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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梁國新掌貿協 提三大策略 

外貿協會新任董事長梁國新昨

（10）日表示，因應內外環境改變，

貿協必須有更新的做法，初步構想有

三方面有待加強，分別是網路行銷、

推廣服務業外銷及拓銷大陸以外的新

興市場。 

貿協昨天舉行新舊任董事長交

接，梁國新從前任董事長王志剛手中

接下印信，由經濟部長杜紫軍監交。

梁國新在交接儀式後也宣布，將聘請

王志剛為貿協最高顧問，繼續為貿協

營運方向提供方針。 

梁國新雖表示，有幾個方向是未

來可以注意的，如網路時代來臨，網

路行銷成為重要工具，未來貿協可以

在網路行銷上有更多規劃。 

其次，服務業在台灣愈來愈重要，已

占 GDP比重達七成，貿協已有服務業

推廣中心，未來考慮投入更多資源推

廣服務業外銷。在市場方面，除鞏固

既有歐美市場外，也要加強中國大陸

以外的新興市場。 

梁國新強調，並非拓銷全球就是

要放棄原有的市場，「顧好現有的金

雞母」（即大陸市場）也相對重要。

為此，梁國新早已規劃將參與 9 月的

南京名品展。 

梁國新表示，大陸為世界市場，

是兵家必爭之地，台灣一方面要穩住

目前成長的市場，也要擴大拓展其他

新興市場，如印度、菲律賓，做為培

養未來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 

梁國新表示，台灣經濟已逐漸從

谷底回升，對外出口年增率連七紅，

出口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支柱，協助廠

商加強對外拓銷是貿協的使命。至於

國內外情勢變遷如何因應挑戰，是貿

協下一個課題，立足台灣、連結兩岸、

競逐國際將是未來努力的主要目標。 

梁國新說，貿協在台灣名品展上已有

一定基礎，可協助中小企業拓銷大

陸，未來將找中小企業、參展廠商給

予建議，在執行上進行微調，幫企業

把兩岸拓銷做的更好。 

梁董戒菸甩肉 新職備戰 

新任貿協董事長梁國新昨日上

任，他表示，這幾個月下來不僅戒菸，

也甩肉七公斤，為新工作做好準備。 

昨天下午召開他在貿協的第一次

「業務擴大會報」，據悉，這個會開了

三個多小時，堪稱馬拉松式會議，顯

見新董座想把貿協「摸透透」的決心。

昨天參加業務會報的都是一級主管，

只見倒茶水助理進進出出，三小時內

沒有一個主管出來上廁所，可見會議

之緊湊與緊張。 (資料來源：經濟日

報 2014-09-11) 

 

卓士昭 接經部政次 

懸宕 45 天的經濟部政務次長職

缺，昨天行政院拍板由原任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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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卓士昭接任。卓士昭昨晚表示，台

灣是高度依賴貿易的國家，自己對外

貿易經驗多，希望能發揮所長，為產

業創造更多公平競爭環境。卓士昭

說，經濟部長杜紫軍找他接任已有一

段時間，但他不願透露是多久以前。

他表示：「他（杜紫軍）希望我能夠

在經貿領域幫助他，尤其台灣是高度

依賴貿易國家，非常需要簽署經濟合

作協議、加入經貿合作整合，這是現

階段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一定要走的

方向。」 

卓士昭進一步指出，台灣過往對

外貿易限制多，隨著與中國大陸簽署

ECFA，逐漸改善台灣外貿環境，包

含與紐西蘭、新加坡簽署 FTA，「2008

年以前，我們採取從世界走向中國，

現在採取『世界走向世界』，也從『中

國走向世界』策略，未來也會持續朝

這方向來做。」 

「為了國家利益，杜部長提出

後，我也不便拒絕。」卓士昭說，與

杜紫軍共事好幾十年，非常了解杜紫

軍為人，也同意接下重擔。 

行政院表示，卓士昭從經濟部基

層做起，在貿易投資、涉外專業領域

有 36年的豐富經驗，並曾在外交部擔

任經貿司長、駐外代表，足跡包含南

非、科威特等地，外貿經驗豐富。 

此外，卓士昭在常務次長任內，

督導經濟部商業、貿易、經貿談判、

智慧財產、檢驗、中小企業、中部辦

公室等業務，並擔任經濟部經貿談判

辦公室總談判代表，表現優異。 

行政院指出，台灣正推動與各主

要貿易夥伴簽署雙邊經濟合作協議，

並加強爭取儘早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準備工作，相信卓士昭能勝

任政務次長，對台灣經整體經貿業務

帶來重大貢獻。 (資料來源：聯合報

2014-09-23) 

 

8月出口連 7紅 9月續旺 

台灣出口連 7 紅！財政部昨日公

布 8 月進出口統計，8 月出口 281.02

億美元，月增 5%、年增 9.6%，年增

率創下歷年同期次高；前 8 月出口

2082.4億美元，年增 3.4%，創歷年同

期新高。台灣出口仍以電子產品表現

最佳，8 月電子出口再創歷年單月新

高。 

受 iPhone 6 出貨拉抬，光是電子

產品出口就可推升出口 6.1 個百分

點。今年 7~8 月對亞洲出口增加 8%

以上。不過我國手機 8 月出口仍慘，

年減超過 5 成。基本金屬、礦產品及

機械年增約 1 成，光學出口結束衰

退，轉為小幅成長。僅資訊通訊產品

持續衰退。 

電子可旺到年底 

財政部統計處長葉滿足說，9月出

口正成長沒問題，可望連 8 紅。台灣

出口主力為電子，電子可旺到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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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旺到年底應也沒問題。被問到 9

月是否可維持 8 月出口熱度？葉滿足

說，儘管電子出口熱度有可能往下

調，但往下幅度有限，且又已進入旺

季。 

電子產品 8 月出口金額總計 92.3

億美元，年增 15.8 億美元，增幅達

20.6%，創下歷年單月新高，電子產

品已連續 6個月出口逾 81億美元。前

8 月電子出口值 647.24 億美元，年增

14%，約 68.6億美元。電子類以積體

電路增加 59.4 億美元最多，年增

14.6%。  

非電子穩定回升 

主計總處預估今年第 4 季出口成

長 3.59%，全年為 3.1%，葉滿足說，

有機會上調今年的出口預測，明年出

口預測為 4.09%。 

上次單月出口高點為 2011年 8月

的 281.2 億美元，今年 8 月出口創 3

年來單月新高。電子產品 8 月各項出

口均成長超過 2 成，機械出口為歷年

第 3 高。1~8 月出口仍以電子表現最

活絡，非電子穩定回升，光學器材、

資訊通信與礦產品仍表現疲弱。 

8月對亞洲出口 201.3億美元，第

1 次超越 200 億美元，年增 10.6%；

進口方面，8月進口 240.0億美元，較

7 月減 0.7%，較上年同月增 14.1%；

前 8月進口 1853.7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增 3.6%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14-09-10) 

台商華府遊說 挺台灣加入 TPP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WTCC）

9 月份叩門華府，向美國行政立法部

門遊說支持台灣加入 TPP；總會長楊

信表示，這是 WTCC 首度全球動員，

向美國展示台商的實力，「不過，關鍵

還是國內腳步要積極，修法和自由化

措施必須配套」。 

世界台商總會週六在圓山飯店舉

辦二十週年大會，會中發表今年 9 月

9日至 13日華府「叩門之旅」的成果。

億光董事長夫人簡文秀也特別到場獻

唱。 

總會長楊信指出，30 位全球台商

獲得華府熱烈接待，拜會對象包括：

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在內的 35

位國會議員，以及美國國務院、商務

部、貿易代表署、國安會等行政部門。

楊信坦承：「我們見到的官員層級很

高，但因為中國施壓，無法公開。」 

楊信表示，去年 10月他出任世界

台商總會會長，當時就決定要替台灣

改善對美關係。過去 WTCC經常拜訪

北京高層，卻未積極組團遊說華府，

讓出身加州的他覺得不可思議。今年

6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也說，「台灣

不能靠中國，要自己強壯起來」；我們

商界覺得，有必要協助政府跟美國改

善關係。 

商界力量遊說 效果比行政部門好 

楊信指出，尤其近年熱門經貿議

題 TPP，如何讓美國買單，支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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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TPP?楊信表示，透過商界的力量

