Pte Ltd.-由東

北亞區域 Ong Kim Pong 執行長接待我代表

團 

 

 

5 月 6 日我代表團參觀 PSA International Pte 

Ltd.-東北亞區域 Ong Kim Pong 執行長向我

代表團團長徐旭東先生進行解說 

 

 

我代表團於駐新加坡代表處與謝發達大使

合影留念 

 



  12 / 35 

 

 

5月6日國經協會晚宴-駐新加坡代表處謝發

達大使與我代表團團長徐旭東先生與新加

坡台商合影-(前排左起)新加坡台北工商協

會鍾仕達名譽會長、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

協會新加坡委員會徐旭東主任委員、駐新加

坡代表處謝發達大使、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

陳舒琴會長 

 

第 5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第 5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

會議」於本（103）年 5 月 6 日假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第 103 會議室舉行，會

議由台土經濟合作會議代理主席暨台

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簡稱電

電公會）副理事長歐正明先生與土耳

其對外關係總會（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Board, DE IK）土台經濟合

作會議土方主席 Mr. Yavuz Onay 共同

主持，雙方計 83 人出席。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副局長文

若、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代表 Mr. İsmet 

Erikan、土耳其電機電子出口協會

（Electrical Electronics and Services 

Exporters’ Association）理事長 Mr. 

Fatih Kemal Ebiçlioğlu 應邀於會中致

詞。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楊產業顧問兼副主任中傑及

土耳其電機電子出口協會副秘事長

Mr. Coşkun Kirlioğlu 分別就「台灣資

通訊產業發展現況」及「土耳其資通

訊產業概況」發表專題演說，另外，

見豐貿易有限公司陳經理櫻珍及土耳

其 Saray 食品公司總經理 Mr. Türker 

Erdoğan 也分別就「台灣食品市場概

況」及「土耳其食品及農業概況」發

表專題演說。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及土耳其對外

關係總會土台經濟合作會議土方主席

Mr. Yavuz Onay 共同簽署聯合聲明，

同意明（104）年 9 月在伊斯坦堡召開

「第 6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

議」。另電電公會歐副理事長正明與土

耳其電機電子出口協會理事長 Mr. 

Fatih Kemal Ebiçlioğlu 也簽署了合作

備忘錄，以推動雙邊電機電子業界合

作機會。 

大會結束後，雙方業者分別就「電

機電子」、「食品」等產業現況進行交

流討論，尋求實質合作商機。 

 
第 5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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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土耳其電機電子出口協會理事長 Mr. 

Fatih Kemal Ebiçlioğlu、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代表 Mr. İsmet Erikan、土耳其對外關係總會

土台經濟合作會議土方主席Mr. Yavuz Onay 

 

 
左起台土經濟合作會議代理主席暨電電公

會副理事長歐正明先生、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江副局長文若致開幕詞 

 

 
資策會楊副主任中傑於大會中簡報 

 

 
土耳其電機電子出口協會副秘事長 Mr. 

Coşkun Kirlioğlu 於大會中簡報 

 

 
見豐貿易有限公司陳經理櫻珍於大會中簡

報 

 

 
土耳其 Saray 食品公司總經理 Mr. Türker 

Erdoğan 於大會中簡報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左）及土耳其對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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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土台經濟合作會議土方主席 Mr. Yavuz 

Onay（右）於會中共同簽署聯合聲明 

 
電電公會歐副理事長正明（右）與土耳其電

機電子出口協會理事長 Mr. Fatih Kemal 

Ebiçlioğlu（左）共同簽署兩會合作備忘錄 

 

 
台土雙方代表合影 

 

第 16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第 16 屆台比經濟合作會議」於

5 月 7 日上午假比利時法蘭德斯貿易

投資局總部會議室舉行，會議由本會

王鍾渝理事長及比利時法蘭德斯貿易

投資局(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

執行長 Mrs. Claire Tillekaerts 及瓦倫

尼亞外貿投資局 (Wallonia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ency, AWEX)

亞太地區主管 Mr. Michel Kempeneers

共同主持，雙方共約 45 人出席，我駐

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董國猷大使亦

以貴賓身分致詞。 

本屆台比會議特別針對「資通訊」

與「綠能」等產業安排專題演講，會

中我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益民處長演

講「我國經濟發展及潛在商機」及中

鋼公司風電事業發展委員會風電業務

處王亞洲代理處長演講「台灣再生能

源暨風力發電推動介紹」；；另比利時

法蘭德斯投資暨貿易發展局局長 Mr. 

