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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行政院宣布內閣人事異動名單 

   行政院今(5)日表示，行政院內閣

人事改組已經完成，盼政務推動更符

合人民期待，並能延續施政無縫接

軌，內閣成員多數將予留任。行政院

副院長一職由科技部張善政部長升

任。   

 行政院表示，張善政部長是來自

民間的資訊專才，具工程、科技、資

訊與管理實務背景，並長於溝通協

調。未來與毛治國院長搭配，以務實

且前瞻的角度，規劃與執行政務。此

外，亦延攬具環保專業背景的現任環

保署政務副署長葉欣誠擔任政務委

員，以強化環境與永續發展領域的政

策協調與推動工作。新任海巡署長由

司法官出身的王崇儀副署長升任。行

政院表示，新的內閣團隊期盼能以工

程師的樸實與務實、管理者的精確與

效率，並以謙卑、尊重與溝通的態度，

推動各項施政，以提昇全體臺灣人民

的福祉為依歸，帶領臺灣社會穩步向

前。 

 行政院指出，內閣成員名單包

括：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新任)、政

務委員林政則(兼臺灣省政府主席)、

政務委員管中閔(兼國發會主委)、政

務委員馮燕、政務委員蔡玉玲(兼蒙藏

委員會委員長)、政務委員杜紫軍(新

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政務委員許俊

逸(兼工程會主委)、政務委員葉欣誠

(新任)、行政院秘書長李四川、行政

院政務副秘書長蕭家淇、行政院發言

人孫立群、內政部長陳威仁、外交部

長林永樂、國防部長嚴明、財政部長

張盛和、教育部長吳思華、法務部長

羅瑩雪、經濟部長鄧振中(新任)、交

通部長葉匡時、衛福部長蔣丙煌、勞

動部長陳雄文、僑委會委員長陳士

魁、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金管會主委

曾銘宗、輔導會主委董翔龍、原能會

主委蔡春鴻、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原

民會主委林江義、客委會主委劉慶

中、主計總處主計長石素梅、人事行

政總處人事長黃富源、環保署長魏國

彥、海巡署長王崇儀(新任)、國立故

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另，科技部張

部長升任及文化部龍部長請辭所留遺

缺，將分別由政務次長林一平及洪孟

啟暫代，並於近日內補實。 

 (資料來源: 2014-12-5 行政院新聞傳

播處) 

國際油價暴跌至 60 美元 創五年新低 

國際原油價格再度出現驚人暴跌

行情。紐約原油期貨價格 10 日一路下

滑，並暴跌至每桶 60 元。 

據中新社報導，美國官方報告顯

示，石油庫存意外增加，進一步加劇

了國際市場石油供需失衡的擔憂。而

此前歐佩克預期明年全球石油需求減

少，對本已劇烈波動的原油市場進一

步火上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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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指出，截至當日收盤，紐約

商品交易所明年 1 月交貨的輕質原油

期貨價格下跌 2.88 美元，暴跌了

4.5%，至每桶 60.94 美元。這也是 2009

年 7 月以來的最低結算價。同日，倫

敦布倫特 1 月結算的原油期貨價格下

跌 2.60 美元，暴跌 3.9%，一舉跌破

每桶 65 美元重要關口，跌至每桶

64.24 美元。為 2009 年 7 月以來的最

低結算價，再創五年新低。 

(資料來源: 2014-12-11 中時電子報) 

利馬氣候大會落幕 190 國共抗暖化 

 利馬聯合國氣候峰會 14日在與會

的 190 國代表同意下，完成協議草

案，規定各國須在明年初提交對抗全

球暖化的計劃，為 2015 年聯合國的巴

黎氣候大會鋪路。此次會議主席祕魯

環境部長維達爾表示，協議雖不完

美，但已包含各方的立場，為明年的

巴黎氣候協議建構基礎。 

 在經過 30 小時的加時談判、3 次

的修改後，聯合國各會員國 14 日終於

為明年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氣候大會

協議，制定出基本的協議草案。該草

案規定各國必須要在明年 3 月 31 日

前，提交各自對抗全球暖化的計劃；

已開發國家繼續在全球減碳問題上，

擔任領頭羊，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應

對氣候問題的援助。 

 過去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

對碳排放量的討論上曾陷入僵局，以

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認為，全球近

半的碳排放量來自開發中國家，要求

中國等開發中國家要對氣候變遷負起

更多的責任，激起開發中國家不滿，

導致協議草案一度難產。 

 不過為建構明年巴黎氣候大會談

判的基礎框架，在各國還是妥協並決

定追隨《京都議定書》的精神，共同

對抗氣候變遷，但是在協議草案中，

保留各國對全球暖化「有共同但程度

有差異的責任」，及對於各國是否要

提供碳排放量數據的條文，則用較為

消極的「可能」取代積極的「將會」。 

 利馬氣候峰會在超時 30 小時、又

面臨談判隨時會破裂的情況下結束，

但這樣的情況卻很常見，在過去的 20

年裡，聯合國所主持的年度氣候談

判，每每都要上演一次同樣的光景，

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資深氣候

談判專家施密特表示，「我們在利馬

看到的情況表明，明年的巴黎氣候談

判只會更艱辛，不會更容易。」 

 聯合國擬將明年在巴黎召開的聯

合國氣候大會的協議取代 1997 年的

《京都議定書》，成為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中的新核心，也將是在

2020 年後，唯一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

候協議。此次利馬氣候峰會的協議草

案，就是要來為明年的巴黎大會鋪

路，為多邊氣候談判重要的前哨戰。

(資料來源: 2014-12-15 台灣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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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波蘭青年度假打工 104年實施 

 外交部今天說，台灣與波蘭簽青

年文化與教育交流計畫協定，預訂明

年 1 月實施；波蘭是歐洲第 7 個與台

灣簽青年度假打工協定的國家。 

 外交部表示，中華民國駐波蘭代

表處代表江國強與波蘭駐台灣華沙貿

易辦事處總代表魏馬克（ Marek 

Wejtko）5 日代表兩國政府完成簽署

台波「青年文化與教育交流計畫協

定」。 

 外交部說，該計畫將等雙方相關

作業程序完成後，預訂明年 1 月正式

實施，外交部屆時將另公布確切的實

施日期及相關申請辦法。 

 依據協定，台灣與波蘭兩國每年

相互提供 200 個名額給 18 至 30 歲的

青年前往對方國家，以「度假為主、

打工為輔」的方式，透過觀光遊歷、

短期學習及受僱從事臨時性工作等方

式體驗不同生活、文化及教育環境。 

 波蘭為歐洲第 7 個（繼德國、英

國、愛爾蘭、比利時、匈牙利及斯洛

伐克後），及全球第 12 個與台灣簽署

類似青年度假打工協定的國家。 

 根據外交部資料，目前波蘭在台

灣的留學生約 230 人，台灣在波蘭的

留學生約 470 人，雙邊文化及教育交

流相當頻繁。 

(資料來源:103-11-05 中央社) 

榮科砸 3千億歐元 提振歐盟經濟 

 新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榮科今天

公布眾人引頸企盼的 3,150億歐元「振

興經濟」投資計畫，表示這項計畫將

向全球展示，歐洲在經歷數年危機後

已經復甦。 

 榮科（Jean-Claude Juncker）表示，

這項提案將搭配投資基金與一項方

案，運用私人資金配合達成新計畫。

此一提案必須在 12 月由歐洲領袖批

准。 

 榮科在法國史特拉斯堡告訴歐洲

議會：「歐洲需要提振經濟，今日歐盟

執委會提供充電裝置」。他說：「我們

必須向歐洲與全球其他地區傳達一個

訊息，即歐洲經濟復甦。」 

 新的歐洲策略投資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以 210

億歐元成立，但榮科表示，這項基金

的績效對經濟產生 15 倍的淨效應，約

達 3,150 億歐元（3,900 億美元）。 

這項計畫是榮科挽救歐盟奄奄一

息經濟 5 年議程的基石。在歷經金融

危機洗禮以及深陷高失業與瀕臨通縮

泥沼後，歐洲經濟停滯不前。 

(資料來源: 2014-11-26 中央社) 

俄國盧布隨油價下跌 

出現 16年最大跌幅 

 受原油價格下降影響，俄羅斯貨

幣盧布在星期一（12 月 1 日）經歷了

1998 年以來的最大幅單日下跌，引起

對俄羅斯經濟前景的普遍擔憂。 

 盧布兌美元的價格曾一度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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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隨後回升，人們懷疑俄羅斯中央

銀行可能採取了干預措施。 

 俄羅斯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

原油出口，這使得俄羅斯貨幣在油價

下跌時顯得脆弱。 

 北海標凖原油價格在星期一曾一

度降低至每桶 67.53 美元的 2009 年 7

月以來的最低點，隨後開始回升。 

 在星期一晚些時候的交易中，北

海標凖原油價格大約每桶 70 美元，美

國原油價格大約每桶 66.34 美元。 

 美國原油價格當天曾一度下跌至

每桶 63.72 美元，這也是 2009 年 7 月

以來的最低點。 

第二大原油出口國 

俄羅斯是全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國，

其石油及天然氣出口佔全部出口的

70%，也佔政府收入的一半。 

原油價格自今年夏天以來下跌了三分

之一，而盧布對美元的價格自今年 1

月份以來則下降了 40%。 

 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因俄羅斯吞

併克里米亞以及在烏克蘭東部支持親

俄叛軍而採取的對俄製裁措施也給俄

羅斯經濟造成打擊。 

 星期一在莫斯科主要貨幣市場的

交易結束時，盧布兌美元和歐元分別

恢復至 52 盧布和 65 盧布對 1 美元和

1 歐元，但是全天仍然下跌大約 4%。 

 一些交易人員認為俄羅斯央行進

行了干預，但俄羅斯央行拒絕就此發

表評論。 

 俄羅斯央行曾在本月早些時候表

示，如果盧布下跌對金融穩定構成威

脅，央行將考慮進行干預。 

(資料來源: 2014-12-1 BBC 中文網) 

