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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馬總統：陸對台需更多了解 

總統馬英九表示，中國大陸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的台灣前途

問題發言，引起非常大反彈。這類議

題高度敏感，「我想他們還需要做更多

的功課」。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11日說，「任

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

民共同決定」。 

  馬總統 19 日接受美國「富比士」

雜誌專訪，「富比世」雜誌問及，國台

辦發言人指稱台灣未來須由 13 億中

國人民共同決定，無助於兩岸互動，

可怎麼做讓雙方關係進一步發展？ 

  馬總統表示，這類議題高度敏

感，但他們似乎不了解。國台辦發言

人說出中國共產黨傳統立場，卻不了

解這對台灣是無法接受的。 

  馬總統說，儘管中國大陸花很多

人力、物力研究台灣，許多機構常派

人訪台，但對這些議題還需有更多了

解，如何處理才能讓大家覺得中國大

陸對台灣不是威脅，這不是做不到，

「我想他們還需要做更多的功課」(資

料來源:中央社 6/26) 

 

亞洲慈善家榜 尹衍樑 4 台人入列 

美國「富比世」雜誌（ Forbes 

Magazine）今年推舉 48 名亞洲慈善

家，台灣有包括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

等 4 人入榜，獲表揚事蹟主要在贊助

興學和研究、鼓勵閱讀和推廣文化。 

「富比世」連續 8 年推舉亞太地

區慈善家，目標不在列出最大捐助人

排名，而是喚起人們注意及彰顯他們

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們捐款推行的

這些計畫，所致力的遠大見識。 

 富比世 2014 亞洲慈善家名錄有

48 人，台灣部份有 4 人，他們分別是：

尹衍樑，63 歲：去年捐贈 1460 萬美

元（新台幣 4 億 4000 萬元）給台北榮

民總醫院和陽明大學，成立「卓越醫

師人才培育計劃」，鼓勵陽明醫學系學

生及北榮醫師出國研習、進修及攻讀

碩、博士學位。 

 尹衍樑還捐 400 萬美元給政府在

海外推廣台灣文化，文化部將用來與

40 所大學和機構合作，在這些機構所

在地推介台灣文學藝術和電影。另

外，他捐 1 億美元成立「唐獎」，上月

頒出首屆永續發展獎、生技醫療獎、

漢學獎和法治獎等 4 獎項。 

  「亞洲富比世」估計，尹衍樑的

財富總值達 44.8 億美元。 

  李鵬雄，64 歲，汎新工業公司創

辦人：為紀念父親李科永，秉承他的

遺志，於 1997 年成立基金會推動公共

圖書館系統，捐贈 1200 萬美元蓋 4

座圖書館，明年承諾再捐 230 萬美

元，在宜蘭蓋一座圖書館。 

  徐航健，71 歲，投資人：去年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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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400 萬美元回饋母校淡江大學，這

是淡江大學曾收受的最大筆捐款，學

校用來興建國際會議中心。 

  徐航健海軍退役後投資股市，曾

賠到破產，但至今號稱賺進 2000 萬美

元。 

  葉寅夫，63 歲，億光電子董事長：

捐 340 萬美元為母校台北科技大學興

建一棟 13 層大樓，於去年 11 月落成，

命名為億光大樓，將作為北科大光電

工程系教學及實驗用途，專門投入

LED 光學研究。環境工程及管理研究

所也將進駐這棟大樓。 

  入榜華人當中唯一女性是香港人

方黃吉雯（NellieFong），65 歲，健康

快車創辦人。她於 1997 年在火車上創

建眼科醫院，目前已成長到不只在中

國大陸鄉村地區進行白內障手術，還

擴大到醫師訓練，並發展出醫療網

絡。(資料來源:中央社 6/26) 

 

王郁琦：互設辦人道探視有共識 

行政院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今天

說，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人道探

視，雙方已有明確共識，會納入互設

辦事機構功能。 

 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主任張志軍今天來台，下午與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郁琦在機場旁

諾富特飯店，舉行第二次兩岸事務首

長會議（王張二會）。 

 王郁琦在會後記者會說，針對台

灣社會對兩岸服貿協議的關切，他在

會中建議，服貿協議生效後，兩會應

盡速依相關規定磋商，啟動後續協

商。而張志軍對此也表贊同。 

 王郁琦表示，他也建議儘速安排

貨貿協議的後續業務溝通。 

 他向張志軍說，台灣對加入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CEP）及亞太自由貿易區

有非常強烈意願，因為這對台灣是生

存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台灣順利展

開與各國經貿合作，有利提昇民眾對

於推展兩岸經貿的信心及支持。 

 至於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人

道探視，王郁琦說，雙方已經有明確

共識，會納入互設辦事機構的功能。

因為，只有完善辦事機構的實質服務

功能，才能真正即時有效為民眾服

務；至於互設行為規範及保障便利措

施，雙方展現積極正面態度。 

 有關陸客來台中轉議題，王郁琦

說，兩會在 2 月下旬的兩岸協議成效

檢討會議中，同意就開放陸客來台轉

機研究可行方案，陸方也正面積極回

應，雙方將安排相關單位展開溝通。

(資料來源:中央社 6/25) 

 

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歡迎 王張會 

針對 6 月 25 日舉行的「王張會」，

歐 盟 Ms. Catherine Ashton,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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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 Security 

Policy/Vice-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

表 Catherine Ashton 艾希頓女士的發

言人於 26 日代表歐盟，就兩岸關係的

改善發布聲明表示歡迎，外交部也聲

明表示感謝之意。 

歐盟指出「我們對於中國大陸主

管兩岸關係的高級官員，在其對口官

員今年二月歷史性訪問中國大陸後，

首度訪問台灣，表示歡迎。此次會談

展現 2008 年所建立的和解過程確具

動力。 

  我們鼓勵兩岸繼續擴大雙邊合作

與聯繫，進而對區域和平與安全作出

貢獻。」 

  歐盟長期關注兩岸關係及東亞區

域穩定，自馬總統於 2008 年就任後，

歐盟及歐洲議會已 24 度發布及通過

友好聲明與決議案。 

  此次聲明內容肯定兩岸關係的進

展，中華民國政府表示歡迎與感謝，

並籲請歐盟持續關注及支持兩岸以和

平方式推展雙方關係。 (資料來

源:2014-6-26 自立晚報) 

 

台灣列全球第二安全國  

內政部：多年努力成果 

在亞洲國家中，只有台灣與南韓

連續多年獲得人口販運防治一級評

鑑。此外，由於台灣防制人口販運成

效良好，美國防制人口走私販運中心

(HSTC)日前便與移民署簽署「台美防

制人口走私販運備忘錄(MOU)」，使我

國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與美國簽署

MOU 的國家，也是防制人口販運國

際合作的一大里程碑。 

美國網站Lifestyle9參考美國聯邦

調查局(FBI)的數據，並以犯罪率為主

要考量，選出全球 10 大安全國家，台

灣高居第二。對此，內政部次長陳純

敬今天(9 日)表示，政府近年來不斷加

強國家安全各項作為，他非常高興努

力的成果受到肯定。 

  美國網站 Lifestyle9 認為犯罪率、

自然災害、貪污程度、經濟情況等，

都是影響一個國家是否安全的原因，

其中又以犯罪率的影響最大；因此，

網站以犯罪率為主要考量，並參考聯

邦調查局的數據，選出全球 10 大安全

國家，台灣高居第二。 

  對此，內政部次長陳純敬 9 日受

訪時表示，台灣近年來致力於國境安

全管理，他對於台灣獲得這項殊榮並

不意外，也非常高興政府努力的成果

受到肯定。 

  陳純敬說，政府近來與美國簽訂

反恐合作計畫，台灣更連續 5 年獲得

美國人口販運報告評等列為防制績效

第一級的國家，如今又被美國網站評

選為全球第二安全國，顯示政府維護

國家安全的努力已收到成效。他說：

『(原音)我們努力的成果有受到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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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為移民署其實跟美國有反恐方