Marc Van Gastel 演講「比利時法蘭德

斯區是亞洲企業與歐洲技術合作的捷

徑」、瓦隆尼亞外貿投資局亞洲區市場

專家 Mr. Thomas Ronse 演講「比利時

瓦隆尼亞區的經貿與投資環境介紹」

及瓦隆尼亞外貿投資局能源、環保與

永續能源部門主管Mr. Cédric Brüll演

講「比利時瓦隆尼亞區的再生能源產

業介紹」等。 

大會結束後，雙方業者分別就「綠

能」、「資通訊」等產業現況進行交流

討論，尋求實質合作商機。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本會參訪團

亦參觀拜會包括：CMI Group-CMI 

Maintenance 、 Liege airport 、

Revatech、DEME Group、Vyncke。 

 



  15 / 35 

 

第 16 屆台比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 年 5 月 7

日在上午假比利時法蘭德斯貿易投資局總

部會議室舉行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於大會中致開幕詞 

 

比利時法蘭德斯貿易投資局執行長 Mrs. 

Claire Tillekaerts 致開幕詞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與瓦倫尼亞外貿投資局

亞太地區主管交換禮品 

 

第 2 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為增進台挪經貿合作商機，本會

與 奧 斯 陸 商 會 (Oslo Chamber of 

Commerce) 於 5 月 14 日假奧斯陸商

會共同舉辦「第 2 屆台挪經濟合作會

議」。會議由本會王鍾渝理事長與奧斯

陸商會會長 Mr. Lars- Kåre Legernes 

共同主持， 雙方共約 40 人出席。 本

屆會議主題為「資通訊」、「綠能」及

「電動車」等。我駐挪威代表處林松

煥大使、挪威國會財政委員會主席

Mr. Hans Olav Syversen 及我駐挪威代

表處林代表松煥均以貴賓身分致詞。 

為加強台挪經貿及投資管道，由

挪 威 貿 易 創 新 局 代 表 Mr. Per 

Stensland 首先演講「挪威投資環境」、

挪威國油 Hywind 專案計畫部門代表

Dr. Nenad Keseric 演講「挪威之海上

風能」、挪威電動車協會市場銷售經理

Mr. Rune Hole 演講「挪威電動車市場

分析」及 Data Respons 公司執行長

Mr. Kenneth Rangvaldsen 分享「台挪

ICT 產業合作的成功經驗」；另我經濟

部國際合作處童益民處長演講「台灣

經濟發展及潛在商機」及中國鋼鐵公

司風電事業發展委員會風電業務處王

亞洲代理處長演講「台灣再生能源暨

風力發電推動介紹」，以增進兩國的與

會來賓對雙方產業相互了解。 

大會最後由本會王鍾渝理事長與

奧斯陸商會會長 Mr. Lars- Kå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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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rnes 共同簽署「台挪投資暨貿易

促進協定」及「第 2 屆台挪經濟合作

會議」聯合聲明，會議圓滿結束。該

協定將為未來兩國就研商洽簽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及雙邊投資貿易協定等立

下基石。 除了參與會議外，本次訪問

團更特別前往 Scatec 公司、INTPOW

挪威再生能源產業協會、RS Platou 公

司、奧斯陸市政府市區交通計畫局、

DNV GL 集團及 Aker Solutions 挪威

海底探鑽公司進行參訪。 

 

 

 

 

 

 

 

 

 
 
第 2 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於 2014 年 5

月 14 日上午假奧斯陸商會舉行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致開幕詞 

 

 

 

 

 
 
 
 
 
 
 
 

 

   
雙方主席簽署「台挪雙邊投資合作協定」及

聯合聲明 

 

第 16 屆台英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英商務協會第 16 屆聯席會

議」於本年 5 月 19-20 日在英國倫敦

召開，由雙方主席台灣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辜成允董事長、英國貿易暨投資

署商務大使 Rt Hon Brian Wilson 共同

主持。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施顏

祥董事長、英國商業、創新暨技能部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負責貿易及投資次長

Lord Livingston 以貴賓身份應邀出席

會議並致詞，台英代表共計 180 人參

加。 

大會中行政院科技會報黃彥男副

執行秘書、英國貿易暨投資署 (UK 

Trade & Investment, UKTI)負責政策

與關係發展主管 Mr. Nick Archer、怡

和集團董事 Mr. Martin Barrow分別針

對「台灣資通訊的擘劃與成就」、

「UKTI 經貿業務推展方針」、「觀光

旅遊產業發展前景與商機」發表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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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另分別由台灣核能級產業發展

