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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舉辦雙邊會議 

 

 

為協助我國廠商拓展菲律賓

市場，並配合「第 18 屆台菲部長

級經濟合作會議」召開，本會與

菲律賓商工總會（ Philippin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PCCI）於本（101）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假台北晶華酒

店 3 樓宴會廳 A 召開「第 22 屆

台菲經濟聯席會議」，菲方民間

代表團由菲律賓商工總會會長

Atty. Miguel B. Varela、菲中經濟

協進會主席 Mr. George Siy 親自

率領菲律賓多家知名企業代表共

63 名來台參加會議及相關活動。

我方報名參加企業代表有 100 餘

人，由本會菲律賓委員會楊克誠

主任委員擔任代表團團長，雙方

與會人數共計約 170 人。 

聯席會議於下午 2 時正式開始，

開幕典禮中先後由楊克誠主任委

員、菲中經濟協進會主席 Mr. 

George Siy 致開幕詞，菲律賓商

工總會會長 Mr. Miguel B. Varela

以貴賓身分致詞。全體大會安排

多場專題演講，由台菲雙方專家

發表演說，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東南亞研究中心徐遵慈計畫協調

人、菲律賓貿工部次長 M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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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z、農委員國際處張淑賢處長、

巴 丹 自 由 港 區 總 裁 Mr. 

Deogracias G.P. Custodio、台北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中心陳

建華主任，以及世界資源亞太股

份有限公司傅雲政副總經理分別

針對兩國經濟合作、菲國中小企

業發展的大動力、台灣農業、巴

丹自由港區、醫療觀光以及環境

與廢棄物管理等議題發表專題演

講，期增進雙方經貿合作商機。

另外，我經濟部施顏祥部長與菲

律賓貿工部長 Hon. Gregory 

Domingo 亦受邀於會中發表演說，

以官方立場提供兩國經貿投資合

作之建議與方針。 

全體大會結束後，舉行一對一商

務洽談，分組洽談共分 10 組，包

括電動車與汽車零組件、電器與

家用品、農業食品及食品機械、

化妝與保養品、製鞋、環保與廢

棄物處理、觀光與醫療觀光、房

地產開發、法律諮詢及其他，雙

方約 50 家業者利用該洽談會尋

找商機。 

菲律賓代表團於8月17日由本會

安排參觀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宣德能源科技公司、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單

位。18 日下午菲律賓代表團搭乘

班機返回菲律賓，結束此次訪台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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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投資論壇暨第 23 屆台泰

經濟合作會議」於本年 8 月 20

日上午假台北喜來登大飯店地下

二樓福廳舉行，計有 140多位台

泰代表出席。大會由本會泰國委

員會陳主任委員飛龍及泰國工業

院 副 主 席 Mr. Mangkorn 

Dhanasarnsilp 共同主持，我經濟

部卓次長士昭、泰國貿易經濟辦

事 處 代 表 Mr. Kriangsak 

Kittichaisaree、泰國工業部投資促

進委員會秘書長 Dr. Atchaka 

Sibunruang 等官員蒞臨開幕典禮

並致詞。全體大會中，中華整廠

發展協會理事長暨川佳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金德先生及泰

台經濟合作委員會簡主席世瑜就

「產業自動化」進行專題演說，

泰國台商總會郭副總會長修敏則

就「台商投資成功經驗分享」進

行專題演說。 

我經濟部卓次長士昭（最右者）於「泰

國投資論壇暨第 23屆台泰經濟合作會

議」開幕典禮中致詞 

 

本會泰國委員會陳主任委員飛龍致贈

禮品給泰國工業部投資促進委員會秘

書長 Dr. Atchaka Sibunruang 

 

本會泰國委員會陳主任委員飛龍和泰

國 工 業 院 副 主 席 Mr. Mangkorn 

Dhanasarnsilp 於開幕典禮中互換禮品 

左起本會泰國委員會陳主任委員飛龍、

泰國工業院副主席 Mr. Mangkorn 

Dhanasarnsilp、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代

第 23 屆台灣-泰國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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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r. Kriangsak Kittichaisaree、泰國工

業部投資促進委員會秘書長 Dr. 