向美國遊說，有時效果比行政部門更

好。美國在金融海嘯後，大推製造業

回流以及「Select USA（選擇美國）」

向全球投資人招手，「世界台商總會在

全球六大洲都有分會，會員超過四萬

多個，光是在美國，中小企業台商每

年就創造五萬個就業機會，這都是對

華府很有力的說帖」。 

世界台商總會秘書長、在芝加哥

經商多年的許肇祥表示，雖然會員都

是中小企業，但團結起來是螞蟻雄

兵，能發揮力量爭取美國對台灣的支

持。 

至於美國對於台灣加入 TPP 的回

應是什麼？楊信表示，9 成以上拜會

對象都表達口頭支持，少數幾位原本

反對的國會成員，如加州某日裔議

員，經參訪團說明後，立場也鬆動，

轉為「不支持也不反對」。 

「但美國人很實際，有官員跟我

們說︰『No pork, no talk.』（不開放美

豬免談）」楊信說：「因此，最終還是

要回歸我們的政府，怎麼更積極配

套、修法，爭取國內輿論的支持。」 (資

料來源：自由時報 2014-09-28) 

 

8月失業率 4.08% 14年同期最低 

受應屆畢業生持續投入職場影

響，主計總處今天發布 8 月失業率

為 4.08%，為自民國 89 年 8 月的

3.16%來，近 14 年同期最低水準。 

行政院主計總處表示，8 月失業

率為 4.08%，月增 0.06 個百分點，

年減 0.25 個百分點；1 至 8 月平均

失業率 3.99%，為近 6 年同期最低

水準（ 97 年 1 至 8 月平均為

3.93%），較去年同期下降 0.19 個百

分點。 

以教育程度別觀察，國中及以

下程度者失業率 3.10%；高中（職）

程度者失業率 3.90%；大專及以上

程度者失業率 4.59%，其中大學及

以上程度者失業率 5.33%。 

若按三段工作年齡層觀察，15

至 24 歲年齡層失業率 13.25%最

高；25 至 44 歲年齡層為 4.16%次

之；45 至 64 歲年齡層為 2.20%。 

世界主要國家（地區）最新失

業率約為法國 10.3%、加拿大

7.0%、英國 6.4%、美國 6.1%、德

國 4.9%、日本 3.8%、南韓 3.4%、

香港 3.3%、新加坡 2.0%（居民失

業率 2.8%）。  (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4-0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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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瑞典大選變天 在野黨勝出 

瑞典政治變天！根據周日開票結

果顯示，由社會民主黨所帶領的左傾

聯盟，在這次國會選舉擊敗中間偏右

的現任政府，重新奪回政權。值得關

注的是主張反移民的極右派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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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選舉得票率大增，並躍升為瑞

典第 3 大政黨，這也意味它未來在國

會將扮演「絕對關鍵」角色。 

政治不確定升高導致瑞典克朗兌

美元周一盤中曾跌至 7.1499 克朗兌 1

美元，為 2012年 6月來最低。股市周

一也以低盤開出，但隨後逐漸彈升，

盤中小漲 0.03％。 

執政 8 年的瑞典總理賴因費爾特

與他的中間偏右政府已承認敗選，並

在周一宣布辭職，組織新政府工作將

交由社民黨黨魁勒夫文（ Stefan 

Lofven）負責。 

過去曾是貿易聯盟協商代表的勒

夫文表示，將與綠黨及其他政黨開始

進行政黨聯盟協商。勒夫文在選前曾

承諾將縮減所得差距、改善教育與增

加基礎建設的投資。 

但由於左傾聯盟在這次選舉中未

取得過半優勢，因此恐讓它未來在國

會的影響力大減，並甚至可能導致政

治僵局產生。 

根據最新開票結果，隸屬左傾聯

盟的社民黨、綠黨與左派黨在國會選

舉中共贏得 158席，未超過半數的 175

席。至於現任執政聯盟則取得 142席。 

至於 4 年前在國會選舉中只取得 5.7

％得票率的民主黨，卻在這次選舉中

聲勢大增，贏得 12.9％得票率，讓它

晉升為瑞典第 3 大政黨。政治分析師

指出，該結果反映瑞典民眾對於外來

移民加速流入感到日益不安。 

瑞典在這次國會選舉後變天，

SEB首席經濟學家博基斯特認為，瑞

典正開展新的政治版圖。 

不過左傾智庫 Tiden 分析師伯森

警告，新政府所面臨的重大任務之

一，是必須因應民主黨崛起後為政局

帶來的憂心與不安。 

瑞典每日新聞報撰文表示，民主

黨過去對於社民黨政府所提出的法案

多持否決態度。因此這次要該極右派

政黨與左傾新政府展開合作，恐怕也

是困難重重。(資料來源 :工商時報

2014-09-16)  

 

李顯龍：希望今年能完成 TPP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天表示，希

望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能在今年完成，

他認為中國大陸未來可能會加入

TPP，最終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區。 

李顯龍今天出席新加坡高峰會

（Singapore Summit），就國際和區域

議題發表看法。 

主持人、新加坡無任所大使陳慶

珠指出，自由貿易協定如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的談判呈現停滯狀態，世

界貿易組織的峇里島協定（ Bali 

Package）因為印度反對，未能通過。 

TPP 原先設定的完成期限是去年

年底，但因為各國無法達成共識而拖

延，陳慶珠詢問李顯龍 TPP是否會完

成，以及如果 TPP沒通過所代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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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李顯龍對 TPP 還是抱持較樂觀的

態度，他表示，希望 TPP可以盡快在

今年通過，否則就會遇上美國國會期

中選舉。儘管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

大陸目前還沒加入 TPP，李顯龍認

為，TPP 可以促進亞太地區的繁榮，

可能有一天中國大陸也會加入 TPP，

最終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區。 

美國是 TPP 主導國，但美國國內

對 TPP有不同意見，陳慶珠追問，如

果 TPP不能完成，對美國而言代表什

麼？ 

李顯龍認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強

調，美國是太平洋地區的強權，且美

國在亞洲的存在具有戰略意義，而這

不能只靠航空母艦或是戰艦，還要靠

貿易和相互依賴的關係，TPP 就是達

到這個目的的方式，「如果你不做，就

是把戰場拱手讓人」。 

不只 TPP 與 RCEP 進度延遲，與

會者對於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是

否能在 2015年完成也提出質疑，李顯

龍指出，AEC包括降低貨品關稅，以

及服務的流動，目前進度已完成

85%，雖然還有部分要談，他樂觀認

為應該沒問題。 (中央社 2014-09-20) 

 

歐巴馬談伊斯蘭國  稱美方錯估形

勢 

 美國出兵敘利亞攻打「伊斯蘭

國」（ IS）之際，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接受電視專訪，

暢談殲滅伊斯蘭國的計畫，並首度

坦承，美方在評估該組織時，低估

了其崛起速度。 

歐巴馬解釋，美國相關單位評

估伊斯蘭國時，曾對於該組織的迅

速崛起感到震驚，且同時高估了伊

拉克軍方對抗伊斯蘭國的能力、意

願，對於部分聲浪指責他，曾拒絕

出兵敘利亞以及把美軍從伊拉克

撤回，都是造成伊斯蘭國壯大的原

因，歐巴馬也提出反駁，強調美方

當初離開時，留下了民主與精良的

部隊裝備，他指責伊拉克前總理馬

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只專

注擴張其什葉派勢力，浪費美方留

下的成果。 

對於打擊伊斯蘭國，歐巴馬認

為，應採取「雙管齊下」方式，除

了採取軍事行動，同時也要緩解伊

斯蘭教兩大教派遜尼派與什葉派

之間的緊張。 

歐巴馬指出，這兩個派系之間

的矛盾，是造成目前衝突局勢的主

因，不只造成中東地區不安，影響

力甚至可達全球；他也認為，在面

對這些激進組織時，斬斷其筋脈與

人力來源，是相當重要的作戰策

略。  (自由時報 2014-09-29) 