協會與英國核能產業協會、中華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英國貿易暨投資

署、台灣開放資料聯盟與英國開放資

料協會簽署三項合作備忘錄，以進一

步強化兩國雙邊產業合作。 

本屆會議以「資通訊」、「能源」、

「金融與專業服務」三項產業為會議

主題，分別由中華電信黃秀谷副總經

理與開放資料聯盟彭啟明會長、中鼎

工程余俊彥董事長、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吳壽山董事長擔任我方召集人，英

方召集人則分由英商 ARM 晶片公司

副總 Stephen Pattison與英國開放資料

協會主席兼共同發起人 Sir Nigel 

Shadbolt、英國離岸風電顧問公司

DNV GL Energy 董事 Dr. Andrew 

Garrad、英商巴克萊銀行台灣區陸怡

豪總經理擔任，雙方業者針對「智慧

城市發展商機、開放資料應用」、「能

源產業合作商機」、「人民幣業務商機」

等重要產業議題擴大尋求雙方貿易、

投資等合作機會。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

參觀拜會包括：Future City Catapult、

Open Data Institute、Lloyd’s Register、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Authority、

AMEC、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SBC、Barclays Bank PLC、London 

Stock Exchange。 

 

 

「台英商務協會第 16 屆聯席會議」於 2014

年 5 月 19 日假英國倫敦舉行 

 

 

核能經貿合作、開放資料三項產業合作備忘

錄簽署儀式 

 

第 1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第 1 屆台愛經濟合作會議」於 5

月 21 日假愛爾蘭都柏林舉行，大會由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金際遠理事

長暨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及愛爾蘭出口協會執行長 Mr. Simon 

McKeever 共同主持，中興工程顧問社

施顏祥董事長、我駐愛爾蘭代表處曾

厚仁大使亦以貴賓身分致詞，台愛雙

方代表共計 15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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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另由愛爾蘭出口協會亞洲

貿易論壇主席 Mr. Hugh Kelly 與施顏

祥董事長共同主持論談會，邀請雙方

「資通訊」、「能源/基礎建設組」、「金

融與專業服務」組代表就如何促進雙

邊產業合作商機進行交流與討論。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

參觀拜會企業署、企業發展局、愛爾

蘭商工總會、愛爾蘭雲端運算暨商務

中心、Fingal 郡議會 Open Data 電腦

中心、能源產業協會、Gaelectric 風力

公司、愛爾蘭證券交易所、愛爾蘭金

融服務業聯盟，增進我國業者實地了

解該國產業發展現況，以進一步拓展

合作商機。 

另拜會愛爾蘭商工總會時，在該

會執行長 Mr. Danny McCoy、中興工

程顧問社施顏祥董事長、駐愛爾蘭代

表處曾厚仁大使見證下，由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吳壽山董事長代表中華民國

生物產業發展協會與愛爾蘭生技產業

協會理事長 Mr. Matt Moran 簽署合作

意向書，以共同推動兩國生技產業之

發展與合作。 

 

「第 1 屆台愛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假愛爾蘭都柏林舉行 

 

 

團員與愛爾蘭國會議員友臺小組議員會晤

合影 

 

第 6 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為持續推動我國與以色列之經貿

合作及交流，本會於今年 5 月 18-23

日組團赴以色列台拉維夫與以色列出

口暨國際合作協會 (The Israel Export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e)

共同舉辦「第 6 屆台以經濟聯席會

議」，會議由國經協會以色列委員會陳

建信副主任委員及以色列出口暨國際

合作協會 Ofer Sachs 執行長共同主

持，國經協會與以色列出口暨國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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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會亦重新簽訂合作協議書；會中

另邀請台以商會溫峻瑜副秘書長就

「台灣經濟概況-潛力合作夥伴」精闢

演講，並安排我方與以方廠商座談

會，就「以台潛在商機：會後安排我

團員與以方廠商進行商機媒合會，期

協助廠商拓展中東市場並建構經貿合

作管道，以加強我國與以色列雙邊貿

易與投資關係，擴增產業合作。 

訪以期間，我訪團除參觀 2014 生

醫暨高科技會展(Biomed MIX iii)，亦

拜會以色列經濟部、以色列商業總

會 、 RAD 育 成 中 心 、 Biosense 

Webster、Given Imaging 生醫暨高科技

公司、Applicaster、Mappedin Israel、

Similar Group 新創公司，期促進雙方

經貿投資合作交流，擴增潛在商機。

訪問團一行 32 人，包括台以商會成員

及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代表，團員產業別涵蓋生技製藥、醫

療器材及耗材、高科技、資通訊、創

投、研發、精密電機電子、創業投資

等。 

 

 

 
第 6 屆台以經濟聯席會議-台以雙方會議主

席-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以色列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暨永光化學董事長陳建信先

生與以色列出口暨國際合作協會執行長

Ofer Sachs 於完成簽署合作協議書   

 

 

 

 

 

 

 

 

 
第 6 屆台以經濟聯席會議-商機媒合會 

 

 
 
 
 
 

 
 
 
 

