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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俯視歐盟國家! 德國 2014 年新建置風

能發電容量多達 5.2GW  

身為全球最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電的

國家之一，目前德國的太陽能及風能

發電已低於德國電網平均價格，但為

了達到 2022 年廢核目標，德國政府

絲毫不敢鬆懈，持續強化其「能源過

渡計畫」。最新出爐的資料顯示，2014 

年德國以多達 5.2 GW 的新建置風能

發電容量打敗其他歐盟國家。 

根據歐洲風能協會（EWEA）於 2 月 

10 日公布的資料指出，2014 年歐盟

國家新上線的風能發電容量近  11.8 

GW，約占所有能源總新增發電容量的 

43.7%。其中，除了德國以將近歐盟新

上線的風能發電容量一半、多達 5.2 

GW 居冠外，英國新增的安裝量也達 

1.7 GW，其次為瑞士的 1.05 GW 及法

國的 1.04 GW。 

相較於新建置的風能發電容量，歐盟

地區其他能源新增發電容量遠輸於風

能，燃煤為 3.3 GW、天然氣則為 2.3 

GW，使風能成為該地區成長最快速的

能源類型。 

至於風能安裝量遠不及歐盟國家平均

值的，包括總風能發電容量只有 3.1 

MW 的斯洛伐克、完全沒有風電場的

馬爾他、總風能發電容量為 58.3MW

的盧森堡及 146 MW 的賽普勒斯。(資

料來源: 科技新報 2015-02-13) 

 

德國輕易通過延長希臘經援期限 

德國財政部長 Wolfgang Schäuble 早前

承認，國會議員面對著困難的決定，

但是他提醒他們說，推翻協議將會帶

來重大損害。歐元區財政已經在周二

通過希臘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議。 

德國是歐盟的經濟龍頭，該國通過協

議特別重要。周五的國會投票最終以

542 票贊成、32 票反對、13 票棄權而

獲得通過。Schäuble 對國會說：「我們

德國人應該盡辦法維持歐洲統一」。他

說：「我們不是談論向希臘提供新的大

筆貸款，而是讓他們有更多時間來完

成這個計劃。」 

在德國國內，各方的疑慮此起彼落。

德國銷量最大的小報《圖片報》大字

標題說「不！」，又說「不再給幾十億

予貪婪的希臘！」。總理梅克爾的基民

黨和盟友巴伐利亞的基社黨內鷹派人

物都把延長期限協議形容為縱容希

臘。 

就是財長 Schäuble 本人也曾經表示對

希臘政府的改革誠意表示懷疑。不過，

BBC 駐柏林記者麥金尼斯說，德國國

會議員感到除了通過投票之外，別無

選擇，因為歐元區解體將意味著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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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損害，歐元的信用勢將蕩然無存。 

此外，雖然挽救配套獲得延長，但是

希臘仍然面對還款的艱巨任務。希臘

需要在 4 月提交詳細的改革計劃，並

在獲得最後一筆 72億歐元援助前證明

改革正在落實。 ( 資料來源 :BBC 

2015-02-27) 

 

2014 年奧地利風電增加 411.2 兆瓦，

排行歐盟第六 

根據歐洲風能協會（EWEA）統計資

料，2014 年底歐盟風力發電量已擴充

至 128,751 兆瓦，較前年同期增加

11,791 兆瓦。雖然當年度之燃煤及天

然氣發電仍是歐洲電力主要來源，風

電所占比例已達 14.1%，首次超過核

電（13.4%）。 

 雖然歐盟鼓勵發展綠能減碳，但天然

氣發電仍是 2014年最主要之電力供應

源。2000 年時天然氣占能源比例約

17%，至 2014 年成長至 22%。所幸燃

煤發電已從 14年前的 24%下降至 18%。

降幅最大的為核電，從 23%萎縮至

13.4%，而「較環保」的水電亦則從

21%減少至 16%。  

近幾年歐盟境內風電發展如上升氣流，

節節高升，但如 2012 年時 44%成長之

超高速擴充似已不再，2014 年之成長

率「僅」約 9%。  

2014 年新建風力發電機最多的盟會員

國為德國、其次為英國、瑞典、以及

法國，這 4 國新增風力約占全體數之

77.2%。波蘭與奧地利則分別排名第 5

與第 6 名。  

截至 2013 年底奧地利風力發電量為

1,684 兆瓦，至 2014 年底則成長至

2,095 兆瓦，增加 411.2 兆瓦，成長幅

度達 19.6%。  

西班牙係歐盟最大風力發電國，2014

年底之風電總量達 23,000 兆瓦，其次

為英國、義大利、瑞典、葡萄牙、以

及波蘭。(資料來源: 奧地利代表處經

濟組 2015-02-16)  

 

愛沙尼亞國會大選  

親西方執政黨獲勝 

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愛沙尼亞」舉

行國會大選，經濟與國家安全是選民

最關切的議題，在完成選票統計之後，

執政「改革黨」黨魁「洛伊瓦斯(Taavi 

Roivas)」今天早上宣布勝選。這次投

票率為百分之 63.7。 

愛沙尼亞舉行國會大選，朝野兩大黨

旗鼓相當，選情激烈，但由於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引發的安全隱憂，因此最

後結果顯示，親西方的執政黨略勝一

籌，贏得 28%的選票，可望在 101 席

的國會中，取得 30席，而最大在野黨、

親俄羅斯的「中央黨」獲得 25%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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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二；而得票第三高的「社會民

主黨」，得票率僅 15% 。 

執政黨與第三大黨「社會民主黨」原

本是執政聯盟，但這次他們的表現不

如上次、2011 年大選，喪失了 7 席，

未過半，因此必須要籌組新的聯盟，

但目前國會有六個政黨，各據山頭，

因此要另組新政府還需面臨諸多挑

戰。 

年僅 35 歲的「改革黨」黨魁「洛伊瓦

斯」是歐洲最年輕的總理，他已表明，

絕不與「中央黨」聯盟組閣。 

愛沙尼亞曾是前蘇聯的附庸國，在獨

立後，現已加入「北約組織」；不過，

鑒於烏克蘭事件殷鑑不遠，而且愛沙

尼亞境內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俄羅斯

裔，國家地理位置又緊鄰俄羅斯，因

此國家安全備受關切。 

近來愛沙尼亞領空曾多次遭俄羅斯入

侵，同時，去年一名愛沙尼亞官員還

遭俄國指控從事間諜工作而遭拘禁。

儘管北約保證會保衛愛沙尼亞，但若

俄羅斯真的大舉入侵，恐怕也是遠水

救不了近火。 (資料來源 : 鉅亨網

2015-03-02) 

英國潮差大 擬建首座潮汐發電廠 

英國是全球潮差第二大的國家，為了

發展綠色能源，潮汐潟湖電力公司

（TLP）宣布計畫興建 6 座潮汐發電廠，

預計可供應全英國 8%用電。唯潟湖發

電廠的造價不菲，首座在威爾斯史旺

西灣的發電廠就需要 10 億英鎊（約新

台幣 490 億元）。  

6座潮汐發電廠預估需要300億英鎊。

這也是英國在核能、風力發電投資後

的新嘗試，若完成將有助於英國在

2050 年前，達到減少八成溫室氣體排

放的目標。 

TLP 的執行長說，潮汐發電的優點是

汙染較少，且與風力、太陽能相較，

潮汐的可預測性高於風力及太陽能發

電，潮汐每天有 4 次，有助於準確計

算發電量，使用時間更長達 120 年。 

當然潟湖發電廠也會造成環境衝擊，

一些魚群可能誤入潟湖。專家則表示，

300 億英鎊的投資規模過於龐大，若失

敗代價將十分高昂，政府宜審慎評估。

(資料來源: 大紀元 2015-03-04) 