 

香港占中雨傘革命 考驗北京 

香港占中行動吸引大批港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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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因抗議群眾拿雨傘抵擋警方的

驅離，國際媒體稱之為「雨傘革命」

（umbrella revolution），世人都在

看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將如何

「收傘」。 

港人爭民主占中行動 28日出現

警民對抗局面，鎮暴警察以胡椒噴

霧和催淚彈驅趕群眾，民眾只能撐

傘對抗，色彩鮮豔的雨傘成為這次

抗議行動的象徵。有港人稱此次行

動為雨傘革命，透過國際媒體傳

播，迅即傳遍全世界。 

香港「成報」報導，占中示威

者有備而來，與警方對抗時大擺

「雨傘陣」，防守警方的胡椒噴霧

攻擊，而警方前晚驅散示威者時多

次發射催淚彈，示威者也撐傘扺

禦。多張示威者舉起雨傘抵擋的畫

面傳至海外，英國「獨立報」即以

雨傘革命形容香港這場爭民主的

運動。 

包 括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英國廣播公司（BBC）、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以及「紐

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全球知名

媒體，也都使用雨傘革命一詞。 

美聯社標題為「雨傘革命在香

港擴散」的報導說，示威者對警方

嗆聲：「我們手無寸鐵，只有雨傘。」

雨傘因而成為這場運動主要象

徵，港人在網路上討論時，稱這次

運動為雨傘革命。 

法新社指出，在香港這個以傾

盆大雨聞名的城市，雨傘是個極具

代表性的典型意象。 

其實雨傘革命並非新創，2007

年 10 月拉脫維亞政府違法勒令肅

貪局局長停職，便引發首都市民冒

著大雪大舉走上街頭，撐傘集會抗

議，當時即已有此名稱。 

占中行動引發香港 1997 年回

歸中國以來最嚴重騷亂，對北京當

局形成直接政治挑戰，並成為對

「一國兩制」承諾的決定性考驗。

中共領導人深恐香港民主運動擴

散至大陸，雖在大陸全面封鎖臉

書、推特、Instagram 以及微博有關

香港的文字照片，但仍無法阻止消

息快速散布。 

北京歷史學者兼政治分析家

章立凡說：「中國當局不希望這個

活動擴及內地，因此受到了沈重壓

力，當局最擔心的是產生骨牌效

應。」 

北京日趨強硬的領導班子十

分不可能會同意商討任何香港政

治改革問題，但也不希望流血。章

立凡認為，北京當局一旦認為必

要，就會動武以確保穩定。 

大陸當局深恐雨傘革命演為

前些年席捲非洲、亞洲和歐洲多國

的顏色革命。「華爾街日報」分析，

占中行動已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面臨讓步或鎮壓的兩難抉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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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選擇哪一條路，都會對北京政

府和他個人的政治地位構成影響。 

文中說，習近平至今依舊保持

沉默，因為他面臨艱難的抉擇：如

果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就可能被

外界視為軟弱，若動用武力驅散群

眾，卻又可能勾起 1989 年天安門

事件的記憶。他究竟將如何因應雨

傘 革 命 備 受 注 目 。 ( 中 央 社

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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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會議暨研討會 

第 14屆台印(度)經濟合作會議 

印度總理 Narendra Modi 上任以

來積極推動印度，特於 2014 年 8 月

15日獨立紀念日在紅堡發表演說，聲

明印度未來展方向。Modi總理提出邀

請全世界「到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 

Make 為現在式及未來式)，以製造業

為主要經濟發展動力的政策。印度政

府的使命是讓印度成為世界地圖上的

製造中心，方法如下: 

1. 藉由推動製造業的成長並促進投

資 

2. 大幅簡化投資手續，促進外國投資

以及雙邊/多邊合作 

3. 落實國際承諾，保障智慧財產權 

4. 透過基礎建設升級促進產業發展 

5. 各行政部門皆受命拓展特定產業

包括水泥、紙業、鍋爐皮革、輕工程、

鹽業及消費性商品等 

為實地瞭解印度新政策所帶來之

商機並持續拓展我國與印度的經貿合

作關係，本會特組成「第 14屆台印(度)

經濟聯席會議代表團」於本（103）年

9月 7日至 9月 12日赴印度訪問，其

間拜會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及推廣部

門次長Mr. Amitabh Kant 和微型及中

小企業部助理次長 Mr. Amarendra 

Sinha，廠商皆認為印度新政府態度相

當積極，拜會過程不但與印度官方深

入交流，印度政府對台商所提投資佈

局所面臨困難，也都一一記錄並承諾

快速協助解決。 

本會於 9 月 8 日下午與印度商工

總會於新德里該協會大樓召開「第 14

屆台印（度）經濟合作會議」。會議由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印度委員

會主任委員施顏祥先生與印度商工總

會會長 Sidharth Birla 共同主持，駐印

度代表處田大使中光以貴賓身分應邀

蒞會致詞，本會王鍾渝理事長亦到場

致詞，兩國業界共計約 125位與會。 

今年會議以「台印產業合作關係」

為主軸，討論議題如下： 

1.「台灣經濟發展暨與印度合作

關係」 

2.「印度投資機會」 

3.「台印度資通訊產業合作」 

4.「智慧節能、創新未來」 

5.「印度食品加工業發展」 

6.「印度拓展經驗」等議題，邀

請兩國業者專家就相關議題發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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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會議結束後我團員表示印度擁有

廣大國內巿場，新政府正走向開放，

現在是台商布局很好的時間點。台灣

以中小企業為主，建議政府可規劃由

大企業當「航空母艦」帶領中小企業

進軍印度，同時政府也可成立國家主

權基金，帶動我商與印度廠商合作，

探索雙方及全世界市場。 

訪問團同時參訪中鼎印度公司、中

鋼印度公司、聯發科技印度子公司、

台北市電腦公會班加羅爾辦事處等單

位、出席「2014年印度國際工業展」

及「台印合作交流研討會」，探討如何

促進台印雙方合作交流機會，共創商

機。 

 

 

 

 

 

 

 

第 14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開幕典禮-左起

本會印度委員會主任委員施顏祥先生、印度

商工總會秘書長 Dr. A Didar Singh、本會王

理事長鍾渝、印度商工總會印台企業委員會

主席 Sidharth Birla、駐印度代表處田大使中

光 

 

 

 

 

 

 

 

 

第 14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全體講者合照 

 

第 14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第 14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 年 9 月 10 日假德國柏林舉行，

會議由本會德國委員會黃主任委員茂

雄及德國企業台灣委員會會長 Dr. 