Atchaka Sibunruang、工總國際事務委

員會黃副召集人博治 

 

攝於惜別晚宴，左起本會王理事長鍾

渝、本會泰國委員會陳主任委員飛龍、

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簡主席世瑜、中

華整廠發展協會張理事長金德 

 

攝於惜別晚宴，左起經濟部投資業務

處邱處長一徹、泰國工業院副主席 Mr. 

Mangkorn Dhanasarnsilp、工總國際事

務委員會黃副召集人博治 

 

攝於惜別晚宴，本會王理事長鐘渝於

晚宴中唱卡拉 OK 

 

攝於惜別晚宴，左起泰台經濟合作委

員會簡主席世瑜、本會泰國委員會陳

主任委員飛龍、精誠資訊公司唐總經

理雲順於晚宴中歡唱卡拉 OK 

 

 

 

為協助國內廠商拓展東協市

場，了解柬埔寨當地投資環境，

本會配合經濟部「2012 年柬埔寨

投資考察團」行程，與中華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共同招募團員，

前往柬埔寨出席8月31日由本會

與柬埔寨總商會共同召開之「第

1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由本會

柬埔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克誠與

柬埔寨總商會會長 Mr. Neak 

Oknha Kith Meng 共同主持，台柬

雙方計有 77 人參加。 

會議由柬埔寨總商會會長Mr. 

Neak Oknha Kith Meng、國經協

會柬埔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克誠

致詞外，雙方團員自我簡介，開

放團員詢問經貿投資相關問題，

第 1 屆台灣-柬埔寨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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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也利用會議場合認識柬國廠

商。  

第 1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前排左起

金邊商會副會長 Mrs. Oknha Chan 

Sothea、柬埔寨總商會會長 Mr. Neak 

Oknha Kith Meng、金邊商會常務理事

秘書 Mr. Oknha Nang Sothy 

 

第一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前排左起

駐胡志明辦事處商務組曾組長顯照、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邱部長一徹、本會

柬埔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克誠、駐胡

志明辦事處楊代表司恭、外交部亞太

司陳副代表文煙 

 

 

 

 

 
 

拜會柬埔寨發展委員會轄下柬埔寨投

資審查委員會副秘書長 Mr. Chea 

Vuthy 

 

拜會加華集團—左起本會柬埔寨委員

楊主任委員克誠、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邱部長一徹、加華集團方總裁僑生、

駐胡志明辦事處楊代表司恭、駐胡志

明辦事處商務組曾組長顯照 

 

 
本會柬埔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克誠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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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為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邱處長一徹慶

生 

參訪曼哈頓經濟特區 

湄公河船運渡河景色 

金邊市區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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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拜會重要外賓 

 

 

布吉納法索駐華大使沙瓦多哥

(Jacques Y. Sawadogo)偕二等參

事畢達悟(Daouda Bitie)於 8月 20

日拜會本會王理事長鍾渝，介紹

今年 10月 26日至 11月 4日於布

京瓦加杜古舉辦之國際藝術暨手

工藝貿易展。 

 

 

 

台灣非洲經貿協會周理事長廖德

(左)於 8月 27日拜會本會李秘書

長傳亮，洽談合作組團出訪非洲

事宜。 

 

 

 

 

 

台灣非洲協會理事長拜會 

布吉納法索大使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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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台灣與墨西哥經貿合

作交流，墨西哥商務辦事處商務

代表 César Fragozo 於 8 月 9 日

上午前來拜會本會李秘書長傳

亮。李秘書長傳亮請 F 代表協助

促成台墨洽簽投保協定、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等相關經濟協定，如

此才能提升我商投資墨西哥之

信心。由於台灣於大陸投資金

額龐大、與大陸同文同種溝

通較為容易，且二岸已簽署

多項經貿協定，建議墨西哥

可以利用台灣作為進軍中國

大陸市場的基地。  

 

 