抗危機 俄砸 350 億美元紓困 

俄羅斯繼 27 日宣布實施「抗危機」計

畫後，28日公布總金額 2.34兆盧布（約

350 億美元）的計畫細節，聚焦紓困銀

行及大企業、協助業者度過眼前危機，

及提高社會補助，但縮減長期發展計

畫。盧布匯率並未因此獲得支撐，對

美元小貶約 0.5%。 

計畫內容顯示，1.55 兆盧布將用於支

撐銀行業，並將優先動支 1 兆盧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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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銀行的資本結構，資金來源是靠發

行公債。但許多分析師認為，這仍不

足以使俄羅斯銀行業擺脫泥淖。 

國家財富基金（規模 800 億美元的主

權基金）也將額外提供銀行業 5,500

億盧布資金，其中 3,000 億盧布撥予國

家開發銀行，以提高「對實質部門組

織的放款」。 

政府也將借1,600億盧布給地方政府，

1,880 億盧布用於提高退休金，以彌補

通膨損失。當局也將提供補貼及減稅

優惠給工業類企業、小型企業及農

業。 

政府將於 30 日前集思廣議，準備成立

一家「壞帳銀行」，收容問題銀行的資

產。政府將出資 2,000 億盧布，為實現

投資計畫、和當局批准目標所需的債

券貸款及債務重整計畫提供擔保。 

計畫指出，政府將削減 2015 年「大部

分」規劃支出達 10%，但國防、社會

支出及償債費用不刪。計畫並未說明

削減其他支出的細節，只表示將延後

執行一些長期性的計畫。總統普亭已

下令不得刪減國防及社會性支出 

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首席經濟學者茲

普雷娃指出，這項計畫可能是用來避

免俄國經濟急速惡化。(資料來源: 中

央社 2015-01-29) 

 

烏克蘭升息 22 碼 匯價重摔 

烏克蘭央行 5 日宣布基準利率一口氣

調升 22 碼至 19.5%，同時鬆綁貨幣管

制以贏得國際貨幣基金（IMF）金援，

卻引發烏克蘭貨幣格里夫納匯率激烈

震盪，單日重貶近 49%。 

面對貨幣劇貶，加上外匯存底去年僅

剩 75億美元，不足應付五周的進口額，

烏克蘭央行已幾乎無力挽回瀕臨破產

的經濟。 

烏克蘭央行調升基準的再融資利率，

自 14%升至 19.5%，6 日起生效，以尋

求抑制通膨。貨幣重貶讓烏克蘭通膨

年增率去年 12 月竄升至逼近 25%。 

烏克蘭央行還放棄格里夫納的指標匯

率，同時取消每日外幣標售，央行總

裁甘達列娃（Valeriia Gontareva）表示

目的是消除在銀行間與黑市之間的

「多重匯率」，但否認要讓貨幣自由浮

動。甘達列娃說：「因戰爭持續進行，

市場依然恐慌。」 

受鬆綁貨幣管制影響，格里夫納兌美

元 5 日盤中重貶 48.99%，報 25 格里

夫納兌 1 美元，創歷史新低，去年累

計重貶 48%，貶幅在全球居冠，原因

是受烏國政府軍對抗東部親俄叛亂份

子、外匯存底降至 11 年低點，與經濟

創 2009年來最大萎縮幅度等多重利空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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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銀行新興市場經濟學家艾許說：

「讓格里夫納貶到這個水準很可能是

IMF 的要求。該貨幣正試圖找到其匯

率水準。」 

烏克蘭目前亟需資金填補估計達 150

億美元資金缺口，以度過金融危機。

分析師指出，新一波戰事讓 IMF 等貸

款機構更難出手提供資金。 

甘達列娃表示，央行已與 IMF 敲定增

加金援的條件，但未透露具體金額。

然而條件不明，加上 IMF 代表團仍待

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讓一些分析師研

判央行要求提高金援的協商甚為艱鉅。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2015-02-06) 

亞洲區域新聞 

鴻海富智康 印度清奈廠傳熄燈 

9 日 外 電 傳 出 鴻 海 旗 下 富 智 康

（Foxconn）的印度清奈（Chennai）

廠，將在本周三永久關閉，並已對當

地工人提出優渥的遣散條件。對此，

可能因勞資雙方仍在協商之故，富智

康方面並未進行相關回應。 

主要生產諾基亞（Nokia）手機的富智

康清奈廠，受到近年訂單銳減，所以

在去年 12 月 24 日宣布暫停生產，進

行產線重整。根據印度時報近日報導，

富智康已決定本月 9 日終止清奈廠所

有活動，且已對工人提出一份資遣方

案，目前正等待工會回應。 

印度時報指出，該資遣方案將依每位

工人的年資，以每年發放 2 個月遣散

費、最多 12 個月的方式，再加上去年

的員工紅利（約 8,300 盧比）及其他獎

金。由於此方案比照諾基亞先前模式，

因此被認為條件十分優渥；根據協商

規則，在資方的資遣方案送出後，該

廠共1,306名的員工須在9日前決定是

否接受。 

有關關廠訊息與資遣方案，富智康則

暫時不對外回應。據業內人士指出，

印度規定關廠需政府同意，而工會態

度將影響政府決定；所以在勞資雙方

還沒有確定的結果出爐前，身為資方

的富智康方面，是不便對外表達意

見。 

先前有外電傳出，富智康在印度的大

客戶 Micromax，期望富智康能增資 20

億美元，買下清奈廠餘下屬諾基亞的

股權，以進行 Micromax 手機的在地化

生產，配合印度總理莫迪「Made in 

India」的政策。(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2015-02-10) 

 

印度大力刺激經濟  

基建投資 113 億美元 

印度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公布

了其第一個年度財政預算。這項對商

界有利的預算旨在為該國經濟吸引更

大的投資。在宣佈預算的時候，傑特

利表示，印度的經濟以非常強勁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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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在增長，通貨膨脹率有所降低，外

匯儲備非常高。 

在財政部長傑特利宣佈的預算中，值

得一提的是公司稅首次被削減。不過

他也宣佈了一些對窮人有利的措施，

其中包括推出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此預算宣佈之前，一個重要的政府

經濟報告指出，印度在 2015-2016 期

間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 8%。 

預算中除了在未來 4 年中公司稅削減

達 25%之外，還包括把社會福利金直

接打入民眾的銀行賬戶，以減少腐敗

和浪費；建立「全國統一社會保障體

制」，讓貧窮的印度人能夠享受到政府

補貼的保險和養老金。 

根據這項預算，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

開支將會增加 113 億美元，以促進經

濟發展；在該國建設五項超大型發電

量達 4000 兆瓦的電力工程，以幫助解

決該國的能源危機。 

另外該國的資產稅將會被取消，取而

代之的是對巨富征收額外的附加稅。

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的這項新預算

具有務實性、廣泛性和包容性，並對

社會保障體系也給於了重視。 

還有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印度政府所

面臨的挑戰是需要讓財政支出與財政

緊縮達到一個良好的平衡。 

傑特利表示，政府能夠達到之前所定

的讓財政赤字降低到 4.1%的目標。 

很多人認為，這次預算被認為是自從

1991 年以來最為重要的一次預算。 

而之前有分析稱，這項年度財政預算

是對莫迪改革形像和決心的第一個大

考，而印度民眾對莫迪的第一個年度

財政預算期待很高。 

他領導的政府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展

示他們如何在未來幾年改善印度經濟，

促進繁榮。 

去年 5 月，數以億計的印度選民投了

支持票，使莫迪獲得總理的寶座。這

些選民相信莫迪將為印度經濟和就業

的增長帶來最大的希望。 

報道指出，目前印度擁有人口12.5億，

其中一半都在年齡 25 歲以下。如果能

夠使這些年輕人獲得就業機會，將會

為印度的繁榮和經濟增長創造了一個

強大的引擎。但與此同時，印度全國

仍有幾億人生活在赤貧狀態。 

根據官方數字，印度經濟 2014 年第四

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7.5%。根據這一

數據，印度已經成為全球大國經濟中

增長最快的。(資料來源: BBC 中文網

2015-02-28) 