Michael Fuchs共同主持，雙方共約 90

人出席。我經濟部沈次長榮津、德國

經濟部次長Ms. Iris Gleicke 與我駐德

國代表處陳代表華玉以貴賓身分致

詞。 

本屆台德會議特別針對「資通

訊」、「能源」與「金融」等產業安排

專題演講，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

下： 

1. 「德國推行能源轉換之最新發展

現況」：德國工商總會能源部門主

管 Dr. Sebastian Bloay 

2. 「我國綠能產業與合作契機」：工

研院綠能所王人謙組長 

3. 「德國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效率」：

德國經濟部官員  Ms. Stefa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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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d-Lübbert 

4. 「節能及綠能商機」：台達電林忠

毅經理 

5. 「台德資通產業合作」：點晶科技

公司金際遠董事長 

6. 「以債劵融資推動台德企業合

作」：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吳壽山董事長 

除參與台德會議外，訪問團亦參

觀拜會 Feldheim 能源村、 BAE 

Batterien 、 Sentech Instruments 、

Versatel Deutschland、 BMW。 

 

 

 

 

 

 

 

 

第 14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年 9月 

10 日上午假德國國會辦公大樓舉行 

 

 

 

 

 

 

 

 

德國經濟暨能源部次長Ms. Iris Gleicke 

於大會致歡迎詞 

 

 

 

 

 

 

 

 

我經濟部沈榮津次長於大會中致歡迎詞 

 

 

 

 

 

 

 

 

 

德國企業台灣委員會會長 Dr. Michael Fuchs

獲頒我外交部睦誼獎章 

 

 

 

 

 

 

 

 

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 

 

第 7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第 7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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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日假盧森堡商會舉行。會議由本

會盧森堡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元集團

黃會長茂雄及盧方新任主席 Ceratizit

公司執行長Mr. Jacques Lanners 共同

主持。盧森堡商會新任會長 Mr. Carlo 

Thelen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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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方

代表約 45 人，我方代表 40 人，雙方

共約 85人出席。 

本屆會議針對「金融」與「綠能」

產業安排專題演講，工研院綠能所王

組長人謙演講「我國綠能產業與合作

契機」，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吳壽山董事

長演講「以債劵融資推動台盧企業合

作」，台盧雙方業者亦於會中進行交

流，尋求實質合作商機。 

為配合本次台盧經濟合作會議，

中華航空公司孫洪祥董事長特飛抵盧

森堡主持貨機開航 25 周年慶祝活

動，訪問團另拜會 EBRC 數據中心及

申根博物館等。 

 

第 7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年 9

月 11日假盧森堡商會舉行 

 

出席第 7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貴賓合影留

念 

 

 

台盧廠商交流 

 

 

 

中華航空盧森堡貨運站成立 25週年慶祝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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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櫃買中心與盧森堡證券交易所簽訂合

作備忘錄 

 

第 28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第 28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聯

席會議於9月18日假台中市裕元花園

酒店舉行，由本會澳大利亞委員會鄒

若齊主任委員(中鋼公司董事長)及澳

台工商委員會 Ross Maddock 理事長

共同主持，雙方共 121人參加。 

本屆會議選定「文化資本」、「礦

物與能源」、「食物供應」以及「金融」

等議題為會議討論重點。 

「文化資本」議題由澳洲 Nazori

股份有限公司 Brad Dunn執行董事、

琉璃工房楊紹箕執行長特別助理及

Academies Australasia 集 團

Christopher Campbell 董事長發表報

告。 

「礦物與能源」議題主講人為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燃料處任曾平副

處長、澳洲 ClarkeKann Lawyers John 

Toigo 全權合夥人、中國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料源開發處料源管理組連煥仁

組長及澳洲 FMG-Ironbridge Joint 

Venture Simon Carter 執行長。 

「食物供應」議題由台灣糖業公

司企劃處顧孝柔處長、義美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高志尚董事長及澳洲肉類畜

牧協會東南亞暨大中華 Andrew 

Simpson區經理發表報告。 

「金融」議題主講人為彰化銀行

施建安副總經理、澳盛銀行資深經濟

學家楊宇霆博士及兆豐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陳松興副總經理。 

澳洲代表團訪華期間，除出席 18

日之聯席會議，並於 17日下午前往參

觀勤美術館、創意台中之華人設計師

展及玩創中台灣。 

 

 

第 28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參觀活動- 澳洲

代表團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安排前往參觀

勤美術館、創意台中之華人設計師展及玩創

中台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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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歡迎晚宴- 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澳大利亞委員會鄒

若齊主任委員致詞 

 

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歡迎晚宴- 澳洲

辦事處 Catherine Raper 代表以貴賓身份致

詞 

 

第 28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中市政府胡

志強市長以大會貴賓身份致詞 

 

第 28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貴賓合影- (左起) 

澳洲北部省澳北開發事務政務 Gary Higgins

副部長、澳洲貿易署 Bruce Gosper 執行長、

澳台工商委員會 Ross Maddock 理事長、中

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澳大利亞委員會

鄒若齊主任委員、台中市政府胡志強市長、

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副局長 

 

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中華民國國際

經濟合作協會澳大利亞委員會鄒若齊主任

委員感謝澳洲貿易署 Bruce Gosper 執行長

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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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澳台工商委員

會 Ross Maddock 理事長感謝中華民國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副局長出席會議 

 

 

 

 

 

 

 

 

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澳台工商委員

會理事長 Ross Maddock 致贈禮物予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澳大利亞委員會鄒若

齊主任委員 

 

第 28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率團前往馬來

西亞吉隆坡參加 9月 16日至 20日舉 

行之「第 28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此次大會主題為「2020年之後:亞太為

永續成長引擎」，共有來自 22 國、約

200位代表與會。台灣代表團共 27人

出席，重要團員包括本會監事會召集

人暨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薛副董事

長香川、本會顧問馮大使寄台、TVBS

電視台張董事長孝威、中華民國全國

工業總會常務理事焦董事長佑鈞、工

商協進會范秘書長良棟、經濟部國際

合作處童處長益民等人，中華民國全

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焦董事長佑鈞擔

任大會主講人，資策會黃專家國俊負

責「數位經濟-轉變中之市場」分組會

議主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育成組許

專門委員秀玲擔任「中小企業發展與

女性企業家精神」分組會議講者，國

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

長林教授建甫則擔任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贊助午宴之講者。 

本次大會討論議題包括「後 QE

時代之挑戰: 加強貿易自由化與區域

整合」、「亞太地區服務:支持中小企業

與企業家精神成長」及「永續發展之

水力發電及綠能投資機會」。第 83 屆

理事會議通過各項人事案，喬治亞商

工總會理事 Mr. Jemal Inaishvili 當選

2014 年至 2016 年任期亞太商工總會

會長，印度商工總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Mr. Samir Modi當選資深副會長，本

會顧問馮寄台大使當選副會長，本會

監事會召集人薛副董事長香川擔任預

算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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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第 83屆理事會議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焦董事長

佑鈞擔任大會主講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育成組許專門委員秀玲

擔任「中小企業發展與女性企業家精神」分

組會議講者 

 

 

 

 

 

 

 

 

 

 

 

 

資策會黃專家國俊擔任「數位經濟-轉變中

之市場」分組會議主席 

 

 

 

 

 

 

 

 

本會監事會召集人薛副董事長香川於 9 月

19 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贊助午宴中致詞 

 

巴西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巴西發展、工業暨貿易部次長

Pedro Wendler一行 3人，於 9月 22-26

日訪華。為協助我業者進一步瞭解巴

西產業發展概況、投資環境及利基，

本會特於 9 月 24 日(星期三) 上午假

台北世貿聯誼社舉辦「巴西經貿暨投

資商機說明會」，會議由本會簡副理事

長漢生主持，當日出席人數約 75人。

本會邀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徐副局長

大衛及巴西商務辦事處主任 Sér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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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am擔任貴賓致詞。 