面的合作；另外，人口販運的部分也

是受到美國派來的專家認定我們是屬

於最高級的，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過去

幾年努力的成果，實際上反映我們努

力的績效。』(2014-7-9 中央廣播電台) 

 

台歐關係強化 服貿金額翻倍 

台灣與歐盟在經貿文化等領域關

係日益深化，過去 10 年雖然貨物貿易

呈現停滯，但服貿卻穩定成長，成長

逾 1 倍。 

  根據歐洲經貿辦事處近期最新出

版的「2014 歐盟－台灣雙邊關係概

況」，顯示台灣與歐盟雙邊關係互動熱

絡。 

  首先在貿易部分，雖然過去 10 年

的貨物貿易呈現停滯狀態，但在同時

期的服務貿易卻穩定成長，總金額從

2002 年的 38 億歐元至 2012 年的 79.5

億歐元，成長逾一倍（服務貿易等統

計數據的彙整與發布通常落後 1 年）。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龐維德表

示，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

是擁有 5 億高消費力顧客的最大市

場，歐盟與台灣間的投資關係是雙邊

經濟合作關鍵的一環，希望鼓勵此面

向更多的成長。 

  此外，台灣對歐盟的外國直接投

資（FDI） 由 2011 年的 3 億歐元增

加至 2012 年的 8 億 6000 萬歐元，雖

有明顯成長，但相較其他投資國流入

歐盟的 FDI，台灣的佔比除依舊非常

小之外，且相較中國大陸、越南或澳

洲，台灣對歐盟投資仍然偏低，對歐

投資僅佔台灣 2013 年對外總投資的

3.2%，歐盟辦事處認為這些都還有成

長空間。 

  根據貿易排名，2013 年台灣是歐

盟第 21 大貿易夥伴，較 2012 年的 23

名前進兩名。 

  龐維德表示，除經貿之外，台歐

雙邊的民間互動也有許多正面發展，

例如去年的台灣歐洲電影節破紀錄的

放映了來自 16 個會員國的 16 部電

影，吸引約 1 萬 8000 名觀眾觀賞。 

  2013年參訪台灣的歐洲人較 2012

年成長 9%，共有 29 萬 8573 人來台。 

  另外，歐盟與台灣在許多領域的

合作，如科技研發、核能安全、人權

對話、文化交流等都有良好的發展。

(2014-7-9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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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美代表：TPP 諮商對象包括台灣 

  美國貿易代表傅洛曼表示，目前

除了 TPP12 個談判國家外，另有 6 個

經濟體已展開諮商程序，當中包括南

韓、菲律賓、泰國與台灣，這是美方

首度證實台灣已進入 TPP 的諮商程

序。 

  傅洛曼（Michael Froman）16 日

在華府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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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演說表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國家占全球生產毛額的 4 成，

包括美國在內的 12 國正在進行談

判，另外還有 6 個經濟體等待參與，

TPP 將在改寫重要區域經貿規則上，

扮演領導角色。 

  研討會主持人、前貿易代表白茜

芙（Charlene Barshefsky）追問，哪些

國家在下一波名單內？傅洛曼表示，

他不會代替這些經濟體發言，但公開

表達考慮參與意願、已展開諮商程

序，最後將決定是否加入 TPP 的國

家，包括南韓、菲律賓、早前發生動

亂的泰國，和台灣以經濟體加入是其

中 4 個範例。 

  中華民國政府已多次表明參與

TPP 的意願及推動內部經濟改革，美

國國務院官員也公開表示，歡迎台灣

表達參與興趣。經貿人士指出，台灣

已與美國在內的TPP多國展開初步諮

商，這是美國最高層級經貿官員首度

證實台灣已洽談參與 TPP。 

  至於中國大陸參與的可能性，傅

洛曼說，美中有許多雙邊議題，必須

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架構下商

談，中方內部還在討論經改程序與目

標，中國大陸進行的經濟改革及市場

開放，符合美國利益，美方鼓勵中方

以國際現有的機制來推動。 

  他指出，美方對中方同意以先前

負面表列項目為基礎，於 2013 年 7

月進行美中雙邊投資協定諮商感到滿

意。（資料來源：2014-6-18 中央社） 

 

印尼航空取消台北航線 空姐慌 

印尼航空前年恢復雅加達台北航

線，但營運兩年多來，業績成長緩慢，

因此決定停飛這條航線。在這條航線

上服務的台灣空姐感到錯愕，不知下

一步該往哪走。 

  印尼航空（Garuda）日前發布公

告，自今年 8 月 11 日起停飛 GA852

雅加達飛台北航線，8 月 12 日起停飛

GA853 台北飛雅加達航線，已購票旅

客都可以辦理退票並免扣手續費。 

  印 尼 航 空 行 銷 經 理 阿 迪 卡

（Ardika）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表

示，公司做出停飛決定是因為這條航

線業績成長緩慢，逐月虧損。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航空 2012 年

5 月恢復飛台灣航班，並首次赴台招

募空服員，吸引 900 多人報名，共有

14 名台灣學員獲選來雅加達受訓。經

過數個月密集訓練，這 14 名學員通過

層層考驗，全部過關，成為印尼航空

生力軍。 

  這些往來雅加達、台北的台灣空

姐因為會講華語、台語，親切的服務

成為許多台商、台灣旅客往來台灣印

尼間的首選。 

  面對航線即將關閉，這些台灣空

姐除了錯愕就是茫然。印尼航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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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 Saphina Wu 在網路社群上留言

「我們和大家一樣傻眼」；另一名空姐

Lina Lin 則留言「嘆，我們也一樣傻

眼」。 

  不過，也有台灣空姐感性和大家

告別，Charming Ho 留言「不管如何

我還是每天開心上班，盡心盡力做好

每一個服務的細節跟步驟！感謝這兩

年多來陪我們一起成長的乘客」。 

  阿迪卡說，印尼航空雖然取消雅

加達飛台北的航線，但未來將增加峇

里島直飛台北的航線，這些台灣空姐

可能轉任峇里島飛台北航線，不論如

何，印尼航空還是很肯定並感謝台灣

空姐的努力和付出。（資料來源： 

2014-618 中央社） 

 

李克強抵達希臘訪問  

中遠港口項目成焦點 

中國總理李克強一行已抵達希臘

首都雅典，展開對該國的三天訪問行

程，而中遠集團在希臘參與經營的港

口項目將成為關注點。在中國總理李

克強訪問希臘期間，中國企業將與希

臘方面簽署協議，進一步參與希臘的

港口和基建項目，並從希臘目前正在

進行的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

獲益。 

李克強此次訪問希臘，將見證中

國最大的航運企業中國遠洋運輸（集

團）公司與希臘最大的港口之一的比

雷埃夫斯港進一步的合作計劃，而「中

遠將進一步擴大對比雷埃夫斯港的控

制權」。中遠集團曾與五家國際航運公

司同時競投希臘比雷埃夫斯港 67%的

股份。中遠子公司中遠比港集裝箱碼

頭有限公司於2008年6月中標比雷埃

夫斯港集裝箱 2、3 號碼頭 35 年特許

經營權，並於 2009 年 10 月全面接手

經營。中遠公司的數據顯示，2013

年，中遠比港實現吞吐量 252 萬標箱。 

據希臘媒體報道，自 2008 年以來，中

國赴希臘的遊客人數增長了 202%。

中國前駐希臘大使杜起文去年在希臘

商會表示，「2012 年就有 2.1 萬中國遊

客將希臘作為他們歐洲遊的首站，這

比上一年增加了 23%。」 

李克強是在結束了英國的四天訪

問後抵達雅典。在英國訪問期間，中

英雙方簽署了總額達 180 多億英鎊的

經濟貿易合作協議。 (資料來源：

2014-6-19 BBC 中文網) 