重新審查 斯里蘭卡暫停大陸投資案 

斯里蘭卡甘冒與最大外資來源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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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出現外交爭端的風險，今天將

大陸在可倫坡興建豪華房地產的 15

億美元項目叫停，直到這個項目依

規定獲得斯國政府批准為止。 

斯里蘭卡新任政府是在元月間當選，

誓言中止其所稱斯國猖獗的貪污現

象。如今這個政府的內閣會議決定，

將批評人士所指前任政府與大陸簽

定的這項私相授受合約叫停。 

這個項目是大陸在斯里蘭卡所投資

的港口和基礎設施中最大的 1 個，

包括在可倫坡的新生地上與建港市，

完工後將設有購物中心、水上運動

區、高爾夫球場、飯店、公寓和小

港 灣 。 ( 資 料 來 源 : 路 透 社

2015-03-06) 

 

印尼工業部表示 2016 年起限制進口 

手機須使用本地零組件 

根據此間媒體本(2015)年 1 月 22 日報

導，印尼工業部電子通訊產業司表示，

為加速國內電子資訊產業的發展，提

升國內行動電話的產能，政府將根據

2013年貿易部長第38號條例的規定，

自 2016年初起嚴格執行進口手機必須

使用一定比例的國內製造零組件之規

定，建議手機進口業者應開始逐步設

立製造廠或以 OEM 方式交由本地工

廠生產手機，以在國內市場進行銷售，

工業部將落實該項法令規定，未遵守

規定的業者最重將可能被撤銷進口許

可證。工業部官員表示，由於部分手

機製造商表示印尼對進口手機課徵關

稅稅率為零，但對進口手機零組件關

稅達 15%，不利於國內手機組裝業者

競爭力，未來該部將推動各項產業發

展措施，例如研議補助手機零組件進

口關稅，以達成 2017 年印尼國內使用

手機半數以上在印尼本地製造的目標，

另通訊資訊部也已訂定相關法令，規

定自 2017 年起印尼 4G 手機最低須使

用 40%的本地製造零組件。 

印尼是東南亞市場規模最大的國家，

加上近年來中產階級人數持續增加，

已成為全球手機銷售量最大的國家之

一，為提升國內資通訊產業發展，印

尼政府已於 2013年實施多項進口規定，

如要求手機配銷商取得進口許可證並

提供年度進口情形等資料，以防止手

機走私情形更加嚴重，創造有利於資

通訊產業發展的環境。根據工業部資

料，迄今已有部分手機製造業者在印

尼設立組裝廠，如 PT Hartono Istana 

Teknologi 公司生產 Polytron 品牌手機、

PT Teradata Indonusa 公司生產 Axioo

品牌手機及平板電腦及 PT Arga Mas 

Lestari 公司生產 Advan 品牌平板電腦，

惟產量遠低於印尼國內市場需求量，

印尼本地已能供應多數手機零組件，

如顯示模組、電池、鍵盤、外殼及充

電器等，但重要零組件如積體電路等

仍須依賴進口。（資料來源: 駐印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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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處經濟組 2015-02-06） 

印尼 2014 年全年出口額達 1,762.9 億

美元較上年衰退 3.42% 

根據此間媒體本(2015)年 2月 3日報導，

印尼中央統計局(BPS)公布資料顯示，

受到全球經濟表現疲軟的影響，造成

印尼大宗商品及工業產品出口不振，

2014 年全年出口總額為 1,762.9 億美

元，較上(2013)年衰退 3.42%，且低於

政府設定的 1,844 億美元目標。依產品

項目而言，非油氣類產品如煤炭、橡

膠、電機及紙類等出口額為 1,459.6 億

美元，較上年衰退約 2.64%。 

另從出口市場而言，出口至中國大陸

及日本總額分別達 164.6 億美元及

145.7 億美元，衰退幅度達 22.66%及

9.44%。印尼政府官員曾於 2014 年年

底表示，2019 年將提高非油氣產品出

口額至目前的 3倍，欲達到該項目標，

直接投資金額須達到 1,090 兆印尼盾

(約合 866.3 億美元)。 

分析人士表示，由於印尼主要出口項

目為大宗產品，價格容易受到全球需

求的影響而波動較大，而包含印尼主

要出口國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市場需

求仍持續下滑。整體而言，2014 年印

尼貿易仍呈現逆差，金額達 18.9 億美

元，非油氣產品貿易雖呈現順差，但

無法抵銷油氣產品的逆差金額，2014

年逆差金額低於2013年的40.8億美元，

顯示印尼經常帳赤字有逐漸減少的態

勢，未來應可控制在國民生產總額

(GDP)的 3%以下。 

BPS 官員表示，雖然 2014 年整體出口

衰退，但 12 月出口金額達 144.2 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7.38%，不論是

主要出口市場或產品皆出現好轉現象，

如非出口至美國及歐盟的非油氣產品

分別成長 23.93%及 13.28%，顯示出口

情勢逐漸改善當中。（資料來源: 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 2015-02-13） 

馬來西亞普騰汽車公司計劃與印尼汽

車公司簽署瞭解備忘錄，聯合生產「東

協汽車」，進軍全球市場 

根據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報導，馬國

第一國產汽車公司─「普騰」計劃於

本周(2015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與印尼

汽車公司簽署瞭解備忘錄（MOU），

雙方將聯合生產「東協汽車」，以進軍

全球市場。 

印 尼 總 統 佐 科 威 (President Joko 

Widodo)預定於 2015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官式訪問馬國三天，前述備忘錄為

馬國與印尼政府簽署數項計畫之一。

馬國與印尼政府領袖 2014 年 10 月曾

討論該龐大汽車合作開發案。 

「東協汽車」具節能及綠色能源功能、

節省大量外匯、生產新興產業及熟練

工作機會。隨著東協成為繼中國大陸

之後，第二大發展市場，推出前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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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計畫非常合時，且可協助普騰公司

生產優質汽車及達到國際標準。（資料

來源 :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

2015-02-04） 

中國大陸積極爭取興建 

吉隆坡與新加坡高速鐵路 

根據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2015 年 2 月 5

日報導，被國際媒體形容為「中國大

陸高速鐵路銷售員」的中國大陸總理

李克強，可能於 2015 年 10 月或 11 月

訪問馬國，惟確實日期仍待最後確

認。 

由於耗資 384 億馬幣(約合 107.9 億美

元)的吉隆坡與新加坡高速鐵路(High 

Speed Rail，簡稱隆新高鐵 )預定於

2015 年 6 月競標，引起國內外高速鐵

路及建築商高度關注。中國大陸鐵路

建設投資公司及中車集團已表明將參

與投標。2015 年東協會議及系列活動

將在吉隆坡舉行，而馬國為輪值主席

國，李克強總理出訪馬國，將引人矚

目。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於 2013年

訪問馬國，而馬國首相納吉則於 2014

年訪問北京，兩國領導人互訪頻密。

習近平訪問馬國期間，罕見地兩次公

開提出中國大陸計劃競標隆新高鐵專

案。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政府於 2013年宣布，

將興建銜接吉隆坡與新加坡的高速鐵

路，讓往返兩地的時間從原先的 5 個

小時縮減至 90 分鐘，而兩國商定的高

鐵建設完成日期為 2020 年。 

目前中國大陸、日本、法國與西班牙

已表達將參與隆新高鐵競標案。(資料

來源 :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

2015-02-05) 