烏拉圭總統大選  

回鍋前總統瓦茲蓋斯獲勝 

 烏拉圭 30 日舉行總統決選，

根據 2 個團體的非正式計票結

果，由前烏拉圭總統瓦茲蓋斯

(Tabare Vazquez)擊敗對手獲勝。  

 根 據 烏 拉 圭 民 意 調 查 公 司

Cifra 的預測，執政黨「廣泛陣線」

(Broad Front)候選人、回鍋再戰總

統 大 位 的 瓦 茲 蓋 斯 得 票 率 為

53.5% ； 中 間 偏 右 派 的 國 家 黨

(National Party)候選人、41 歲的拉

卡耶 (Luis Alberto Lacalle Pou)則

為 41.0%。  

 而另一家民調公司 Factum 則

指出，瓦茲蓋斯以 53.9%擊敗拉卡

耶的 40.6%。  

 烏拉圭全國有 260 萬合格選

民，要選出人選接替即將卸任的

總統穆吉卡 (Jose Mujica)。穆吉卡

屬意將總統大位交還給現年 74 歲

的癌症醫師、同時也曾在 2005 年

到 2010 年擔任過總統的瓦茲蓋

斯。  

 烏拉圭是在 10 月 26 日舉行總

統大選，但由於沒有任何候選人

取得過半數選票，因此進入 11 月

30 日的第二回合決選。瓦茲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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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輪投票中雖取得領先，但

未能一舉突破 50%的當選門檻，

因此與拉卡耶進入第二輪決選。

(資料來源: 2014-12-1 中央社) 

沙烏地阿拉伯：除非俄羅斯等地限產 

沙烏地才考慮減產 

   沙烏地阿拉伯親王表示，只有俄羅

斯等非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

加入限產行列，沙烏地阿拉伯才會考

慮減產。 

他指，目前沙烏地不會放棄市場配

額，減產會導致俄羅斯、奈及利亞及

伊朗等其他產油國，向沙烏地的客戶

出售石油。 

他又說，如果有人表明這些國家不會

私下出售石油，沙烏地及其他產油國

才會願意減產。 

他提到，沙烏地近數年累積充足的財

政儲備，即使油價下跌，也能滿足資

金需求，未來幾年不會面臨危機。 

(資料來源: 2014-12-中廣新聞) 

翁山蘇姬會晤歐巴馬：緬甸改革正臨

坎坷 

緬甸在野黨派領袖翁山蘇姬周五

（11 月 14 日）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

晤之後表示，緬甸的改革進程正在經

歷坎坷。 

歐巴馬表示，美國方面對於這個曾

經是軍事政府控制的國度的改革進程

非常清楚，他也說，該國離完成改革

進程還有很長的差距。 

翁山蘇姬表示，我總是警告說，不

能過於樂觀，因為這可能會導致自滿

情緒。我們的改革進程正在經歷坎坷

階段，但是我們通過堅持不懈的努

力，外加世界各友國的幫助，能夠渡

過這個坎坷。 

她說，我們需要的是在樂觀和悲觀

之間找到平衡。而奧巴馬則表示，美

國意識到緬甸改革路程上的挑戰，不

能夠自滿。 

他說，有關緬甸目前憲法中的特定

條文使翁山蘇姬無法參選總統說不

通。 

  緬甸憲法不允許配偶或者子女是

外國公民的人士參加總統選舉，而翁

山蘇姬的兩個兒子都是英國公民，因

此無法成為總統。 

翁山蘇姬表示，很多緬甸人都支

持反對派提出更改條款的要求，她

說，我覺得這不是因為他們希望我成

為總統，而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條款

不公平。 

歐巴馬出席伴隨東盟峰會舉行的

東亞峰會，並與登盛舉行正式會晤。 

歐巴馬會晤前曾警告稱，登盛政

府的改革進程出現倒退。 

緬甸 2010 年從軍人政府過渡到文人

政府，不過目前的文人政府其實是受

到軍方支持的。 

在登盛領導下，很多政治犯都獲

釋，該國也放鬆了媒體的限制。 

  曾經長期受到軟禁的民主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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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山蘇姬也重返政治舞台，她領導的

政黨在國家議會也有少數幾個席位。 

不過有批評人士指出在最近幾個

月，緬甸的改革進程有些停滯不前。 

(資料來源：2014-11-14 BBC 中文網) 

 

中韓 FTA 蠶食鯨吞台灣契機 

中韓 FTA 實質談判完成，韓國大

廠已在算計如何蠶食鯨吞台灣產品在

大陸的市占率，反觀台灣內部卻還在

質疑影響大小。學者表示，愚民說法

只會讓台灣逐漸失去機會。 

台灣和韓國出口到大陸的產品逾

7 成同質性高，韓國藉中韓自由貿易

協定（FTA）先拿到零關稅門票，但

其對台灣的影響如何，外界批評經濟

部假設的衝擊評估完全不切實際。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表

示，通常經濟學在評估時都會有最悲

觀、中間及樂觀的 3 組數字，身為產

業主管部門經濟部一定是預估最惡

劣、衝擊很大的情況，雖然呈現出「難

看的數字」，但可以提醒各界早為因

應。 

他說，依據目前得知的內容，預估

台灣出口貿易短期內不會有直接衝

擊，反而是「預期心理」影響比較大，

可能會造成對將來的產業布局不利。

王健全進一步解釋，外資目前還對台

灣是通往大陸市場跳板的角色，有想

像空間，如果預知 10 年後，韓國銷往

大陸的面板免關稅，不僅台灣自己的

相關廠商不會在台投資新設備，產業

供應鏈將中斷外，連外商都可能捨棄

台灣，轉向韓國大陸設廠投資。 

  他強調，產業政策跟貿易政策一

個在前鋪路、另一個就做為後盾，要

相輔為用，才能先占優勢。 

據韓國官方網站指出，「中韓 FTA

除可減少關稅及非關稅障礙，增強韓

國產品競爭力及通關順利外，其他包

括服務貿易、投資、法規與合作」。 

環球經濟社長林建山指出，韓國爭

取和中國大陸簽 FTA，看重的就是大

陸龐大的內需市場，服務貿易包括電

子商務、通信服務及政府採購等類

別，都是中國大陸首度對外開放，且

中國大陸、韓國將全面性展開產業合

作，互設產業合作園區，這些都是台

灣至今沒有爭取到的條件。 

王健全也認為這些內容「影響深

遠」，他說，產業升級轉型不是那麼簡

單，韓國雖比台灣大，但其內需市場

僅有約 5000 萬人，要做品牌、制定產

品標準等，沒有大的市場規模很難成

功。 

同時，王健全指出，台灣有 7 成國

民生產毛額（GDP）、6 成的就業人口

都要依賴服務業，但僅靠 2300 萬人口

內需市場的服務業規模很小，加上近

年來台灣人口、所得都沒有增加，以

致消費停滯，服務業根本喪失自發性

永續成長的機會。 

他表示，為了台灣的未來，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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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快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能

關起門來壯膽」，企業還是要靠海外市

場擴充規模經濟，提升競爭力，不然

規模小就只需要些會計、服務生、廚

師、總機小姐等工作，「大學生根本沒

有用武之地」，也難怪行情永遠只有

22K。 

王健全說，全球化時代，人才和資

金都是流動的，資金會選擇有報酬、

前景的地方流動；台灣的薪情不佳，

人才就只能外流到香港做金融業、澳

門當荷官發牌、澳洲剪羊毛、紐西蘭

摘奇異果等工作，也沒有企業願意培

植研發、財務調度等高階人才，「不改

變就是溫水煮青蛙」，人才、資金跑光

光。 

他表示，以前台灣有 WTO 當護身

符，各國要以國民待遇平等對待，但

目前流行的 FTA、區域經濟整合就是

歧視主義，不參加的人就是被歧視的

弱勢。部分人士指稱 FTA 不會影響，

根本是愚民說法，FTA 產生的長期影

響是蠶食鯨吞國家的競爭力，「對年輕

人是很大傷害」。 

(資料來源：2014-11-15 中央社 ) 

印勞禁輸出 勞部擬開發新來源 

勞動部次長郝鳳鳴今天表示，目前

正持續開發外籍勞工來源國，且台灣

短期內人力還算充足，不必過度擔心。 

印尼副總統尤素夫．卡拉（Jusuf 

Kalla）說，隨印尼經濟發展，勞力需

求增加，且為保障印尼勞工權益，印

尼政府將在 5 年內停止輸出女性勞工

到他國。 

勞動部統計，截至今年 10 月底，

在台女性印尼外勞 17 萬 8290 名，其

中社福外勞超過 9 成 5，外界擔衝擊

台灣長期照護人力。 

郝鳳鳴受訪表示，泰國、馬來西亞

也曾因經濟起飛而減少外勞輸出，且

台灣短期人力暫時沒太大壓力，不必

過度擔心。勞動部目前持續開發來源

國，但外勞輸入須考量生活習慣、文

化與飲食等能否融入台灣社會及雇主

能否接受等。 

郝鳳鳴說，12 月初將開「台印勞

工會議」，談外勞輸出政策面及執行

面，目前還在接洽階段。 

(資料來源：2014-11-22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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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會議暨研討會 

第 30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第 30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

議」於 2014 年 11 月 12 日假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 101B 會議室舉行，會議由

本會瑞典委員會主任委員暨東元集團

劉兆凱董事長及瑞典愛立信集團資深

副總裁暨亞太區執行董事長 Mr. Mats 

H. Olsson 共同主持，雙方共約 155 人

出席。我總統府施顏祥國策顧問及瑞

典企業、能源及交通部次長 Mr. Erik 

Bromander 以貴賓身分發表專題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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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會 

針對「資通訊」與「綠能」產業

安排專題演講，雙方講題及演講

人分列如下： 

 「我國綠能產業與合作契

機」：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胡耀祖所長 

 「瑞典再生能源與綠能科技

的發展現況」：瑞典貿易暨投

資委員會資深投資顧問 Mr. 