    巴西發展、工業暨貿易部次長

Pedro Wendler親自上場簡報，渠促請

台商積極掌握日益擴大的中產階級市

場商機，亦介紹巴西政府目前對外人

投資所提供的各式獎勵措施；簡報最

後 W 次長提出在巴西投資的十大利

基如下， 

(一) 居拉美區域經濟的領導地位：巴 

西為僅次於中國的新興市場。 

(二) 投資保障架構：2012年成為第三 

大外人直接投資（FDI）國家，於拉

美區域位居第一，有完整的投資保障

架構。 

(三) 龐大的內需市場：巴西為擁有 2 

億 2 千萬人口，根據資誠會計事務所

（PwC）統計，2050年巴西人口預計

成為世界第四大；此外，自 2003 年

起，中產階級已破 4 千多萬人。目前

巴西就醫療美容及個人電腦（PC）產

業方面為世界第 3 大市場、手機及電

視為世界第 4 大、醫療儀器為世界第

5大。 

(四) 具全球化競爭力：巴西為金磚四 

國之一；經濟改革後，市場享有低利

息、低電費成本、低稅率及增加基礎

建設後，物流成本亦大幅降低。 

(五) 天然資源及能源豐沛：巴西為世 

界第十大石油儲藏國、世界第 1 大酒

精生質燃料生產國及第 2 大外銷國並

擁有世界最大的亞馬遜雨林，充足的

水力發電提供全巴西 73%的能源需

求。 

(六) 創新的溫床：Inova Empresa  

program 2014 年將提供各大公司企業

150億美元之貸款及獎助。 

(七) 世界水準的勞動力：巴西擁有年 

輕又富活力之勞動力，政府積極在各

大學開設創新課程、鼓勵創新研發、

提供各式獎學金培育優質勞動力。 

(八) 大舉擴建基礎建設：透過 

Accelerated Growth Program 及  the 

Logistics Investment Program 大幅改

善巴西國內基礎建設，鋪設超過

10,000公里的鐵路、7,500公里的快速

道路等。 

(九) 農業大國：出口糖、酒精生質燃 

料、柳橙汁、咖啡、大豆、牛肉、禽

肉、豬肉、菸草及雨林產品；目前致

力發展永續農業。 

(十)拉丁美洲的敲門磚：巴西為南方

共同市場成員國之一，與南美各國簽

有自由貿易協定，為各國投資的首選

之地。巴西將於今年 10月 5日舉行總

統大選，現任總統 Dilma Rousseff 可

望連任，將持續推動進行中的各項國

家經建計劃與提供外人投資優惠的政

策。 

說明會進行流暢，輔以簡副理事

長對巴西生活及投資之補充，讓大家

對於赴巴西投資有更清楚的認識及好

感，本次說明會使投資人對巴西投資

環境有正確的認識與深入的瞭解，與

會者咸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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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副理事長漢生及與會貴賓 

 

 

 

 

 

 

 

 

 

 

巴西商務辦事處主任 Sérgio Taam 致詞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徐副局長大衛致詞 

 

 

 

 

 

 

 

 

 

 

 

巴西發展、工業暨貿易部次長 Pedro Wendler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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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接待愛爾蘭機場零售商Aer Rianta執

行長 Jack MacGowan 

愛爾蘭機場零售商 Aer Rianta 執

行長 Jack MacGowan來華參加 103年

9 月 17-19 日在台北舉辦之「ACI 國

際機場協會 2014 Trinity Forum 國際

會議」，本會安排M執行長於 9月 17

日上午與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及采盟集團

會面，探討共同拓展海外市場之合作

機會。 

午間由本會愛爾蘭委員會金際遠

主任委員假台北世貿聯誼社主持午

宴，歡迎M執行長訪華，並邀請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財政部關務署官員及

青航股份有限公司、皇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金車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代

表與會，雙方針對桃園機場第三航廈

(T3)之建置計畫、免稅店營運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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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議題共同進行交流。 

 

 

 

 

 

 

 

 

 

 

捷克貿工部貿易政策暨國際經濟組織

司司長 Ms. Lucie Vondrackova 歡迎

晚宴 

捷克貿工部貿易政策暨國際經濟

組織司司長Ms. Lucie Vondrackova應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邀請於 103 年 9 月

22-27 日來華訪問，訪華期間拜會經

貿談判代表辦公室、中華民國全國商

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台

灣經濟研究院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

心、中華經濟研究院等單位，此行旨

在增進對我國經濟情勢與產業環境之

瞭解，以利於推動兩國經貿合作關

係。本會李秘書長傳亮並於 9 月 25

日假圓山飯店設宴款待。 

 

 

 

 

 

 

 

 

捷克貿工部貿易政策暨國際經濟組織司司

長 Ms. Lucie Vondrackova (左二) 與本會李

傳亮秘書長(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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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3年 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9月出口264.3億美元，較上月減

5.9%，較上年同月增4.7%；累計1至9

月出口2,346.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3.5%。 

(二)進口 

 9月進口229.3億美元，較上月減

4.4%，較上年同月增0.2%；累計1至9

月進口2,083.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3.2%。 

(三)出入超 

 9月出超 35.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

增加 11.5億美元；累計 1至 9月出超

263.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4.9

億美元。(財政部統計處 2014-10-07)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2014 

July Aug Sep 

GDP 1.48 2.11 -- 3.62 -- 

CPI 1.93 0.79 1.75 2.07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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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mployme

nt rate 
4.24 4.18 4.02 4.08 -- 

Export -2.3 1.4 5.8 9.6 4.7 

Imports -3.9 -0.2 9.5 14.1 0.2 

Export orders 1.12 0.44 5.7 5.2 -- 

Industrial 

production 
-0.25 0.65 6.15 7.03 -- 

Monetary 

aggregate(M2) 
3.5 5.8 5.6 5.7 -- 

Stock Market 7,700 8,612 9315 9436 -- 

九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APEC能源部長會 杜紫軍赴北京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能源

部長會議，明天將在中國大陸北京舉

行，我方由經濟部長杜紫軍率代表團

共 11人，今天前往北京，本次主題為

「攜手邁向亞太區域永續能源發

展」。經濟部表示，代表團將提出液化

天然氣貿易倡議，提倡天然氣公平交

易。 

會議將就如何有效使用能源、更

潔淨的能源供應，提升 APEC區域能

源安全、經濟成長並降低碳排放為討

論重點，會議上共有「能源安全」、「能

源貿易與投資」、「能源效率與永續社

區」和「更加潔淨的能源來源及利用」

四大議題。 

經濟部表示，杜紫軍會針對「能

源貿易與投資」議題優先發言，強調

天然氣穩定供應與液化天然氣的蓬勃

發展，對 APEC區域內能源安全、能

源發展的重要性。代表團隊也會在會

議上爭取各會員體支持台灣研擬的

「促進 APEC區域液化天然氣貿易倡

議」。 

經濟部指出，以往液化天然氣貿

易有諸多不合理規範，如天然氣價格

和油價連動條款、目的港口不得更動

等，對買方不利；且液化天然氣投資

成本高，生廠商為求穩定，要求買家

簽長期合約，但是買方不願提高採購

量，不合理制度造成買賣方雙輸。 

經濟部表示，藉由推動區域內液

化天然氣貿易便捷化，降低現存的障

礙，提升區內天然氣生產者與消費者

的利益，促進亞太區域永續發展跟能

源安全。 

會議9月2日在北京舉行，由杜紫

軍率領外交部、經濟部能源局及工業

局等相關單位共11人參與，預計3日返

台。（聯合報2014-09-01） 

 

澳洲將與印度簽鈾礦出口協議 

澳洲總理艾波特(Tony Abbott)在

印度為期 2 天的訪問中，會晤了印度

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兩人可望

簽署一項協議，允許出口鈾礦到印

度，以供發電之用。 

這項協議預料會在今天(5日)稍後

簽署。 

在世界已知的鈾礦儲量中澳洲佔

了大約三分之一，鈾礦的出口向來受

到嚴格條件的管制。印度因為沒有簽

署禁止核子擴散條約，長期以來一直

無法獲得這項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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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澳洲從 2012年以來，一直

在談判這項附有查核機制的所謂核子

安全協議。澳洲前政府同意與印度在

民用核能方面進行合作，最終促成澳

洲對印度出口鈾礦。（中央廣播電台

2014-09-05） 

 