馬來西亞政府預測 2015年總貿易額及

出口額僅成長 2%至 3%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暨工業部長慕斯達

法出席「2014 年馬來西亞貿易表現」

發布會指出，鑑於全球經濟放緩、市

場充滿不確定性及國際原油價格仍處

於低水準等 3 大因素衝擊影響，該部

預測，馬國 2015 年總貿易額及出口額

僅適中成長 2%至 3%，較 2014 年 5.2%

及 6%目標水準減半。 

儘管馬幣貶值，使馬國出口產品更具

競爭優勢及吸引力，然其他周邊因素

卻局限出口成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先前宣布下修 2015 年全球經

濟成長預測值，從原先 3.8%下調至

3.5%；加上國際油價於 2015 年預計將

處於每桶 55 美元，因此，馬國政府對

2015 年的出口表現持保守態度。在低

油價的影響下，馬國 2015 年出口成長

將有所放緩。無論如何，倘國際油價

於 2016 年回彈，全球經濟將會有顯著

復甦，馬國出口將受惠。 

展望 2015 年，慕斯達法部長認為，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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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尤其電子與電機產品）將繼續

支撐整體出口表現。2014 年馬國製造

業出口額達 5,872.5 億馬幣 (約合

1,777.12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長 7.1%，

占總貿易額 76.7%；其中電子與電機

產品出口額為 2,561.5 億馬幣，創 2008

年來最高出口紀錄，亦較 2013 年成長

8.1%。為避免依賴單一出口商品及市

場，馬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已開始多元

化出口產品與市場。東協市場占大馬

2014 年總出口額 28%，東協市場走強

預計可為馬國帶來支撐作用。(資料來

源 : 駐 馬 來 西 亞 代 表 處 經 濟 組

2015-02-10) 

中東跨足煉油 衝擊亞洲 

隨新煉油廠陸續啟用，中東不再只是

扮演單純出口大批未處理原油的角色，

影響力隨之大增，全球燃料市場預料

將經歷一場大洗牌，亞洲煉油業者恐

怕首當其衝。 

華爾街日報報導，去年底沙烏地阿拉

伯一座煉油廠開始運作，加上年初中

東兩座新大型煉油廠啟用，未來幾個

月在產能全開的狀態下，每日可望處

理 120 萬桶油，占全球總產能的 1%以

上。 

中東煉油廠能生產的油品種類很廣，

舉凡柴油到汽油和噴射機燃油等應有

盡有，其中以柴油為大宗，占總產能

半數以上。 

隨著科技月新月異，加上原油原料成

本降低與地利之便，中東煉油廠勢必

能輕易從亞洲和美國同業手中搶下歐

洲和非洲市場。顧問業者 JBC 能源公

司估計，到 2018 年左右中東出口到歐

洲的柴油將達每日 17.3 萬桶，接近

2012 年的八倍左右。在此同時，從亞

洲出口到歐洲的精煉柴油產品會減少

四分之一至每日 9.6 萬桶。 

過去這幾周已開始營運的煉油廠包括

沙特延布煉廠（YASREF）。這家由沙

烏地阿拉伯國營的石油公司 Aramco

與中國中石化合資的煉油廠，1 月 15

日已出口到歐洲的第一批 30萬桶柴油，

第二批預定本月出貨。 

全球多數地區生產的煉製油品比需求

還多，歐洲是例外，因煉油業在歐洲

日漸萎縮。 (資料來源 : 經濟日報

2015-02-10) 

 

沙國水泥業維持高利潤率 

沙國是 GCC 最大之水泥生產國，2014

年產能達 5,700 萬噸，並且預計在最近

5 年內將再增加 33.2%產能，將成為世

界前十大水泥生產國之一。沙國眾多

的基礎建設計畫，包括一系列的「經

濟城」建設，使沙國水泥的需求量升

高，沙國水泥業者所產水泥幾全供應

國內所需(98.8%)。 

沙國水泥業曾面臨勞工缺乏及運輸問

題，經當局協助已獲致解決，低廉之

原料成本使沙國水泥業在全球競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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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優勢。眾多建設計畫可確保沙國

水泥業未來幾年成長潛力與榮景，水

泥業的基本面極為樂觀。 

沙國水泥業者持續加強其財務表現，

克服勞力不足問題，2014 年整體水泥

產量增加 2.7%，達 5,720 萬噸(2013 年

5,560 萬噸)，熟料生產 5,759 噸，較前

一年度增加 6.17%。沙烏地水泥公司

(Saudi Cement Company)年產水泥 800

萬噸，熟料 850 萬噸，係沙國水泥業

龍頭。由於產能整修關係，2014 年水

泥與熟料之產量較前一年度分別減少

8.5%與 4%。南方水泥公司(Southern 

Province Cement)居次，2014 年生產水

泥約 770 萬噸，熟料 738 萬噸。該公

司新增產能將自本年第 4季開始生產。

兩家公司約占沙國總產量之 27.6%。 

2014 年沙國 14 家上市水泥公司總銷

售額達 134 億沙幣，較 2013 年成長

3.4%。其中沙國水泥公司(20.2 億沙幣)

與南方水泥公司(19 億沙幣)，占總銷

售額之 29%。該二公司營業利潤亦占

整體水泥業之 3 分之 1 強。 

由於原料成本甚低，沙國水泥業利潤

邊際甚高，2014 業界整體之毛利(gross 

margin)達 61.5%(2013 年為 60.8%)，淨

利率(Net profit margin)亦達 46.26%，

淨值報酬率約 20%，資產報酬率約

15%，2014 年整體水泥業總資產達 404

億沙幣。 (資料來源： Arab News 

2015-02-09) 

2015 年沙國預期 GDP 成長可達 2.6% 

依據沙國 Samba Financial Group 報告

指出，2015 年沙國非石油部門成長為

4.5%，低於 2014 年之 5.1%，以及過

去 5 年平均 6.8%之成長率，但仍維持

較其他新興經濟體之表現為優。 該報

告指稱，由於中國經濟成長趨緩，東

亞國家經濟表現不如預期。短期內中

國國內需求將走緩，但中長期而言，

極富潛力之中國汽車產業對沙國所擅

長之特殊化工產品的需求仍將持續成

長。由於美國及歐元區對東亞國家製

造業之需求有逐漸復蘇，東亞國家對

沙國石油之進口需求量亦可望攀升。

美元升值將相當程度影響沙國出口，

但亦有助於降低沙國進口之原料成

本。 

受政府可能緊縮支出影響，非石油部

門 2016 年成長率將降低至 1.6%，然

後在 2017 年及 2018 年預期隨石油價

格上漲帶來之信心，逐漸重拾成長速

度，預期 2018 年沙國非石油部門經濟

成長率約為 5.4%。 

由於石油部門景氣欠佳，2015 沙國經

濟主要將依賴非石油部門之成長，預

期整體經濟成率約 2.6%，2016 年進一

步降低至 1.5%。2017，2018 年再逐漸

恢復至 2% 及 3.8%，沙國未來經濟成

長仍將與原油市場供需與油價習習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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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沙國未來 3 年通貨膨脹率將維持