 

德財長承諾歐盟一定會留住英國 

前盧森堡總理容克順利當選歐盟

執委會主席，也讓過去始終持反對立

場的英國跳腳，這次慘敗的英相卡麥

隆究竟會否兌現承諾，宣布退出歐

盟，全世界都在看。不過，德國財政

部長蕭伯樂信誓旦旦地表示，英國退

出簡直「無法想像」，德國政府將竭盡

所能留住英國。 

作為德國總理梅克爾最親密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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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一，蕭伯樂接受《金融時報》專

訪時強調，英國留在歐盟對德國尤其

重要，因為兩國政府的市場改革方針

十分相近。此外，他認為，無論從歷

史、政治、文化或民主制度上來看，

英國對歐洲都是不可或缺的，歐洲更

無法失去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倫敦。 

針對容克力主歐盟整合，蕭伯樂

十分贊同，他認為就如英國在數百年

前推動議會民主，歐盟現在也要推行

一體化的議會民主，期盼英國能大力

支持。（資料來源：2014-6-30 台灣醒

報） 

 

阿爾巴尼亞成為歐盟成員候選國 

五年來的努力終於得到回報，歐

盟成員國外長6月24日在盧森堡發表

聲明，同意接受阿爾巴尼亞為歐盟成

員候選國。   

 這一決定意味著阿爾巴尼亞在通

往歐盟成員國的道路上邁出了里程碑

似的重要一步。6 月 27 日，歐盟峰會

在布魯塞爾舉行，歐盟成員國首腦屆

時將正式確認阿爾巴尼亞的候選國資

格。 

自 2009 年以來，阿爾巴尼亞曾三

度申請歐盟成員候選國資格，但都功

虧一簣。此次是阿爾巴尼亞五年來第

四次申請，最終得償所願。 

 歐盟外長在其聲明中指出，阿爾

巴尼亞需要在行政和司法改革、打擊

有組織犯罪、反腐、人權保護以及反

對民族歧視等領域取得持續、深遠、

全面的進展。 

阿爾巴尼亞總理拉馬在接受當地

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將全力推動阿爾

巴尼亞獲得歐盟成員國地位。他承

認，隨後的成員國資格談判將更為激

烈，更具挑戰性，阿爾巴尼亞的歐盟

成員國之路充滿荊棘。 

  獲得歐盟成員候選國資格，並不

意味著阿爾巴尼亞就能“自動”轉正為

歐盟成員國。未來幾年，阿爾巴尼亞

需要與歐盟進行入盟談判，併在行

政、司法、反腐、人權保護等方面達

到歐盟的要求。 

阿當局與反對派的對話是阿爾巴

尼亞成為歐盟成員候選國的重要因

素。阿爾巴尼亞主要反對黨的領導人

巴沙當天表示，歐盟的決定結束了阿

爾巴尼亞五年來的艱苦歷程，但這也

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資料來源 : 

2014-6-24 中新社) 

 

FTA 力撐腰 南韓出口歐盟  

續打贏中日台 

韓國先驅報周日報導，根據南韓

國際貿易協會（KITA）周日提出的報

告，和歐盟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

有助使南韓對歐盟出口持續優於競爭

對手國對歐盟的出口，即使在歐洲金

融危機廣泛減弱歐盟需求時亦然。 

http://find.sina.com.tw/news/%E5%9C%8B%E5%A4%96
http://find.sina.com.tw/news/%E7%99%BC%E8%A1%A8
http://find.sina.com.tw/news/%E7%99%BC%E8%A1%A8
http://find.sina.com.tw/news/%E5%8F%B8%E6%B3%95
http://find.sina.com.tw/news/%E5%AA%92%E9%AB%94
http://find.sina.com.tw/news/%E6%8E%A8%E5%8B%95
http://find.sina.com.tw/news/%E6%8C%91%E6%8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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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和歐盟的自貿協定從 2011年

7 月生效。KITA 資料顯示，自貿協定

生效後，南韓對歐盟的出口，就持續

優於中國、日本及台灣等競爭對手國

對歐盟的出口。 

KITA 指出，自貿協定生效後的第

1 年，即 2011 年 7 月到 2012 年 6 月，

南韓對歐盟出口較上年同期激增 18.4

％，幾個競爭對手國對歐盟的出口則

持平或衰退。 

生效後第 2 年，即 2012 年 7 月到

2013 年 6 月，因歐陸受經濟不確定性

升高的影響，及某些歐陸國家專注於

解決債務問題，南韓對歐盟出口較上

年同期衰退 0.4％，仍遠優於日本的劇

減 10.1％及中國、台灣的減少 1.3％、

4.7％。 

過去 12 個月，即 2013 年 7 月到

2014 年 6 月，受惠於歐盟經濟開始浮

升，南韓對歐盟出口較上年同期成長

4.1％，再度優於中國、台灣的成長 2.1

％、3.8％，更遠勝過日本的衰退 6.5

％。 

KITA 表示，南韓不同部門間對歐

盟的出口也強弱有別，如石化出口過

去 3 年平均每年成長 20％，另汽車、

鋼鐵產品、紡織、製衣及農產品，也

都表現不錯。 

剛開始時呈倒退的汽車零件、機

械及鞋類，目前也顯現復甦跡象。至

於負面衝擊，則電子與油品的出口都

見萎縮。 

在對歐盟 28 個成員國的出口中，

南韓最能感受到自貿協定助益的，首

推對英國的出口，而對德國及法國出

口，在經過收縮一段時間後，近來已

開始復甦。KITA 說：「英國相對上與

歐洲金融危機隔絕。」 

南韓對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

希臘及西班牙這所謂歐豬 5 國

（PIIGS）的出口，在這些國家的決策

者推行經改措施、協助穩定市場後，

腳步已開始加快。 ( 資料來源 : 

2014-6-30 工商時報) 

 

烏克蘭新國防部長誓言奪回克里米亞 

烏克蘭新國防部長瓦列裏·謝列

特於烏克蘭議會表示：「相信我，會有

一次勝利遊行，而且是在烏克蘭的塞

瓦斯托波爾舉行。」塞瓦斯托波爾位

於克里米亞半島，是俄國黑海艦隊總

部所在地。俄國在今年 3 月當地舉行

的一次有爭議的全民公投之後吞併了

克里米亞半島。 

在東烏克蘭，政府軍仍在與親俄

羅斯的分離主義分子作戰。德國總理

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已經敦促俄

國總統普京利用他的影響力向東烏克

蘭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反叛力量

施壓。 

克里姆林宮表示，普京對烏克蘭

東南部平民死亡人數上升以及進入俄

國的難民人數急劇增加甚感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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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俄三國領導人同意，歐洲安