Sten Engstrom 

 「智慧航空城行動寬頻服務

及產業發展契機」：中華電信

企業客戶分公司林昭陽副總

工程師 

 「網路型社會的挑戰與機

會」：台灣愛立信總經理 Mr. 

Hakan Cervell 

2. 簽署合作備忘錄 

瑞典廠商 Hexicon 公司執行長 Mr. 

Henrik Baltscheffsky，與台灣風力

發電產業協會許文都理事，及金屬

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黃士宗處長，於

會中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將落實

兩國在離岸風力產業及技術之合

作。 

3. 分組討論 

綠能組：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列

如下： 

 「我國風力產業概況」：東元

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風機事業

部王裕光協理 

 「全球再生能源商業發展趨

勢與漂浮式風力發電之前瞻

技 術 」 ： Mr. Henrik 

Baltscheffsky, CEO, Hexicon 

AB 

 「綠室銘」：潘冀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蘇重威建築師 

 「全面綠化 - 永續城市與景

觀建築設計之力量」：Mr. 

Antoine Blancher, Partner, 

Green Fortune AB 

資通訊組：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

列如下： 

 「我國物聯網產業及應用現

況」：資策會智慧網通系統研

究所王建敏研發總監 

 「從實例談網路型社會轉

型」：台灣愛立信周大企資深

顧問 

 「台灣行動支付在智慧生活

之應用」：暘碁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郭致呈專案管理師 

 「網路資安與個人行動裝

置」： Mr. Maw-Tsong Lin, 

CEO and Founder, Keypasco 

AB Keypasco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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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年 11

月12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101B會議市舉

行 

總統府施顏祥國策顧問於大會發表專題演

講 

瑞典企業、能源及交通部次長 Mr. Erik 

Bromander 於大會發表專題演講 
 
 
 
 
 
 
 
 

出席第 30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貴賓合
影留念-(左起) 瑞典企業、能源及交通部次
長 Mr. Erik Bromander、瑞(典)台經濟合作委
員會主席暨瑞典愛立信集團資深副總裁暨
亞太區執行董事長 Mr. Mats H. Olsson、台瑞
(典)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暨東元集團劉兆凱
董事長、總統府施顏祥國策顧問 

瑞典廠商 Hexicon 公司執行長 Mr. Henrik 
Baltscheffsky 與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許
文都理事長及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黃士宗
處長於會中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 

瑞(典)台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暨瑞典愛立信
集團資深副總裁暨亞太區執行董事長 Mr. 

Mats H. Olsson 及台瑞(典)經濟合作委員會
主席暨東元集團劉兆凱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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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屆台(秘)魯經濟聯席會議 

   為持續拓展我國與秘魯經貿合作

交流，本會與秘魯利馬商會  (Lima 

Chamber of Commerce, LCC）於本

（103）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 2 樓第

5 會議室舉行「第 12 屆台秘(魯)經濟

聯席會議」，此次由秘魯利馬商會總經

理 Mr. Jose Rosas 率領秘魯多位企業

代表來台參加會議及相關活動，本會

則由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擔任中華民

國代表團團長，雙方團員約 70 餘人出

席，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雙邊貿易二

組陳組長文誠以貴賓身分致詞。 

全體大會： 

針對「經濟環境介紹與台秘(魯)合作」

與「台秘(魯)漁業介紹」兩大議題安

排專題演講，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列

如下：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邱秘書長達生簡報「台灣

經濟情勢與投資環境」 

 秘魯利馬商會總經理 Mr. Jose 

Rosas 簡報「秘魯總體經濟及投資

機會」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陳世雄技正

簡報「台灣永續漁業簡介」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馬慧珊秘書簡報「台灣漁業簡介」 

 秘 魯 外 貿 暨 觀 光 推 廣 局

(PROMPERU) 漁 業 專 員 Mr. 

Carlos Manuel Arca 介紹「秘魯海

產」 

會於全體大會後，安排廠商一對一貿

易洽談，藉此讓台秘魯兩國產業界人

士進行實際商機媒合及交流機會。 

台秘(魯)雙方代表合影:(由左至右)中華民
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馬慧珊秘書、秘魯
外貿暨觀光推廣局漁業專員 Mr. Carlos 

Manuel Arca、秘魯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Georgios Patsias Silva、秘魯利馬商會總
經理 Mr. Jose Rosas、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邱
秘書長達生、農委會漁業署陳世雄技正 

秘魯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Georgios 

Patsias Silva於第 12屆台秘(魯)經濟聯席會

議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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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為拓展我國與韓國經貿合作交

流，本會與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

（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 簡稱全經聯）於本（103）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假台北世貿中

心聯誼社 33 樓宴會 C 廳舉行「第 39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全經聯韓台經

濟 協 力 委 員 會 崔 光 州 委 員 長

（Kwang-Joo Choi）（斗山集團管理本

部社長）率領韓國多家知名企業及研

究機構等 30 多位代表參加會議及相

關活動。本會則由韓國委員會梁國新

主任委員（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董事長）擔任中華民國代表團團

長，雙方團員約 100 餘人參加。 

會議由梁國新主任委員與崔光州委員

長共同主持，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徐

大衛副局長應邀於開幕典禮致詞，駐

韓國代表處石定大使及駐台北韓國代

表部趙百相代表以「台韓關係重建 20

年之成就與挑戰」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全體大會有多位各領域專家學者針對

不同議題發表演說，包括： 

1. 「與龍共舞的虎-兩岸經濟合作

發展與對韓啟示」：中華經濟研究

院李淳副執行長 

2. 「通過兩岸關係分析  促進南北

韓經濟合作方案」：韓國產業通商

資源部閔貞基事務官 

3. 「強化台韓貿易投資關係」：韓國

經濟研究院權泰信院長 

4. 「新萬金開發與投資」：韓國新萬

金開發廳金美姬事務官 

5. 「台灣自由貿易經濟區之推動與

發展」：台灣港務公司陳榮聰資深

處長 

6. 「台灣基礎建設市場的展望及分

享經驗」：臺灣營建研究院徐力平

副院長 

7. 「第三市場之合作商機」：好玩家

公司賴君儀營運長及韓商佳施國

際周德正總經理 

韓國新萬金開發廳田炳國副廳長

及全經聯朴贊浩秘書長亦於會中發表

評論。 

11 月 18 日歡迎晚宴崔光州委員長致贈感謝
牌予王志剛前主任委員 

 

11 月 19 日開幕典禮：左起趙百相代表, 崔
光州委員長, 梁國新主任委員, 徐大衛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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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及石定大使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徐大衛副局長致詞 

梁國新主任委員與崔光州委員長交換禮品 

 

第 24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於

12 月 1 日上午假 Dusit Thani Bangkok

召開，由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主任委

員暨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長施顏祥先

生及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共同主

持，雙方共 67 人參加。 

本屆會議選定「資通訊產業」及「綠

色能源產業」等議題為會議討論重

點。「資通訊產業」議題雙方報告人為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暨台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其嘉博士、

好 玩 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Thanit 

Thanakulmas 副總經理及泰國資通訊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所 Pakpoom 

Sukanjanasiri 秘書長。「綠色能源產

業」議題雙方報告人為工業研究院綠

能與環境研究所林福銘組長及泰國工

業 院 再 生 能 源 產 業 組 Phichai 

Tinsuntisook 主任委員。 

訪問新加坡期間，泰國主辦單位-泰國

工業院安排我代表團分別於 12 月 1

日下午拜會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

局及 2 日上午拜會泰國工業區管理

局。 

活動翦影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於 12

月 1 日上午假 Dusit Thani Bangkok 召

開，由國經協會泰國委員會主任委員

暨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長施顏祥先生

及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共同主

持，雙方共 67 人參加。 

本屆會議選定「資通訊產業」及「綠

色能源產業」等議題為會議討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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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台方會議主席-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泰國委員會施
顏祥主任委員致詞 

第 24 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大會貴賓-駐泰國代

表處陳銘政大使致詞 

  

第 24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台星雙方會議主
席與貴賓合影留念-(左起)泰國外僑商會聯
合會康樹德主席、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張
冠昌主席、泰國工業部 Pramode Vidtayasuk

