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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行政院宣布 杜紫軍接任經長 

行政院今天宣布，經濟部部長張

家祝請辭獲准，經濟部部長乙職由現

任經濟部政務次長杜紫軍接任。 

行政院表示，杜紫軍為台灣大學

森林學系工業組學士、碩士、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環境資源工程研究

所博士後研究；曾任經濟部中央標準

局技正、行政院第五組科長、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副處長、經建會主任秘

書、經濟部商業司司長、技術處處長、

工業局局長、經濟部常務次長，以及

現任經濟部政務次長。 

政院說，杜紫軍的專長為產業政

策規畫、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兩岸

及國際經貿合作等。他曾獲選 2002

年經濟部模範公務人員，2004 年天下

雜誌新世代領導者，2011 年獲頒亞洲

生產力組織 (APO)區域貢獻獎，並在

2013 年榮獲科技管理學會院士。 

行政院表示，杜紫軍從基層做

起，公務歷練完整，無論在經濟部業

務或跨部會間協調溝通方面，都有相

當豐富的經驗。他在強化中小企業及

傳統產業輔導制度、推動產業創新及

轉型等工作方面表現傑出，並曾擔任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我方工業

議題主談人，對當前經濟政策相當熟

悉，未來出任經濟部部長乙職，相信

必能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

獻，並有助於延續行政院目前積極推

動的各項重要工作。(資料來源:經濟

日報 2014-08-10) 

 

上半年外銷訂單 創歷史新高 

景氣好轉，經濟部公布 6 月外銷

訂單 388.2 億美元，創歷年同月新高，

年增 10.6%，為 101 年 12 月以來最大

增幅（扣除春節因素），上半年接單

2204.6 億美元，更刷新紀錄，年增

5.4%。 

觀察主要接單貨品，經濟部統計

處處長林麗貞指出，電子產品因手持

行動裝置需求續增，加上高規平價手

機成長快速，帶動半導體、晶片、

DRAM 等相關產業供應鏈需求暢

旺，6 月接單 97.9 億美元，年增率大

增 17%。 

值得注意的是，電腦近來擺脫過

去受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排擠，加

上全球景氣好轉及微軟停止支援

Windows XP，帶動 PC 及 NB 換機潮，

需求開始止跌回升，拉抬 6 月資訊通

信產品接單成長至 102 億美元，年增

8.8%。 

同樣受惠於景氣回溫，傳統產業

機械、基本金屬製品、塑橡膠及化學

品需求漸增，加上去年同月基數較

低，6 月接單年增 15.2%、8.8%、5.5、

16.4%。 

不過，受到大面板需求遲緩及國

際競爭激烈影響，林麗貞表示，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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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儀器接單 27 億美元，年減 5.8%，

連續 14 個月負成長，但減幅已縮小。 

主要訂單地區部分，經濟部表

示，6 月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歐洲、

東協六國 6 月接單年增率皆呈現雙位

數成長，分別為 14.5%、15.2%、

13.6%，其中 6 月對東協接單 47.5 億

美元，更是創單月新高。 

其他對美國、日本接單也表現不

錯，6 月接單增幅 6.7%、4.2%。(資料

來源:中央社 2014-07-21) 

 

 

 

 

 

 

 

 

 

 

6 月失業率 3.92％ 近 14 年同期新低 

主計總處昨公布 6 月失業率為

3.92％，創近 14 年來同期(6 月)新低；

主計總處官員表示，失業率較 5 月微

幅上升，是因 6 月應屆畢業生投入求

職市場，但上升情況較以往和緩，依

現在求供比來看，就業能量還不錯，

求職市場比前 2 年好，特別是觀光業

增溫，南部、東部就業機會增加，區

內失業率獲得改善，另一趨勢是新興

智慧產業職缺爆紅，成長力道十分強

勁。 

主計總處公布上半年全台平均失

業率 3.97％，其中，嘉義市 3.7％，為

失業率最低縣市，花蓮 3.8％，台東

3.9％，也都比均值低；主計總處解

讀，近來南部、東部縣市發展觀光產

業，帶動就業機會，失業率比整體平

均低。 

104 公共事務部經理張雅惠表

示，下半年就業趨勢包括產業復甦、

人才供需缺口擴大，尤其服務業、零

售業工作機會維持 2 位數以上的增幅

最顯著，但景氣好，在職者騎驢找馬

的比例逐季增加，2013 年第 3 季年增

約 0.3％，同年第 4 季增幅提昇到 1.2

％ ，今年首季增幅已拉高至 2.3％。 

另一項就業趨勢是，新興智慧產

業職缺爆紅竄起，反映資通訊科技的

發展趨勢，穿戴式裝置、智慧型手持

裝置、物聯網、open data 等新興智慧

型職缺需求量，雖不如服務業等釋出

數量龐大，但成長力道強勁。 

華碩上周宣布徵才千人，董事長

施崇棠親自拍短片，說明華碩的企業

願景。昨日華碩再祭出第二波短片，

由執行長沈振來接棒上場，率領各部

門高階主管號召新血，他發下豪語

說，華碩在主機板、個人電腦、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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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智慧手機等市場皆具領導地

位，未來在物聯網、雲端、軟體及應

用程式等領域，華碩也將是贏家，希

望更多優秀人才加入。 

不只基層職缺需求擴大，海外、

大陸也積極挖角台灣中高階人才，

Yahoo 奇摩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鄒開蓮

表示，國內薪資長期不漲，加上台灣

人忠誠度高、團隊精神佳，台灣人才

可以用「物美價廉」來形容，成了亞

洲很好的求才庫。 

但鄒開蓮說， 台灣人才也有盲點

需要突破，最大的障礙是語言與思考

方式需改變，當中階主管都能勝任，

比較值得留意的是，台灣主管遇到問

題喜歡談細節，但西方主管卻很在意

結構，這樣的思考邏輯讓台灣人才想

晉身高階遇到瓶頸。 (資料來源: 中國

時報 2014-07-23) 

 

穩定復甦  6月景氣對策燈號連 5 綠 

國發會昨天公布，6 月景氣對策信

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26 分，較 5 月增加

2 分，連續第五個月亮起代表「景氣

穩定」的綠燈，國發會副主委陳建良

說，國內景氣處在穩定復甦的軌道

上，預期 7 月景氣燈號續亮綠燈。 

陳建良表示，全球經濟雖穩步回

溫，仍須注意兩大變數，一是中國大

陸等新興國家經濟放緩問題，二是俄

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以色列與巴勒

斯坦在加薩走廊紛爭無解，地緣政治

風險升高，國際油價埋下變數，也可

能影響經濟復甦的時程。 

國發會表示，6 月國內金融面、生

產面指標大致穩定，市場信心調查持

續樂觀，貿易面、消費面以及勞動市

場逐漸改善。 

在景氣對策信號構成項目中，金

融面的「股價指數」、貿易面的「機械

與電機設備進口值」各增加 1 分，是

燈號分數增加的主因，其餘構成項目

燈號不變。 

另外，6 月領先指標綜合分數為

100.11，月減 0.19%，連續 4 個月下

滑；6 月同期指標綜合分數為 101.23，

月增 0.22%，連續 11 個月上升。 

陳建良說，領先指標功能在於「預

測未來景氣」，雖然「連 4 黑」，但幅

度很小，而同時指標「連 11 升」，代

表景氣基礎還算紮實，不至於短期內

反轉向下。 

陳建良說，對外，全球經濟動能

湧現，有助於我國出口擴增；對內，

電信業者陸續推出 4G 網路服務，勢

必帶動民間投資，加上就業改善、股

市上漲的財富效果下，民間消費升

溫，景氣復甦力道應該可延續。 (資

料來源: 聯合報 2014-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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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世足隱形冠軍盃頒給 MIT  

足球經濟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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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臉到腳商品 商機百億 台商業績增

3 成 

巴西世界盃足球賽隨著德國隊封

王已熱鬧落幕，這波世足熱也創造了

台灣紡織、製鞋與周邊相關「從臉到

腳」商品的百億元商機，使得 MIT 成

為「隱形的冠軍」，業者保守估計這屆

世足賽的商機比起前一屆至少成長 3

成。 

世足賽中，球衣、球鞋到足球，

甚至蠟筆都有台灣廠商熱烈參與其

中，32 隊參賽隊伍中，就有 10 隊由

台灣廠商提供機能布料製作球衣，其

所獲取商機占最大宗。 

今年 NIKE、adidas、Puma 三大品

牌包辦 90%世足球鞋，由台商及相關

企業又幾乎包辦製造 70%球鞋。今年

adidas 是最大贏家，除了世足官方合

作夥伴，冠軍德國隊、金靴獎得主，

adidas 都是贊助商。 

事實上，包括 NIKE、adidas、

Reebok 等 60 個以上國際品牌的運動

鞋，都由寶成集團製造代工，寶成年

產 3億雙運動鞋，其中代工生產 adidas

與 Puma 等兩個品牌足球鞋年銷售量

分別有 40 萬雙及 75 萬雙。 

除此之外，台商志雄越南廠及清

祿及台灣鞋材大王蕭登波集團旗下三

發鞋業，都是愛迪達足球鞋最大供應

商，成為世足最大的受惠廠商之一，

而台商慧春、中菲及鑽石等多家在大

陸、越南廠均有生產 Puma 足球鞋等

相關鞋款；台灣泰崧旗下 PONY 鞋世

足賽系列，推出銷售成績也不錯約有

7、8 千雙左右，今年明顯受惠足球商

機。 

受惠於今年世足賽帶動運動鞋消

費提升，市場預估旗下運動品通路寶

勝通路營收將有 5.7%成長。 

電視上常見熱情球迷在臉上彩繪

國家隊伍的國旗，這些蠟筆彩繪幾乎

全是「MIT」，由台灣蜡藝公司生產的

「三色彩繪棒」輕鬆就能幫球迷彩繪

出德國、法國、阿根廷等等各國國旗，

在2014世足賽期間短短2個月就大賣

超過 300 萬支蠟筆，較往年僅 1、200

萬支明顯倍增。 

世足指定球均由 adidas 的巴西廠

製造提供。但基於世足引起的足球

熱，預估足球銷量也會提升，豐泰集

團 2012 年開始代工生產 Nike 的足

球，雖非官方指定球，年銷售量超過

80 萬顆，2013 年超過 100 萬顆，公司

雖然未預估今年的足球銷售量，但相

信有世足賽加持，今年銷售量會有更

大的成長空間。(資料來源：聯合新聞

網 2014-07-15)  