 
5 月 19 日上午拜會以色列商業總會
(FICC)，雙方互贈禮品，左起為以色列駐台
辦事處處長 Doron Hemo、本團團長陳建信
先生、以色列商業總會副會長 Mr. Arie Zeif

及國際關係處處長 Mr. Ze’ev Lavie、我駐以
經濟組陳福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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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以
色列新創公司薈萃地 
 

第 13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第 13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於

本(103)年 5 月 22 日上午在蒙古國烏

蘭巴托市蒙古商工總會 507 會議廳舉

行，會議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

會蒙古委員會黃文榮主任委員與蒙古

商工總會副會長 Mr. Ts. Yansanjav 共

同主持，雙方約 143 位代表出席。 

我駐蒙古代表處楊心怡代表及蒙古國

國會副議長 L. Tsog 應邀蒞會指導致

詞。我方由中國輸出入銀行黃頌斌副

總經理主講「利用輸出入銀行促進台

蒙雙邊貿易」，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熊正

一教授主講「糞土變黃金:以生態生物

工程學角度探索」，中研院多樣生物研

究中心吳俊宗研究員兼副主任主講

「淺談藻菌污水處理法」。蒙方則由蒙

古外貿局資深經理 Z. Tuguldur 主講

「簡介蒙古投資環境」。除了參與聯席

會議外，我訪問團並拜會參訪蒙古國

環保部、蒙古國礦業部、蒙古國工業

暨農業部及烏蘭巴托市政府。 

 
本會第 13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於 2014 年 5

月 22 日上午在烏蘭巴托蒙古商工總會 507

會議廳舉行 

 

 
中國輸出入銀行黃頌斌副總經理發表演說 

 

 
本會蒙古委員會黃文榮主任委員接受當地

媒體採訪 

 
雙方主席互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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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商工總會大樓前團體照 

 

第 19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於本年 5 月 30 日上午假台北

世貿中心聯誼社 33 樓 C 區舉行「第

19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

印尼委員會潘主任委員文炎與印尼商

工總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 共同主持，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徐大衛副局長、印尼貿易部國際貿

易合作總司長 Mr. Iman Pambagyo、駐

印尼代表處張良任代表、駐台北印尼

經濟貿易代表處代表 Mr. Arief 

Fadillah 及印尼商工總會會長 Mr. 

Suryo Bambang Sulisto 應邀蒞臨開幕

典禮致詞，台印雙方共計約 123 位代

表出席。 

印尼國家科學院國際政治組組長

Dr. Adriana Elisabeth、經濟部談判代

表辦公室何元圭經濟副參事、中華民

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焦佑鈞董事

長、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投資

部主任 Mr. Mohamad Faizal、印尼商

工總會資通訊產業委員會副主席 Mr. 

Didie Soewondho、台灣車載資通訊產

業協會周宗保秘書長、印尼商工總會

海洋漁業副主席 Mr. Yugi Prayanto 及

台灣福蝦養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李佳

玥發言人分別就「台印尼雙邊經濟合

作協定可行性」、「加強台印尼雙邊貿

易與投資關係之可行作法」、「為何台

灣應被納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印尼最新投資政策與商機」、「印

尼資通訊產業商機」、「從 3C 到 4C，

台灣智慧大未來」、「印尼養殖漁業投

資潛力」及「養殖漁業」等議題發表

專題演講。 

本會並安排印尼商工總會訪問團

參訪華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

車生物科技水產養殖研發中心、大塭

觀光休閒養殖區、億光固態照明股份

有限公司及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協

會。 

 

第 19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開幕典禮—左

起駐台北印尼經貿代表處代表 Mr. Arief 

Fadillah、印尼貿易部國際貿易合作總司長

Mr. Iman Pambagyo、印尼商工總會會長 Mr. 

Suryo Bambang Sulisto、印尼商工總會台灣

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中華民國國

際經濟合作協會印尼委員會潘主任委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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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徐大衛副局長、駐印

尼代表處張良任代表 

 

 

印尼商工總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 贈送禮品予駐印尼代表處張良任代

表 

 

 

印尼商工總會會長 Mr. Suryo Bambang 

Sulisto 贈送禮品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徐大

衛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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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馬來西亞登嘉樓中華總商會訪華團歡

迎午宴 

馬國登嘉樓中華總商會由會長拿

督盧成全於本(103)年 5 月 11 日至 18

日率領 23 位該會董事及會員代表訪

華，駐馬來西亞代表處及外交部函請

本會協助安排參訪行程並惠予接待。

該團此行旨在考察及瞭解我國經濟及

文化發展現況，觀摩我農業、水產養

殖業、觀光業、節能環保、文創產業

等領域之發展，以及推廣登嘉樓旅遊

景點及觀光業。此行除拜會我僑務委

員會、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外，並安排參訪相關企業。 

本會林理事明儒於 5 月 13 日中午

12:00 假台北世貿中心聯誼社設宴歡

迎訪賓，外交部亞太司何司長登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劉資深副總經理景

中、雄獅集團張總經理幼恬、僑務委

員會僑商處柳專門委員慧敏、新茂控

股公司林執行董事凱民、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市場拓展處亞太組賴組長文

毅、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所賴惠敏博

士，以及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李組長

倩如等人應邀作陪。 

 