次長、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泰國委員
會施顏祥主任委員、駐泰國代表處陳銘政大
使、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駐泰國代表處
邱柏青顧問兼經濟組組長 

工業部 Pramode Vidtayasuk 次長致詞 

第 24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泰方會議主席與
雙方主講人合影-(左起)好玩家股份有限公
司 Thanit Thanakulmas 副總經理、工業研究
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林福銘組長、中華民國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暨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謝其嘉博士、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
合作委員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泰
國 工 業 院 再 生 能 源 產 業 組 Phichai 

Tinsuntisook 主任委員、泰國資通訊工業技
術研究所 Pakpoom Sukanjanasiri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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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拜會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
-(左起)我代表團團長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
作協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副團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謝其嘉理事、駐泰國
代表處邱柏青顧問兼經濟組組長合影 

12 月 1 日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晚宴-(左起) 

泰 國 投 資 促 進 委 員 會 Donlaporn 

Chuenchonpruk 資深專員、  泰國工業院
RFID 研究所 Katiya Greigarn 博士、駐泰國
代表處邱柏青顧問兼經濟組組長、泰國工業
院 Supant Mongkolsuthree 主席、泰國投資促
進委員會 Duangjai Asawachintachit 副秘書
長、我代表團副團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謝其嘉理事、泰國工業院泰台經濟合作委員
會 Kriengkrai Thiennukul 主席、泰國投資促
進委員會 Bonggot Anuroj 主任 

12 月 2 日拜會泰國工業區管理局-我代表團
團員與泰國工業區管理局接待官員合影 

 

第 10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 

「第 10 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

議」於 11 月 17 日假智利工業總會舉

行。會議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及智利

工業總會副理事長 Mr. Carlos Hurtado

共同主持。我駐智利代表處王大使明

文亦以貴賓身分致詞。 

本次會議議題包括「經濟情勢與

投資環境簡介」、「台智兩國綠能產業

展望」、「來自台灣的貿易融資夥伴」

與「台灣工業發展背景及中小企業組

織架構及功能」，會中邀請雙方業者專

家就相關議題發表演說，雙方講題及

演講人分別如下： 

1. 「台灣與智利經濟展望」：智利工

業總會外貿經理 Mr. Pedro Reus 

2. 「 Chile: A good business 

partner」：智利對外推廣局顧問

Mr. Patricio Feinberg 

3. 「智利綠能展望」：智利再生能源

協會主任 Mr. Carlos Finat 

4. 「台灣綠能產業展望」：工業技術

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馬經理利艷 

5. 「台灣工業發展背景及中小企業

組織架構及功能」：國經協會洪主

任委員慶忠暨中小企業協會國際

商務委員會召集人 

6. 「來自台灣的貿易融資夥伴」：中

國輸出入銀行黃經理富生 

智利與我原定 103 年要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惟我與中國大陸的服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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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尚未簽署，因此導致智利與我國雙

邊的自由貿易協定亦受影響。 王理事

長於會中呼籲台智兩國自由貿易協定

能盡早簽署。 

今年本會特地邀請國內太陽能光

電廠商一同前往智利探勘市場，訪智

期間也拜會了智利太陽能協會、智利

電子工業協會以及智利全國商業總

會。 由於近年來，智利電價不斷高

漲，國內供電量不足，智利政府為鼓

勵再生能源運用，也相繼推出鼓勵政

策 ， 再 生 能 源 NCRE 法

(Non-Conventional Renewable 

Energy)，我廠商可以考量與智利廠商

合作之可能性。 

 

第 10 屆台智利經濟聯席會議—左起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王理事長鍾渝、智利工
業總會副理事長 Mr. Carlos Hurtado、駐智利
代表處王大使明文 

 

第 3屆台多(明尼加)經濟聯席會議 

「第 3 屆台多(明尼加)經濟聯席

會議」於 11 月 20 日假多明尼加首都

聖多明哥舉行。會議由本會王理事長

鍾渝、聖多明哥工商會會長 Mr. Pedro 

Pérez González 及多明尼加共和國全

國民間企業委員會理事 Mr. Antonio 

Ramos Fernández 共同主持。我駐多明

尼加大使館侯大使平福以大會貴賓身

分應邀蒞會致詞，多明尼加工商部部

長 José Del Castillo亦蒞臨大會並予致

詞。台多雙方，共計 93 人參加。 

本屆會議以「多明尼加投資環境

簡介」、「中小企業經驗分享」及「來

自台灣的貿易融資夥伴」為主題，會

中邀請雙方業者專家就相關議題發表

演說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別如下： 

1. 「多明尼加投資環境簡介」：多明

尼加外銷投資暨推廣部(CEI-RD)

經理 Ms. Maite Hernández 

2. 「台灣工業發展背景及中小企業

組織架構及功能」：國經協會洪主

任委員慶忠暨中小企業協會國際

商務委員會召集人 

3. 「來自台灣的貿易融資夥伴」：中

國輸出入銀行黃經理富生 

除參與雙邊會議外，訪問團亦於

訪多期間參訪旅多台商喜多造紙廠、

拜會多明尼加總統府行政部部長 Mr. 

José Ramón Peralta以及參訪多京首都

科技園區。 

拜會多明尼加總統府行政部長

José Ramón Peralta 時，P 部長表示多

明尼加在政治、治安及經濟各方面都

有利國外投資者前來，為中美洲國家

第 3 大熱門移民國。 目前多明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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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能源，需要節能產品，目前開放

能源發展，正開發火力發電廠，歡迎

台灣廠商或政府前來投資。 

 

左起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多明尼加
洪主任委員慶忠、多明尼加共和國全國民間
企 業 委員 會理 事 Mr. Antonio Ramos 

Fernández、駐多明尼加大使館侯大使平福、
多明尼加商工部長 Mr. José Del Castillo、中
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聖
多明哥工商會長 Mr. Pedro Pérez González、
多明尼加外銷投資暨推廣部(CEI-RD)經理
Ms. Maite Hernández、中國輸出入銀行黃經
理富生 

 

第 1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第 1 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

於 11 月 24 日假海地貝松市舉行。會

議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及海地商工總

會 Mr. Didier Fils-Aimé共同主持。我

駐海地大使館黃大使再求及海地貿工

部長 Mr. Wilson Laleau 亦以貴賓身分

致詞。台海雙方，共計 84 人與會。 

會議以「經濟情勢與投資環境簡

介」、「中小企業經驗分享」、「來自台

灣的貿易融資夥伴」為主軸，會中邀

請雙方業者專家就相關議題發表演

說，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別如下： 

1. 「 Qu’est-ce qu’un micro parc 

industriel?」：海地貿工部總司長

Mr. Ghisler Dugas 

2. 「海地投資環境」：海地投資促進

中心主任 Ms. Norma Powell 

3. 「海地的旅遊投資商機」：海地光

部 投 資 處 處 長 Mr. Ulrick 

Emmanuel NOEL 

4. 「台灣工業發展背景及中小企業

組織架構及功能」：國經協會洪主

任委員慶忠暨中小企業協會國際

商務委員會召集人 

5. 「海外工程公司在海地」：海外投

資開發公司張協理士錡 

6. 「來自台灣的貿易融資夥伴」：中

國輸出入銀行黃經理富生 

大會結束後，雙方業者分別就綠

能、鋼鐵、農產品及融資等產業現況

進行交流討論，尋求實質合作商機。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

參訪 SONAPI 工業區、台商正到成衣

廠、Artibonite 省 Pont-Sondé 地區稻

種培育計畫、UNIBANK 以及 GB 集

團，並在駐海地大使館黃大使再求安

排下，於 11 月 24 日下午覲見海地總

統馬德立閣下。 

  目前海地銀行與台灣銀行尚未建

立合作關係，UNIBANK 為海地首屈

一指的金融集團，代表中國輸出入銀

行黃經理富生於參與此次拜會後，未

來也考慮將 UNIBANK 列入合作夥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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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屆台海地經濟聯席會議，國經協會王理
事長鍾渝致贈海地貿工部長 Mr. Wilson 

LALEAU 禮品 

海地總統馬德立閣下(右)與國經協會王理事
長鍾渝合影 

 

第 12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為加強拓展我國與波蘭間的經貿

合作交流，本會與波蘭商業總會

（Polish Chamber of Commerce）特於

本(103)年 12 月 2 日上午假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 202 室舉辦「第 12 屆台

波(蘭)經濟合作會議」，會議由本會

黃副理事長博治及波蘭商業總會會長

Dr. Andrzej Arendarski 共同主持，我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副局長淑媚、波

蘭經濟部次長 Mr. Andrzej Dycha、華

沙貿易辦事處代表 Mr. Marek Wejtko

（魏馬克）等應邀於會中致詞，台、

波工商界代表共計 60 多人出席。 

  本屆會議針對下列議題邀請專家

提出報告： 

 「台灣投資環境簡介」：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陳明祥經濟副參

事 

 「波蘭創新經濟政策」：波蘭

商業總會會長 Dr. Andrzej 

Arendarski 

 「台灣肉品市場與消費者期

待」：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科學

技術學系陳明汝系主任 

 「波蘭食品產業概況」：波蘭

商業總會推廣中心主任 Mr. 