 

新開發銀行成立 金磚領袖稱許 

 金磚五國（BRICS）今天成立開

發銀行，啟動資金為 500 億美元，總

部設在上海，並成立 1000 億美元應急

儲備基金，金磚五國領袖對此表示稱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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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總統羅賽芙（Dilma Rousseff）

表示：「我們做出成立金磚五國開發銀

行和應急儲備基金的歷史性決定，這

是重塑國際經濟管理體系的重大貢

獻。」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稱許這項協議是「防止新經濟困難產

生的非常強有力方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我們有

必要致力改善全球水平的經濟管理，

提高開發中國家的代表和聲音。」 

羅賽芙也再度呼籲國際貨幣基金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改

革，表示國際貨幣基金「迫切需要檢

視其投票權的分配，以反映新興國家

無可質疑的份量。」 

根據在巴西佛塔雷沙（Fortaleza）

高峰會發表的聯合宣言，「新開發銀

行」（ New Development Bank）首任

總裁將由印度人擔任，首任董事長由

巴西人出任。 

一名參與談判的高階官員今天說，印

度將擔任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的總裁

職務 5 年。 

這名消息人士表示，根據金磚五

國達成的初步協議，第二任總裁預料

將由巴西接任。 

新開發銀行起始應募股本為 500

億美元，後續授權股本為 1000 億美

元，股本由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

中國大陸、印度和南非均攤。 

應 急 儲 備 基 金 （ Contingency 

Reserve Arrangement）的最初規模為

1000 億美元，將協助各國避免「短期

流動壓力、促進金磚五國進一步合

作、強化全球金融安全網和補充現有

國際安排」。 

應急儲備基金由大陸提供 410 億

美元，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分別提供

180 億美元，南非提供 50 億美元。 

各界認為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基金

是在與西方主導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抗衡。 

這 5 國 2013 年宣布成立開發銀行

計畫，目的在抗衡總部位於華盛頓的

世界銀行，儲備基金則被視為「迷你

國際貨幣基金」（mini-IMF）。 

金磚五國認為，世界銀行和國際

貨幣基金有必要進一步改革，給予新

興國家更大的投票權。 

羅賽芙今天在佛塔雷沙歡迎俄羅

斯、印度、中國大陸及南非領袖與會，

他們明天將在巴西利亞（Brasilia）與

南美領袖舉行擴大會議。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金磚國研究中

心巴西籍主任特洛伊喬（ Marcos 

Troyjo）表示，開發銀行將可成為非

正式國際組織金磚五國的骨幹。 

特洛伊喬提及世界貿易組織

（WTO）時告訴記者：「他們朝建立

平台僅邁出第一步，這個平台將就國

際議題建立共識，譬如國際貿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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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在聯合國或世貿的共同行動等。」

(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4-07-16) 

 

得票過半 佐科威當選印尼總統 

 有「印尼歐巴馬」之稱的雅加達

省長佐科威（Joko "Jokowi" Widodo）

22 日當選印尼第七任總統。中選會公

布總統大選計票結果，佐科威以

53.15%的得票率，擊敗特種部隊退伍

中 將 司 令 普 拉 波 沃 （ Prabowo 

Subianto）。 

佐科威的總得票數為 7,099 萬 7833

票，比得票率 46.85%，總得票數 6,257

萬 6,444 票的普拉波沃，多出 800 萬

票以上。普拉波沃在中選會公布結果

前以大選過程舞弊為由宣布拒絕承認

計票結果，準備上訴憲法法院主張選

舉無效。 

但分析家認為，800 萬票的差距太

大，普拉波沃想翻盤的機率不高。最

晚在 10 月 20 日前，佐科威將宣誓就

職。 

熟悉選舉運作的中選會人士表

示，提出憲法訴訟是普拉伯沃的權

利，憲法法院必須依法受理，並在 8

月 22 日前裁定所有爭訟，再判決由哪

方勝出，屆時即使普拉伯沃不願承認

選舉結果，也沒有別的退路。 

事實上，印尼總統尤多約諾 21 日

在記者會上，雖未指名道姓，但意有

所指要普拉伯沃早早認輸。尤多約諾

說：「承認敗選是高尚的（行為）」。 

22 日下午 4 點，雅加達警方派駐三千

多名警力在中選會周圍，亦有裝甲車

進駐，且中選會大樓外道路旁到處可

見警備車輛。在雅加達市區重要路

口，也可見到警備車輛及大批員警進

駐，防範總統大選計票結果公布後可

能發生的衝突。 

得知開票結果後，佐科威現身中

選會，在場者高喊「總統、總統」，場

面熱烈。現年 53 歲的佐科威是木匠之

子，曾是家具商，後來投身政壇。他

在省長任內，引進智慧卡及貧民免費

健保，打擊貪腐及官僚主義，勤走基

層，又大幅調升最低工資 44%贏得民

心。 

印尼人口近 2 億 5 千萬，是全球

第三大的民主國家，更是東南亞國協

最大的經濟體，預估在 2030 年躋身全

球前十大經濟體。（資料來源：聯合報

2014-07-23） 

 

東協 2015 放寬金融管制 

東南亞國協（ASEAN）預定於

2015 年正式轉型為「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屆時將大幅解除金融業管

制，因此東協多個會員國目前正積極

放寬外資投資國內銀行的規定，為明

年開始的金融市場開放預做準備。 

日經新聞報導，東協十國中，經

濟成長最快的菲律賓最近已訂定新法

律，允許外商銀行將菲律賓子公司的

外資持股比率提高到 100%。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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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商銀行最多只能持有菲律賓子

公司 60%的股權。 

菲律賓為保護本國金融業，一直

限制外商銀行在國內設立分行，但現

在政府已決定必須引進外資，以加速

國內經濟成長。日本及其他亞洲銀行

均熱衷於進入菲律賓金融市場。 

此外，越南也正考慮將外資持有

國內金融機構的股權上限，由目前的

30%提高到 49%。政府計劃在今年底

時對此做成最後決定。 

越南投資發展合資商業銀行今年

4 月獲准接受外商入資後，即與美

國、歐洲及澳洲金融機構積極協商入

資的可行性。 

在民主化可望加速經濟成長的緬

甸，政府也準備解除外資在國內設立

銀行的禁令。政府將邀請已在緬甸成

立代表處的外商銀行，向政府申請銀

行營業執照，約十家銀行可望獲准取

得執照，日本三家最大規模的銀行都

已經提出申請。外商銀行在當地取得

營業執照後，初期只能與緬甸企業做

生意，主要聚焦於海外匯兌及清算業

務。（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2014-07-2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英國金融時報網稱，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將 2014 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從 3.7%下調至 3.4%。此前美國經濟

第一季度表現欠佳，一些大型新興市

場經濟體呈現疲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更新其 4 月

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時表示，它

預計增長將在 2014 年剩餘時間出現

反彈，但警告稱，“下行風險仍令人

擔憂”。 

下調增長預測顯示，對全球經濟

增長，2014 年恐將成為又一個令人失

望的一年。在巴西等經濟體增長放緩

的同時，美國經濟產出在今年首季出

現令人震驚的 2.9%年化萎縮。 

“真的，這是一個關於剛剛發

生、卻已經告別我們的事情的故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主任奧利維

爾•布蘭查德表示。他認為，美國的

疲弱不會持續全年。“如果你從今天

開始看，我們基本上沒有改變我們的

看法，我們沒有改變我們對 2015 年的

預測，”他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繼續預測 2015

年全球經濟增長 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美國今年增

長預測從 4 月份的 2.2%下調至僅有

1.8%，遠低於美聯儲(堅持的 2.2%的

增長預測。 

“總體建議是，經濟復蘇仍然不

是非常強，目前而言它真的需要得到

呵護，”布蘭查德表示。他表示，美

國和英國的復蘇已強大到足以開始規

劃貨幣政策正常化，但現在還沒到實

施的時候。 

“如果你看看歐元區或日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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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復蘇更弱，在那些經濟體，重點

在很大程度上是盡可能多地運用貨幣

政策，”他表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歐元區經濟

增長預測保持在 1.1%不變，但將日本

增長預測從 1.3%調高至 1.6%。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調了多數大

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預測，其中

俄羅斯增長預測由於烏克蘭危機被從

1.3%大幅調降至 0.2%。該機構將中國

增長預測從 7.6%下調至 7.4%，巴西

增長預測從 1.9%大幅下調至 1.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自 4 月

以來地緣政治風險有所上升。該機構

專門提到，其中一個危險是中東和烏

克蘭緊張局勢引發油價飆升。(資料來

源：新華國際 201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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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會議暨研討會 

西班牙經貿暨投資商機研討會 

本會與西班牙商務辦事處於本

(103)年 7 月 9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第 103 會議室共同舉辦『西班牙經貿

暨投資商機研討會』。由本會簡漢生副

理事長和西班牙商務辦事處處長 Mr. 