全與合作組織應該在監督烏克蘭衝突

地區局勢方面扮演更大角色。 

現年 46 歲的瓦列裏·謝列特中將

是由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提名、烏克

蘭議會通過的國防部長人選。他面臨

的首要任務是盡快恢復烏克蘭武裝部

隊的戰鬥力。自從烏克蘭政府軍在 6

月 30 日重新發動「反恐行動」以來，

有至少 5 名政府軍士兵喪生，28 人受

傷。據烏克蘭政府和反叛力量報道，

自從今年 4 月以來，有至少 250 名平

民在東烏克蘭被殺。烏克蘭國防部表

示，4 月以來有至少 200 名士兵陣亡，

619 名士兵受傷。叛軍方面稱，他們

有至少 800 人陣亡。 

據聯合國的統計，今年到目前為

止，有至少 11 萬人離開烏克蘭，逃往

俄國，他們大都來自烏克蘭東部地

區，在烏克蘭國內有大約 54,400 人流

離失所。(資料來源:2014-7-3 BBC 中

文網) 

 

泰國軍方逮捕反政變活躍分子 

泰國軍方逮捕了一名在網上號召

上街抗議的活躍分子，軍事當局通過

他在網絡上的留言而追蹤到他的下

落。 

反軍事政變示威領導人宋巴特

（Sombat Boonngamanong）在網上組

織反軍事政變的示威活動。他周四（6

月 5 日）在泰國東部春武裏府被捕。 

軍方發言人表示，他們通過網絡對宋

巴特進行追蹤。 

對於軍事當局讓他向軍方報到的

要求，宋巴特採取拒絕的態度，並在

臉書上寫下了「有種就來抓我」（Catch 

me if you can）。 

BBC 在曼谷的記者表示，宋巴特

曾經領導一個名為「紅色星期日」的

親民主組織，另外他也是一個非常積

極的「紅衫軍」，經常通過臉書和推特

等社交網站批評泰國軍方。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軍方官員對

法新社表示，宋巴特會在一個軍事基

地被關押一周。 

在接受問訊之後，宋巴特可能會

面臨問訊以及在軍事法庭出庭。 

泰國軍方 5 月 22 日發動政變，宣稱要

結束半年來的政治紛爭，恢復秩序。 

泰國發生軍事政變之後，有數百人被

拘捕，不過大多數人事後都獲釋。 

與此同時，泰國的反腐官員開始

開始對前總理英祿的私人財產進行調

查。(資料來源:2014-6-6 中央社) 

 

蘇格蘭獨立公投 倒數 100 天 

蘇格蘭獨立公投將於 9月 18日舉

行，進入倒數關鍵 100 天，正、反陣

營努力爭取選民支持，根據民調，反

對蘇格蘭獨立的民眾比例仍略高於支

持陣營，但雙方都不敢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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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獨立公投結果攸關大不列

顛王國 300 多年來的聯合王國體制能

否延續，是目前英國政壇頭等大事，

主要政黨都卯足全力爭取選民支持。 

前財政大臣，蘇格蘭國會議員達

林（Alistair Darling）今天在格拉斯哥

（Glasgow），發動支持蘇格蘭續留大

不列顛王國倒數 100 天宣傳活動，他

表示，包括保守黨、工黨及自由民主

黨等 3 個主要政黨已承諾，將在明年

的大選中，給予蘇格蘭議會更多權

力，包括課徵所得稅等，並將此列入

政見，因此很明顯的，在大不列顛王

國內可以有改變的機會。達林強調，

投票反對蘇格蘭獨立，代表的是追求

「改變」，而不是保持現狀，離開大不

列顛對蘇格蘭有害。 

大力推動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首

席大臣薩孟德（Alex Salmond）指出，

根據過去的經驗，如果相信英國政府

會給蘇格蘭議會更多權力，將是「非

常愚蠢」，唯有獨立公投通過，蘇格蘭

才能獲得需要的權力，呼籲選民不要

相信其他政黨的承諾。 

對於美國總統歐巴馬日前在七大

工業國（G7）高峰會中，公開表示希

望蘇格蘭續留大不列顛王國，薩孟德

批評這是英國首相卡麥隆「懇求」美

方的結果，他對歐巴馬未保持中立態

度感到失望，但是他有信心，在未來

100 天，可以爭取更多支持蘇格蘭獨

立的選票。 

根據 ICM 民調公司 5 月中旬進行

的民調，反對蘇格蘭獨立的比例達

46%，支持者則有 34%，近 6 個月來

兩個陣營的比例變化不大。（資料來

源:2014-6-9 中央社） 

 

捷報連連 景女拔河再奪金 

以台北市景美女中拔河隊為班底

的中華台北女子拔河隊，繼 15 日在亞

洲盃拔河賽室內 500 公斤組達成三連

霸後，今天再奪室外女子 540 公斤組

金牌。 

  中華台北女子拔河隊 12日前往蒙

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古）首都烏蘭巴

托，參與「2014 年亞洲盃拔河錦標

賽」，15 日傳回捷報，在室內女子 500

公斤組以 6 戰全勝之姿奪下金牌，順

利完成三連霸，寫下歷史。 

  今日出賽場地和以往的草地賽場

略有不同，而是當地獨有的沙地，出

賽隊員為施昭伃、王若存、鄧郁潔、

林秀怡、卓芝涵、田嘉蓉、葉釗穎、

石涵萱及林雅君。 

  室外女子 540 公斤組錦標賽共有

4 隊出賽，分別是中華台北、中國大

陸、蒙古及韓國。第一輪循環賽，中

華台北女子拔河隊以三場 2 比 0 的全

勝之姿的預賽第一名進入決賽。 

  今日的冠亞軍對手為中國大陸

隊，中國大陸隊選手的年紀和身材均

高於中華台北代表隊，據現場觀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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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景美女中校長林麗華賽後表示，

中華台北女子拔河隊以技巧取勝，雖

然一開始雙方形成對峙，但在對手體

力漸漸消耗下，就展現出中華台北女

子拔河隊平時訓練有素的實力，最後

以 2 比 0 取勝對手，贏得亞洲盃歷史

上首面室外賽金牌。 

  中華台北女子拔河代表隊預定於

17 日搭機返國。(資料來源: 2014-6-16 

中央社) 

 

宏碁手機產品 打入韓國市場 

宏碁今天宣布，智慧型手機產品

成功打進韓國市場，成為當地第 2 大

電信商 Korea Telecom(KT)的合作夥

伴。 

 宏碁表示，韓國智慧型手機市場

長期呈現三星、LG、蘋果三雄鼎立的

狀態，宏碁是第 1 家打破這項局面的

亞洲品牌。將以 Liquid Z5 作為首波推

出的機型，未來將陸續以 LTE 機種和

高規格的設計，來迎合當地市場的需

求。 

 KT 在韓國擁有約 1700 萬用戶，

市場佔有率超過 3 成。宏碁能透過 KT

進入韓國電信市場，非常不容易。 

 Liquid Z5 輕薄外觀，具有 5 吋螢

幕與獨家 AcerRAPID 設計，搭配親民

的價格與 Quick Mode 適合各種用戶

族群的使用介面。 

 宏碁智慧型手機也在歐洲受到肯

定，經由與歐洲三大電信公司

T-Mobile 的合作，將在波蘭、羅馬尼

亞、匈牙利、荷蘭、馬其頓等國推出

各款規格的智慧型手機。 

 此外，宏碁去年底與泰國最大電

信商 AIS 簽約，打入當地 3G 電信市

場。根據市調公司今年第 1 季的統

計，宏碁在泰國智慧型手機銷售總量

達到 33 萬 6380 台，成為當地第 3 大

手機品牌。 

除了亞洲市場外，宏碁的智慧型

手機目前已進入拉丁美洲市場，以入

門款的 Liquid Z3 與 Z5，搶攻智利電

信市場。(資料來源:2014-6-13 中央

社) 

 