Bozena Wroblewska 及波蘭屠

宰及肉品生產者協會副理事長

Mr. Piotr Ziemann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及波蘭商業

總會會長 Dr. Andrzej Arendarski 共同

簽署聯合聲明，同意明（104）年在波

蘭華沙舉行「第 13 屆台波(蘭)經濟合

作會議」。 

 

第 7屆台奧經濟合作會議 

「第 7 屆台奧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4 年 11 月 24 日假維也納舉行，由

本會奧地利委員會余主任委員俊彥與

奧地利聯邦工商總會副處長 Mr. Karl 

Hartleb 共同主持，雙方共約 25 人出

席，我駐奧地利代表處陳組長槱順以

貴賓身分蒞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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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特別針對「環保科技」、

「生技製藥」及「文創」等產業安排

專題演講，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

下： 

1. 「節能與綠能商機」：台達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林忠毅先生 

2. 「台灣製藥產業發展現況」：晟

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許瑞寶總

經理 

3. 「奧地利之能源永續性及綠色科

技」：奧地利聯邦工商總會環境

及能源政策部門專家 Mr. Axel 

Steinsberg 

4. 「奧地利做為歐洲創意中心」：

奧地利聯邦工商總會創意產業計

畫經理 Ms. Reanne Leuning 

5. 「奧地利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現

況」：奧地利聯邦工商總會出口

服務主任 Mr. Johannes Lenzhofer 

本會奧地利委員會余主任委員俊

彥與奧地利聯邦商工總會副處長

Mr. Karl Hartleb 於會中共同簽署

聯合聲明，雙方同意明（104）年

擇期在台北召開「第 8 屆台奧經

濟合作會議」。 

除參與「第 7 屆台奧經濟合作會

議」外，訪問團亦拜會能源氣候保護

產業聯合協會及 Aspern 智慧城市

等。點晶科技公司藉由本次會議，將

透過奧地利聯邦工商總會協助，找尋

奧國文創產業廠商，共同探尋於 LED

相關產品上之合作。 

台奧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左：奧地利聯邦工
商總會副處長 Mr. Karl Hartleb / 右：本會奧
地利委員會余主任委員俊彥) 

 

台斯(洛維尼亞)企業論壇 

「台斯(洛維尼亞)企業論壇」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假斯洛維尼亞盧比亞納

(Ljubljana)舉行，由本會斯洛維尼亞委

員會黃主任委員博治與斯洛維尼亞商

工總會國際關係處主任 Mr. Ales 

Gantarutti 共同主持，雙方共約 30 人

出席。會中安排 4 場專題演講，雙方

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下： 

1. 「台灣創新」：我布達佩斯台灣貿

易中心郭主任明修 

2. 「台斯資通訊產業合作概念」：新

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暨點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際遠董事長 

3. 「斯洛維尼亞商業暨投資概況」：

斯洛維尼亞投資局副局長 Mr. 

Zoran Stamatovski 

4. 「斯洛維尼亞環保科技之現況與

趨勢」 :斯洛維尼亞商工總會環境

保護處資深顧問 Ms. Antonija 

Božič Ce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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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與斯洛維尼

亞商工總會會長 Mr. Samo Haribar 

Milic 於 11 月 26 日拜會 M 會長時共

同重新簽署合作備忘錄，期藉由備忘

錄之簽署，增進兩會之合作交流，並

促進台斯兩國經貿合作關係。 

 除參與「台斯企業論壇」外，訪

問團亦參觀拜會 Insol Ltd 及 Gorenje 

Group 家電製造商等公司。Gorenje 

Group 家電製造商對暵暘綠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加熱系統的瞬間加熱技

術，及鈞富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能量

回收再利用」的壓力能發電技術深感

興趣，特與兩公司代表洽詢其專業技

術之運用，期透過進一步的暸解探尋

企業合作之可行性。 

 

「台斯企業論壇」於 11 月 26 日假斯洛維尼
亞商工總會舉行 

本會斯洛維尼亞委員會黃主任委員博治(右
四)及斯洛維尼亞投資局副局長 Mr. Zoran 

Stamatovski(左二)、斯洛維尼亞商工總會環
境保護處資深顧問 Ms. Antonija Božič 

Cerar(中間紅衣) 

 

 

 

 

 

台斯雙方廠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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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宏都拉斯總統特派亞洲區貿易投資代

表 Mr. Arnaldo Castillo 及宏國投資

促進部部長 Mr. Yankel Rosenthal 歡

迎午宴 

宏都拉斯總統特派亞洲區貿易投

資代表 Mr. Arnaldo Castillo 及宏國投

資促進部部長Mr. Yankel Rosenthal應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邀請於本（103）年

11 月 25 至 27 日來華訪問，本次訪華

期間拜會宣德能源、美福國際、參訪

臺灣精品館、金車公司、中國輸出入

銀行、台灣菸酒公司、外貿協會、海

外投資開發公司暨海外工程公司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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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於 11 月 27

日假尚林鐵板燒設午宴款待，邀請宏

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米薩

耶、台灣糖業公司陳董事長昭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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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輸出入銀行牟副總經理華宇等同

席，餐會中雙方就台宏雙邊貿易及投

資等議題交換意見。 

(從左至右)中國輸出入銀行牟副總經理華
宇、台灣糖業公司陳董事長昭義、宏國投資
促進部部長 Mr. Yankel Rosenthal、本會簡副
理事長漢生、宏都拉斯總統特派亞洲區貿易
投資代表 Mr. Arnaldo Castillo、宏都拉斯共
和國大使館米薩耶臨時代辦、中華整廠發展
協會張理事長金德 
 

愛沙尼亞物流產業聚落經理 Mr. 

Illimar Paul 拜會本會 

愛沙尼亞物流產業聚落(Estonian 

Logistics Cluster)經理 Mr. Illimar Paul

於本年 11 月 19-22 日訪華，拜會相關

廠商並進行明(104)年 4月組團訪華出

席「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

議」籌備工作。 

P 經理於 11 月 20 日前來拜會本會李

秘書長傳亮，雙方就預訂於明年 4 月

在台北召開「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

濟合作會議」之籌備工作進行交流與

討論。 

午間由本會李秘書長傳亮與台灣車載

資通訊產業協會周秘書長宗保聯合以

午宴款待 P 經理，並邀請凱銳光電公

司、大同公司、廣昌科技公司、微捷

科技公司共同與宴，雙方就智慧電

網、物流運輸、車輛系統整合等方面

探討合作機會。 

 
 
 
 
 
 
 
 
 
 
 
 
 

 
愛沙尼亞物流產業聚落經理 Mr. Illimar Paul

拜會本會李秘書長傳亮 
 

西班牙國會議員拜會簡副理事長漢生 

 西班牙國會眾議員一行 5 人於

103 年 12 月 1-5 日期間來華訪問，以

增進對我國經濟情勢與產業環境之瞭

解，並於 12 月 3 日下午前來拜會本會

簡副理事長漢生，雙方就如何加強推

動雙邊貿易與投資，以及透過雙方輪

流辦理之「台西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

聯席會議」之平台，以促成產業合作

等議題進行討論。是日晚間簡副理事

長以晚宴款待西班牙國會議員，並邀

請經濟部卓次長士昭、海外投資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歐董事長鴻鍊、外交部

藍大使智民、西班牙商務辦事處秘書 

長 Mr. Andrés Rodes 等重要賓客與

會，共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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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漢生副理事長(左 4)、西班牙眾議員 Mr 

Joaquín María GARCÍA DÍEZ (左 3)、Mr. 

Daniel SERRANO CORONADO (左 2)、Ms. 

Marta GONZÁ LEZ VÁ ZQUEZ (右 4)、Mr. 

Jesús CAICEDO BERNABÉ (右 3)、 Ms. 

Concepción GONZÁ LEZ GUTIÉRREZ (右2) 

 
 

瑞士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Jost Feer 

一行拜會本會 

 瑞士商務辦事處代表Mr. Jost Feer

陪同瑞台貿易協會總裁Mr. Ernst 

Balmer及前副總裁Mr. Kurt Meier一

行3人於103年12月9日前來本會拜會。 

瑞士Feer代表將於今年年底退休，特

前來本會拜會，由本會劉組長鳳卿接

見，雙方就如何持續推動台瑞(士)雙

邊經貿合作關係、台瑞兩國產業最新

發展、召開台瑞經濟合作會議等相關

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及討論。 

F 代表表示，台瑞(士)兩國雖缺乏天然

資源，但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且是

以中小企業為主之經濟體，希望未來

藉由瑞台貿易協會及瑞士商務辦事處

持續推動與本會進行合作。劉組長鳳

卿也表示，希本會與瑞士工商組織簽

署合作協議，並召開民間經濟合作會

議，以進一步推動台瑞雙邊實質經貿

合作交流。 

瑞士商務辦事處代表 Mr. Jost Feer(右二)及
瑞台貿易協會總裁 Mr. Ernst Balmer(左一)

及前副總裁 Mr. Kurt Meier(右一)，本會劉組
長鳳卿(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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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103年 11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1月出口266.8億美元，較上月減

0.8%，較上年同月增3.7%；累計1至

11月出口2,882.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3.3%。 

(二)進口 

 11月進口224.6億美元，較上月減

0.8%，較上年同月減5.1%；累計1至

11月進口2,530.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3.0%。 



22 / 35 

 

(三)出入超 

 11 月出超 42.2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月減少 1.4 億美元；累計 1 至 11 月出