台星兩證交所簽合作意向書 

「台星通」今日正式跨入新的里

程碑，台灣證交所今日與新加坡證交

所簽訂意向書，雙方研議並合作發展

兩地股票市場的交易連結，台灣證交

所董事長李述德表示，希望在半年內

能完成所有規劃後正式啟動。 

李述德表示，透過簽署意向書落

實跨境交易並深化合作機制，共同為

兩地市場投資人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今天開始對雙方跨境交易所須建構的

資訊平台、交易制度與交割清算等機

制具體建立起來，初步估計在半年後

能到位，跨境交易就可以正式上線；

未來還可以繼續推動雙方 ETF、權證

等現貨或期貨等商品在這平台上的發

展。 

李述德說，專案小組會挑選台灣

具指標性、市值大且流通性佳股票作

為兩地跨境交易標的，並會維持現有

的交易與交割機制，暫時不會另外有

其他交易或交割模式。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致詞時表示，

外資在台灣投資餘額 1946 億美元

中，來自新加坡資金約有 150 億美

元，居投資台灣的外資第四位，兩證

交所合作後，交易快速且透明，也可

降低交易成本。 

新 交 所 首 席 執 行 長 Magnus 

Bocker表示，由於新加坡與台灣均為

領先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因此，熱衷

大中華地區投資機會的國際投資人正

積極參與這兩個市場，為雙方在基礎

設施等方面的合作創造可能性，雙方

合作將有助為投資人提供更多服務，

上市櫃公司亦可進行籌資計畫。 

新交所提供 MSCI 台灣指數期貨

已達 18年，在新交所上市商品亦包括

中國 A50 期貨及 AsiaClear 鐵礦石期

貨，另有包括人民幣股票在內的 770

檔股票在新交所上市。  (聯合晚報

2014-09-10) 

 

國泰世華緬甸據點開業 

國銀進軍緬甸市場再添一家，國

泰世華銀行的緬甸仰光代表人辦事處

昨（19）日開業，代表台灣角逐緬甸

甫開放外銀准入執照的「三雄」，統統

在仰光到齊，就看緬甸將給幾張分行

執照。 

截至目前，已有玉山銀、一銀、

國泰世華銀行在緬甸設立辦事處；另

有兆豐、中信、新光、台灣、台新、

合庫、台企銀及元大等八家銀行，取

得金管會核准設緬甸辦事處，但尚未

正式設立。 

緬甸自 2010年加速經濟開放，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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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心仰光吸引各國企業匯聚。 

不過，緬甸一直未開放外資銀行

進入，最近才傳出將開放外資銀行設

立分行，但首波只開放十張。 

據了解，目前有多達 40多家外商

銀行積極爭奪緬甸首波十家分行名

額，台灣金管會已核准一銀、玉山銀、

國泰世華銀行等三家申設緬甸分行，

成為最有機會奪牌的業者。 

國泰世華銀行目前在東協 10個正

式會員國中，已於越南、柬埔寨、泰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六國

設有分支機構。 

此外，寮國永珍分行也已取得籌

建許可，為寮國第一家准設的台資銀

行分行，預計今年底前開幕。日前市

場也傳出，國泰世華銀行正與菲律賓

「中華商業銀行」（Rizal Commercial 

Bank）洽談買進二到三成股權。 (經

濟日報 2014-09-20) 

 

加韓簽自由貿易協定 

加拿大總理哈珀與南韓總統朴槿

惠今天在渥太華正式簽署加韓自由貿

易協定。哈珀表示，加韓自由貿易協

定使加拿大今後在亞洲追求更多類似

協定更為容易。 

除自由貿易協定外，朴槿惠也和

哈珀簽署了加韓戰略夥伴協定。 

哈珀不斷提到朴槿惠訪加是項歷

史性的訪問。星期天晚上，哈珀並在

加拿大總督府以國宴款待朴槿惠。 

加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耗時 10

年。期間多次中斷。加拿大聲稱，加

韓自由貿易協定將使加拿大對南韓輸

出增加 32%，國內經濟生產力增加 17

億美元。 

南韓是亞洲第 1 個與加拿大簽定

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一般認為，這

將是加拿大進軍亞洲的跳板。 

哈珀今天表示，就自由貿易而

言，在亞太地區找到 1 個立足點，沒

有 1個國家比南韓更適合。 

加拿大最近亦批准了與中國大陸

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這也是加拿大

進軍亞洲，開發貿易，從而促進國內

經濟成長的另 1基石。 

朴槿惠與哈珀均對兩國在自由貿

易協定基礎上，可以發展更多的貿易

機會表示有信心。 

哈珀甚至將加拿大和南韓類比。

他說，加拿大跟南韓都與大國為鄰。

因此加韓必須彼此合作才能發揮最大

的效果。 

哈珀指出，加韓合作可以追溯自

60年前的韓戰。他說，加拿大參加韓

戰，就某種意義而言，就是與南韓成

立戰略夥伴關係。 

朴槿惠表示，在能源及其他方

面，加拿大和南韓合作，可以在世界

市場領先。她說，加拿大在探勘技術

及開採頁岩天然氣、油砂原油等方面

具有專長，南韓則在智能電網及潔淨

科技方面擅長。雙方在科技合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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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達到完美境地。  (中央社

2014-09-23) 

 

亞洲第一 印度探測船抵火星 

第一次就成功 全球首見 

印度無人火星探測器「火星飛船」

（Mangalyaan）24 日結束 10 個月長

達 6.6 億公里的飛行，成功進入火星

軌道，成為第一個將探測器送上火星

軌道的亞洲國家，也是首次挑戰這項

任務就獲得成功的全球第一國。 

當「火星飛船」在台灣時間上午

10 點 32 分完成 24 分鐘的發動機燃

燒，進入環繞火星的預定位置，印度

南部大城班加羅爾的任務指揮中心爆

出如雷歡呼聲，科學家相互擊掌擁

抱，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來到現場見

證歷史的印度總理莫迪自豪地說：「我

們跨越了人類冒險與創新的疆界。」 

重 1350公斤的「火星飛船」去年

11 月隨 C25 極軌衛星運載火箭

（PSLV-C25）發射升空，歷經長達 10

個月、6.6億公里的飛行後，終於進入

火星軌道。接下來 6 個月，搭載甲烷

探測器、彩色照相機、熱紅外線光譜

儀等多種儀器的「火星飛船」，將展開

探測生命跡象、繪製表面地圖、識別

礦物資源等任務，也將尋找甲烷這種

攸關地球生命過程的化學物質。 

要將太空船送進火星軌道並非易

事，過去多國共嘗試 41次，但有一半

以上的 23次以失敗告終，其中包括日

本在 1999年的計畫。印度完成火星任

務後，躋身與美國、俄羅斯及歐洲並

列的菁英俱樂部，負責規劃的印度太

空研究組織（ISRO）也成為繼歐洲太

空總署（ESA）、美國國家航太總署

（NASA）、俄羅斯聯邦太空總署之

後，第四個成功執行火星任務的機構。 

花 22.5億 比電影地心引力少 

不僅如此，「火星飛船」計畫僅耗

資 45億盧比（約 22億 5000萬台幣），

足足比 NASA 斥資 6 億 7000 萬美元

的「火星大氣與揮發物演化」

（MAVEN）太空船計畫少了 8 倍以

上，甚至低於科幻小說改編的賣座電

影「地心引力」（Gravity）估計達 1

億美元的拍攝預算，算是另類的小兵

立大功。 

印度 1975 年以來共發射 75 枚衛

星，但多半用於蒐集氣象資料、預測

天災等，此次「火星飛船」首度嘗試

即成功進入火星軌道，凸顯印度在太

空科技方面的進展，企圖藉此向全球

宣傳其設計與規劃深太空任務的能

力。 (自由時報 2014-09-25)  

 

澳洲與柬埔寨敲定難民協議 

澳洲今天(25 日)證實，將與柬埔

寨簽訂難民安置協議，不過此舉遭人

權團體抨擊，直指澳洲未盡國際義務。 

澳 洲 移 民 部 長 莫 里 森 (Scott 

Morrison)將於 26 日在柬國首都金邊

簽訂協議，目前暫居澳洲海外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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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難民，未來將轉移至柬埔寨。 