為促進台灣與秘魯經貿合作交流 

，祕魯駐台商務辦事處代表 Gycs 

M. Gordon於 8月 14日上午前來

拜會李秘書長傳亮。李秘書長首

先歡迎G代表前來拜會並感謝G

代表駐台期間協助推動台秘民間

交流不遺餘力。秘魯近年的高經

濟成長率已吸引全球的注意，李

秘書長請G代表協助促成台秘洽

簽投保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等相關經濟協定，如此才能提升

我商投資秘魯之信心，帶動雙方

經貿交流。 

雙方就祕魯、智利、哥倫比

亞及墨西哥四國總統於今年 6 月

6日在智利簽署Pacific Alliance，

以整合經貿政策及市場，並合作

前進亞洲一案，洽談國經協會協

助四國在台宣導 Pacific Alliance 

以提升相互經貿關係事宜。 

 

 

 

國經協會李秘書長傳亮 8月

23日拜會西班牙 BBVA銀行台北

分行李總經理志明，為雙方合作

推動台灣與拉美市場經貿關係交

換意見。BBVA以往經常參與國經

協會舉辦之會議，雙方樂意進一

步提昇合作關係，整合彼此的資

源，加強推動台灣與拉丁美洲經

墨西哥駐台商務代表拜會 

秘魯駐台代表拜會 

秘書長偕同仁拜會西班牙銀行 B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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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交流合作。特別是推動台灣與

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 今

年 6月 6由智利、秘魯、哥倫比

亞與墨西哥四國總統在智利所簽）

間之經貿關係，諸如合作舉辦投

資研討會、提供台灣投資者相關

之投資與金融服務、工程標案訊

息交流等。 

 

 

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現任貿易暨

投資署署長 Mr. Stephen Metti、新

任貿易暨投資署署長 Mr. David 

Brown於 8月 29日拜會本會李秘

書長傳亮。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於 9 月 6 日會

見瑞典貿易委員會台北辦事處代

表 Mr. Jens Wernborg，雙方並針

對未來如何進一步推動台瑞實質

經貿關係交換意見。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於 8月28日拜

會比利時台北辦事處處長 Ms. 

Caroline Vermeulen，雙方並針

對未來如何進一步推動台比實質

經貿關係交換意見。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於 9 月 7 日會

見奧地利駐台商務代表處商務代

表 Dr. Walter Höfle，雙方並針對

未來如何進一步推動台奧實質經

拜會比利時駐台代表 

瑞典駐台代表拜會 

英國駐台官員代表拜會 

拜會奧地利駐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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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關係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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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財政部統計處今天公布 101

年 8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概況，出

口總值 246.9 億美元，年減率

4.2%，為今年連續第 6 個月衰退。 

與 7 月比較，8 月出口月減率

0.6%。累計 1 至 8 月出口 1963.4

億美元，年減率 5.6%。 

統計處資料顯示，8 月進口總值

213.8 億美元，年減率 7.6%，月

減率達 10.7%。累計 1 至 8 月進

口 1809.1 億美元，年減率 5.7%。 

8 月出超 33.1 億美元，年增率

25.2%。累計 1 至 8 月出超 154.3

億美元，年減率 4.4%。  

 

 

 

 

陸委會 8月 18日下午於嘉義

伏龍宮舉辦廟口宣講活動，由聯

絡處盧處長向地方鄉親說明兩岸

4 年多來已舉行的 8 次「江陳會

談」之成效，並說明最新簽署之

「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及

「兩岸海關合作協議」內容，這

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後續談判中最早完成簽署的議題，

為 ECFA 後續議題的推動奠定良

好基礎。 

盧處長表示，兩岸投保協議簽署

後，對大陸台商或台灣相關產業

均會帶來好處。首先，投保協議

為直接或間接赴大陸投資的台商

帶來更多的保障，連帶保障與台

商相關之台灣產業利益，過去台

商所作的投資受到保障，這些保

障也適用於所有產業，達到「投

資保障全面化」；其次，雙方主管

部門將依投保協議建立聯繫平台

與溝通管道，可以直接對台商在

大陸投資遇到的問題進行瞭解與

協處，落實「投資保障制度化」；

再者，投保協議簽署後，推動投

資法規透明化及權益保障相關作

法，有助於「投資環境健全化」，

不但對台商事業發展有幫助，也

可以進一步吸引外商來台投資，

有助台灣經濟發展，提升台灣整

體競爭力。此外，在投保協議中

針對各界關注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保障部分，已在第三條投資待遇

中，以專款明定對投資人及相關

人員的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例

如台商因人身自由受限，大陸相

關部門應於 24 小時內通知家屬

或所屬企業，也要依既有的機制

進行兩岸主管機關之間的通報作

8月出口 連 6負 

 