 

 

 

 

 
登嘉樓中華總商會會長拿督盧成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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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登嘉樓中華總商會王天然副會長、會

長拿督盧成全、國經協會林明儒理事、登嘉

樓中華總商會劉保章署理會長 

 

捷克貿工部次長 Mr. Pavel Šolc 夫婦

歡迎晚宴 

捷克貿工部主管能源及產業次長

Mr. Pavel Šolc 夫婦應經濟部邀請於

本(103)年 5 月 6 日至 11 日訪華，由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黃科員冠毓陪同，

訪華期間Š次長拜會經濟部能源局、台

灣電力公司、台灣智慧電網協會及參

觀第四核能發電廠。Š次長為首度訪

華，此行旨在了解我國能源政策、智

慧電網及智慧電表。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於 5 月 8 日

晚上 18:00 假台北圓山大飯店設宴歡

迎訪賓，外交部歐洲司侯專門委員明

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雙邊貿易二組

熊副組長力恆、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林執行長和龍、光林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葉總經理耀中、友達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陳副總經理建斌、泰豐貿易股

份有限公司徐總經理徵祥，以及本會

李秘書長傳亮、劉鳳卿組長等人應邀

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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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3 年 5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5 月出口 266.7 億美元，較上月增

0.3%，較上年同月增 1.4%；累計 1 至

5 月出口 1,265.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 2.1%。 

(二)進口 

5 月進口 213.8 億美元，較上月減

11.1%，較上年同月減 2.3%；累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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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 月進口 1,123.0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 0.3%。 

(三)出入超 

5 月出超 52.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加8.6億美元；累計1至 5月出超142.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9.1億美元。 

(2014/06/09 財政部統計處)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2014 

Mar. Apr. May 

GDP 1.48 2.11 -- 2.89 -- 

CPI 1.93 0.79 1.62 1.66 1.61 

Unemployme

nt rate 
4.24 4.18 4.03 3.91 -- 

Export -2.3 1.4 1.9 6.2 1.4 

Imports -3.9 -0.2 7.4 5.8 -2.3 

Export orders 1.12 0.44 5.9 8.9 -- 

Industrial 

production 
-0.25 0.65 3.2 4.8 -- 

Monetary 

aggregate(M2) 
3.5 5.8 5.9 -- -- 

Stock Market 7,700 8,612 8,849 8,791 9,075 

5 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韓國今年 4 月份收入貿易條件指數創

新高紀錄 

韓國銀行日前發布「4 月份貿易

收支及貿易條件」報告，韓國今(2014)

年 4 月份收入貿易條件指數（2010 年

為 100）為 123.65，創自 1988 年採用

現行統計系統後之新高紀錄，較去年

同月份上升 9.9%，亦較前 (3)月份

119.69，上升 3.3%。 

上述報告中說明，收支貿易條件

係指用出口總額可以進口之商品數

量，即 2010 年之出口總額可進口 100

件商品時，今年 4 月份可進口 123.65

件，利用今年 4 月份出口總額可進口

之商品數量創最高值，據分析，此為

出口物量大幅增加，而進口物價因韓

元升值而大幅下跌所致。 

另據指出，韓國今年 4 月份之出

口物量指數亦達 138.47，創歷史新

高，較去年同月份上升 9.2%，若再乘

以出口物價指數所得之出口總額指數

135.06，亦接近去年 10 月 135.3 之最

高紀錄。而今年 4 月份進口物價指數

為 97.13，為自 2010 年 4 月份後，4

年來之最低值。 (資料來源: 2014-5-24

韓國首爾經濟新聞) 

 

菲律賓失業率居東盟榜首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報告，菲國是

東南亞地區中失業率最高的國家，該

報告指出，儘管菲國過去兩年經濟成

長強勁，但就業成長停滯。2014 年菲

國失業率為 7.3%，印尼失業率 6%、

汶萊 3.7%、緬甸 3.5%、馬來西亞 3.2%

及新加坡 3.1%。 

失業率最低的東南亞國家為: 越

南 1.9%、寮國 1.4%、泰國 0.8%及柬

埔寨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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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球總失業人口為 2 億

200 萬人, 與前年相比增加了 500 萬

人, 反應了現實的狀況為就業機會無

法滿足增長中的勞力數量。(資料來源: 

2014-5-26 駐菲律賓代表處經濟組) 