澳洲政府先前才擱置了一項提

案，該提案是要重新核發臨時簽證，

給予留置於印度洋聖誕島(Christmas 

Island)或本土收容設施的難民。 

莫里森表示，與柬埔寨簽訂的這

項協議將完全依照難民的意願，並且

是永久安置。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Watch)則

表示，這項協議無疑是置難民於險

境，因為柬國並不屬於安全的第三方

國家。 

為了遏止未經授權的非法移民船

隻湧入，澳洲從 2012年底開始，執行

嚴格的移民政策，讓非法移民者根本

無法在澳洲落腳。其中，只要確定人

員安全無虞，就可直接在海上遣返尋

求庇護的難民。對無法出具簽證的抵

澳難民，一律直接送往巴布亞紐幾內

亞(PNG)曼奴斯島(Manus Island)以及

諾魯共和國的難民營，無限期拘留，

因而引發了國際社會和人道團體的強

烈批評。 (中央廣播電台 2014-09-25) 

 

香港智利自貿協定下周生效 

《中國香港與智利自由貿易協

定》下周(10/9)生效，涵蓋貨物和服務

貿易、投資及其他相關範疇，讓兩地

商家和投資者可享優惠待遇進入對方

市場。 

協定 2012年 9月 7日簽訂，將香

港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從亞太和歐

洲地區擴至美洲。 

香港原產貨物貿易方面，智利將

取消約佔其 88%關稅稅目的進口關

稅。另 10%關稅稅目的進口關稅，會

在協定生效的三年內逐步取消。 

至於服務貿易，香港服務提供者

在智利市場，將享有具法律保障的市

場准入和國民待遇。智利的承諾涵蓋

香港的金融服務、電訊服務、旅遊服

務、環保服務、各種商業和專業服務，

以及與創新和科技有關的服務等行

業。 

投資方面，香港的投資者將在智

利的指定非服務行業，獲得具法律保

障的國民待遇。協定生效後，雙方將

另外談判一份全面的投資協定，使兩

地投資更流動。 

協定也包含促進競爭、便利雙方

參與對方的政府採購市場、加強清關

程序合作和保護環境等條文。 

香港出口商如符合優惠產地來源

規則和特定規定，可取得協定下的優

惠關稅待遇，詳情可參閱工業貿易署

的貿易通告。（香港政府新聞網

2014-10-03） 

 

阿根廷經濟：第二季經濟環比增長

0.9%，暫時擺脫衰退 

官方數據周三顯示，阿根廷經濟

在第二季擺脫了衰退，但政府仍面臨

http://www.tid.gov.hk/tc_chi/trade_relations/hkclfta/index.html
http://www.tid.gov.hk/tc_chi/trade_relations/hkclfta/index.html
http://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all_in_one/2014/as062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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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飆升以及 7 月債務違約後的本幣

大幅貶值。 

Indec統計局公佈稱，今年第二季

國內生產總值 (GDP)較上季增長

0.9%，但較去年同期持平。 

市場此前預計，第二季進入豐收

的阿根廷大豆和玉米會提振經濟活

動，不過也有部分分析師預期經濟會

連續第三個季度萎縮。 

阿根廷政府或許將該數據視為好

消息。自 7 月債務違約以來，政府加

大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力度，旨在提升

疲弱的消費者需求，並保衛不斷縮水

的外匯儲備。 

但分析師廣泛預計，政府收緊管

控會加重衰退情況。他們預計阿根廷

會陷入全年衰退。 

統計局還將第一季GDP環比增速

從此前的-0.8%下調至-0.5%。 (路透

社 2014-09-25) 

 

沙烏地阿拉伯將開放電影及其相關產

業 

沙國勞動部於本(9)月 18 日於官方

網站上公告：沙國將允許電影(及有關

之製片、流通、播放等)作為民眾可從

事之經濟活動，電影發行及電影院設

立執照及相關從業管理辦法將於近

期公告。 

沙國自 1932 年建國以來由嚴格

著稱之回教瓦哈比教派主導全國經

濟活動、進行宗教及思想管制，並未

允許現代化電影院之設置。 

因國內沒有電影院，多數沙國人

透過架設衛星或購買 DVD 欣賞影

片；據統計，沙國民眾長途至鄰國巴

林、杜拜、開羅等欣賞電影之費用，

每年高達十億美金。 

沙國官員表示，開放電影並非以

提供民眾娛樂為目的，開放電影及相

關行業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及外來投

資 機 會 。  ( 經 濟 部 國 貿 局 稿

2014-09-19) 

 

沙烏地水泥公司部分產能停產 

沙烏地水泥公司 (Saudi Cement 

Co)為沙國市值最大之水泥上市公

司，今年由於存貨水準過高，加上市

場需求低迷，於近日宣布胡富夫

（Hofuf）區域剛完成翻新作業之兩座

爐廠，可能暫不開工生廠。該公司由

於今年水泥需求疲軟，報告指出今年

前 2 季財報與上年同期的利潤相比大

幅降低。自本年度以來即受市場需求 

不振之苦，連續兩季利潤均呈現下滑。 

由於沙國水泥同業之增產以及市

場需求減少，至今年 8 月止，該公司

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14%。該公

司表示將在市場需求恢復後，再考慮

是否恢復該兩座停產爐廠之生產。(路

透社 201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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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估中美洲成長 3.8% 巴拿馬領先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IMF)7 日 預

估，今年中美洲地區經濟成長可

望達到 3.8%，巴拿馬今年的成長

將領先全拉丁美洲，達到 6.6%，

明年可望維持在 6.4%。  

IMF 公布「世界經濟展望」

(WEO)報告指出，由於中美洲各國

本身的「特定因素」，使得各國無

法在美國經濟活動日趨活絡等正

面因素下獲利。  

報告中警告，由於中美洲各國

燃油均仰賴進口，所以油價上漲

將是影響中美洲各國經濟成長最

主要的負面外在因素。  

根據 IMF 預估，在中美洲，去

年成長 4.6%的尼加拉瓜，將是今

年經濟成長僅次於巴拿馬的國

家，預估今明兩年均可年成長約

4%。  

根據 IMF 報告，中美洲其他國

家如瓜地馬拉今年將成長 3.4%，

明年可望成長 3.7 %；宏都拉斯今

年成長 3%，明年估約成長 3.1%。 

哥斯大黎加今明兩年均可維持

3.6%的成長率，而薩爾瓦多的經

濟成長預估今年只有 1.7%，明年

微增至 1.8%。  

去年成長只有 0.7%的貝里

斯，今年則可望成長 2%，明年上

看 2.5%。 (中央社 2014-10-08) 

阿曼報導雙十慶典及台灣招商 

阿曼國營「觀察家日報」於當地

時間 9日、10日以兩篇專文報導，國

際媒體記者到台灣參加中華民國國

慶活動，以及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向

中東投資者招手。 

來自歐洲聯盟、澳大利亞、法國、

印度、義大利、日本、紐西蘭、薩爾

瓦多、秘魯、史瓦濟蘭、斯洛伐克、

西班牙、葡萄牙、俄國及土耳其等國

48名記者應邀訪台，參加中華民國國

慶活動，此一「國慶政經團」將在台

灣訪問一週。 

台灣以優良電子產品等著稱，記

者團將拜會各部會機關，以瞭解如何

加強經貿及其他雙邊關係。 

訪團 8 日參觀中正紀念堂、國父

紀念館及台灣精品中心等。 

觀 察 家 日 報 （ Oman Daily 

Observer）10 日續以「台灣自由經濟

示範區向中東投資者招手」專文報

導，33家來自不同國家的公司對台灣

新經濟動能「自由經濟示範區」

（FEPZ）感興趣，該計畫正擴大向阿

曼等中東國家招商，共同創造投資利

潤。 

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高仙桂在

接受專訪時表示，台灣 2013 年 8 月

推出 FEPZ 計畫，全球市場矚目，已

有 33 家國際公司與台灣簽署協議，

將來台投資，並將因優惠政策而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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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仙桂說，FEPZ擇定的工業項目

具有相當成長潛能，不僅可有示範作

用，並將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從局

部發展至整體自由化，台灣將逐漸成

為自由貿易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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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關鍵數字 

產出、價格、工作(與前一年變動％) 

 國民生產毛額 工業 

產出 

消費者物價 失業率％ 

 最近 季＊ 2014＋ 2015＋ 最近 最近 一年前 2014＋  

美國 2.5(Q2) 4.2 2.0 3.0 4.1(8月) 1.7(8月) 1.5 1.9 6.1(8月) 