Borja Rengifo 共同主持，經濟部投資

業務處莊惠明簡任商務秘書蒞會致

詞，現場共計 110 位廠商參加。 

會中由西班牙經濟競爭部貿易暨

投資促進局投資處專案經理 Mr. José 

María Blasco 介紹西班牙 102 年通過

之「創業者法」，該項新法旨在協助在

西班牙投資的外國人於符合特定的法

定標準下容易獲得居留權，提供外資

在西班牙投資時不同停留期間的簽證

及相關居留的許可，有利於拓展在當

地之投資等業務。 

另由 BBVA 西班牙對外銀行台北

分行高國洲總經理分析西班牙經濟發

展前景；台灣蘇富比國際物業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業務發展部謝靄如經理說

明在西班牙房地產投資商機；加泰羅

尼亞自治區投資促進局香港辦事處總

經理 Mr. Raül Guerra 介紹巴塞隆納如

何打造產業成長優勢，成為「行動通

訊之都」之典範。最後，與會業界人

士熱烈提問，演講者及貴賓代表一一

答覆各項提問，並進行意見交流。 

 

 

愛爾蘭經貿商機座談會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愛爾蘭分

公司合夥人 Mr. Joe Tynan、海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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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 Mr. Eddie Cao 及愛國投資發展

局中國區總監 Mr. Jervy Zhang 一行 3

人於7月15日前來拜會本會愛爾蘭雙

邊事務委員會金際遠主任委員。 

為推動雙邊貿易與投資，由本會

及新北市電腦公會共同辦理「愛爾蘭

經貿商機座談會」，同時邀集我國資通

訊業界代表與會，會中由三位外賓介

紹愛爾蘭經貿環境優勢與政府相關獎

勵措施，雙方針對未來可能之合作商

機進行交流。 

 

 

 

 

 

 

 

 

 

墨西哥投資及商務說明會 

墨西哥市商會理事長 Ricardo 

Navarro Benitez 應國貿局邀請於 8 月

3 至 10 日來華訪問，藉以加強兩國經

貿合作實質關係，促進我國企業對墨

西哥之認識，協助國內廠商拓展美洲

市場。 

本會特於 8 月 6 日上午假台北世

貿中心聯誼社 33 樓 B 區舉行「墨西

哥投資及商務說明會」，由本會簡副理

事長漢生及 Navarro 理事長共同主

持，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賴

司長建中及國貿局陳組長文誠應邀蒞

臨致詞，我方呼籲墨西哥支持我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Navarro

理事長簡報“Why Mexico”，介紹墨

西哥投資環境，共計約 30 位代表出

席。 

 

 

簡副理事長漢生致歡迎詞 

 

 

墨西哥市商會理事長 Ricardo Navarro 

Benitez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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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市商會理事長 Navarro 與國經協會簡

副理事長漢生交換禮物 

 

墨西哥投資及商務說明會-左起大同公司林

董事長蔚山、國經協會簡副理事長漢生、墨

西哥市商會理事長 Navarro、中國輸出入銀

行朱理事主席潤逢 

 

立陶宛暨波羅的海地區產業概況 

暨 

投資說明會 

本會於本(103)年7月1日(星期二)

下午 14 時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103

會議室舉行「立陶宛暨波羅的海地區

產業概況暨投資說明會」，會議由本會

王理事長鍾渝主持，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江副局長文若以貴賓身份蒞會致

詞，共計有 60 位廠商代表出席。 

    本研討會特邀請立陶宛商工

暨手工業協會會長 Mr. Rimantas Š

idlauskas，就立陶宛及波海國家的商

機進行專題報告，介紹立陶宛的歷

史、經貿現況及波海自由經濟區的特

色；南華大學歐研所郭教授武平就波

羅的海三國的政經發展進行專題報

告；最後，進行小組討論與 Q&A 時

間，本會王理事長鍾渝、立陶宛商工

暨手工業協會會長 Mr. Rimantas Š

idlauskas、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歐陽董事長禹及政治大學俄研所王

教授定士就如何增進我國與波羅的海

地區國家之經貿合作為題討論，與會

廠商代表熱烈提問，與台立雙方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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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副局長文若(右一)於說

明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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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加拿大國會議員訪華團第三團午宴 

加拿大聯邦眾院原住民事務委員

會主席沃肯廷（Chris Warkentin）眾議

員率領之國會議員訪華團於 103 年 7

月 7 日抵華訪問 6 天，成員另包括安

扶家（Hon. Tobias Enverga Jr.）參議

員、卜漢彌（Tarik Brahmi）眾議員及

白波（Brad Butt）眾議員等 4 位朝野

政黨國會議員及配偶眷屬共計 7 人。

本團皆係首次訪華，對我國民主發

展、國際參與、兩岸關係以及貿易、

科技、原住民事務及環保等各方面均

感興趣。 

本會馮寄台資深顧問於 7 月 7 日

中午假台北世貿聯誼社設宴款待訪

賓，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鄭建

新副執行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池琳

資深副總經理、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

事 處 貿 易 投 資 處 長 Mr. Allan 

Edwards、常在法律事務所劉致慶律

師、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孫

明德主任、雄獅集團張育軒團產經

理、外交部北美司楊爵鴻科長、李唯

誠秘書，以及本會李傳亮秘書長等人

應邀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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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3 年 7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7月出口267.7億美元，較上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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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較上年同月增5.8%；累計1至7

月出口1,801.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2.5%。 

(二)進口 

 7月進口241.6億美元，較上月減

3.0%，較上年同月增9.5%；累計1至7

月進口1,613.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2.2%。 

(三)出入超 

 7 月出超 26.1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月減少 6.3 億美元；累計 1 至 7 月出

超 187.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8.7

億美元。 

(2014/08/07 財政部統計處)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2014 

May June July 

GDP 1.48 2.11 3.84 3.14 -- 

CPI 1.93 0.79 1.61 1.53 1.75 

Unemployme

nt rate 
4.24 4.18 3.85 3.92 -- 

Export -2.3 1.4 1.4 1.2 5.8 

Imports -3.9 -0.2 -2.3 7.5 9.5 

Export orders 1.12 0.44 4.7 4.7 -- 

Industrial 

production 
-0.25 0.65 5.4 5.19 -- 

Monetary 

aggregate(M2) 
3.5 5.8 6.0 5.97 -- 

Stock Market 7,700 8,612 9,075 9229 9315 

七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限時 3 個月！泰國擬採免簽證費  

台人現省 1,200 元 

暑期東南亞旅遊旺季到來，泰國

也傳出擬採免簽證費，優惠台灣與中

國大陸觀光客將免簽證費 3 個月，赴

泰旅客將能現省 1,200 元。 

暑期東南亞旅遊旺季到來，泰國

也傳出擬採免簽證費，優惠台灣與中

國大陸觀光客將免簽證費 3 個月，赴

泰旅客將能現省 1,200 元。 

據外電報導，泰國政府為振興國

際觀光，昨(16)日泰國國家經濟和社

會發展委員會(NESDB)秘書長亞爾康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曾對外宣

布免簽證費提案有望，預計優惠台灣

與中國大陸觀光客 3 個月簽證費。 

現行赴泰國旅遊在台辦簽證費用

為台幣 1,200 元，另到泰國當地申辦

落地簽則為 1000 泰銖。雖駐台泰國貿

易經濟辦事處強調，目前尚未有確切

公文下達，實施詳情並不清楚；但據

平面媒體報導，泰國政府預計將在下

月起開始實施免簽證費政策，赴泰旅

客將能省下不少預算。(資料來源：今

日新聞 2014-07-17) 

 

日本與蒙古獲共識 今年簽妥 EPA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天在東京會

晤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雙方同

意盼今年內簽署經濟夥伴協定

（EPA）。 

安倍 22日在首相官邸（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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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晤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 ）磋商日蒙今年內簽妥

EPA，並討論從製造階段算起，4 年

以上的中古車 5%關稅 10 年內分階段

廢除。 

一旦日蒙 EPA 生效，預估日本對

蒙古的出口總體關稅中，約 50%立即

廢除，10 年內約廢除 96%。 

日本媒體報導，外務省官員指

出，由日本出口到蒙古的味噌、醬油、

日本酒、燒酒的關稅將廢除，盼藉此

推廣和食料理（日本式餐飲）。 

日蒙若敲定 EPA，蒙古將是日本

繼 8 日與澳洲之後，第 15 個談妥 EPA

的國家。 

另方面，凡自蒙古進口至日本的

產品，將在 10 年之內廢除關稅。日本

是蒙古首個協商 EPA 達成初步協議

的國家。 

安倍與額勒貝格道爾吉在會談後

舉行聯合記者會。安倍表示，日蒙兩

國就簽署 EPA 大致上達成協議，象徵

兩國經濟關係提升至新階段，具有重

大意義。 

雙方也公布了有關促進貿易及投

資的聯合聲明說，日蒙有必要儘速簽

署 EPA。將來日本要派遣顧問，協助

蒙古研擬中長期的經濟政策。 

日媒報導，日本積極與蒙古加強

合作，主要是考量蒙古在地理位置上

與中國大陸為鄰，希望拉攏蒙古以牽

制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 :中央社

2014-07-23) 