超 351.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8.5

億美元。(財政部統計處 2014-12-08)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2014 

Aug Sep Oct 

GDP 1.48 2.11 3.62 3.78 3.41 

CPI 1.93 0.79 2.07 0.72 1.07 

Unemployme

nt rate 
4.24 4.18 4.08 3.96 3.95 

Export -2.3 1.4 9.6 4.7 0.7 

Imports -3.9 -0.2 14.1 0.2 -1.4 

Export orders 1.12 0.44 5.2 12.7 13.4 

Industrial 

production 
-0.25 0.65 7.03 10.3 9.0 

Monetary 

aggregate(M2) 
3.5 5.8 5.7 5.0 --- 

Stock Market 7,700 8,612 9436 8967 8975 

十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經濟部助攻穆斯林市場商機 

 經濟部為協助我國業者開發穆斯

林市場，除規劃一系列穆斯林市場展

團活動、洽邀外商來台採購及穆斯林

市場研究探查外，近期更協助「台灣

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THIDA)

取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認可其

核發之清真認證，此為我國清真認證

食品銷往中東國家之第一張通行證。

由於阿聯大公國居海灣諸國經貿領先

地位，該國對 THIDA 之認可，將有

利 THIDA 繼續取得沙國、科威特以

及海灣其他國家之認可，亦是我國業

者開拓中東市場之新契機。 

    經濟部貿易局表示，目前全球信

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超過 16 億

人，隨著穆斯林人口的成長帶來的消

費者購買力的提升，穆斯林市場從食

衣住行育樂，衍生到各類產品與服務

需求預期將大量增加，行政院為協助

我國廠商掌握此一市場商機，已於

102 年成立「穆斯林市場開發推動小

組」，並要求經濟部成立「穆斯林市場

開發工作小組」，專責協調各部會推動

開發穆斯林市場相關事宜，經濟部亦

配合推出下列具實效性的拓銷作法，

包括提供誘因鼓勵廠商取得清真認

證、辦理清真商機研討會，以及舉辦

清真食用品展。 

    經濟部表示，後續將持續透過參

加國際重要清真專業展或籌組清真產

品拓銷團、辦理包裝設計輔導研討

會、於目標市場展覽設置清真形象櫥

窗、加強媒體廣告宣傳、航空公司班

機上販售我清真認證食品、向國內認

證餐廳推介我商獲認證之清真食品、

加強邀請穆斯林市場買主參與展團活

動並來台採購等多面向之推動策略及

作法，協助我國業者掌握先機，搶進

穆斯林市場這片新藍海，為台灣廠商

找到下一個新舞台。  (資料來源 : 

2014-11-23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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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頁岩油無懼低價，沙烏地阿拉

伯殺價戰輸定了 

 由沙烏地阿拉伯領軍的中東產油

國近來發動流血殺價競爭，甚至不惜

犧牲市場信譽單獨為美國降價，希望

藉以擊潰頁岩油。但花旗銀行分析師

認為，看似主動出擊的沙烏地阿拉伯

在這場廝殺中，反倒比較像是被宰殺

的獵物，註定沒有贏得可能。 

 沙烏地阿拉伯發動殺價戰主要是

著眼於美國頁岩油開採成本較高，認

為壓低油價必能將之逼退。雖然邏輯

很簡單，但卻撥錯了算盤，沒有將美

國頁岩油業者逆境求生的市場本能

納進去考慮，恐發揮不了預期效果。 

 財經網站 BusinessInsider 報導，

花旗總經分析師指出，美國各地頁岩

油的開採成本有高有低，最高達

70~80 美元、最低可落至 30 美元左

右，光是要完全凍結產出成長，估計

油價必須降至每桶 50 美元，長期養

尊處優的沙烏地阿拉伯能否忍受如

此低的油價將是個問題，還未逼退敵

人前，國內恐已先開始造反。 

紐約商業交易所 (NYMEX)原油

期貨 6 日下跌 1%、收 77.91 美元，6

天以來第 5 度收低。花旗估計油價如

果進一步跌破 70 美元，美國頁岩油產

出成長今年將減速 25%、明年降低

50%，但仍無法完全制止產出總量繼

續攀升。花旗預測美國快則 2018 年、

最慢拖不過 2020 年將成為石油淨出

口國。 (資料來源: 2014-11-26 中時電

子報) 

 

美國貿易夥伴 台灣躍升前十大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最新統計顯

示，台灣今年前 10 月與美國的貿易總

額逾 564 億美元，躍升為美國第 10

大的貿易夥伴。 

 商務部轄下的人口調查與統計局

（Bureau of the Census）公布的最新

數據顯示，今年前 10 個月，累計台美

貨品貿易進出口總額達 564 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7.1%，在美國 224 個

貿易夥伴中，台灣排名第 10。 

 其中，美國出口台灣達 222.69 億

美元，與去年同期相較，成長 6.6%；

自台灣進口金額達 341.52 億美元，與

去年同期相較，成長 7.4%。 

  台灣對美貿易順差今年前 10個月

達 118.8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8.9%。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表示，經貿

數據顯示，近年來台美關係達到前所

未有的最佳狀態，而台灣從今年前 9

個月的貿易總額為美國第 11 大夥

伴、到今年前 10 個月累計躍入前 10

名榜中，更顯示台灣不論在兩岸、美

國、甚至與亞太區域貿易中所扮演的

角色不可忽視。 

  駐美代表處進一步指出，這更說

明，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若少

了台灣參與，恐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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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部統計顯示，中國大陸是美

國第 2 大貿易夥伴，累計今年前 10

個月、美國與中國雙邊貿易總額約

4836 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大陸

出口 996.03 億美元。 

  相較於今年前 10個月美國對台灣

出口 222.69 億美元，美國出口大陸約

是出口台灣的 4.47 倍。 

  而大陸面積為台灣的 265 倍、人

口為 58 倍，駐美代表處說，這顯示台

灣經貿成就與實力驚人。 (資料來

源:2014-12-10 中央社) 

凱瑞：樂見台灣加入 TPP 

美國在台協會今天說，美國國務卿

凱瑞與台灣代表蕭萬長在 APEC 會

面，凱瑞樂見台灣有興趣加入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 

  美國在台協會（AIT）上午發布新

聞稿說，美國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8 日與台灣代表蕭萬長在北京

亞太經合會（APEC）會面，雙方都

樂見美國與台灣之間蓬勃的經貿與民

間關係。 

  新聞稿指出，凱瑞特別強調台灣

關係法在過去 35 年來對於鞏固美台

關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重申美國

對於台灣關係法的承諾。 

 新聞稿說，凱瑞與蕭萬長在會談

中討論台灣希望與亞太地區經濟夥伴

加強經濟整合的議題。台灣是美國的

第 12 大經貿夥伴，凱瑞也樂見台灣有

興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但同時

也指出台灣必須進一步推展市場與投

資方面的改革，並展現實踐高標準貿

易自由化的決心。 

  新聞稿表示，凱瑞在會中再次感

謝台灣對於對抗伊波拉病毒在西非的

大規模擴散以及打擊「伊拉克與黎凡

特伊斯蘭國」所做的貢獻，其中特別

感謝台灣為那些因伊斯蘭國而流離失

所的中東難民提供了諸多協助。 

(資料來源:2014-12-15 中央社) 

工研院聯發科獲選全球百大創新 

情 報 資 訊 供 應 商 湯 森 路 透

(Thomson Reuters)全球百大創新機構

名單出爐，台灣工研院及手機晶片廠

聯發科獲獎。 

  湯森路透全球百大創新機構評選

活動開辦至今，進入第 4 年，主要透

過一系列與專利相關的評判標準，選

出全球百大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或團

體。 

  亞洲地區今年有 46 家上榜，首度

成為湯森路透全球百大創新機構最大

發源地；其中，日本有多達 39 家，韓

國有 4 家，台灣有工研院與聯發科 2

家，中國大陸華為首次進榜。 

  北美地區有 36 家入選，其中美國

有 35 家，加拿大 1 家；歐洲有 18 家

獲獎，其中法國有 7 家，瑞士有 5 家，

德國有 4 家，英國儘管極力透過稅務

相關立法，期能帶動創新，今年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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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上無名。 

以產業別區分，半導體與電子零組件

最多，有 21 家進榜，電腦硬體業 13

家，工業界 8 家，汽車業 6 家。 

(資料來源: 2014-11-6 中央社) 
 

科威特中東國際發明展 台灣奪第一 

  2014 科威特中東國際發明展台灣

代表團傳回捷報，台灣這次有 16 人、

共 22 件作品參加，拿到五金八銀六銅

與兩件大會特別獎，成績比去年略為

退步，但團體得牌數還是世界排名第

一。 

 其中國禾公司朱峯松研發的「傳

動旋轉扭力緩衝軸」、福漢奈米醫藥公

司陳維福研發的「茶水分離好茶福」，

各拿到一面特別獎，兩項產品也引起

當地廠商的興趣，洽詢不斷。 

 大仁科技大學共獲得一金三銀三

銅一特別獎，是這次展覽中最大贏

家，其中「手環式充電裝置」獲金牌。 

 (資料來源:2014-12-6 聯合報) 

 