中國 7.5(Q2) 8.2 7.5 7.0 6.9(8月) 2.0(8月) 2.6 2.3 4.1(Q2) 

日本 -0.1(Q2) -7.1 1.3 1.2 -0.7(7月) 3.4(7月) 0.7 2.8 3.8(7月) 

英國 3.2(Q2) 3.4 3.2 2.8 1.7(7月) 1.5(8月) 2.7 1.7 6.2(6月) 

加拿大 2.5(Q2) 3.1 2.3 2.5 5.7(6月) 2.1(8月) 1.1 1.9 7.0(8月) 

歐元區 0.7(Q2) 0.1 0.9 1.3 2.2(7月) 0.4(8月) 1.3 0.6 11.5(7月) 

奧地利 0.6(Q2) nil 1.4 1.7 1.0(6月) 1.7(8月) 1.8 1.6 4.9(7月) 

比利時 1.0(Q2) 0.3 1.2 1.4 1.6(6月) nil(8月) 1.0 0.9 8.5(7月) 

法國 0.1(Q2) -0.1 0.5 1.0 0.1(7月) 0.4(8月) 0.9 0.8 10.3(7 月) 

德國 1.3(Q2) -0.6 1.7 1.8 2.4(7月) 0.8(8月) 1.5 1.0 6.7(8月) 

希臘 -0.3(Q2) na 0.4 2.3 -2.1(7月) -0.3(8月) -1.3 -1.2 27.0(6 月) 

義大利 -0.2(Q2) -0.7 nil 0.8 -1.8(7月) -0.1(8月) 1.2 0.4 12.6(7 月) 

荷蘭 1.1(Q2) 2.8 0.5 1.4 0.7(7月) 1.0(8月) 2.8 0.7 8.0(8月) 

西班牙 1.2(Q2) 2.3 1.1 1.6 0.9(7月) -0.5(8月) 1.5 0.1 24.5(7 月) 

捷克 2.7(Q2) -0.1 2.5 2.7 8.6(7月) 0.6(8月) 1.3 0.6 7.4(8月) 

丹麥 -0.1(Q2) -1.0 1.3 1.7 -6.5(7月) 0.5(8月) 0.4 0.8 5.1(7月) 

匈牙利 3.9(Q2) 3.1 3.0 2.4 12.1(7 月) 0.2(8月) 1.3 0.3 7.9(7月) 

挪威 -0.3(Q2) 3.7 2.1 2.5 -4.1(7月) 2.1(8月) 3.2 2.0 3.4(7月) 

波蘭 3.3(Q2) na 2.7 3.5 -1.9(8月) -0.3(8月) 1.1 0.3 11.7(8月) 

俄羅斯 0.8(Q2) na 0.4 1.0 0.1(8月) 7.6(8月) 6.5 7.5 4.8(8月) 

瑞典 2.6(Q2) 2.9 2.3 2.8 -5.7(7月) -0.2(8月) 0.1 0.1 7.4(8月) 

瑞士 0.6(Q2) -0.2 1.9 2.2 3.1(Q2) 0.1(8月) nil 0.1 3.2(8月) 

土耳其 2.1(Q2) na 3.0 4.0 -4.6(7月) 9.5(8月) 8.2 8.9 9.1(6月) 

澳洲 3.1(Q2) 2.0 3.0 2.8 4.6(Q2) 3.0(Q2) 2.4 2.8 6.1(8月) 

香港 1.8(Q2) -0.6 2.4 2.6 2.2(Q2) 3.9(8月) 4.5 3.7 3.3(8月) 

印度 5.7(Q2) 3.1 6.0 6.5 0.5(7月) 7.8(8月) 9.5 8.4 8.8(2013) 

印尼 5.1(Q2) na 5.2 5.9 1.4(7月) 4.0(8月) 8.2 5.6 5.7(Q1) 

馬來西亞 6.4(Q2) na 6.0 5.4 0.5(7月) 3.3(8月) 1.9 3.1 2.8(6月) 

巴基斯坦 5.4(2014) na 5.4 4.2 1.2(7月) 7.0(8月) 8.5 8.3 6.2(2013) 

新加坡 2.4(Q2) 0.1 3.5 3.8 3.3(7月) 0.9(8月) 2.0 1.8 2.0(Q2) 

韓國 3.5(Q2) 2.0 3.6 3.7 3.4(7月) 1.5(8月) 1.5 1.5 3.3(8月) 

台灣 3.7(Q2) 3.9 3.5 3.3 7.0(8月) 2.1(8月) -0.8 1.5 3.9(8月) 

泰國 0.3(Q2) 3.5 1.9 4.5 -5.2(7月) 2.1(8月) 1.6 2.4 1.0(7月) 

阿根廷 nil(Q2) 3.6 -1.4 1.9 -0.7(7月) - - - 7.5(Q2) 

巴西 -0.9(Q2) -2.4 0.4 1.4 -3.5(7月) 6.5(8月) 6.1 6.3 4.9(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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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1.9(Q2) 0.6 2.2 3.6 -2.6(7月) 4.5(8月) 2.3 4.1 6.5(7月) 

哥倫比亞 4.3(Q2) -0.6 5.0 4.4 1.8(7月) 3.0(8月) 2.3 2.9 9.3(7月) 

墨西哥 1.6(Q2) 4.2 2.4 4.0 2.1(7月) 4.1(8月) 3.5 3.8 4.9(8月) 

委內瑞拉 1.0(Q2) 3.6 -2.5 -0.5 0.8(9月) 63.4(8月) 45.4 64.4 6.7(7月) 

埃及 2.5(Q1) na 1.8 3.3 20.0(7 月) 11.5(8月) 9.8 9.5 13.3(Q2) 

以色列 1.0(Q2) 1.5 2.4 3.6 -2.2(7月) nil(8月) 1.3 0.8 6.4(8月) 

沙烏地阿拉伯 4.0(2013) na 4.0 4.4 na 2.8(8月) 3.5 2.9 5.6(2013) 

南非 1.0(Q2) 0.6 2.0 3.4 -8.0(7月) 6.4(8月) 6.4 5.9 25.5(Q2) 

附註:＊與前一季相比％，＋《經濟學人》經濟學者民調，或 EIU估計，＋＋根據各國定義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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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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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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杜紫軍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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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 % (2014年 9月) 

0.79%(2013年) 

失業率 
4.08% (2014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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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為 264.3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4.7％) 

2014年 1-9月為 2,346.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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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為 229.3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0.2％) 

2014年 1-9月為 2,083.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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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6.96億美元(至 2014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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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以外地區（亞太、非洲、拉美、南亞、中東） 
20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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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7-12 日 第 14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新德里 

16.  9 月 17-19 日 第 28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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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9 月 24 日 巴西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9.  9-11 月 第 2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20.  9-11 月 第 5 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達卡 

21.  10 月 9 日 巴拉圭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22.  11 月 11 日 第 15 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3.  11 月 12 日 第 12 屆台秘魯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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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4.  11 月 18 日 第 10 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聖地牙哥 

25.  11 月 19 日 第 39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6.  11 月 20 日 第 3 屆台多(明尼加)經濟聯席會議 聖多明哥 

27.  11 月 24 日 第 1 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太子港 

28.  11 月 第 2 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9.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 
第 24 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曼谷 

30.  12 月 第 3 屆台沙(烏地阿拉伯)經濟聯席會議 利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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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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台立商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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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土耳其經貿暨產業合作說明會 台北 

20.  11 月 4 日 第 2 屆台葡(萄牙)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1.  11 月 12 日  第 30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2.  11 月 20 日 第 1 屆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 哥本哈根 

23.  11 月 24 日 第 7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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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4.  11 月 26 日 赴斯洛維尼亞參訪 盧比安納 

25.  12 月 9 日 第 12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6.  12 月 10 日 捷克經貿暨產業合作說明會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