陸委會：簽署兩岸投保協議及兩岸海

關合作協議，為 ECFA後續議題推動建

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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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盧處長指出，投保協議內容參考

一般國際投資協定，也考量兩岸

特殊性，為台商爭取到比外商、

港商優惠的待遇。另投保協議在

執行效力方面，透過與「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的搭配，讓台商及相關人員的人

身安全獲得通知、通報機制的雙

重保障，也讓台商的智慧財產權

更有保障。 

盧處長亦說明，兩岸海關合作協

議簽署後，雙方海關可透過聯繫

平台及時並有效對通關問題進行

溝通、協調及解決，也會積極推

動優質企業(AEO)相互承認、應

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執行

海關監管及加強海關保稅區管理

等合作，提升通關效率，降低業

者的貿易及營運成本，同時能更

有效地查緝走私、阻絕非法貿易，

營造兩岸貿易便捷與安全的環

境。 

盧處長在宣講過程更以嘉義相關

產業為例，談到嘉義市集結了自

然生態與人文古蹟之美，例如嘉

義公園(有史蹟館、射日塔)、蘭

潭、嘉大昆蟲館、交趾陶館等，

呈現出多樣豐富的觀光資源。根

據統計，自 97 年 7 月開放陸客來

台觀光以來，至今年 7 月底止，

陸客來台人數已超過 414 萬人次，

為台灣帶來約新台幣 2,101 億元

的外匯收入；去年 6 月底開放陸

客來台自由行，至今年7月底止，

來台自由行人數已累積 10 萬

7,000 人次(平均每日人數達 266

人次)，目前開放 9個大陸城市(北

京、上海、廈門、天津、重慶、

南京、廣州、杭州、成都)民眾來

台自由行，8 月 28 日將再增加開

放 4 個大陸城市(濟南、西安、福

州、深圳)的民眾來台自由行。陸

客來台觀光政策相信能為嘉義地

區的觀光發展注入豐沛的能量。 

此外，盧處長也以過去接觸過的

嘉義在地企業家為例，生動且客

觀地向鄉親說明 ECFA 生效後，

台灣產品除了可用優惠稅率銷往

大陸、讓成本降低外，MIT 名號

更讓消費者信賴，因此不少台商

正積極回台投資，更能增進在地

就業機會，活絡在地經濟。 

今日陸委會到嘉義西區伏龍宮舉

辦宣講活動，受到地方鄉親熱烈

歡迎。本場座談有伏龍宮李青榮

主委、蔡建成總幹事、嘉義市文

化局洪孟楷局長、福全里蕭建林

里長、竹圍里蕭羣鵬里長及南華

大學馬祥佑所長等各界人士約

210 人參加，現場提問情形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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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與會各界人士咸認透過面

對面雙向溝通方式，有助於增進

地方各界對政府大陸政策的認同

與支持。 

 

 

 

雖然國際景氣疲弱已為全球物價

降溫，但由於蘇拉、天秤颱風接

連來襲，急速推升台灣蔬果價格，

8 月消費者物價（CPI）持續走

高。 

     受國際景氣低迷的影響，全

球的需求持續疲弱，其中除了受

乾旱影響的榖物、受中東情勢影

響的原油行情仍居高不下，其餘

糖、棉花、橡膠、鎳、鋅等農工

原料行情全數走跌，低迷的景氣

衝淡了通膨的壓力，也讓亞洲各

國 CPI 漲幅趨緩，7 月南韓、中

國大陸皆已跌破 2％。 

     雖然國際大環境為物價降溫 

，但一波波的颱風豪雨卻讓 7 月

台灣 CPI 年增率升至 2.46％，創

下 97 年 10 月以來新高。未料，8

月初的蘇拉颱風、8 月下旬的天

秤颱風接連來襲，再度讓 8 月份

的蔬菜批發價格比 7月上揚 20％。

依農委會統計，8 月的蔬菜批發

價年增率升至 70％，而水果批發

價格的年增率也達 30％，在蔬果

價格高漲下，8 月 CPI 年增率極

一舉超過 3.42％，續創新高。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8 月出口 246.9 億美元，較上