 

第 12 國  菲律賓人口破億 

菲律賓總人口廿七日突破一億，

成為全球第十二個人口破億的國家。

一名女嬰於當天零時卅五分在馬尼拉

一家公立醫院誕生，成為菲國第一億

名國民。對於四分之一人口是窮人的

菲國來說，達成一億人口的里程碑，

是機會，也是挑戰。 

裘 娜 琳 ． 桑 蒂 諾 （ Jennalyn 

Sentino）是象徵性的「第一億個寶

寶」。由於菲國人口委員會已預告，根

據推算，第一億個寶寶會在廿七日零

時六分左右誕生，菲律賓北部卡加延

谷醫院內的一名孕婦為了搶頭香，在

零時六分「準時」分娩。 

不過，人口委員會選中了在馬尼

拉法貝拉醫院出生的裘娜琳為第一億

名國民的「宣傳寶寶」，而同時段在公

立醫院出生的一百名新生兒，都是象

徵性的「一億寶寶」。 

這一百名「一億寶寶」都能得到

價值五千披索（約新台幣三四六五元）

的育嬰袋，內有尿布、毛毯和其他健

康用品，政府也將持續關注他們的成

長過程是否得到適當的健康照護。 

裘娜琳的父親、四十五歲的桑蒂

諾說，感謝政府的照顧，他有信心把

孩子撫養長大。他與裘娜琳的母親、

廿七歲的卡比加顏還沒結婚，不過，

他說：「我們打算結婚，我賺的錢僅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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餬口，但至少收入穩定，我們會想辦

法。」 

菲國總統艾奎諾的發言人卡倫瑪

說，達成一億人口里程碑，顯示在人

民身上正確投資的重要性，政府準備

投資更多在人力發展上，特別是教育。 

菲國人口委員會總幹事培瑞斯

說：「這是機會也是挑戰。人口成長將

擁有更多勞動力，但被撫養的人也更

多。我們必須降低生育率，從目前每

名婦女平均生三個孩子，降為兩個。」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菲國代表貝

克說，菲國最貧窮階級婦女平均生六

名子女，而且有十分之一的菲國女孩

在十五歲到十九歲開始生育。菲國人

口仍十分年輕，廿五歲以下人口占百

分之五十四。貝克強調，有必要提供

年輕人教育、工作機會和生活技能，

包括正確的性知識。 

菲律賓為天主教國家，八成人民

為教徒，而天主教會禁止節育，成為

菲國控制人口的阻礙。政府今年四月

終於克服教會反對，實施生育衛生

法，提供窮人節育服務，大約有二到

三百萬婦女受惠。(資料來源:聯合報

2014-07-28)  

 

新加坡:全球最貴的城市  

收入差距巨大的城市 

說到全球最貴的城市，你可能會

想到高不可攀的曼哈頓房價。或者東

京許多米其林星級餐廳里的奢華晚

宴。但實際上，根據經濟學人信息部

(EIU)發布的一份新報告，新加坡這個

面積不及曼哈頓的亞洲城市國家才是

全球最貴的城市。 

新加坡在 132 座城市中脫穎而

出，贏得了“全球最貴”稱號，將東

京、巴黎、奧斯陸和私人銀行匯聚的

蘇黎世都甩在了後面。據該報告稱：

由於買車要先拿到“擁車証”，新加

坡的汽車成本高居全球之最──目前

辦理一張擁車証要花費將近 8 萬新加

坡元(約合 6 萬美元)；新加坡的交通

成本也幾乎比紐約高出三倍；公用事

業費也高居全球第三。新加坡零售中

心烏節路上價格辣手的商場和精品

店，提供來自歐洲的奢侈品牌以滿足

有時尚意識的富裕顧客群體。目前，

新加坡是全球買衣服最貴的地方。 

新加坡的收入不平衡現象愈演愈

烈盡管新加坡居民中有許多超級富

豪，但並不是所有生活在這裡的人都

能承受如此高昂的物價。最近，新加

坡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衡現象受到了

密切關注。BBC 的一篇報道稱，在亞

洲發達經濟體中，新加坡的收入差距

之大名列第二。被評為全球最貴城市

可不是什麼值得欣羨的事。就在十年

前，在新加坡一瓶佐餐酒的價格還只

有 13.25 美元。而如今的價格幾乎翻

了一番，為 25.65 美元。全球最高的

生活成本激起了關於新加坡國內“貧

困問題”的激烈爭論。盡管新加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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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為公民提供住房補貼，但很多人都

無力購買自己的房子。然而，EIU 的

報告認為，新加坡的各種生活成本一

直在不斷增長，沒有停歇。該報告引

用數據稱，在這十年間，伴隨新家坡

汽車成本攀上世界之巔的同時，新加

坡元升值了 40%，而國內物價也出現

很大漲幅。 

泡沫即將破滅？ 

新加坡的經濟增長已經令一些分

析師發出泡沫警告。福布斯撰稿人、

經 濟 分 析 師 傑 西 - 科 隆 博 (Jesse 

Colombo)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稱： 

“和許多經歷過整體經濟泡沫和

泡沫破裂的國家(包括 2003到 2007年

期間的美國)一樣，新加坡當前的信貸

泡沫不斷膨脹，這將助其推動經濟增

長並製造出繁榮的假象。超低利率往

往是信貸泡沫膨脹的首要原因，新加

坡的情況也不例外。” 

科隆博的文章拿新加坡的未來與

冰島的經濟危機相類比，這樣做是否

成立引起了激烈的辯論。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甚至駁斥了他關於金融危機即

將到來的說法。其他經濟學家也表

示，新加坡的基本面仍能維持其經濟

增長。 

“新加坡一直保持著巨額的經常

項目(廣義貿易)盈餘。這使得該國能

夠不斷積累外匯儲備並進行投資(例

如，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中的大量財

富緩衝)。新加坡地處戰略位置，廉潔

程度高、擁有大量技能人才多，因此

將繼續成為東南亞的一個中心。”埃

默里大學戈伊蘇埃塔商學院全球視角

項 目 主 任 傑 夫 - 羅 森 格 (Jeff 

Rosensweig)說道。 

羅森格說，“傑西•科隆博提出

的關於經濟泡沫的警告讓我遲疑了一

下，並看到了一些風險，但我仍將押

注于新加坡。”(資料來源：福布斯中

文網 2014-07-25) 

 

韓國晉升十大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簡稱：

SWIFT）今天發表報告指出，韓國已

晉升為十大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台

灣則位居第四名。 

SWIFT 的報告指出，6 月份人民

幣作為全球支付貨幣的排名繼續保持

在第七位，但其市場占有率繼續提

高，由 5 月份的 1.47%升至 6 月份的

1.55%。 

報告稱，韓國已成為十大人民幣

離岸中心之一；不計香港，排名為第

八，去年 6 月的排名為第 15 位。 

如不計入香港，目前排名前七位

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分別為新加坡、

英國、美國、台灣、法國、澳洲和德

國。 

SWIFT 亞太區支付主管 Michael 

Moon 表示，過去兩年，韓國在人民

幣的使用上高速增長，更多的銀行和

企業在國際交易中使用人民幣作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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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貨幣。 ( 資料來源 : 經濟日報

2014-07-29) 

 

澳洲人民幣清算系統上線 

人民幣國際化又邁出新的一步，

中國銀行已與澳洲證券交易所共同開

發的人民幣清算系統在澳洲成功投資

生產，人民幣已成為第一個被納入澳

洲本地清算系統的外國貨幣。華爾街

日報報導，中國銀行雪梨分行將作為

人民幣清算行，提供澳洲境內、外客

戶人民幣清算服務，未來也還會提供

人民幣債券發行、交易及期貨等衍生

產品結算、清算服務。 (資料來源:經

濟日報 2014-07-29) 

 

標普確認澳洲 AAA 主權信貸評級  

展望穩定 

標普確認澳洲「AAA」主權信貸

評級，以反映該國公共政策、經濟韌

性、貨幣與財政政策靈活性俱佳；展

望維持「穩定」。 

報告認為，雖然澳洲政府 2015 年

大多預算措施尚未獲參議院批准，但

預計最終可達成折衷方案，逐步改善

預算表現。然而，澳洲高度外部失衡

有所強化，貿易條件可能持續下滑，

該國風險取決於與中國貿易情況。不

過，預期澳洲非礦業部門將逐步增

強，2014-17 年期間實際人均 GDP 平

均增長 2.9%；但中期收入增長將相對

疲弱。 (資料來源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4-07-29) 

 

抗衡美國 陸力推兩洋鐵路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16日在

巴西說，大陸、巴西、秘魯將就連接

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兩洋鐵路合作共同

發表聲明，成立工作小組展開合作。

中新網報導，習近平 16 日在巴西首都

巴西利亞會見秘魯總統烏馬拉

（Ollanta Humala）時說，建議 3 國組

成兩洋鐵路工作小組，開展包括規

劃、設計、建設與營運在內的整體合

作。 

陸媒與港媒從國際政治角度分析

說，興建兩洋鐵路可以打破在美國控

制之下巴拿馬運河對國際物流的壟斷

地位。另一方面，鐵路網基礎建設有

助拉美國家經濟發展，大陸可輸出鐵

道設備與技術，提振出口貿易。 

香港大公網報導，「兩洋鐵路」並

非新話題。 

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 2011年接受

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首次透露哥倫

比亞將與大陸共同合作籌建連結太平

洋岸及大西洋岸的兩洋鐵路，當時稱

為「乾運河」工程，計劃由中國開發

銀行提供資金，中國鐵路集團負責承

建營運，但後來沒有下文。 

報導說，從經濟角度來看，鐵路

運輸成本與效率較難與巴拿馬運河相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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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估計，如果透過鐵路運