 

IHS：菲經濟產值 未來可望倍增 

世界經濟論壇東亞會議本周在馬

尼拉召開，美國智庫 IHS 環球透視亞

太首席經濟學家畢斯瓦（ Rajiv 

Biswas）會前發表聲明預測，隨著海

外移工匯款激增及企業流程外包業蓬

勃成長，菲律賓經濟產值未來 10 年內

可望擴張逾 1 倍。 

IHS 報告預測，2016 至 2030 年，

菲國的經濟成長率平均在 4.5％到 5.0

％。2024 年之前，經濟產值料從目前

的 2,800 億美元擴張至 6,80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2014-5-19 中時電子報) 

 

泰國首季 GDP 衰退 2.1%，創 2011

年第 4 季以來最差 

泰國近期飽受政爭之苦，經濟也

遭波及，根據曼谷全國經濟及社會發

展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NESDB)週一公

布最新數據顯示，泰國第 1 季國內生

產毛額(GDP)較前季衰退 2.1%，創下

發生世紀洪患 2011 年第 4 季以來最

差，該季季比大幅衰退 11.1%。前季

經濟修正後擴帳 0.1%，不過，比彭博

訪調 16位經濟師預估萎縮 2.2%稍好。 

若與上年同相比，首季萎縮

0.6%，也創下 2011年第 4季衰退 8.9%

以來最差，也不及市場預估擴張 0.4%

的水準。 

第一季季比衰退 2.1%，為去年第

1 季衰退 1.4%以來首見的負成長，主

要因政治動盪衝擊當地消費，嚇跑觀

光客，升高泰國經濟今年可能陷入衰

退的風險。 

泰國這波自去年 10 月底起的反

總理盈拉 (Yingluck Shinawatra)示威

抗議活動，造成基礎建設支出停滯，

衝擊這個東南亞第二大經濟體的消費

者信心。 

法院的判決迫使盈拉本月下台，

泰國軍隊已經表示，可能動用武力對

抗任何政治暴力升溫，信評機構也警

告對債信評等的不利影響。總理盈拉

因濫用職權、涉嫌違憲，本月 7 日遭

泰國憲法法院裁定不適合繼續擔任看

守總理。 

曼谷泰華農民研究中心(Kasikorn 

Research) 經濟師皮蒙萬 (Pimonwan 

Mahujchariyawong)表示，「實際上，

經濟感覺像是陷入衰退」。在投資和消

費衰退下，「復甦將仰賴何時有一個積

極的政府。政治真空越久，經濟明年

攀升的機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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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NESDB 也將 2014 年 GDP

預估區間自 3.0-4.0%大幅下修至

1.5-2.5%。 

另一方面，外資去 2013 年賣超泰

國股市、金額高達 62 億美元，創 1999

年彭博社開始統計以來新高。 

泰國商會大學(UTCC)經濟學家

Vachira Kunthawethep 指出，泰國消費

者信心指數已經連續 13 個月呈現下

滑，目前已跌至 2001 年 11 月以來最

低水準。(資料來源: 2014-5-19 財訊快

報) 

 

曾銘宗：金融業越南曝險 793 億元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下午表示，金

管會已統計，目前台灣金融業在越南

的曝險金額為 793 億元，目前沒有重

大損失情況。 

曾銘宗表示，越南反中暴動，不

會影響台灣金融業打亞洲盃的想法，

因為罷工暴動是短期現象，我們的眼

光不能如此短小。 

台灣金融研訓院舉行的台灣發展

亞太區域銀行及國際金融業務之策略

研討會，曾銘宗回答媒體的提問。 

台灣金融業在越南市場，有 53

家分支機構，包含 1 家銀行子行及其

旗下的 10 家分行，產、保險業各有 2

家，今天已透過公會，向各業者表達

關切，要求優先注意人身安全。 

中信銀資深副總高麗雪、第一銀

行副總林漢奇皆表示，目前還未蔓延

到胡志明市，人員平安，已先將中文

招牌拆下，一銀也暫停外部活動，如

客戶拜訪，避免遭受攻擊。 

至於越南暴動事件，是否影響台

股表現？曾銘宗指出，我國金融機構

在越南曝險額度不高，其它產業情況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實際財務受

損不高，對台股影響應該有限，也不

會影響我金融業打亞洲盃的策略。(資

料來源: 2014-5-14 中時電子報) 

 