低水平，房地產租金之走向係最重要

之國內影響因素，儘管沙國政府積極

籌建住宅計畫，平價住宅供給仍明顯

不足。國外因素部分，由於國際穀物

豐收，大宗物資價格下滑，沙國進口

小麥及糖等農產可望維持低價。整體

而言，沙國通貨膨脹率將維持 3%以下

水 準 。（ 資 料 來 源 : Arab News 

2015-02-08） 

韓媒：2014 中國遊客 

為韓國帶來 1 千億人民幣效益 

據韓媒報導，韓國觀光公社(韓國旅遊

發展局)15 日發布的一份資料顯示，去

年訪韓的中國遊客同比猛增 41.6%，

達 612.7 萬人次，在整體外國遊客中佔

比也從前年的 35.5% 增至去年的

43.1%。 

報導稱，去年，中國遊客為韓國帶來

的經濟效益為 18.6 萬億韓元(約合人

民幣 1055 億元)，中國遊客人均為

303.4257 萬韓元。 

韓國觀光公社預測，今年訪問韓國的

中國遊客將達 720 萬人次，經濟效益

有望達 22 萬億韓元。中國遊客是韓國

旅遊行業的「大戶」，遊客數量多，且

人均消費遠高於整體外國遊客的平均

值。 

韓國政府為此積極採取多項措施吸引

中國遊客，包括指定不宰客、服務好

的誠信店鋪；允許綜合醫院在醫院內

設立住宿設施，供遊客利用；增加部

署 1000 名中文翻譯，擴大中文旅遊指

南標記；在中國舉辦韓國旅遊博覽會

等 。（ 資 料 來 源 : 北 京 新 浪 網

2015-02-15） 

越南暴動 9 個月後  

越南駐台代表異動 

越南去年 513 暴動迄今 9 個月之際，

據了解，越南方面確定將派新任駐台

代表來台，人選極可能是曾擔任越南

外交部邊界委員會副主委的陳維海，

預計過年後上任。  

 去年 5 月越南暴動，造成越南台商

受傷慘重，引起台灣社會激憤，當時

越南駐台代表裴仲雲向受害台商道歉，

並向台商「溫情喊話」，數度呼籲台商

繼續留在越南、不要撤走。  

 中央社台北 12 日報導，據相關人士

向中央社表示，在 513 暴動滿 9 個月

之際，裴仲雲最近退休，中華民國外

交部感謝裴仲雲在事件當時及之後協

助，在他離任前還特地宴請感謝。  

 至於新任的越南駐台代表，據了解，

越南方面可能派陳維海接任，他曾是

越南外交部邊界委員會副主委，去年

12 月轉任越南工商會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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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了解，陳維海可能在春節後，或 3

月初抵台履新，繼續深化台越關係。  

（資料來源: cdnews 2015-02-12） 

 

非洲區域新聞 
 

辛巴威總統穆加貝接任非洲聯盟主席 

非洲聯盟於 104 年 1 月 30 日至 31 日

在衣索匹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舉行第

24 屆峰會，計有 50 多個會員國元首及

代表出席。 

鑒於恐怖主義在奈及利亞、馬利及索

馬利亞等非洲國家日益猖獗，非洲聯

盟決定授權奈及利亞等多個非洲國家

成立一支 7,500 人之多國籍部隊，以對

抗區域 Boko Haram 恐怖組織。 

非洲聯盟呼籲各國持續協助受災國對

抗伊波拉疫情，並籲請國際組織及債

權國削減幾內亞、賴比瑞亞及獅子山

等疫情國之債務，另決議成立非洲疾

病防治控制中心，俾有效防堵疫情擴

散。 

會中通過非洲「2063 年願景」，加強

保障婦女權利、兩性平等及普及女性

教育，並整合資源，加速非洲發展。 

本屆非洲聯盟峰會推舉辛巴威總統穆

加貝接任非盟輪值主席，穆加貝總統

在閉幕典禮時表示和平與穩定是發展

之基礎，各會員國應儘快實施經濟轉

型，加速強化基礎建設，非洲將與國

際社會廣泛合作，共同應付來自地區

安全、氣候變遷等方面之挑戰，並盼

在各會員國人民支持及共同努力下，

能建立一個以人為本、和平繁榮的非

洲，造福非洲人民。（資料來源: 象牙

海岸辦事處 2015-02-01） 

南非電力供應短缺，匯豐銀行調降南

非經濟成長率預測值 

依據南非媒體 Business Day 報導，受

到南非電力供應短缺之影響，導致未

來 2 年南非經濟成長可能遲緩，匯豐

銀行(HSBC)頃調降南非本(2015)年及

明(2016)年之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

從原先預估之 2%下調至 1.6%，以及

從 2.2%下調至 1.9%。 

HSBC 之經濟專家表示，南非目前正

面臨更加劇烈及長久性的能源危機。

過去幾星期以來，為應付電力供給不

敷需求，以及進行電廠維護之情況，

南非國營電力公司 Eskom 已數度執行

限電措施。由於預期未來 Eskom 仍將

經常執行限電措施，民眾對南非經濟

成長信心受到傷害，並造成投資人在

南非進行投資卻步，南非電力供應短

缺對南非經濟生產活動及出口表現已

造成不利影響，進而無法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以改善失業率高達 25%的現

象 。 （ 資 料 來 源 : 南 非 經 濟 組

201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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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區域新聞 

食藥署：即日起暫停進口加拿大牛肉 

加拿大官方通報發生一起狂牛症案例，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今晚宣布，即

日起暫停進口加拿大牛肉及相關產品，

後續不排除採取進一步措施。 

食藥署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加拿大

官方 13 日通報其國內亞伯特省

（Alberta）發生 1 例牛海綿狀腦病（狂

牛症）新案例後，已要求加國必須依

據台加牛肉協議持續提供其調查結果，

並依據加國資訊採取適當因應措施。 

衛福部公關室主任王哲超晚間受訪表

示，經過近日調查確認後，即日起暫

停進口加拿大輸入的牛肉與相關產品，

且實施暫停受理輸入食品查驗申請措

施。 

食藥署說明，根據加國提供資訊，這

頭病牛是在農場發現，取樣檢驗證實

為狂牛症，但其並未進入食物供應

鏈。 

不過，後續調查資訊顯示，加國為 2007

年實施加強飼料禁令，但此病牛為

2009 年 3 月出生，食藥署已要求加國

須再提供落實飼料禁令與確保牛肉食

品安全資料提供審查評估。 

食藥署表示，依據台加牛肉協議，加

國必須提供其調查結果給我方，必要

時我方可據以調整管制措施；此外，

若此病例造成加國在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的狂牛症狀態降等，台灣將採取進

一步措施。（資料來源 : 中央社

2015-02-22） 

阿根廷嗆英國 新鈔印福克蘭 

阿根廷及英國為了南大西洋福克蘭群

島（the Falkland Islands，阿根廷稱馬

維納斯群島）的主權爭鬥多年，阿根

廷為宣揚主權，下月推出印有福克蘭

群島的 50 比索鈔票，料會惹來英國不

滿。 

阿根廷總統費南德茲早前公布鈔票設

計，預計下月開始流通，紀念福克蘭

戰爭於 4 月 2 日滿 33 周年。鈔票的正

面印有整個島的面貌、阿根廷本土，

以及阿根廷聲稱擁有的部分南極州的

地區，背面則印有在 19 世紀時，帶領

島民反英國占領的阿根廷民族英雄里

韋羅（Antonio Rivero）。 

阿根廷央行總裁表示：「新紙幣的目

的是要把阿根廷對馬維納斯群島不可

爭議的主權，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2015-02-27） 

 