輸，每個貨櫃的成本將比運河高出 1

倍，此外，鐵路運輸能量比運河小得

多，鐵路運輸在港口的裝卸工作也拖

延不少物流時間。不過，從國際政治

角度來看，兩洋鐵路有助於抗衡巴拿

馬運河對國際物流的壟斷地位。(資料

來源: 中央社 2014-07-17)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與歐盟

經濟夥伴協議已完成草簽 

依據南非媒體 Business Day 報

導，包括南非、波札那、賴索托、納

米比亞、史瓦濟蘭、安哥拉及莫三比

克等南部非洲國家發展共同體(SADC)

與 歐 盟 洽 簽 之 經 濟 夥 伴 協 議

(Economic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在歷經 10 餘年之諮商後，業

已於本年 7 月 15 日在南非行政首都

Pretoria 完成草簽。該協定較 2004 年

開始生效之「歐斐貿易開發合作協定」

(EU-SA TDCA)更進一步開放，提供南

非產品輸入歐盟更佳之市場進入機

會，特別是南非酒類產品輸入歐盟市

場將得以獲得重大進展。 

南非貿工部官員表示，該項協議

於目前完成草簽，時間來得正是時

候，因為歐盟給予波札那、納米比亞

及史瓦濟蘭出口牛肉、魚及糖之市場

進入優惠待遇將於本年 10 月 1 日截

止，惟目前歐盟已向上述南部非洲國

家表示，在該項協議開始生效實施

前，只要完成協議草簽，歐盟目前給

予南部非洲國家之市場進入優惠待遇

就會繼續實施。 

南非與南部非洲國家和歐盟進行

EPA 洽簽之主要目標有二，首先是強

化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國家間之凝聚

性，共同以相同之關稅稅率對外；其

次是改善南非產品輸入歐盟市場之條

件，促使歐盟提供較 2004 年開始生效

之「歐斐貿易開發合作協定」更進一

步之市場開放承諾。南非貿工部官員

並表示，該項 EPA 之諮商結果顯示南

非已經達成上述目標，南非在花卉、

乳製品、水果及水果加工產品輸入歐

盟市場已獲得改善，惟在某些方面，

歐盟仍繼續對南部非洲開發共同體其

他會員國提供優於南非之市場進入待

遇。（資料來源 :南非經濟組摘譯

Business Day 2014-07-18） 

 

坦尚尼亞和尚比亞投入 8 億美元 

挽救跨國鐵路 

坦尚鐵路公司 (Tanzania-Zambia 

Railway Authority, Tazara 公司)發言人

Conrad Simuchile 於 2014 年 7 月 8 日

表示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兩國在數十年

前合資成立之跨國鐵路 Tazara公司長

期處虧損狀態，為挽救 Tazara 公司之

危機，兩國決定共同投入 8 億美元。 

Tazara 公司營運之鐵路長達 1,860

公里，係尚比亞及剛果民主共和國

(DRC)輸送銅礦到東非最大港口─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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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尼亞三蘭港之主要途徑，由於該公

司使用中國製造之鐵道不堪貨運火車

負載以致營運成本高昂，此外，坦尚

尼亞和尚比亞過去投入資金不足亦是

經營不善之原因。 

發言人 S 氏表示 8 億美元係來自

坦尚尼亞政府和尚比亞政府，資金預

計在未來 12 個月逐步到位，S 氏另指

出由於該公司積欠員工薪資，導致過

去不斷發生停工事件，因此未來兩個

月會將所籌措資金中的 9,200 萬元美

元用來發放工資，皆下來另會購買列

車所需之燃料及潤滑油。（資料來源:

南 非 經 濟 組 摘 譯 Business Day 

2014-07-08） 

 

沙國於本年 7 月 

設立「沙烏地商業仲裁中心」 

為解決日漸頻繁之商業及民事糾

紛，沙國部長理事會於本(2014)年 4

月 14 日批准、並委由沙國商工總會

(CSC)於 7 月 15 日成立「沙烏地商業

仲裁中心」 (the Saudi Center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CCA)，並組

成中心董事會。SCCA 設於沙京利雅

德，未來亦將於沙國其他大城及海外

設立分處。 

SCCA 係沙烏地第一個商業仲裁

單位，其成立係該國仲裁發展之里程

碑。仲裁作為處理糾紛之方式在沙國

使用已久，近 2 年亦通過王室命令頒

布仲裁法及強制執行法，推動仲裁發

展。 

沙國商工總會會長 Abdul Rahman 

Al-Zamil 表示，「沙烏地商業仲裁中

心」(SCCA)係由沙國商工部、沙國法

務部及沙國投資總署之輔導下設立，

惟其受理案件之範圍並不包括行政、

個人、犯罪以及不被允許和解之案

例。（資料來源 : 經濟部國貿局

2014-07-16） 

 

英國業者看好 

沙國電子商務市場之前景 

依據英國 Sacha Orloff Group 報告

指出，電子商務將成為沙國消費者性

產品市場預設之交易方式，其涵括範

圍包括銀行、零售業、航空公司、餐

旅業、觀光，運輸、郵遞及電信業者

等。 

在本年底前，沙國零售市場模將

達 736 億美元，係 GCC 中最大之市

場，沙國本年第一季電子商務成長

43%，為北非中東地區成長最為快速

之市場。 

沙國總人口達 3000 萬人，其中 24

歲以下人口占 47.8%，25-54 歲人口占

44.8%。沙國年輕人口盡情投入數位

與社交網路懷抱，並透過數位管道分

享產品與購買資訊，也因此利用網路

或手機(e- or m-commerce)儼然成為

最合理之購買管道。 

沙 國 網 際 網 路 普 及 率 已 達

59.25%(以人口計)，較 2013 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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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銀行卡國 2013 年登記有案之信

用卡與銀行支付卡之交易已達 1 億

3826 萬美元，預期透過手機交易之金

額將由 2002 年之 1 億美元，成長至

2015 年之 7 億美元。（資料來源: 經濟

部國貿局 2014-07-14） 

 

埃及對約旦的天然氣供應徹底中斷 

約旦能源、礦產資源部秘書長加

利卜•馬卜利赫 2 日說，埃及對約旦

的天然氣供應自今年 4 月起已徹底中

斷，導致約旦國家電力公司經濟蒙受

巨大損失，截至今年 5 月底經濟損失

已達 45 億美元。 

馬卜利赫當天對約旦佩特拉通訊

社發表談話時說，自 2009 年年底天然

氣供應價格發生波動以來，埃及向約

旦出口的天然氣數量不斷減少，到

2014 年 4 月 20 日徹底中斷，約旦電

力公司不得不依靠重質燃料油和柴油

來發電，由此引發的能源開支攀升到

約 64.9 億美元。 

據報道，此前埃及向約旦每天提

供約 2.5 億立方英尺（約合 707.5 萬立

方米）天然氣，其中佔 80%用于電力

部門發電。據約旦國家電力公司 2014

年預算報告顯示，該公司到 2013 年底

累計虧損約 42.3 億美元。 

約旦是一個能源極其匱乏的國

家，97%的能源依賴進口。2001 年 6

月，約旦和埃及簽署了一項天然氣銷

售協議，通過阿拉伯天然氣管道每天

向約旦輸送天然氣，可滿足約旦 80%

的能源需求。自 2011 年 2 月以來，阿

拉伯天然氣管道埃及至以色列段先後

遭受 15 次襲擊。連續不斷的管道損傷

致使輸氣中斷，倒逼發電燃料價格上

漲。埃及也調整與約旦的天然氣合約。 

重壓之下，約旦不得不作出調

整，制定了 2007 年－2020 年能源戰

略規劃，尋求天然氣供應途徑多樣

化，計劃從沙特、伊拉克和其他國家

進口。約旦還將發展包括天然氣、頁

岩油、可再生能源等，以實現能源多

樣化，保證國家能源安全。（資料來源:

新華網 2014-08-02） 

 

印度將向尼泊爾提供 10 億美元貸款 

印度總理莫迪 8 月 3 日宣佈，將

向尼泊爾提供 10 億元優惠貸款，幫助

這個能源匱乏的鄰國進行基礎設施的

建設。 

莫迪稱，這筆款項可用於發展水

力發電。另外他還計畫將印度向尼泊

爾的供電量翻倍，鋪設新的傳輸線

路，提高尼泊爾的電力進口能力。 

尼泊爾的政界對這項提議產生了

分歧。反對者認為此舉將導致印度企

業控制尼泊爾的能源資源，阻礙包括

中國在內的其他投資者。 

印總理莫迪在其演講中努力減輕

這方面的憂慮，他說道：“尼泊爾未

來可以通過向印度售賣電力，發達經

濟。我們希望能夠加入你們，一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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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繁榮。” 