斯里蘭卡發明"驅蚊報紙" 銷量劇增

讀者增加 30 萬 

斯里蘭卡一家報紙最近嘗試了一

項全球性創舉——出版了一份具有驅

蚊效果的報紙，不僅令報紙當天銷量

瞬間劇增 30 萬份，而且還能幫助讀者

預防被蚊蟲叮咬而感染登革熱，可謂

一舉兩得。 

據美國媒體 6 月 30 日報道，由於

擔心蚊子叮咬的登革熱蔓延，危害讀

者的身體健康甚至生命，斯里蘭卡最

暢銷的周報之一 Mawbima 報想出了

一個好辦法：把天然香茅精融入印刷

報紙的油墨當中，發揮驅蚊的功效。

這樣，讀者在閱讀報紙享受信息大餐

的同時，還能避免自己淪為蚊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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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據報道，Mawbima 報融入油墨裡

的是天然、安全的香茅精，香茅具有

很好驅蚊的作用，廣泛被制成肥皂、

驅蚊劑、蠟燭和精油等產品銷售。 

由於缺乏疫苗和特殊治療方式，

對登革熱防患於未然是關鍵。這也是

Mawbima 報發明“驅蚊報”的初衷。由

此，Mawbima 報不僅繼續承擔傳播新

聞的傳統任務，還同時變身為拯救生

命的醫療工具。 

Mawbima 報在今年 4 月 7 日的世

界衛生日首次嘗試推出“驅蚊報”。當

時，斯里蘭卡全國上下正發起一場防

登革熱周的活動。為了配合“驅蚊”主

題，當天的報紙還特別登載了如何預

防蚊蟲的內容。此外，該報還印刷了

同樣具備驅蚊效果的宣傳海報，貼在

斯里蘭卡大街小巷，宣傳防蚊工作。 

據悉，當天“驅蚊報”雖然已經特

別增加銷量，但是報紙在出街當天上

午 10 時之前，已經全部被搶購一空。

Mawbima 報事后的宣傳廣告顯示，

“驅蚊報”的推出使得他們的讀者瞬間

劇增 30 萬，增幅為 30%。 

登革熱是登革病毒經蚊媒傳播引

起的急性蟲媒傳染病，嚴重可致死，

是東南亞地區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的統計數據，每年全球有 4

億人感染登革熱。斯里蘭卡一直深受

登革熱疾病的困擾。單在 2013 年，斯

里蘭卡有 3 萬人感染登革熱。為了撲

滅登革熱，斯里蘭卡甚至立法稱如果

戶主不積極清潔家居環境衛生，驅蚊

不力，則有可能遭到逮捕，不僅需要

交罰金，還可能面臨最長半年的監禁。 

有專家稱，這一簡單而有效的創

舉，可能會在世界範圍內對預防蚊蟲

傳播疾病工作產生深遠的影響，拯救

無數生命。因為，除了登革熱外，在

非洲造成 54%死亡率的瘧疾也是危險

人類健康的大敵。(資料來源: 2014-7-2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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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會議暨研討會 

台灣商務論壇 

本(103)年 6 月 3 日本會於馬爾他

(Malta) 首都 Valletta 舉行「台灣商務

論壇」，由馬爾他商工總會會長 Mr. 

David G. Curmi 與本會黃副理事長博

治共同主持。會中馬爾他商工總會處

長 Mr. Kevin J. Borg 就「馬爾他經貿

投資概況及機會」，及駐義大利代表處

經濟組王組長劍平就「台灣經貿投資

概況及機會」分別發表專題演講。會

後，C 會長與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共

同簽署合作備忘錄，並表達雙方將積

極推動兩國各項產業及技術合作之交

流。交流時間，雙方與會業者喜相逢，

並熱烈探討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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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馬雙方主席交換簽署合作備忘錄 

 

台馬雙方主席交換禮品 
 

第 13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第 13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於

本(103)年 6 月 5 日假捷克首都布拉格

舉行，會議由捷克全國工業總會董事

Mr. Pavel Kafka 與本會黃副理事長博

治與共同主持。捷克貿工部主管對外

貿易及歐盟事務次長 Mr. Vladimir 

Bärtl 及我駐捷克代表處薛大使美瑜

以貴賓身分應邀蒞會致詞，本屆會議

以「金融服務」、「創新研發」、「奈米

科技」及「綠色能源」為主題，雙方

共約 70 人出席。 

會中雙方分別邀請中國輸出入銀

行朱理事主席潤逢簡報「如何運用金

融工具促進台捷雙邊貿易」；捷克

UniCredit 銀行經理 Mr. Libor Ondrich

簡報「如何運用轉融資進口台灣產

品」；捷克技術署官員 Ms. Marie 

Leflerova 簡報「台捷創新研發合作計

畫(Delta Program)」；捷克 VUTS 公司

業務處長Mr. Jiri Vaclavik及財團法人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施副主任陽平簡

報「3D 特殊立體織物自動化裝置」合

作案；捷克 Nanopharma 公司董事 Ms. 

Liliana Berezkinova 簡介「捷克奈米科

技」；以及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Mr. Jiri Koutensky 簡報「綠色能

源解決方案及實例」。會後雙方與會業

界代表進行交流，以拓展兩國產業合

作商機。 

 

捷克貿工部主管對外貿易及歐盟事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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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Vladimir Bärtl 於第 13 屆台捷經濟合作

會議中致詞 

 

台捷雙方主席交換禮品 

 

第 21 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第 21 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 年 6 月 11 日假法國巴黎舉行，

會議由法國企業行動聯盟 MEDEF 副

會 長 暨 執 行 長 Mr. Thierry 

COURTAIGNE 及本會法國委員會主

任委員暨台電公司董事長黃重球共同

主持，雙方共約 70 人出席。我駐法國

代表處呂慶龍大使亦以貴賓身分致

詞。 

本屆台法會議特別針對「資通訊」

與「能源」等產業安排專題演講，由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龔仁文副執

行長演講「台法雙邊數位內容之合

作」、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施

煥旭副執行秘書演講「台灣 4G/5G 及

雲端城市之發展」、意法半導體公司

(STMicroelectronics)歐非中東區行銷

與應用部副總經理 Mr. Philip LOLIES

演講「意法半導體公司營運簡報」、台

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最終處置

組李宗倫組長演講「台灣電力公司放

射性廢棄物之管理」經濟部核廢料處

理專案辦公室宋祥正組長演講「台灣

離岸風力發電政策」、AREVA 公司副

執行長 Philippe KNOCHE 演講「與台

灣合作實證」及 EOLFI 公司總經理

Mr. Alain DELSUPEXHE 演講「浮動

風機: 台灣風電產業的未來」，以增進

兩國的與會來賓對雙方產業相互了

解。  

除參與會議外，我代表團亦參觀

拜會 AREVA 公司 La Hague 核廢料

再處理廠、ANDRA Manche 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場、AREVA 公司總

部、ANDRA 國家機構、數位內容產

業聚落 CAP-DIGITAL、Lutin Userlab

實驗室、Alstom 公司、AREVA TN 公

司、CEA 原子能署總部、塞納河明日

數位展 Futur-en-Seine、舉辦乾隆潮展

出活動、BUF 公司、法國智慧城市伊

西萊穆利諾(Issy les Moulineaux)及在

我駐法國代表處聽取 EOLFI 及 Air 

Liquide 公司簡報，以增進我國業者實

地了解該國產業概況，進一步拓展合

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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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企業行動聯盟MEDEF副會長暨執行長

Mr. Thierry COURTAIGNE 於第 21 屆台法

(國)經濟合作會議中致詞 

 

台法雙方主席交換禮物 

 

多明尼加共和國 

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多明尼加共和國工商部部長 Mr. 