月減 0.6％，較上年同月亦減 4.2

％；累計 1 至 8 月出口 1,963.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5.6％。 

（二）進口 

8 月進口 213.8 億美元，較上

月減 10.7％，較上年同月亦減 7.6

％；累計 1 至 8 月進口 1,809.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5.7％。 

（三）出入超 

8 月出超 33.1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月增加 6.7 億美元；累計 1

至 8 月出超 154.3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少 7.2 億美元。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

1 

2012 

  Ma

y. 

Jun

e 

July Jan.-J

uly 

GDP 4.0

3 

- -- -- -- 

CPI 1.4

2 

1.7

4 

1.7

7 

2.4

6 

1.61 

Unemploy

ment rate 

4.3

9 

4.1

2 

4.2

1 

-- 4.17 

Export 12.

3 

-6.3 -3.2 -11.

6 

-5.8 

Imports 12.

1 

-10.

5 

-8.4 -3.2 -5.4 

Export 

orders 

7.2 -3.0 -2.6   

Industrial 

production 

4.6 -0.2 -2.4 -- -- 

台灣 8月 CPI恐續飆高 

101 年 8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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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ary 

aggregate(

M2) 

5.8 4.4 4.2 -- -- 

Stock 

Market* 

8,1

55 

7,3

57 

7,1

43 

7,1

87 

-17.21 

(資料來源: 財政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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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本會同仁黃助理專員珮慈獲

外交部遴選代表參加俄羅斯「體

育、觀光暨青年政策部」所屬「聯

邦青年事務署」於（101）年 8

月 24 日至 27 日舉辦之國際青年

教育論壇「SeliSakh-2012 新經濟

與青年倡議」。該研習營舉辦之旨

在建立與各國企業於創新、資訊

等領域青年交流之平台，協助與

會者了解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展現

況及文化特點，並藉由本活動建

立俄國及其他國家相關領域傑出

青年之聯繫管道，促進國際青年

事務交流。  

 

    台灣代表團成員包含我外交

部林薦任科員姝萍、中國文化大

學俄國語文學系傅博士柏翰、台

俄協會唐秘書孟緯、台灣經濟研

究院陳研究助理滋尹、國立政治

大學外交所徐研究生裕軒、國立

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學生張

翰豪及本會黃助理專員珮慈共 7

位，國際青年主要有來自日本、

印度、阿富汗的年輕企業家與學

生，加上俄羅斯各州青年代表共

計約 200 人參加。 

行程安排除舉辦國際青年教

育論壇外，並參觀當地自然人文

景觀如：漁業養殖場、海邊、高

山纜車、歷史博物館、海鮮市場

等薩哈林島特色代表景點，使國

際青年對薩哈林島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 

 

 

2012 庫頁島國際青年教育論壇 

圖為台灣代表團與當地青年之合照。 

 

國際青年教育論壇與會者。 

 

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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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本年 7 月份開始恢復「慶

生會」活動之舉辦，除藉此連繫

同事之間的感情，並由秘書長致

贈生日禮物給予當月壽星同事表

示祝福。 

 慶生會於 8月 15日中午假本

會會議室舉行，8 月壽星同仁共

有 2 位，分別為，國一組黃珮慈

助理專員及林佳汶，負責國家包

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

喬治亞、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

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謹檢附本會入會申請書資料

如附件，敬請有意佈局全球之我

商踴躍加入國經協會，共同開拓

國際市場。 

 

 

8 月 1 日瑞士國慶、8 月 9 日新加

坡國慶、8 月 17 日印尼國慶、8

月 20 日匈牙利國慶、8 月 24 日

烏克蘭國慶及8月31日馬來西亞

國慶，以上各國國慶日，本會已

向各國駐台單位及本會對口單位

發函致賀。 

 

慶生會 

國經協會入會申請表 

海景欣賞。 

         

 
八月份國慶日 

參觀薩哈林歷史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