長久以來，印度在該區域都處於

主導地位。但是最近幾年由於其自身

經濟發展減慢、政策癱瘓，中國捷足

先登，建造了從斯里蘭卡到孟加拉的

港口，以及尼泊爾的發電廠。印度和

中國都向南亞國家提供與其龐大經濟

體系整合的機會，為了該區域的政治

影響力互相競爭。莫迪此舉旨在加固

印度的區域影響力。 

莫迪這一次為期兩天的加德滿都

之行，是 17 年來印度總理第一次對尼

泊爾進行雙邊訪問。週一，他還將前

往尼泊爾一座重要的印度教寺廟帕斯

帕提那寺進行祈禱，強調其與這個以

印度教為主的國家的宗教紐帶。（資料

來源: Voice of America 2014-08-07） 

 

印度稅改新風：莫迪欲首次一統稅制 

為贏回投資者的信心及推動經

濟，印度新任總理莫迪領導下的政府

近日宣佈，可能會實施一項穩定、簡

單的稅制。 

印度雖然已經獨立 60 餘年，但是

國內稅制複雜，各邦稅種並不統一，

稅負壓力大，嚴重打擊了投資者的熱

情。雖然歷屆政府試圖在印度全境範

圍內推行商品服務稅（GST），取代現

行的十幾個稅種，不過均以失敗告終。 

然而這一次，曾在古吉拉特邦執

政 12 年、一直堅決反對 GST 的莫迪

迫於財政壓力，態度來了驚天逆轉，

有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對該國稅收體系

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莫迪此前曾誓言，今年印度財政

赤字在 GDP 中占比將控制在 4.1%以

下，這使得他增加聯邦財政收入的壓

力劇增。分析人士認為，推行 GST 有

助於吸引投資，增強經濟活力，促進

GDP 增長。 

由於經濟持續低迷，財政赤字巨

大，莫迪前任政府為避免主權信用評

級被一些國際評級機構下調至“垃圾

級”，竭力增加稅收，大幅度地對企

業進行徵稅。 

然而，該舉措並未對提高稅收收

入起到多大的效果，反而引發了大量

的與稅收有關的糾紛和訴訟，削弱了

企業的投資熱情。 

印度財政部長賈特裡（ Arun 

Jaitley）稱，將為投資者提供有利的

稅收環境，減少稅收種類，促進工業

活動的增長。此外，印度政府可能會

於本財年出售一些印度國營鋼鐵企業

的股份，以增加財政收入。 

目前，印度五花八門的稅種令企

業眼花繚亂，頭疼不已。不同邦或商

品徵收不同的稅，如邊境稅、當地銷

售稅、中央服務稅、消費稅、增值稅

等。 

分析人士認為，GST 的實施有望

緩解企業稅收壓力，降低成本，提高

盈利，這又反過來吸引更多外資，促

進 GDP 增長。成本的降低也將提高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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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製造業的價格競爭力，從而推動出

口的增長。 

印度正在經歷自 20 世紀 80 年代

以來最為緩慢的經濟增長，通貨膨脹

率居高不下，經濟前景不再像之前那

樣喜人。民眾對莫迪寄予厚望，企盼

他執掌下的政府能整頓財政，打擊通

脹。 

  作為印度綜合性最強的經濟

改革之一，GST 的意義在於通過融合

各邦和聯邦稅法，在全國建立一個統

一的稅收結構。然而，這一稅收體制

改革的設想早在十多年前便已提出，

直至今日仍未能得以實施。 

由於立法提案必須獲得議會兩院

中 2/3 席位及邦議會一半以上人數的

同意才能通過，GST 若要順利實施，

印度主要黨派和各邦政府的表態至關

重要。 

直到今天，這一問題仍未得到解

決。據彭博社報導，自 2010 年以來，

印度政府就致力於發展 GST 網路系

統。印孚瑟斯技術有限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的創始人之一尼勒

卡尼（Nandan Nilekani）受辛格委托，

帶頭建立一個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委員

會。４年過去了，尼勒卡尼已經離開，

但網路仍在建設中。 

由於擔心稅收減少，印度各邦一

直反對全國性的 GST 代替現行的各

邦和聯邦稅種。 

如果印度聯邦政府禁止地方政府

徵收當地稅而又不出台替代稅種的

話，該國製造業、服務業和高科技重

鎮卡納塔克邦（Karnataka）、泰米爾

納德邦（Tamil Nadu）和喀拉拉邦

（Kerala）可能損失最為慘重。 

不過，在去年年底舉行的北方四

邦地方議會選舉中，印度人民黨一舉

拿下了中央邦（Madhya Pradesh）等 3

個邦。拉克什曼說，人民黨執政的各

邦如古吉拉特邦和之前 GST 主要的

反對者中央邦已經在同一艘船上，

GST 的通過尚存在一線希望。 

分析人士認為，莫迪政府可能會

分階段實施這一稅法改革，明年上半

年可能只是開始推出 GST 的部分內

容。石油產品——各邦主要稅收來源

之一，可能不被列入徵收 GST 的範

疇。（資料來源:新浪網 2014/08/07） 

 

土耳其奢侈品消費與投資造成風險 

土耳其主管經濟事務之副總理

Ali Babacan 近日表示，由外資出資之

奢侈品消費(luxury consumption)與投

資計畫，包括奢侈之購物中心、昂貴

之房屋，可能造成土耳其之問題。 

B 總理指出，工業家在投資於工

業生產，或是投資於建造購物中心及

住屋之間感到猶豫，而現況是投資有

流向後者之傾向，然而土耳其應該先

著重生產、獲取應得的報酬、之後再

消費並住在豪華的房屋裡。土耳其近

來膨脹之奢侈品需求以及熱絡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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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使經常帳赤字負擔加重，被視

為土耳其經濟之弱點。 

此外，B 副總理指出目前國內需

求下滑，對外貿易因此在經濟成長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認為目前仍不需

要調整 2014 年 4%之經濟成長率預

測，除非對外貿易發生不可預期的劇

烈變化(major unforeseen blow)。而土

耳 其 急 需 之 經 濟 結 構 改 革

(much-needed structural economic 

reforms)則很可能延遲至 2015 年的普

選(general elections)之後，政府在今

(2014)年 8 月之總統選舉後將會把焦

點放在 2015 年之預算以及新的三年

中期計畫上。(資料來源:駐土耳其代

表處經濟組 2014-07-24) 

 

安卡拉-伊斯坦堡高速鐵路 

於 7 月 11 日開通 

交通部長 Lütfi Elvan 表示往返於

安卡拉與伊斯坦堡之高速鐵路已於 7

月 11 日開通。原本預期於 5 月開通之

高速鐵路，因信號電纜 (signaling 

cables)被切斷偷竊而延後開通。 

高速鐵路之時速可達 250 公里，

並將縮短兩個城市之交通時間至 3.5

小時，目前透過公路需要約 6 小時之

交通時間。 

土耳其國家鐵路局曾於 1 月宣

布，將投資其 2014 年預算之一半於高

速鐵路之興建。土耳其目前有兩條通

行之高速鐵路，分別為安卡拉-科尼亞 

(Konya)以及安卡拉 -埃斯基謝希爾

(Eskişehir)。(資料來源:駐土耳其代表

處經濟組 2014-07-04) 

 

台盧簽免雙重課稅協議 

台灣與盧森堡簽訂避免雙重課稅

協議，預計 2015 年元旦正式生效。經

濟部官員表示，雙邊簽署租稅協議，

有助加強雙邊經貿關係；但他也坦

言，租稅協議屬較外圍的經貿談判項

目，離台歐盟簽署經濟合作協議 

(ECA)仍有一段距離。 

經濟部官員說，歐盟由 28 個會員

國組成，要想洽簽台歐盟 ECA，必須

積極爭取各會員國的支持，盧森堡就

是會員國之一。據國貿局資料顯示，

台、盧去年貿易總額為 3398 萬美元。 

盧森堡國會 9 日下午召開全會通

過「台盧避免所得稅與資本稅及防杜

逃稅協議法案」，與台灣簽訂避免雙重

課稅法案，預計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

實施。這是台灣與國際簽署的第 27

個租稅協議，也是和歐洲國家簽署的

第 12 個。 

盧森堡財政部長葛梅格納在國會

備詢時說，台灣在亞洲的經貿實力堅

強，台灣與盧森堡的經貿交流日趨緊

密，這項法案的生效與實施將有助提

升雙邊合作關係。 

經濟部國貿局副局長徐大衛指

出，前年起我國將經貿談判策略訂定

為「同時走向世界跟中國大陸」，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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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洲國家互動，包括跨部會動員、

派中、高階主管走訪歐盟會員國，拜

訪重要政府機關與產業公協會。 

據悉，經濟部次長卓士昭目前正

率團訪歐，透過面對面接觸，深化雙

邊友誼，爭取對方對台歐盟 ECA 的支

持。 

目前我與歐盟洽簽 ECA 係採取

堆積木策略，針對 ECA 部分章節內

容，簽署雙邊協定。雙方已於台歐盟

經貿諮商會議架構下成立「技術性貿

易障礙/汽車」、「智慧財產權」、「藥

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等議

題的工作小組，每半年定期進行視訊

會議。 

值得注意的是，韓歐盟自由貿易

協定 (FTA)於 2011 年生效，台灣部分

輸往歐盟商品已受到衝擊。工業局資

料顯示，韓國出口產品市占率由生效

前 2.74%提高至 2.94%，台灣由 1.61%

降至 1.52%。 

其他已與台灣簽署租稅協議的

11 個歐洲國家，依序為馬其頓、荷

蘭、英國、瑞典、比利時、丹麥、瑞

士、匈牙利、法國、斯洛伐克、德國，

其中，馬其頓最早在 1999 年簽署，並

於當年生效。(資料來源: 聯合晚報

2014-07-11) 