Jose Del Castillo 應我經濟部邀請率領

多明尼加加工出口區官員暨廠商等一

行 20 人於本(103)年 6 月 18-22 日訪

華，為促進我國企業了解多明尼加共

和國投資現況，協助我國廠商拓展加

勒比海市場商機，本會於本（103）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假台北

君悅酒店 1 樓君寓一廳舉辦「多明尼

加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會

議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主持。 

我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以貴賓

身份蒞臨指導致詞，由於多明尼加共

和國工商部 Castillo 部長對會議之重

視，親自作簡報介紹多明尼加投資商

機，鼓勵我商善用多國政府與美國、

歐盟、巴拿馬等國簽署之自由貿易協

定進軍歐美市場，並說明加工出口區

特有之獎勵措施。多明尼加共和國加

工出口區委員會經濟分析專員 Mr. 

Francisco Dominguez 專題報告加工出

口區投資機會，介紹目前在多國加工

出口區五大重要產業如 :電子電器

業、汽車零件業、醫療產品業、皮革

與鞋業及紡織成衣業，並說明加工出

口區數件外商投資成功案例。廠商經

驗分享部分，由去年在多國投資設廠

的宏福實業集團張董事長聰淵為大家

說明宏福集團在多國實際投資設廠的

情形，嘜德有限公司洪董事長慶忠也

介紹去年底率團赴多明尼加出訪情

形。當日會議出席踴躍，與會外賓及

台商等共約 110 人。 

 

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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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致詞 

 

多明尼加共和國工商部部長 Mr. Jose Del 

Castillo 簡介多明尼加投資商機 

 

第 7 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阿根廷全國商業總會（CAC）理

事 暨 進 出 口 委 員 會 主 席 Victor 

Dosoretz 應本會邀請於 6 月 21 至 26

日率領阿根廷企業界、官員共 11 位來

華訪問，藉以加強兩國經貿合作實質

關係，促進我國企業對阿根廷之認

識，協助國內廠商拓展南美市場。 

本會特於 6月 24日上午假台北世

貿中心聯誼社 33 樓 A 區舉行「第七

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由本會

簡副理事長漢生及阿根廷全國商業總

會（CAC）理事暨進出口委員會主席

Victor Dosoretz 共同主持，外交部國

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賴司長建中及阿

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培尼亞處長 Mr. 

Juan Angel PEÑ A 應邀蒞臨開幕典禮

致詞，台阿雙方共計約 122 位代表出

席。 

阿根廷全國商業總會理事暨進出

口委員會主席 Victor Dosoretz、安口

食品機械公司歐陽禹董事長及淡江大

學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組助理教授黃

任佑博士分別就「如何與阿根廷做生

意」、「如何利用台灣的食品機械製造

附加價值高的食品」及「從台灣看拉

丁美洲市場」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講。 

本會並安排阿根廷代表團參訪核

能研究所、財政部關務署及海關博物

館、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

佳榛科技公司、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

處、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經濟部國貿局、和

鑫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北國

際食品展」。 

 

阿根廷全國商業總會進出口委員會主席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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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Dosoretz於 6月 23日拜會外交部拉丁

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陳司長新東接見 

 

6 月 23 日第七屆台阿會議歡迎晚宴 D 主席

致贈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感謝牌 

 

第七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開幕典禮-左

起安口食品機械公司歐陽禹董事長、外交部

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賴司長建中、國經協

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阿根廷全國商業總會進

出口委員會主席 Victor Dosoretz、阿根廷商

務文化辦事處培尼亞處長、阿根廷農牧產品

推廣機構官員 Silvina Ybarra 

 

阿根廷全國商業總會進出口委員會主席

Victor Dosoretz 簡報 

 

索羅門群島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為促進我國企業了解索羅門群島

投資現狀，拓展我商海外市場，本會

特於本(103)年 6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假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B2

大觀廳舉行「索羅門群島經貿暨投資

商機說明會」，會議由本會王理事長鍾

渝主持，外交部亞太司陳副司長龍

錦、索羅門群島商工、勞工暨移民部

部長穆亞拉閣下 (Hon. Elijah Doro 

Muala)以貴賓身分蒞會致詞，共計約

60 餘人出席。 

本說明會由索國商工、勞工暨移

民部投資業務處艾哈里(Derick Aihar)

處長及索國伊莎貝爾開發公司凱薩琳

諾里(Catherine Launa Nori)總經理就

索國投資環境及商機進行專題報告。

最後，進行 Q&A 時間，與會廠商代

表熱烈提問，與索方團員進行交流，

了解彼此需求，對未來進一步加強雙

方交流合作奠定良好基礎。 

 

說明會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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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亞太司陳副司長龍錦以貴賓身分致

詞 

 

索羅門群島商工、勞工暨移民部部長穆亞拉

閣下以貴賓身分致詞 

 

索羅門群島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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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立陶宛商工暨手工業協會會長 Amb. 

Rimantas Šidlauskas 訪華 

立陶宛商工暨手工業協會會長

Amb. Rimantas Šidlauska 應本會邀請

於 103年 6月 29日至 7月 3日來華訪

問。 

  為歡迎 S 會長訪華，本會王理事

長鍾渝於 6 月 30 日中午 12:00 假維多

麗亞酒店宴請 S 會長，經濟部卓次長

士昭、國際貿易局雙邊貿易二組倪科

長伯嘉、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

業公會理事長暨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歐陽禹先生、新北市電

腦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暨點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金際遠先生、中國

輸出入銀行朱理事主席潤逢、青航股

份有限公司孫總經理杰夫、南華大學

歐研所郭教授武平、政治大學俄研所

王教授定士、維多麗亞酒店呂特助培

華、本會李秘書長傳亮及吳專員宛玲

等人應邀作陪。 

  本會並安排 S 會長分別赴中國輸

出入銀行、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

心、宣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等單位拜會。此行不僅使

S 會長對我經貿環境有進一步之瞭

解，同時對促進台立兩國經貿交流有

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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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宴請立陶宛商工暨手工

業協會會長 Amb. Rimantas Šidlauska 暨夫

人午宴，左起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

陽董事長禹、本會王理事長鍾渝、中國輸出

入銀行朱理事主席潤逢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午宴，左起經濟部卓次長

士昭、立陶宛商工暨手工業協會會長及夫人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致贈禮品給立陶宛商工

暨手工業協會會長 Amb. Rimantas Šidlauska

暨夫人 

 

立陶宛商工暨手工業協會會長 Amb. 