違反勞工法 巴西工會控告麥當勞 

巴西工會團體針對巴西麥當勞速食連

鎖店違反勞工權益，向巴西利亞勞工

法院提出告訴。   

巴西工會控告拉丁美洲最大的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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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企業金虹（暫譯 Arcos Dorados）

進行社會傾銷（dumping social），違反

巴西勞工法，以達到降低成本、提供

較競爭對手更具吸引力之價格目的。 

巴西工會並要求法院制裁連鎖企業，

若繼續有違法情事，將不得開設新分

店。   

中央社聖保羅 24 日報導，金虹在巴西

約雇用 4 萬 8000 人，工會提出的告訴

涉及問題包括薪資、積累和轉移職務

性質、業績作假、未繳付社會公積金、

由公司調度的彈性工時等。  

巴西麥當勞對外發言部門聲明指出，

公司尚未接獲法院通知，暫不評論有

關事件。  

這是巴西全國工會團體首次對麥當勞

連鎖店提出告訴，但各地不時傳出官

司，其中迴響最大的是 2013 年 3 月，

培南布可（Pernambuco）法院判決連

鎖店因強迫員工進行彈性工時，以及

用餐時間只能吃麥當勞的餐點，賠償

巴西幣 750 萬元（1 美元=2.8325 巴西

幣）。（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5-02-25） 

中國對拉美貸款去年上升到 

220 億美元 

中國 -拉美金融數據庫公布其預測

稱，中國國有銀行對拉美的貸款

2014 年上升了 71%，達到 220 億美

元（140 億英鎊）。 

這份報告稱，這是中國單年度對拉

美貸款第二高的紀錄。報告的作者

說，中國的貸款超過了世界銀行和

美洲發展銀行貸款的總合。 

僅巴西一國就得到了 86 億美元貸

款。其次多的是阿根廷，得到了 70

億美元，委內瑞拉得到 57 億美元，

厄瓜多爾得到 8.21 億美元。 

這份報告是美國的一個智庫「泛美

對話和波士頓大學全球經濟政府倡

議」作出的。報告的作者加勒格爾

和梅耶斯說，中國的融資備受拉美

歡迎，因為「附加條件很少」。 

「不插手內政」 

「中國可能會暗示一些中國企業參

與其中某些項目，但避免插手拉美

國內政策。」 

但他們認為，中國對該地區不斷增

加的投資也有相當大的風險。「中國

正大量投資於信用評級不佳和有違

約歷史的國家裏。」 

自 2007 年以來，中國的國有銀行借

給委內瑞拉超過 500 億美元貸款，

委內瑞拉已經將這些貸款投入礦業，

能源，基礎設施和住房項目。 

但油價大幅下跌，使得委內瑞拉經

濟惡化，又要求中國提供更多貸款。

中國融資現在是拉美的一系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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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項目的關鍵，包括阿根廷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地鐵改造升級，

和厄瓜多爾的道路建設。 

該報告的作者預測，如果中國承諾

的進一步基礎設施項目如期實現，

中國 2015 年的投資可能可能超過

2010 年的 370 億美元創新高紀錄。

（ 資 料 來 源 ： BBC 中 文 網

2015-02-27） 

  



 

17/31 

 

 

ICO 上調全球咖啡產量預估  

但仍供給短缺 

《Agrimoney.com》3 月 6 日報導，

國際咖啡組織（ ICO）最新月報將

2014/15 年度全球咖啡產量預估上

調 36萬包至 1.42億包（60公斤/包），

因宏都拉斯以及四個非洲國家（坦

尚尼亞、喀麥隆、盧旺達、布隆迪）

產量預估上調的影響；不過，上調

後的產量仍將為三年新低，較上年

度產量減少 3.2%或 460 萬包，並且

也低於預估的全球咖啡消費量（年

增 1.8%至 1.49 億包），這將使得咖

啡市場出現供給缺口，並會有利於

提振咖啡價格。 

ICO 最新預估分別將宏都拉斯以及

坦尚尼亞、喀麥隆、盧旺達、布隆

迪的咖啡產量預估上調至 540 萬包、

100 萬包、47.5 萬包、28 萬包以及

25 萬包。ICO 並指出，本年度非洲

咖啡產量預估將年增 5.2%至 1,700

萬包，此將創下 1999/2000 年以來

的新高，非洲咖啡佔全球產量比重

也將提高至 12%。南美仍將是全球

最主要的咖啡產地，本年度產量預

估年減 6.8%至 6,270 萬包，佔全球

44.1%比重；亞洲與大洋洲產量預估

年減 4.8%，將佔全球的 31.2%比重；

墨西哥與中美洲的產量預估年增

7.9%至 1,800 萬包。 

報告表示，二月份 ICO 咖啡價格指

數持續下跌至低於每磅 1.30 美元，

因最大生產國巴西天氣情況改善的

影響，此較去年 10 月所創下的高點

已經下跌逾 50 美分，月均價格也創

下 12 個月新低。今年一月全球咖啡

出口量為 880 萬包，與去年同期基

本持平；自去年 10 月以來的本咖啡

年度前四個月，全球咖啡出口量為

3,440 萬包，較上年同期的出口量略

減 0.1%。其中，巴西咖啡的出口表

現持續強勁，哥倫比亞與越南的咖

啡出口也有增加。 

根據巴西農業部所屬國家商品供應

公司（Conab）所發佈的報告，2015

年 巴 西 咖 啡 產 量 預 估 將 介 於

4,411-4,661 萬包之間。與上年度

4,534 萬包的產量相比，今年巴西咖

啡產量最多可能年減 2.7%或是年增

2.8%。巴西去年嚴重乾旱令咖啡產

量大減，由於咖啡有高產年與低產

年的兩年生產週期，去年乾旱導致

的生長不良，將會持續對今年的咖

啡產量造成影響。2014 年咖啡價格

大漲 50%，在所有商品當中的漲幅

居冠，因巴西乾旱導致阿拉比卡咖

啡豆產量大減 15%。 

Conab 表示，2015 年巴西阿拉比卡

咖啡產量預估介於 3,250-3,440 萬包

之間，佔巴西咖啡產量的 75.1%比

重，最大產地為米納斯吉拉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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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as Gerais ）， 預 估 產 量 在

2,236-2,361 萬包之間；羅布斯塔咖

啡產量預估介於 1,161-1,221 萬包之

間，佔巴西咖啡產量的 24.9%比重，

最 大 產 地 為 聖 埃 斯 皮 里 圖 州

（ Espirito Santo ）， 預 估 產 量 在

852-896 萬包之間。（資料來源：

Money DJ 理財網 2015-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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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 

台灣波蘭簽署空運協定 

台灣波蘭空運協定今天正式簽署，即

日生效，雙方指定的航空公司將可據

以提供台灣至波蘭間的空運服務。 

民航局表示，台波空運協定由中華民

國駐華沙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江

國強，與波蘭駐台北華沙貿易辦事處

總代表魏馬克，今天簽署生效，將為

雙方航空公司營造更具彈性的營運空

間，進一步加強台波間經貿合作及觀

光發展，為雙方創造更為緊密的空運

服務往來。 

民航局指出，協定簽署後，雙方可指

定多家航空公司營運，由桃園、高雄

出發，可經最多 3 個中間點，飛航至

華沙及波蘭境內 2 點，也可從波蘭再

飛航至最多 3 個延遠點，雙方航空公

司可進行共用班號合作。 

民航局說，若航空公司未來提出實際

飛航需求，將由雙方民航主管機關核

准。 

台波空運協定包含使用名詞、授權、

指定及許可、營運許可的撤銷、暫停

或限制、公平競爭、班表、費率、保

安、安全、爭端解決、諮商、修訂、

生效與終止等，共計 22 條。(資料來

源: 中央社 2015-03-11) 