匈牙利中央銀行自5月28日起調降基

本利率為 2.40% 

據匈牙利中央銀行（National 

Bank of Hungary）發布新聞指出，該

行於今（2014）年 5 月 27 日召開貨幣

委員會（Monetary Council）會議，決

議將基本利率（base rate）自 2.50%調

降為 2.40%，並自 5 月 28 日起實施。 

此係匈牙利中央銀行自 2012年 8

月（當時基本利率為 7%）起，已連

續第 22 次調降基本利率，亦為近年來

之新低點。 

據匈國中央銀行貨幣委員會在調

降基本利率後表示，在廣泛評估總體

經濟展望、經濟發展之風險因素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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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貨膨漲之預測等，決定調降基本

利率。該委員會補充表示，由於全球

金融環境不確定性因素依然存在，該

行對金融政策係採取審慎作法。(資料

來源：國貿局經貿資訊網 2014/05/27) 

 

土耳其核發太陽能發電執照 

土耳其電力輸送公司(TEİAŞ)為

東部之Elazığ及Erzurum 等兩省之太

陽能發電展開招標活動，Solentegre

能源公司以每一百萬瓦電力約 40 萬

美元之價格贏得 Elazığ 省 8 百萬瓦發

電容量之標案。而 Erzurum 省 5 百萬

瓦發電容量之標案則由 Halk 能源公

司以每一百萬瓦電力約 3 萬 3 千美元

之價格贏得執照。太陽能發電商將在

個別區域進行投資，並於三年內付款。 

土耳其目前大多利用天然氣發

電，占總發電量之 46%，一年支付高

達 600 億美元之能源帳單。目前透過

在地資源、再生能源以及煤炭等僅能

滿足土耳其 27%之能源需求，土耳其

並目標於 2023 年之前利用再生能源

滿足達 30%之能源需求。(資料來源：

駐土耳其代表處經濟組 2014/05/16) 

 

杜拜再起 3T建設撐起經濟 

杜拜再起成為全球經濟焦點。世

博 2020 主辦權於去年 11 月揭曉花落

杜拜，成了保障杜拜未來 6 年黃金發

展的最佳支撐；此前，杜拜已復甦，

去年股市飆漲超過 107％，GDP 成長

率創下 2008年以來最佳紀錄，跟 2008

年金融海嘯後，杜拜神話一夕破滅不

可同日語，關鍵就在 4 個原因讓杜拜

再起，分別為從不停止建設、外界動

盪凸顯和平、領導人凝聚向心力、記

取教訓、防範未然。 

若把時光轉回2008年9月金融海

嘯發生後，當時大量舉債進行各項建

設的杜拜，受美國次貸風暴波及，股

市崩盤、房價狂洩，陷入破產危機。

房地產價格腰斬 60％，許多投資失利

的外來工作者，為了躲債，把貸款買

來的超跑丟在機場，連夜出逃。「杜

拜神話」一夕破滅。 

當時的杜拜被世界看衰，甚至被

嘲笑為「膨風過頭」。沒想到，它已

迅速再起。不但舉世注目的工程陸續

完工，目前旅遊業更迅速成長。 

(2014/05/01  工商時報) 

 

阿聯、卡達入列，MSCI亞洲權重遭排

擠 

MSCI於 15日公布最新的半年度

權重調整，就新興亞洲來看，受到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UAE)及卡達新增加

入 MSCI 新興市場指數，造成對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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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權重上的排擠，印度、南韓、台

灣和泰國紛紛遭到權重雙降。 

同時比較 MSCI 新興亞洲指數和

MSCI 新興市場指數兩者，以馬來西

亞和菲律賓表現最佳，同時獲得雙邊

調升；另一方面，包括印度、南韓、

台灣和泰國則是雙邊權重雙降。進一

步檢視 MSCI 新興亞洲指數中成份國

的變化，則可以發現中國、印尼、馬

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四地權重皆有增

加。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金經理人

顏榮宏表示，這次 MSCI 的調整透露

權重版圖的變化，主要反映了阿聯和

卡達從邊境國家進入新興國家之列，

顯示新興國家經濟硬實力不如忽視，

未來影響力有增無減。至於亞洲國家

中，這次中國和東協數國的權重也有

顯著提升，可望成為未來資金進駐亞

洲時主要的參考指標。 

分析中國和東協權重增加的原

因，顏榮宏認為，中國股市估值便宜，

經濟數據逐步轉好，去年經歷政權順

利換屆後，進行結構性改革並逐步落

實，目前上證指數處於 2000 點支撐

點，預料改革紅利將開啟更多長線上

漲動力。至於東協等國也大走改革題

材。顏榮宏說，馬來西亞這次在 MSCI

新興亞洲指數中權重上調 0.28%，最

為顯著，主要是因為馬來西亞為東南

亞第三大經濟體，力行改革並逐步取

消多項補貼，預計 2020 年可躋身高收

入國家。菲律賓的主權債信評等日前

獲標普調升。顏榮宏指出，印尼在野

的民主奮鬥黨將聯合其他小黨爭取正

副總統提名，預料將為印尼帶來一番

新氣象。 

顏榮宏分析，其實資金投資亞

洲，除了低估值和改革契機外，另一

個極大的吸引力就是亞洲國家的高息

股廣度夠且表現優異。統計過去 14

年來(2000~2014.2)，亞太(不含日本)