Rimantas Šidlauska 暨夫人拜會中國輸出入

銀行朱理事主席潤逢(左二) 

 

會長夫人於參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時，試乘

氫電池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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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3 年 6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6 月出口 268.0 億美元，較上月

增 0.5%，較上年同月增 1.2%；累計 1

至 6 月出口 1,533.8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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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口 

 6 月進口 249.1 億美元，較上月

增 16.5%，較上年同月增 7.5%；累計

1 至 6 月進口 1,372.1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期增 1.1%。 

(三)出入超 

 6 月出超 18.9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月減少 14.1 億美元；累計 1 至 6 月出

超 161.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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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May June 

GDP 1.48 2.11 2.89 -- 3.14 

CPI 1.93 0.79 1.66 1.61 1.53 

Unemployme

nt rate 
4.24 4.18 3.91 -- 3.85 

Export -2.3 1.4 6.2 1.4 1.2 

Imports -3.9 -0.2 5.8 -2.3 7.5 

Export orders 1.12 0.44 8.9 -- 4.7 

Industrial 

production 
-0.25 0.65 4.8 -- 5.19 

Monetary 

aggregate(M2) 
3.5 5.8 -- -- 5.97 

Stock Market 7,700 8,612 8,791 9,075 9229 

六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土耳其 2014 首季經濟成長率 4.3% 

土耳其統計局(TUIK)公布，本年

第 1 季土耳其經濟成長率 4.3%，有助

全年目標 4%成長率的達成。 

里拉貶值帶動「出口增加」較上

年同期增加 11%；本年 3 月 30 日土耳

其地方大選帶動「政府支出」較上年

同期增加 8.6%，是支撐成長的主因。 

負責經濟事務的副總理 Ali 

Babacan 對首季的成長表示肯定，認

在里拉貶值、貨幣政策緊縮、消費稅

提高及政情起浮的政經大環境下，土

耳其的經濟成長能朝向提升國內儲蓄

率、抑制仰仗國外資本挹注(finance)

的消費方向發展，將成長的中心由國

內市場移往國際市場，在歐美市場及

需求復甦後，將更有助於本年 4%目

標經濟成長率的達成。 (資料來源: 

2014-6-12 駐土耳其代表處經濟組) 

 

黃志鵬世銀發聲 爭台商權益 

中華民國駐越南代表黃志鵬昨天

獲邀參加世界銀行駐越南代表處舉辦

的經濟座談會，說明越南 513 排華暴

動的真相，以及台商所受的侵害與損

失。 

  黃志鵬是第一位應世銀邀請出席

類似座談會的台灣官員。 

  這場座談會由世銀駐越南首席代

表維多利亞（Victoria Kwakwa）主持，

由於越南政府對 513 排華暴動新聞進

行管制，所以這場座談會吸引了瑞

典、捷克、新加坡、日本、南韓等多

國駐越南大使、官員和經濟專家與會。 

  大家都非常期望自黃志鵬的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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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獲得 513 排華暴動的第一手的

訊息，作為各國未來投資越南的重要

參考。 

  黃志鵬也是中華民國在越南設處

22 年來，首位應邀前往世界銀行駐越

南代表處向各國大使演講的駐越南代

表。 

  黃志鵬在演講開場白中除簡單說

明台越關係，雙方簽署的各項協議，

實質合作關係與台商對越南的重要貢

獻等。他並表示，513 讓一切都變了，

排華暴動中台商無端受害，受盡委曲

和驚嚇。 

  他說，513 越南民眾情緒高張，南

部平陽、同奈、胡志明等省市以及中

部河靜省先後發生排華暴動，導致

408 家台商受到波及，其中 25 家台商

受損嚴重，損失總額可達 2 至 5 億美

元，所有越南台商都受到嚴重驚恐與

深感委屈。 

  暴動 8 天之後，台商回到現場仍

驚恐落淚，一些婦女和小孩聽到摩托

車聲音，更是如同回到暴動當天，全

身發抖和內心害怕。 

  對於越南中央政府解決暴動後續

問題的措施與方案，黃志鵬給予肯

定，特別是越南總理連續頒布多項命

令，指示相關部門加快處理善後，儘

速協助受害台商解決困難，讓台商感

到誠意。 

  但是他也指出，在台商要重新站

起來的時候，身為駐越南代表一定要

為台商討回公道，又希望能繼續與越

南政府合作。 

  但是不可否認的這些命令的內文

是有瑕疵和不足的。各地方政府應遵

照總理各項指示，加快落實協助台商

復建與賠償。但是自台商傳來的訊息

顯示，在被害者台商努力重新站起的

時候，竟然有地方官員索賄，這就不

是好現象。 

  他說，在座談會中，為台灣和台

商發聲是很難得的機會，就事論事，

駐越南代表處將持續協調台商密切關

注、隨時掌握越方協助復原進度，並

向越南中央政府強力交涉。 

  在座談會中，與會代表相繼發

言，認為座談有助各國檢視越方協助

台商復原進度，並加以此要求越南政

府持續改善投資環境，作為未來各投

資越南的參考。(資料來源: 2014-6-5

中央社) 

 

越總理接見台商 聽取心聲 

經中華民國駐越南代表處交涉，

越南總理阮晉勇昨天接見由越南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劉美德率領的代

表團，聽取台商聲音與意見，他在會

見中承諾將維護台商權益。 

  阮晉勇昨天出席由越南計劃投資

部與世界銀行駐越南代表處聯合舉辦

的「2014 年越南企業中期論壇」會議

前，接見排華暴動期間受災嚴重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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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表團。 

  代表團成員包括中華民國駐越南

代表黃志鵬、劉美德和若干地方台商

分會、重災台商代表等。越方陪同會

見官員包括越南商工總會兼台灣事務

委員會主席武進祿、計畫投資部部長

裴光榮和勞動部副部長阮玉飛等人。 

  劉美德表示，阮晉勇此舉能舒緩

受災台商的恐情緒，她將轉告全體台

商。 

  黃志鵬感謝阮晉勇對台商及台塑

河靜鋼廠受災情況的關注，高度肯定

阮晉勇對協助受災廠商所下指示，並

強調，各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應有效

執行各項協助措施，懇請阮晉勇續親

予關注，及指示各相關部會與地方政

府確實落實執行。 

  台商表示，阮晉勇連續對受災廠

商所做各項指示或通令，對於 95%受

災廠商極有助益，惟對遭燒毀的 24

家重災廠商並不適用，懇請阮晉勇考

量給予特別協助措施。 

  阮晉勇高度肯定台商對越南經濟

發展的貢獻，對 5 月中旬發生排華暴

動波及台商和外商的事件表示遺憾。 

  他表示，之前對重災廠商損失情

況未盡瞭解，將指示相關部會彙報瞭

解，對重災廠商應予個別處理。 

  阮晉勇是台越 1992年互相設處以

來，越南政府方面會見台方代表團的

最高層級官員，展現越南政府協助受

暴動波及台商的誠意。(資料來源 : 

2014-6-5 中央社) 

 

賽普勒斯傳發債 籌 7.5 億歐元 

彭博報導，在歐元區較高收益債

需求激增下，外傳賽普勒斯將透過銀

行發行 5 年期債券，籌資 7.5 億歐元

（10.2 億美元），成為歐元區最後一個

重返國際債市的紓困國。 

因細節尚未公開而要求匿名的消

息人士表示，賽普勒斯發行 2019 年 6

月到期的債券，殖利率為 4.85%，比

原先洽談的水準 5%左右低。 

消息人士表示，賽普勒斯收到約

20 億歐元訂單。賽普勒斯執行歐元區

有史以來首見的資本管控，作為去年

3 月取得 100 億歐元紓困金的交換條

件。賽普勒斯自 2010 年 10 月以來，

發行附息債券從沒籌資 10 億歐元以

上。 

繼希臘 4 月重返債市之後，賽普

勒斯也跟進。葡萄牙上週在退出長達

3 年的國際紓困計畫後，首度標售債

券。也在主權債務危機時尋求金援的

愛爾蘭，恢復定期標售債券。 

荷蘭合作國際銀行（Rabobank 

International）駐倫敦利率策略主管麥

蓋爾（Richard McGuire）說：「市場對

歐元區邊緣國債券的胃納，讓紓困國

可以重返債市，如同我們看到的愛爾

蘭和葡萄牙。這對希臘和賽普勒斯等

其他紓困國有正面示範作用，市場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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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他們回到債市。」 (資料來源 : 

2014-6-18 中央社) 

 