 

台灣２月份進出口貿易下跌 6.7% 

台灣當局財政部門 9 日公佈海關進出

口貿易最新統計，結果顯示受國際油

價下跌和春節等假期影響，2月進出口

貿易出現不同程度衰退，大陸仍為台

灣最大的進出口市場。 

統計數據顯示，台灣 2 月名義出口金

額同比下降 6.7％至 198.6億美元，比

上月減少 20.9％，進口則同比大跌

22.4％至 153 億美元，比上月下跌

24.7％，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至 45.6

億美元。 

今年 1 至 2 月，台灣累計出口同比下

降 1.3％至 449.8億美元，進口則同比

大跌 13.2％至 356.2億美元。 

數據顯示，大陸仍是台灣最大的貿易

夥伴，其中台灣 2 月對大陸出口額約

為 47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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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陸進口額則達到 29.24 億美元，

佔進口總額的 19.1％。 

按進出口貨品分析，台灣 2 月的礦產

品、塑橡膠及其製品、化學品出口額

下降幅度較大，已衝擊近期出口走勢，

電子產品、交通運輸設備的出口額則

保持穩定增長；農工原料、資本設備

進口額下降幅度較大，消費品進口額

則同比增長了 12.8％。(資料來源：新

華社 2015-03-09) 

 

彭淮南：油價下跌有利台灣經濟 

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認為，台灣為

原油進口國，去年原油進口占總進

口比重約 12%，油價下跌將促使進

口物價下跌、通膨減緩。 

彭淮南將於 3 月 12 日赴立法院財政

委員會報告，他在預定報告內容指

出，淨購油支出減少，將帶動消費、

投資等國內需求增加，有助台灣經

濟成長。 

他指出，物價漲幅低，通膨展望相

當溫和，去年 9 月以來，雖然外食

費、肉類等食物類價格漲幅居高；

惟國際油價大跌，國內油料費反映

調降，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

率明顯回降，全年 CPI 與不含蔬果

及能源核心 CPI 年增率分別為

1.20%及 1.26%。 

今年 1 至 2 月平均 CPI 年增率降為

-0.56%，主因電價回饋扣抵電費，

以及油料費調降所致；核心 CPI 年

增率為 1.21%。 

他表示，受油價大跌及電價回饋等

影響，主計總處預測本年第 1、2 季

CPI 年增率分別為-0.33%、-0.26%，

之後逐季回升，全年為 0.26%；主

要機構預測數也多在 1%以下。 

他強調，台灣經濟基本面健全，經

常帳持續呈現順差，加上外匯存底

充裕，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以及

外債有限，抵禦大規模跨境資本移

動能力較強。 (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5-03-10) 

 

104 年 2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2 月出口 198.6 億美元，較上月減

20.9%，較上年同月減 6.7%；經調整

季節變動因素後， 

較上年同月減2.8%。累計1至2月出口

449.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1.3%。 

(二)進口 

2月進口153.0億美元，較上月減24.7%，

較上年同月減22.4%；經調整季節變動

因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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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同月減 13.3%。累計 1 至 2 月

進口 356.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13.2%。 

(三)出入超 

2 月出超 45.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加 30.0億美元；累計 1至 2月出超 93.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48.4 億美

元。 

進出口貿易額 

 

2 月 1 ~ 2 月累計 

金    
額 

與上年同月
比較 金    

額 

與上年同期
比較 增減

金額 
增減

% 
增減
金額 

增減
% 

按美元計算（億美元） 

出
口 

198.

6 

-14.2 -6.7 449.8 -5.9 -1.3 

進
口 

153.

0 
-44.1 -22.4 356.2 -54.3 -13.2 

出
超 45.6 30.0 190.

8 
93.6 48.4 106.

9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
口 

6,23

7 

-206 -3.2 14,22

2 

492 3.6 

進
口 

4,80

4 

-1,16

4 
-19.5 11,264 -1,10

5 
-8.9 

出
超 

1,43

3 
958 201.

5 
2,958 1,596 117.2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3-11)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2014-2015 

Oct Nov Nov.-Jan. 

GDP 1.48 2.11 3.63 2.83 -- 

CPI 1.93 0.79 1.07 0.86 1.26 

Unemployment 

rate 
4.24 4.18 3.95 3.89 3.97 

Export -2.3 1.4 0.7 3.7 3.3 

Imports -3.9 -0.2 -1.4 5.1 3.0 

Export orders 1.12 0.44 13.4 6 7.0 

Industrial 

production 
-0.25 0.65 9.0 6.86 6.0 

Monetary 

aggregate(M2) 
3.5 5.8 5.0 5.2 5.64 

Stock Market 7,700 8,612 8975 9187 --- 

二月份資料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國發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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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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5.0 2.3 3.0 5.2(Nov) 1.3(Nov) 1.2 1.7 5.8(Nov) 

中國 7.3(Q4) 7.8 7.3 7.0 7.2(Nov) 1.4(Nov) 3.0 2.1 4.1(Q2)* 

日本 -1.3(Q3) -1.9 0.5 1.1 -3.8(Nov) 2.4(Nov) 1.6 2.7 3.5(Nov) 

英國 2.7(Q4) 3.0 3.0 2.6 1.1(Oct) 1.0(Nov) 2.1 1.5 6.0(Sep)* 

加拿大 2.6(Q3) 2.8 2.3 2.4 3.4(Oct) 2.0(Nov) 0.9 2.0 6.6(Nov) 

歐元區 0.8(Q3) 0.6 0.8 1.1 0.7(Oct) 0.3(Nov) 0.9 0.5 11.5(Oct) 

奧地利 -0.1(Q3) -1.6 0.9 1.2 -2.3(Oct) 1.7(Nov) 1.4 1.5 5.1(Oct) 

比利時 0.9(Q3) 1.2 1.1 1.2 -0.6(Oct) -0.4(Dec) 1.0 0.6 8.6(Oct) 

法國 0.4(Q3) 1.0 0.4 0.8 -1.0(Oct) 0.3(Nov) 0.7 0.6 10.5(Oct) 

德國 1.2(Q3) 0.3 1.4 1.3 0.9(Oct) 0.2(Dec) 1.4 0.9 6.6(Nov) 

希臘 1.9(Q3) 3.0 0.8 2.3 -0.7(Oct) -1.2(Nov) -2.9 -1.3 25.7(Sep) 

義大利 -0.5(Q3) -0.6 -0.3 0.4 -3.0(Oct) 0.2(Nov) 0.7 0.2 13.2(Oct) 

荷蘭 1.0(Q3) 0.5 0.7 1.2 0.4(Oct) 1.0(Nov) 1.5 0.7 8.0(Nov) 

西班牙 2.0(Q4) 2.0 1.3 1.7 0.6(Oct) -1.1(Dec) 0.3 -0.1 24.0(Oct) 

捷克 2.7(Q3) 1.6 2.4 2.3 3.2(Oct) 0.6(Nov) 1.1 0.5 7.1(Nov)* 

丹麥 1.0(Q3) 1.6 0.9 1.5 -2.4(Oct) 0.5(Nov) 0.5 0.7 5.0(Oct) 