 

周美青率團 愛沙尼亞愛樂之旅 

總統夫人周美青以「台北愛樂管

弦樂團」榮譽會長身分訪問愛沙尼亞

塔林市，當地時間 16 日晚間台北愛

樂應塔圖市珠戲（Glasperlenspiel）音

樂節主辦單位邀請，在聖約翰教堂演

出。 

周美青一行偕同在芬蘭鋼琴家劉

慧瑛及台北愛樂管弦樂團精湛演出

受到愛國各界熱烈歡迎，除愛沙尼亞

官方代表文化部次長與會外，愛沙尼

亞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韓遜（Margus 

Hanson）及學術、文化界人士共襄盛

舉。 

周美青於閉幕酒會代表中華民國

政府捐贈中文學習教材一批予愛沙

尼亞最高學府塔林大學，由該校東方

研究所教授林西華（Mart Laanemets）

代表接受。 

塔圖大學設有東方研究中心及中

文正體字漢學課程，此批中文教材將

有助該校師生對正體中文、文化及漢

學的了解與學習。 

中華民國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

在酒會表示，今年是台灣文化團體造

訪愛沙尼亞最頻繁的一年，台愛雙方

交流活動除台北愛樂表演之外，本月

6 日中壢市青少年管弦樂團參加愛沙

尼亞合唱及舞蹈節表演、20 日國立清

華大學合唱團將參加塔林海洋音樂

節（Maritime Day）表演。 

台灣與愛沙尼亞地理上雖相距甚

遠，但台灣文化團體遠道而來的熱

情，愛沙尼亞各界均有目共睹。除官

方各部會友台人士共襄盛舉外，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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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及議員們大

力奔走，以及愛沙尼亞地方政府及民

眾熱情參與，均為增進台愛關係貢獻

良多，未來台愛關係將因此一盛事更

緊密結合，達成雙方文化合作永續交

流的目標。 (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4-07-17)  

 

歐盟理事會同意立陶宛加入歐元區 

歐盟理事會 23 日同意立陶宛於

2015 年 1 月 1 日加入歐元區，意味著

該國已經通過所有歐盟機構的認定程

序，即將成為第 19 個使用歐元的國

家。 

當天歐盟理事會的公告顯示，立

陶宛將有 5 個月的時間準備本國貨幣

和歐元的兌換工作，並設定歐元與立

陶宛現行貨幣立特的兌換匯率為 1 比

3.4528。 

「立陶宛加入歐元區大家庭不僅

對該國至關重要，對整個歐元區也意

義重大，說明單一貨幣機制具有持續

的吸引力，（單一市場中）成員國關聯

度加強」，歐盟輪值主席國義大利的官

員在聲明中表示。 

同日歐盟委員會發佈報告表示，

立陶宛貨幣兌換工作準備順利，並敦

促該國繼續細化準備工作，避免在更

換商品計價貨幣時出現混亂。 

從 2006 年開始，立陶宛在降低通

貨膨脹率、穩定匯率和減少財政赤字

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已經

具備加入歐元區的條件。在過去 12

個月，立陶宛平均通膨率為 0.6%，低

於 1.7%的要求；2013 年政府財政赤

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 2.1%，低

於 3%的參考值；公共債務佔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例為 39.4%，遠低於 60%

的參考值。（資料來源：新華社

2014-07-23） 

 

Tesla 顧此失彼  

挪威市場銷量下跌五成 

自 2013 年 8 月進軍歐洲市場以

來，挪威只是 Tesla 最重要的市場之

一，2014 年 3 月 Model S 在挪威的銷

量達到 1,493 輛，打破了 28 年來挪

威乘用車月銷量記錄，好景不長

Model S 在該市場整個第二季的銷量

只有 1,080 輛。 

Tesla將挪威選為進軍歐洲市場的

首站，挪威消費者對於電動車需求量

高，電動車可減免稅費、挪威政府大

力推動充電樁普及，這一系列因素為

Model S 的銷售提供了非常好的基

礎，挪威的消費者對於 Model S 也是

相當認可，2014 年 3 月的銷售記錄就

是最好的證明，事實上 Tesla 在挪威

的訂單並沒有減少，導致銷量大幅下

跌是交車量下跌。 

據 Tesla 2014 年第一季財報顯

示，Model S 在第二季產量為 8,500

至 9,000 輛，比 2014 年第一季成長

15%，相比於 Tesla Model S 的訂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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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狀況，產能仍然是 Tesla 面對的難

題。自 Tesla 進軍中國市場以來，對

於該市場抱有非常大的期待，2014 年

2 月時中國市場的訂單交車就已經排

到了 9 月，甚至出現了部分車主因無

法按時提車怒砸 Model S 的狀況，顯

然中國消費者的耐心有限，Tesla 方

面面對客戶的需求和輿論壓力，在產

能無法大幅度提升的狀況下出貨量

向中國市場傾斜，這一舉動直接導致

了挪威市場銷量下跌五成。 

Tesla在挪威乃至歐洲市場銷量下

跌的根本還是在於產能不足，與其在

不同市場間平衡需求顧此失彼，還是

加緊擴充生產線和超級電池工廠

吧。(資料來源：科技新報 Tech News 

2014-07-04)  

 

容克爾打投資牌 要激活歐洲 

前 盧 森 堡 總 理 容 克 爾

（Jean-Claude Juncker）15 日獲歐洲

議會批准出任歐盟執委會主席。他同

日提出 3,000 億歐元（4,090 億美元）

的「大聯盟」投資計畫，盼藉此振興

歐洲經濟。 

歐洲議會以 422 比 250 的票數通

過容克爾的人事案，如果新歐盟執委

會的籌組過程沒有任何延誤，他將於

11月 1日上任，展開五年的任期。2004

年上任的現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索

（Jose Manuel Barroso）將於 10 月底

卸任。 

在歐洲議會批准容克爾出任歐盟

執委會主席前，容克爾以法語、德語

及英語發表一場慷慨激昂的演說，提

出他對歐洲的願景。為了讓歐洲恢復

活力及再工業化，容克爾承諾未來三

年將推動 3,000 億歐元的公共及民間

投資計畫，結合來自歐盟預算、歐洲

投資銀行（EIB）及民間資金等方面

的資源，以建立能源、運輸、寬頻網

路及產業聚落。 

容克爾說：「我們需要能提高經

濟成長率及競爭力的計畫。歐盟正冒

出第 29 個成員國，即失業者的國度…

我希望這第 29 個成員國與其他成員

國整合。我提出這個雄心勃勃的投資

計畫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容克爾表示，歐盟應提撥一筆獨

立預算，讓大刀闊斧推動結構性經濟

改革的歐元區國家獲得財政獎勵，並

承諾歐盟與美國談判貿易及投資協議

的過程會更透明。他說：「如果我們

不公布相關文件…這項協議將在輿論

壓力下以失敗收場。」 

另外，容克爾也承諾將致力於把

最低工資制度推廣到每個歐盟成員

國，他曾提倡根據各國的所得中位數

來制定最低工資。 (資料來源：經濟

日報 2014-07-16)  

 

無人駕駛自動停車 歐洲將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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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成功發展無人駕駛電動

車自動停車系統，預計數年內正式啟

用，未來停車將更為便利。 

歐 盟 執 行 委 員 會 （ European 

Commission）今天對外公布這項計畫

的最新進度。這項歐盟提供 560 萬歐

元（約新台幣 2 億 2,517 萬元），由

德國、義大利、英國與瑞士研究人員

負責的開發計畫，今年稍早在德國斯

圖 加 特 艾 希 特 汀 金 機 場

（Stuttgart-Echterdigen Airport）正式

上路測試，並獲得令研究人員滿意的

成果。 

名為「V-CHARGE」的研究計畫，

主要是有鑑於改開電動車的民眾越來

越多，人們也越來越常同時使用多個

不同運輸系統移動，為了節省駕駛人

尋找車位的時間，決定開發無人駕駛

自動車停車系統。 

未來電動車駕駛人只要在智慧手

機上下載必要的 App，就能直接將車

停在公有停車場門口，透過 App 完成

停車手續，就可以離開。停車場內安

裝的無人駕駛系統會自動和電動車內

的系統連線，將車子移往指定的停車

格，還能同時為愛車充電。駕駛人取

車時也只要在門口等候，系統會自動

將充好電的車子從停車格移出。 

不過，由於目前市面上的汽車導

航系統（GPS）仍無法在室內停車場

內使用，科學家特別開發具相機設備

的機器人與環境感應系統，讓電動車

得以安全的在停車場內移動。 

這項計畫仍在做最後的調整，以

適應更多變的氣候，並確保汽車移動

的安全。計畫預計在明年完成最後研

究報告，並希望數年內能在各大機場

正式啟用。（資料來源 : 中央社

2014-07-31） 

 