越南同奈省願助台商 513 重建 

越南同奈省副省長潘氏美清今天

說，越南 513 暴動，台商無辜受害，

也影響外資對同奈省的信任。越南各

級政府不會再讓類似事件重演，將重

建台商對越南信任，化危機為轉機。 

  由台灣媒體組成的參訪團今天抵

達同奈省參訪，由潘氏美清率領包括

海關、公安、工業區管理局各級單位

首長向訪問團說明 513 暴動後，同奈

省受害台商恢復情況。 

  潘氏美清表示，同奈省受創的外

資共 205 家，包括 135 家台商，其中

3 家屬於重災戶，目前已完成 49 家的

災後鑑定工作；省方克服困難，成為

全越南最早全面恢復生產的省分。全

部的鑑定工作預定在今年 7 月完成，

省府方面會儘速配合辦理相關賠償。 

  潘氏美清表示，「嚴重的先處理，

緊急的先處理」，這是同奈省政府協助

513 暴動受災台商的原則，所以即使

是 3 戶重災台商也在 6 月 1 日復工，

貨物可以正常進出口；一旦重災損失

報告完整後，就能進入商討賠償階段。 

  她強調，513 暴動不會再發生，越

南政府已在最主要地區加派公安部

隊，包括越南味丹公司在內的 6 家台

商公司也已建立自衛隊，相信在勞資

共同努力下，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潘氏美清並指出，513 暴動發生至

今，同奈省公安廳已逮捕 500 名不法

份子，這些人的名冊未來都會提供給

台商，判決結果也會透過媒體公布。

(資料來源: 2014-6-18 中央社) 

 

金管會准 3 家銀行設仰光分行 

緬甸開放外商銀行到當地設立分

行，為了搶緬甸商機，金管會今天通

過第一銀、玉山銀及國泰世華銀申設

緬甸仰光分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今天表示，

原本緬甸並沒有開放外商銀行到當地

設置分行，但近期朝向讓外商銀行可

以設置分行的開放態度，使 60 幾家外

商銀行排隊等著進入設置，可以說競

爭相當激烈。 

  金管會為了協助銀行搶先機，一

口氣通過 3 銀行到緬甸設置分行的申

設案，分別是第一銀行、玉山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其中第一銀行、玉山

銀行原本在緬甸就有辦事處，國泰世

華銀則是直接設置分行，之後還要經

緬甸主管機關同意，才能夠設置。 

  金管會強調，開放銀行到其他國

家設置分行，期望可以擴大商機與協

助當地的台商，但不希望銀行到當地

「殺價競爭」。若有殺價競爭，將會納

入下次申設據點時重要的參考依據。

(資料來源：2014-6-24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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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渣打國際商業銀

行續簽署合作備忘錄， 

以協助業者拓展印度市場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張局長俊福與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渣打台灣) 陳總

經理銘僑於本(103)年 6月 11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經濟部簡報會議室續簽

署「加強台灣與印度雙邊經貿合作備

忘錄」。該備忘錄係渣打銀行前於 101

年 5 月 9 日與本局簽署，為期 2 年，

目前效期已滿，鑒於印度經貿發展潛

力無窮，亟需拓展，雙方爰決定續簽

署本合作備忘錄。 

  在印度人民黨（BJP）莫廸(Modi)

先生當選為印度新任總理，即將組成

新政府之際簽署本合作備忘錄續

約，代表政府對於推動、協助企業進

軍印度市場的決心，也意謂著台印度

雙方未來在經貿及產業合作各面向

之交流，即將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渣打銀行為知名之跨國銀行集

團，在全球逾 70 個國家設有 1 千 7

百多個分支機構，該行在台灣設有 88

家分行，居在台所有外銀之冠。渣打

集團在印度經營歷史悠久，迄今已逾

150 年，在印度 33 個城市設有 90 家

分行，為印度最大之外商銀行，其經

營團隊高層中印裔人士頗多，與印度

政商界關係良好。本局認為渣打銀行

為我拓展印度市場之最佳合作夥伴。 

  透過這次續約，雙方在合作方式

上將更有默契，渣打銀行除於本年 9

月將派代表參加經濟部籌組之「高層

多功能赴印度經貿訪問團」外，並將

於 10 月份邀請印度官員及渣打印度

經濟學家來台舉辦論壇，向我企業代

表宣介印度各項商機，值得拭目以

待。 

  此外，本局希望渣打在協助台灣

企業進入印度市場、加強台印度經貿

關係上，提供更多有關金融、法律及

稅務上的相關服務。並盼借重渣打在

印度綿密的營運網絡及與企業互動

的實務經驗，協助台灣企業赴印度發

掘商機，同時引進印度企業來台經

商。藉由台印度雙邊經貿關係之活

絡，盼能加速台灣經濟升級，提升台

灣競爭力。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資料，我國近

年來持續加強與印度的經貿往來，自

雙方於 1995 年互設代表處以來，台印

度經貿關係有顯著進展。2000 年時雙

邊貿易僅 12 億美元，至 2013 年，貿

易額成長近 5 倍達 61.74 億美元。其

中我國對印度出口 34.22 億美元，進

口為 27.51億美元，台灣享有順差 6.71

億美元。印度目前為我國第 20 大貿易

夥伴，第 15 大出口市場，以及第 21

大進口來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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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 2,339 萬人 (6/2014) 

首都 台北 首都人口 269 萬人 (6/2014) 

國慶日 10 月 10 日 電話國碼 886 

幣制 新台幣 匯率 US$1=NT$ 30.14 (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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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 (2014 年 6 月) 

0.79%(2013 年) 

失業率 
3.85% (2014 年 5 月) 

4.18%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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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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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值 2014 年 6 月為 26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2%) 

2014 年 1-6 月為 1,533.8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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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為 249.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7.5%) 

2014 年 1-6 月為 1,372.1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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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4.5 億美元(至 201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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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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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2.  6 月 24 日 第 7 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3.  6 月 26 日 索羅門群島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4.  7-11 月 第 5 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5.  7-12 月 第 6 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市 

16.  7-12 月 第 4 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波哥大市 

17.  7-12 月 第 10 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聖地牙哥市 

18.  7-12 月 第 11 屆台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 亞松森 

19.  7-12 月 第 1 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9-11 太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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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8-12 月 太平洋聯盟商機研討會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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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4.  9 月 第 14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新德里 

25.  9 月 13-17 日 第 3 屆台沙（烏地阿拉伯）經濟聯席會議 利雅德 

26.  9 月 17-19 日 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中 

27.  9 月 17-19 日 亞太商工總會第 28 屆會員大會 吉隆坡 

28.  9-10 月 第 21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29.  10 月 23-24 日 第 23 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0.  10-11 月 第 39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1.  11 月 第 2 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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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日 第 5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4.  5 月 7 日 第 16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布魯塞爾 

5.  5 月 12 日 第 2 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奧斯陸 

6.  5 月 19 日 第 16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倫敦 

7.  5 月 22 日 第 1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都柏林 

8.  6 月 2-3 日 赴馬爾他經貿參訪 瓦萊塔 

9.  6 月 5 日 第 13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布拉格 

10.  6 月 11 日 第 21 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巴黎 

11.  7 月 1 日 立陶宛暨波羅的海經貿暨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12.  7 月 9 日 西班牙經貿暨投資商機研討會 台北 

13.  8 月 27 日 第 3 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4.  9 月 10 日  第 14 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柏林 

15.  9 月 11 日  第 7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盧森堡 

16.  9 月 27-30 日 赴立陶宛參訪  維爾紐斯 

17.  9 月下旬 土耳其經貿暨產業合作說明會 台北 

18.  9 月下旬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9.  9 月待確認 第 12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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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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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3.  10 月 7 日 第 21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4.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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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2 月  第 7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維也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