高息股指數年化報酬率高達 15%，相

對於同期美國高息股的 9%、歐洲的

6%。顏榮宏進一步指出，亞洲配發

4%以上高息股票占比23.7%也優於美

國的 7%，換言之，資金挑選亞洲股

票時，很容易向高息股靠攏。 

至於印度、南韓、台灣和泰國，

因成分股增少減多，導致在 MSCI 新

興市場指數和 MSCI 新興亞洲指數的

權重雙雙下降，顏榮宏說，主要是著

眼風險考量，因為印度股市已經來到

歷史新高；泰國政治干擾因素未散；

南韓和台灣雖然受惠全球景氣復甦，

外資也已經從 4 月開始逐漸回籠，但

動能仍有待觀察。 (中時電子報

201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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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本會雙邊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及

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雙邊事務委員會全體委員會

議及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已

於今（103）年 5 月 29 日召開完竣。

旨述兩項會議均由王理事長鍾渝主

持，召開目的在討論通過本會雙邊事

務委員會所屬各國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及副主任委員重新研議調整之名單，

理監事聯席會議除邀請外交部國經司

楊總領事司恭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雙

二組熊副組長力恆蒞會指導外，並討論

通過本會「本會 102 年度會計師查核

報告」、「新會員入會案」、『本會新

修訂「員工考績辦法」』、『本會新修訂

「員工請假辦法」及「員工上、下班

打卡規定」』、簽署雙邊經貿合作協定

或備忘錄、增聘都彥豪先生為本會顧

問等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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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 2,339 萬人 (5/2014) 

首都 台北 首都人口 269 萬人 (5/2014) 

國慶日 10 月 10 日 電話國碼 886 

幣制 新台幣 匯率 US$1=NT$ 30.04 (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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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0.79%(2013 年) 

失業率 
3.91% (2014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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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為 266.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4%) 

2014 年 1-5 月為 1,265 億 7,887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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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為 213.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少 2.3%) 

2014 年 1-5 月為 1,122 億 9,531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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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5 億美元(至 2014 年 5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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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13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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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哥倫比亞經貿暨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6.  4 月 22 日 台灣與海地夥伴關係與投資商機 台北 

7.  5 月 5-7 日 第 12 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新加坡 

8.  5 月 18-23 日 第 6 屆台以（色列）經濟聯席會議 特拉維夫 

9.  5 月 21-25 日 第 13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烏蘭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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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3.  6 月 24 日 第 7 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4.  6 月 26 日 索羅門群島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5.  6 月 第 2 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6.  6-12 月 第 12 屆台秘（魯）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7.  7-11 月 第 5 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8.  7-12 月 第 6 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市 

19.  7-12 月 第 4 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波哥大市 

20.  7-12 月 第 10 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聖地牙哥市 

21.  7-12 月 第 11 屆台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亞松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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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2.  7-12 月 第 1 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9-11 太子港 

23.  8 月 第 24 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曼谷 

24.  8 月 第 2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25.  8-12 月 太平洋聯盟商機研討會 台北 

26.  9 月 第 14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新德里 

27.  9 月 16-18 日 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中 

28.  9 月 17-19 日 亞太商工總會第 28 屆會員大會 吉隆坡 

29.  9-10 月 第 21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30.  10 月 23-24 日 第 23 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1.  10-11 月 第 39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2.  11-12 月 第 15 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3.  延至 2015 年 第 12 屆台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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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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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第 2 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奧斯陸 

7.  5 月 19 日 第 16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倫敦 

8.  5 月 22 日 第 1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都柏林 

9.  6 月 2-3 日 赴馬爾他經貿參訪 瓦萊塔 

10.  6 月 5 日 第 13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11.  6 月 11 日 第 21 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巴黎 

12.  7 月 1 日 立陶宛暨波羅的海經貿暨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13.  8 月 12 日 土耳其市場商機研討會 台北 

14.  8 月 27 日 第 3 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5.  9 月待確認 第 12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6.  9 月下旬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7.  9 月 10 日  第 14 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柏林 

18.  9 月 11 日  第 7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盧森堡 

19.  9 月 27-30 日 赴立陶宛參訪  維爾紐斯 

20.  10 月 1 日 第 3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塔林 

21.  10 月 4-5 日 赴阿爾巴尼亞參訪 地拉那 

22.  10 月 6 日  第 5 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莫斯科 

23.  10 月 第 1 屆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  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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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4.  10 月 第 21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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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2 月  第 7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維也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