行動第一谷歌：亞洲改變世界 

  Google 今天在台北舉辦亞太區

媒體活動，執行董事長施密特透過視

訊指出，亞洲是連網人口成長最快區

域，也是智慧型手機成長最迅速的市

場，正引領全球進入「行動第一」的

世界。 

 施密特(Eric Schmidt)表示，3 年前

在巴塞隆納舉辦的世界行動通訊大會

(Mobile World Congress)，他曾經大膽

預測新成立的公司都應該要採取「行

動第一」的策略，這樣的說法在當時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因為當年智慧型

手機在美國的市占率僅約 15%。 

 他說，後來每次造訪亞洲，都可

以明顯感覺到亞洲正在朝「行動第一」

的方向快速成長，因為亞洲是連網人

口成長最快的區域，也是智慧型手機

成長最迅速的市場；亞洲的行動網路

環境是絕佳的實驗室，為測試開放平

台帶來優勢。 

 施密特指出，2011 年亞洲在智慧

型手機上所發生的大事並不是「行動

力」，而是「開放」的概念，「開放」

代表在所有地方都能實現相同的結

果。 

 他舉例，現在廣受歡迎的通訊應

用程式 Line，在 5 年前根本不存在，

過去要用統一的平台讓日本、韓國跟

泰國的使用者互相溝通根本是不可能

的事。 

 此外，他指出，東南亞最受歡迎

的叫車服務 App--GrabTaxi，5 年前也

不可能風靡市場，因為當時智慧型手

機對馬尼拉、曼谷這些城市的計程車

司機來說太昂貴，不像現在這麼普及。 

 Google全球副總裁暨 Google Play

亞太區負責人 Chris Yerga 指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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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推動全球化的新浪潮，這股浪潮

從東方席捲西方。他以自拍(selfie)和

自拍棒(selfie stick)為例，這 2 項都是

亞洲的原創產物，現在全世界正吹起

自拍熱潮，顯示這股行動趨勢中，西

方國家比亞洲國家落後許多。 

 他指出，不少亞洲消費者把智慧

型手機當作唯一的上網裝置，其中馬

來西亞的比例最高，達到 35%，預期

未來 10 年比例將繼續成長。當歐洲和

美國企業開始在談「行動第一」和「行

動唯一」的趨勢時，這個現象在亞洲

是「現在進行式」。 

 Google 今天舉辦「Google 行動視

界(The Mobile First World)」亞太區媒

體活動，深入探討亞洲「行動第一」

風潮引領全球行動趨勢，共有來自 15

國、超過 200 位媒體工作者參加。 

 會中展示多款尚未在亞太區上市

的 行 動 裝 置 ， 包 括 搭 載 最 新

Android5.0 Lollipop 作 業 系 統 的

Nexus 6 手機、Nexus 9 平板、高規格

平價手機 Android One，以及多款

Android Wear 智慧型手錶等，讓與會

者了解最新的行動趨勢。(資料來源：

2014-12-6 中央社) 

陳銘政：協助台灣產品拓銷東協 

外貿協會東南亞拓銷團今天在曼

谷舉辦招商洽談，中華民國駐泰國代

表陳銘政到場致意並表示，秉持「為

台灣產品找出口，為台商找出路」原

則，全力協助。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東南

亞拓銷團今天在泰國曼谷舉辦招商洽

談會，由市場拓展處副處長侯文欽率

領台灣生技和電子及食品等近 50 家

業者參與，原本預期泰國廠商下午才

會前來採購洽詢，結果出乎預期，上

午就湧入不少泰商。 

  陳銘政在開幕致詞時表示，明年

東協經濟團就要成立，廠商應把握這

個大好良機，在泰國先站穩腳步，先

拓展泰國市場再放眼整個東協地區。

他提到雖然泰國實施戒嚴法，但人民

的生活作息並未受到影響，所以優質

台灣產品在泰國甚至東協絕對有市

場。 

  他將秉持「為台灣產品找出口，

為台商找出路」原則，全力協助台商

和台灣產品拓展市場和尋找商機。陳

銘政隨後到各個攤位致意，詢問產品

特色和關切銷售情況。 

  台中萬益食品公司總經理陳君儀

表示，她第一次來參加，不了解市場

情況，想來試試水溫，陳銘政就鼓勵

她，應來參加每年的泰國食品展，會

有更多商機。 

  陳君儀表示，這一次帶來公司產

品有些似乎不適合泰國，像牛肉製

品，一般民眾好像比較少吃牛肉，但

素食部分如蒟蒻和豆干可能市場接受

度會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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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像上市公司堤維西帶來的

LED 燈和上洋公司的運動器材和康揚

公司的輪椅等產品，都受到許多泰商

的詢問。(資料來源：2014-11-10 中

央社) 

走出經濟死胡同 台紐 FTA 可鑑 

經濟部長杜紫軍表示，台紐 FTA

簽署後，雙方出口成長都有目共睹，

吸引其他國家對台灣自由貿易合作的

意願，也解答部分民眾對 FTA 的疑

慮。 

  杜紫軍接受東森財經台「老謝看

世界」主持人謝金河專訪，訪問在 22

日晚上播出，兩人在節目中談論中韓

自由貿易協定（FTA）對台灣影響與

其在區域經濟的定位。 

  對於 FTA 簽署後的效應，杜紫軍

指出，台紐 FTA 簽署後，台灣出口紐

西蘭成長 15%，紐西蘭出口台灣成長

24%，FTA 效應也影響其他國家與台

灣洽簽的意願。 

  杜紫軍表示，政府採用多元洽簽

模式開拓自由貿易協定，也就是跟來

台灣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都會去接觸

洽簽。 

  未來台灣與澳洲洽簽 FTA 是否

更有希望，杜紫軍認為，當然不排除

任何可能性，也會盡最大努力去尋求

跟貿易往來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 

  謝金河問到，台灣產業的價值在

從自身的品質與競爭力提升，比如中

國大陸紅色供應鏈扶植自身半導體產

業，其實也讓南韓出口中國大陸的產

業感到壓力。 

  杜紫軍解釋，政府已經針對不同

產業進行評估，討論不同策略。然後

讓業者自行決定哪些策略適用，再由

政府代表業者去談判。 

  產業競爭力在於推動核心競爭

力，杜紫軍表示，企業競爭力不夠，

簽再多 FTA 都沒用。而原本就有競爭

力的產業，再簽 FTA，絕對是有加乘

的效果。 

  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峰會 11

日閉幕時，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會後發表領袖宣言，提到亞太自貿

區（FTAAP）是所有 APEC 經濟體都

可以參與，宣言支持 APEC 對 FTAAP

的包容性。 

  杜紫軍強調，這份宣言代表台灣

至少拿到 FTAAP 的門票。至於先參

加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或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看兩個

經濟協定哪個先談完，就跟對方談。 

  不過杜紫軍也認為，FTAAP 達成

時間不會早於 TPP跟RCEP，但APEC

的會員體也認同 TPP跟 RCEP是未來

達到 FTAAP 的途徑之一。(資料來

源：2014-11-23 中央社) 

宏碁智慧手機 明年拼台前 5 大 

宏碁今天推出 5 吋 8 核 64 位元 4G 

LTE 智慧型手機 Liquid Jade S，宏碁

台灣區營運總部總經理黃鐘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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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主攻中價位、性價比高的產品，

希望明年攻上台灣前 5 大手機品牌。  

  宏碁 8月推出全球首款 8核心 4G 

LTE 智慧型手機 Liquid X1，搭載宏碁

獨創的「ZOOM FIT」、AcerExtend 等

功能，單機售價新台幣 7990 元，搭配

中華電信 4G 首航方案，月繳 936 元，

手機優惠價 0 元，推出後反應不錯，

今天再推出 5 吋 8 核 64 位元 4G LTE

智慧型手機，乘勝追擊。 

  黃鐘鋒說，台灣智慧型手機市場

價格帶介於 3000 到 2 萬元，宏碁鎖定

5000 到 7000 元機種，推出高性價比

的產品。希望藉由 Liquid X1、Liquid 

Jade S，以及明年第 1 季推出的新機

等產品，揮出一波波安打，目標明年

底前登上台灣前 5 大手機品牌。 

  他說，宏碁去年手機銷售 6 萬支，

今年預計成長到 10 萬支，目前達成率

約 80%。 

  黃鐘鋒說，以 10 萬支的銷售量來

看，宏碁今年在台灣智慧型手機市場

排名第 15，希望明年在新機帶動下，

銷量持續成長，來到 20 萬支，擠進

台灣前 5 大手機品牌。 (資料來源：

2014-12-9 中央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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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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Q3) 3.6 2.2 2.9 4.0(Oct) 1.7(Sep) 1.2 1.8 5.8(Oct) 

中國 7.3(Q3) 7.8 7.3 7.0 7.7(Oct) 1.6(Oct) 3.2 2.1 4.1(Q2) 

日本 -1.2(Q3) -1.6 0.9 1.1 0.8(Sep) 3.3(Sep) 1.0 2.8 3.6(Sep) 

英國 3.0(Q3) 2.8 3.0 2.7 1.4(Sep) 1.2(Sep) 2.7 1.6 6.0(Aug) 

加拿大 2.6(Q2) 3.6 2.3 2.5 3.2(Aug) 2.0(Sep) 1.1 1.9 6.5(Oct) 

歐元區 0.8(Q3) 0.6 0.8 1.2 0.7(Sep) 0.4(Oct) 0.7 0.5 11.5(Sep) 

奧地利 0.6(Q2) -0.6 1.0 1.3 -3.7(Aug) 1.6(Oct) 1.4 1.6 5.1(Sep) 