葡銀債務危機 憂歐債重現 

葡萄牙第二大的私人銀行，聖靈

銀行（Banco Espirito Santo，BES）母

公司爆發債務危機，導致歐美股市昨

日全面下挫，外界擔心歐債危機是否

會再現。 

主要原因來自於聖靈銀行的最大

股東聖靈金融集團（Banco Espirito 

Financial Group，BEFP），其母公司

聖 靈 國 際 （ Esp í rito Santo 

International，ESI）昨日被披露延遲

支付短期債券利息，曝露集團正面臨

財務危機。 

聖靈國際在去年底即傳出財務狀

況，在今年五月葡萄牙央行的審計，

也發現聖靈國際的會計帳目違約。投

資者仍等待聖靈能提出財務重建計

畫，但被媒體披露聖靈國際延付券息

後，聖靈銀行重挫。聖靈銀行及股東

聖靈金融集團都被暫停股市交易。在

暫停交易前，聖靈銀行股價已重挫

17%，聖靈金融集團也下跌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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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股市也受到影響，投資人擔

心歐債恐再現，引發拋售潮，跌勢加

劇，昨日全面翻黑。 

葡萄牙今年五月才脫離紓困計

畫，重返債券市場。但聖靈銀行的信

用危機，顯示銀行體質仍未建全。葡

萄牙 10 年期公債也受到衝擊，殖利率

節節上升，恐連帶影響西班牙、義大

利等國的債券市場。(資料來源：自由

時報電子報 201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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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園地 

青航股份有限公司 

Green Master International Freight Services, Ltd 

公司簡介 

青航股份有限公司由孫杰夫先生於 1997 年創立，孫先生自淡江大學英國語文

學系畢業後，從 1982 年起曾任美商 Emery 海運部擔任經理，並分別於方杰有

限公司、正運航舶貨運公司及長特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一職，經歷十分豐

富。 

青航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海運、複合式運輸業務， 1999 年購併天海海運承

攬運送有限公司及鐽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同年起提供航空貨運承攬業務，為

一國際性貨運承攬公司。2006 年時，加入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完成標準化品質服務之整合運籌業建置。總公司設於台北

市南京東路 2 段 53 號 8 樓；並於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地設有分公司。 

服務項目 

包括海空運進、出口貨運承攬及相關之文件製作、與國外代理配合出口貨物通

關、內陸運輸、運抵目的地等全程服務，及進口貨物之通關、提貨及運送至目

的地等之服務。持有關務代理、海空運送及 FIATA 各項專業證照。 

客戶群 

上市客戶名單如下：(依產業類別) 

電子、電腦相關 

產業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維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川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新日興股份有限公

司、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鞋類製造業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紡織業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業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億泰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橡膠/塑膠製品製

造業 
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南港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機設備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及其零件 

製造業 

耿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東陽

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鋼鐵基本工業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儲存媒體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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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複製業 

燃料零售業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製造業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醫藥醫材生化 

科技業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泥及水泥製品

製造業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非金屬家具及 

裝設品製造業 
台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原料製造業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金鉛製造業 泰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櫃客戶名單如下: (依產業類別) 

電子、電腦相關 

產業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昇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良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訊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新復興微波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家用電器製造業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電業 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優勢 

 獲 ISO 9001 優良服務品質認證，提供高品質、高水準服務。 

 全台公司據點由北至南共有 5 個，密度為台灣同業第一。 

 同業中員工流動率為全台最低，經驗累積豐厚，完整傳承。 

 符合優質企業(AEO)之安全及業務要求，並著手進行 ISO 28000 供應 

鏈安全管理系統。 

 長久經營，與全球 300 間代理商配合完善，擁有高效率之世界代理網。  

優良事蹟 

 2000 年取得 ISO9002 認證，並於 2006 年起持續換證迄今。 

 獲得台灣環境管理協會頒發 AEO 證書(優良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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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航股份有限公司 小檔案 

Green Master International Freight Services, Ltd 

2014.08.18 

 

 

 

產業類別 海、空運承攬運輸物流業 

成立時間 1997 年 總經理 

孫杰夫先生 

Mr. Jeff SUN 

(本會克羅埃西亞 

委員會主任委員) 

員工人數 80 人 資本額 750 萬元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 段 53 號 4 樓 

電話 02-2571-7233 傳真 02-2521-6108 

公司網址 www.gmi.com.tw 

主要業務 

1. Customs Brokerage 

2.Ocean Freight Forwarding 

3.Air Freight Forwarding 

4.NVOCC 

5.CROSS TRADE 

6.Cargo Insurance 

7.Domestic Brokerage 

8.Customer Focused Information Systems 

客戶業別 

1.Auto parts 

2.Bags 

3.Bicycles and parts 

4.Bolts & Nuts 

5.Chemical material (D.G.) 

6.Computer & parts 

7.Furniture 

8.Machinery 

9.Piece goods, Textiles & Fabrics 

10.TFT LCD 

重要事蹟 
曾運送橋樑、大型機械、遊艇、台灣高鐵工程車、 

台北 101(建築材料) 

認證 

1. ISO 9001：2008 證書 

2. ISO 28000：2007 證書 

3. IATA 證書(國際航空運輸協之會員) 

4. AEO 證書(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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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淨額前 20 大貿易商 

排名 公司名稱 服務業

總排名 

營收淨額 

(百萬元) 

進、出口項目 

2013 2012 2011 

1 1 1 台灣東芝國際採

購 

2 406,400 半導體、PC 等電信、資訊產品等出口買賣 

2 2 2 松下產業科技 25 50,274 揚聲器零件、CD-ROM、DVD、PDP、

LCD、電池、自動插入機等進出口 

3 4 4 台灣豐田通商 55 23,944 汽機車零件、鋼板及模具、化學品及食品

等進出口貿易 

4 6 - 台灣三菱電機 80 18,000 電機、電子、電腦、CNC 

5 11 7 台灣日立亞太 100 14,305 代理銷售 HITACHI 品牌電力系統設備、

交通系統、產業機器設備、光碟機、光學

讀取頭、液晶面板 

6 7 - 台灣三井物產 102 14,030 化學品、金屬、鋼鐵、纖維、食料、物資、

機械、電子產品等 

7 8 6 特力 119 12,176 手工具、電器、家庭用品、運動器材、電

腦周邊及雜貨等進出口買賣業務 

8 9 9 寶成 124 11,408 運動鞋、休閒鞋、鞋底及運動服等之產銷

及 LCD 模組組裝服務 

9 10 11 台灣拜耳 141 9,875 醫藥、診斷器材、作物保護產品、塑膠、

合成橡膠、橡膠化學製品、纖維、染料、

顏料 

、化學產品、軟片和電子圖圖像處理系統

買賣 

10 12 10 中紡科技 154 9,527 化纖產品、內衣褲製品等買賣 

11 13 12 元禎 168 8,389 工業用化學品、溶劑、塑膠原料、塑膠用

添加劑等進出口買賣 

12 17 18 中華全球食物 170 8,257 畜產品批發、飼料及農產品零售、糧商業 

13 14 14 佳美貿易 183 7,807 溶劑、合成樹脂原料、塑膠粒、泛用樹脂、

特殊化學品等進出口買賣 

14 15 15 美商亞培 190 7,478 幼兒恩美力、心美力、小安素奶水等藥

品、奶粉、醫療檢驗儀器、試劑 

15 16 13 台灣樂金電器 196 7,359 韓國 LG 樂金家電總代理 

16 28 - 台灣伊藤忠 204 7,000 生活食材、食糧、化學、鋼鐵、纖維、機

械、非鐵等國際貿易 

17 18 17 六和化工 209 6,723 化工原料、工業材料、絕緣材料等進出口

買賣 

18 20 19 廣越 265 5,018 成衣及相關副料進出口買賣 

19 27 - 國際艾歐資訊 268 5,000 各種資訊商品進出口買賣 

20 22 23 台灣阿斯特捷利

康 

273 4,839 藥品及醫療器材進出口 

資料來源：貿易雜誌 2014 年 08 月 No.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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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Updated July, 2014 

基本資料 

面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 2,339 萬 8,263 人 (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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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T$ 29.9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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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  

平均國民所得 US$21,557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1.75 % (2014 年 7 月) 

0.79%(2013 年) 

失業率 
3.92% (201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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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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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6 億美元(至 2014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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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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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6 日 台墨(西哥)投資及商務說明會 台北 

15.  9-10 月 第 21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16.  9-11 月 第 2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17.  9-11 月 第 5 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達卡 

18.  9 月 7-12 日 第 14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新德里 

19.  9 月 13-17 日 第 3 屆台沙(烏地阿拉伯)經濟聯席會議 利雅德 

20.  9 月 17-19 日 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中 

21.  9 月 17-19 日 亞太商工總會第 28 屆會員大會 吉隆坡 

22.  10 月 23-24 日 第 23 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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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3.  11 月 第 10 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聖地牙哥 

24.  11 月 第 11 屆台多(明尼加)經濟聯席會議 聖多明哥 

25.  11 月 第 1 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太子港 

26.  11 月 20 日 第 39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7.  11 月 第 2 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8.  11-12 月 第 24 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曼谷 

29.  11-12 月 第 15 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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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 第 3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塔林 

18.  10 月 6 日  第 5 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莫斯科 

19.  10 月 7 日 第 21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0.  10 月 21 日 土耳其經貿暨產業合作說明會 台北 

21.  10 月 27 日 愛爾蘭經貿產業概況及投資說明會 台北 

22.  10 月下旬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3.  
10 月下旬或 11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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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下旬或 11

月上旬 
赴斯洛維尼亞參訪 盧比安納 

25.  11 月 4 日 第 2 屆台葡(萄牙) 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6.  11 月 12 日  第 30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