比利時 0.8(Q3) 0.8 1.0 1.2 0.5(Aug) 0.1(Oct) 0.6 0.7 8.5(Sep) 

法國 0.4(Q3) 1.1 0.4 0.8 -0.3(Sep) 0.5(Oct) 0.6 0.6 10.5(Sep) 

德國 1.2(Q3) 0.3 1.4 1.5 -0.2(Sep) 0.8(Oct) 1.2 1.0 6.7(Oct) 

希臘 1.7(Q3) na 0.4 2.3 -5.1(Sep) -1.7(Oct) -2.0 -1.5 25.9(Aug) 

義大利 -0.4(Q3) -0.4 -0.3 0.5 -2.9(Sep) 0.1(Oct) 0.8 0.3 12.6(Sep) 

荷蘭 1.1(Q3) 0.7 0.6 1.3 -1.1(Sep) 1.1(Oct) 1.6 0.8 8.0(Sep) 

西班牙 1.6(Q3) 2.3 1.2 1.7 3.7(Sep) -0.1(Oct) -0.1 nil 24.0(Sep) 

捷克 2.5(Q2) 1.2 2.6 2.6 8.3(Sep) 0.7(Oct) 0.9 0.5 7.1(Oct) 

丹麥 0.3(Q2) 0.8 0.9 1.5 -0.6(Sep) 0.5(Oct) 0.7 0.7 5.0(Sep) 

匈牙利 3.2(Q3) 2.0 3.0 2.4 5.2(Sep) -0.4(Oct) 0.9 nil 7.4(Sep) 

挪威 -0.3(Q2) 3.7 2.2 2.5 7.5(Sep) 2.0(Oct) 2.4 2.0 3.7(Aug) 

波蘭 3.3(Q3) na 2.6 2.8 4.2(Sep) -0.6(Oct) 0.8 0.2 11.3(Oct) 

俄羅斯 0.7(Q3) na 0.4 0.6 2.9(Sep) 8.3(Oct) 6.2 7.5 4.9(Sep) 

瑞典 2.6(Q2) 2.9 2.1 2.6 -4.3(Sep) -0.1(Oct) -0.1 nil 7.5(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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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4.1(Sep) 9.0(Oct) 7.7 8.9 10.1(Aug) 

澳洲 3.1(Q2) 2.0 3.0 2.9 4.6(Q2) 2.3(Q3) 2.2 2.6 6.2(Oct) 

香港 2.7(Q3) 6.8 2.4 2.6 2.2(Q2) 6.6(Sep) 4.6 4.0 3.3(Oct) 

印度 5.7(Q2) 3.1 6.0 6.5 2.5(Sep) 5.5(Oct) 10.2 8.0 8.8(2013) 

印尼 5.0(Q3) na 5.2 5.6 10.9(Sep) 4.8(Oct) 7.9 6.3 5.9(Q3) 

馬來西亞 5.6(Q3) na 6.0 5.4 5.4(Sep) 2.6(Sep) 2.6 3.1 2.7(Aug) 

巴基斯坦 5.4(2014) na 5.4 4.4 5.3(Aug) 5.8(Oct) 9.1 8.0 6.2(2013) 

新加坡 2.4(Q3) 1.2 3.4 3.7 -1.2(Sep) 0.6(Sep) 1.6 1.2 1.9(Q3) 

韓國 3.2(Q3) 3.5 3.5 3.7 1.9(Sep) 1.2(Oct) +0.9 +1.5 3.2(Oct) 

台灣 3.8(Q3) 2.0 3.7 3.5 10.3(9 月) 1.1(10 月) 0.6 1.5 3.9(9 月) 

泰國 0.6(Q3) 4.4 1.4 4.1 -3.9(Sep) 1.5(Oct) +1.5 +2.1 0.8(Sep) 

阿根廷 nil(Q2) 3.6 -1.4 1.6 -1.7(Sep) - - - 7.5(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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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0.9(Q2) -2.4 0.4 1.4 -2.1(Sep) 6.6(Oct) 5.8 6.3 4.9(Sep) 

智利 1.9(Q2) 0.6 2.0 3.4 -0.2(Sep) 5.7(Oct) 1.7 4.3 6.6(Sep) 

哥倫比亞 4.3(Q2) -0.6 5.0 4.4 1.7(Sep) 3.3(Oct) 1.8 2.8 8.4(Sep) 

墨西哥 1.6(Q2) 4.2 2.4 4.0 2.1(Jul) 4.1(Aug) 3.5 3.8 4.9(Aug) 

委內瑞拉 1.0(Q4) 3.6 -2.5 -0.5 0.8(Sep) 63.4(Aug) 45.4 62.2 7.0(Sep) 

埃及 3.7(Q2) na 2.2 3.0 30.4(Sep) 11.9(Oct) 10.5 10.7 13.3(Q2) 

以色列 2.5(Q3) -0.4 2.0 3.1 5.7(Aug) -0.3(Oct) 1.8 0.5 6.5(Sep) 

沙烏地阿拉伯 4.0(2013) na 4.1 4.2 na 2.6(Oct) 3.0 2.9 5.6(2013) 

南非 1.0(Q2) 0.6 1.6 2.9 8.2(Sep) 5.9(Sep) 6.0 6.2 25.4(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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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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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毛治國院長, 外交部林永樂部長, 經濟部鄧振中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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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 % (2014 年 11 月) 

0.79%(2013 年) 

失業率 
3.96% (201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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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為 266.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3.7％) 

2014 年 1-11 月為 2,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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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為 224.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0.8%) 

2014 年 1-11 月為 2,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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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 億美元(至 201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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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年度暫訂計畫  

歐洲以外地區（亞太、非洲、拉美、南亞、中東） 
2014/12/22 

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  1-6 月 第 15 屆台印(度)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  1-8 月 國際仲裁及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研討會 台北 

3.  1-10 月 第 12 屆台巴(西)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4.  4-10 月 第 21 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5.  3-10 月 第 7 屆台以(色列)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6.  3-10 月 第 23 屆台菲(律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7.  3-10 月 第 25 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8.  3-10 月 第 2 屆台緬(甸)經濟聯席會議 仰光 

9.  3-10 月 第 5 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0.  3-10 月 第 2 屆台柬(埔寨)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11.  3-10 月 尼加拉瓜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2.  3-10 月 多明尼加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3.  3-10 月 海地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4.  5-6 月 第 20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雅加達 

15.  6 月 8-13 日 第 9 屆世界商會大會 義大利杜林 

16.  6-7 月 第 13 屆台星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7.  6-10 月 第 1 屆台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 摩洛哥 

18.  6-10 月 第 1 屆台突(尼西亞)經濟聯席會議 突尼西亞 

19.  6-10 月 第 1 屆台索(馬利亞)經濟聯席會議 索馬利亞 

20.  6-10 月 第 2 屆台布(吉納法索)經濟聯席會議 布吉納法索 

21.  7-12 月 第 19 屆台墨(西哥)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 

22.  7-12 月 第 5 屆台瓜(地馬拉)經濟聯席會議 瓜地馬拉 

23.  7-12 月 第 6 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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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24.  7-12 月 第 4 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哥倫比亞 

25.  9 月 第 29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土耳其伊斯坦堡 

26.  9-11 月 第 16 屆台馬(來西亞)經濟聯席會議 馬來西亞 

27.  9-11 月 第 14 屆台蒙(古)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8.  9-11 月 第 29 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29.  9-12 月 第 40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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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4 年年度暫訂計畫 

歐洲地區 
 

2014/12/23 

No. 暫定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  2-6 月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  2-6 月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3.  4-10 月 第 2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4.  4 月 赴羅馬尼亞及波赫經貿訪問團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Brasov、 

賽拉耶佛(Sarajevo)、Monstar 

5.  5 月 第 21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海牙 

6.  5-6 月 第 1 屆台克(羅埃西亞)經濟合作會議 薩格勒布(Zagreb) 

7.  9 月 第 4 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赫爾辛基 

8.  5-10 月 第 5 屆台拉(脫維亞)經濟合作會議 里加 

9.  5-6 月 第 19 屆台西(班牙)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聯席會議 馬德里、巴塞隆納 

10.  5-6 月 第 3 屆台葡(萄牙)經濟合作會議 里斯本、奧波多 

11.  5-6 月 第 31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斯德哥爾摩 

12.  5-6 月 第 4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 索菲亞 

13.  6 月 第 13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華沙 

14.  6-11 月 第 15 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5.  9-11 月 第 6 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莫斯科 

16.  9-11 月 第 17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北 

17.  9-11 月 第 6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伊斯坦堡 

18.  11 月 第 8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9.  10-11 月 第 16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0.  4-11 月 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1.  2-11 月 第 4 屆台義(大利)經濟合作會議 羅馬 

22.  9 月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3.  5-11 月 第 2 屆台丹(麥)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4.  6-11 月 第 3 屆台喬(治亞)經濟合作會議 提比里斯(Tbilisi) 

25.  1-11 月 派員赴巴爾幹地區國 
波赫、羅馬尼亞(相機)、阿爾

巴尼亞 

26.  1-11 月 派員赴中亞地區國家參訪 哈薩克、吉爾吉斯 

27.  2-11 月 巴爾幹半島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28.  2-11 月 中亞地區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29.  2-11 月 俄羅斯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