匈牙利 3.2(Q3) 1.9 3.0 2.4 1.9(Oct) -0.7(Nov) 0.9 nil 7.1(Oct)* 

挪威 2.1(Q3) 2.0 2.3 1.1 9.9(Oct) 1.9(Nov) 2.5 2.0 3.8(Oct)* 

波蘭 3.4(Q3) 3.6 3.3 3.2 0.3(Nov) -0.6(Nov) 0.6 0.1 11.4(Nov)* 

俄羅斯 0.7(Q3) na 0.6 -3.5 -0.3(Nov) 11.3(Dec) 6.5 7.7 5.2(Nov)* 

瑞典 2.1(Q3) 1.3 2.0 2.4 0.1(Oct) -0.2(Nov) 0.1 -0.1 7.4(Nov)* 

瑞士 1.9(Q3) 2.6 1.6 1.8 -0.4(Q3) -0.1(Nov) 0.1 nil 3.1(Nov) 

土耳其 1.7(Q3) na 3.0 3.8 4.5(Oct) 8.2(Dec) 7.4 8.9 10.5(Sep)* 

澳洲 2.7(Q3) 1.4 3.1 2.8 3.8(Q3) 2.3(Q3) 2.2 2.5 6.3(Nov) 

香港 2.7(Q3) 6.8 2.4 2.6 -1.8(Q3) 5.1(Nov) 4.3 4.4 3.3(Nov)* 

印度 5.3(Q3) 8.1 6.0 6.5 -4.2(Oct) 4.4(Nov) 11.2 7.3 8.8(2013) 

印尼 5.0(Q4) na 5.0 5.5 8.3(Oct) 8.4(Dec) 8.1 6.3 5.9(Q3)* 

馬來西亞 5.6(Q3) na 6.0 5.4 5.0(Oct) 3.0(Nov) 2.9 3.1 2.7(Oct)* 

巴基斯坦 5.4(2014)* na 5.4 4.6 1.8(Oct) 4.3(Dec) 9.2 7.3 6.2(2013) 

新加坡 1.5Q4 1.6 3.1 3.6 -2.8(Nov) -0.3(Nov) 2.6 1.1 2.0(Q3) 

韓國 2.8(Q4) 3.7 3.5 3.9 -3.4(Nov) 0.8(Dec) 1.1 1.3 3.1(Nov)* 

台灣 3.2(Q4) 2.6 3.6 3.4 7.3(Dec) 0.9(Dec) 0.8 1.3 3.8(Dec) 

泰國 0.6(Q3) 4.4 0.7 4.1 -3.5(Nov) 0.6(Dec) 1.7 1.9 0.6(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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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0.8(Q3) -2.1 -0.6 0.3 -2.1(Nov) —* — — 7.5(Q3)* 

巴西 -0.2(Q3) 0.3 0.2 0.8 -3.6(Oct) 6.6(Nov) 5.8 6.3 4.8(Nov)* 

智利 0.8(Q3) 1.5 2.0 3.6 -2.9(Nov) 5.4(Nov) 2.4 4.4 6.1(Nov)* 

哥倫比亞 4.2(Q3) 2.6 5.0 4.8 0.4(Oct) 3.7(Nov) 1.8 2.9 7.7(Nov)* 

墨西哥 2.2(Q3) 2.0 2.1 3.3 2.1(Oct) 4.2(Nov) 3.6 3.9 4.7(Nov) 

委內瑞拉 -2.3(Q3) 10.0 -3.1 -2.8 0.8(Sep) 63.6(Nov) 58.2 62.2 6.4(Oct)* 

埃及 3.7(Q2) na 2.2 3.6 25.7(Oct) 9.0(Nov) 13.0 10.7 13.1(Q3)* 

以色列 2.4(Q3) -0.1 2.4 3.5 -0.8(Oct) -0.1(Nov) 1.9 0.5 5.6(Nov) 

沙烏地阿拉

伯 

3.6(2014) na 4.1 3.1 na 2.5(Nov) 3.1 2.8 5.6(2013) 

南非 1.4(Q3) 1.4 1.6 2.5 2.1(Oct) 5.8(Nov)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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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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十大集團 2014 年營收表現 

 

集團 集團總營收(億元) 年增率(%) 

鴻海 49,190 5.3 

台塑 20,919 0.1 

華碩 16,022 5.6 

金仁寶 11,094 20.7 

宏碁 9,792 -5.5 

廣達 9,443 5.1 

台積電 7,936 27.1 

統一 7,023 2.4 

友達 6,444 1.5 

富邦 4,976 2.4 

 

註:各集團旗下有 3 家上市櫃公司者 

資料來源: C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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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Updated January, 2015 

基本資料 

面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 2,344 萬 278 人 (01/2015) 

首都 台北 首都人口 270 萬人 (01/2015) 

國慶日 10 月 10 日 電話國碼 886  

幣制 新台幣 匯率 US$1=NT$ 31.53(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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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經濟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 5,284 億美元 經濟成長率 3.50%  

平均國民所得 US$22,58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0.94% (2015 年 1 月) 

0.7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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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 
3.79% (201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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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值 2015 年 1 月為 251.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3.4%) 

2014 年 1-12 月為 3,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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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為 203.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4.8%) 

2014 年 1-12 月為 2,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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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9.8 億美元(至 2014 年 12 月底止) 

我 對 外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80 億 9,864 萬美元 (2012) 

52 億 3,226 萬美元 (2013) 

72 億 9,368 萬美元 (2014) 

外 人 投 資    

( 資 料 來 源 :   

經濟部投審會) 

55 億 5,898 萬美元 (2012) 

49 億 3,345 萬美元 (2013) 

57 億 7,002 萬美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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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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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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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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12 

No.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  1月27日 阿根廷La Rioja省經貿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2.  2月4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籌備會議 香港 

3.  3月16-20日 薩爾瓦多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4.  3月17日 國際商會國家委員會首長會議 新加坡 

5.  3月18日 國際商會全球理事會特別會議 新加坡 

6.  3月31-4月3日  第2屆台柬(埔寨)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7.  4月1日  第2屆台緬(甸)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8.  4月20日 第15屆台馬(來西亞)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9.  4月  尼加拉瓜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0.  5月16-20日  第12屆台巴(西)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1.  5月  多明尼加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2.  5月26日 第14屆台蒙(古)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3.  6月 海地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4.  6月8-13日  國際商會(ICC)第9屆世界商會大會  義大利杜林  

15.  6月11-18日  第20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雅加達  

16.  6-7月  第13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7.  6-7月  第1屆台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  拉巴特  

18.  6-7月  第1屆台突(尼西亞)經濟聯席會議  突尼斯  

19.  6-7月 第1屆台加(彭)經濟聯席會議  自由市  

20.  6-7月 第2屆台聖(多美普林西比)經濟聯席會議  聖多美市 

21.  7月6-10日  國際仲裁及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研討會 台北 

22.  8月 第7屆台以(色列)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3.  8月  第25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4.  9月 第15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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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9-10月 第19屆台墨(西哥)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 

26.  9-10月  第5屆台瓜(地馬拉)經濟聯席會議  瓜地馬拉  

27.  9-10月  第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  

28.  9-10月  第4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哥倫比亞 

29.  9-11月 第29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30.  9-11月 第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31.  9-11月 第5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2.  10月 
參與國際商會企業社會責任與反貪腐委員會

會議 
巴黎 

33.  10月 第21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34.  11月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35.  12月 第4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6.  12月3-4日 第23屆台菲(律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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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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3/12 

No.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  3 月 25 日 愛爾蘭經貿經貿暨產業合作說明會 台北 

2.  4-6 月 羅馬尼亞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3.  5 月 8 日 
赴荷蘭、克羅埃西亞經貿訪問團- 

第 21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海牙 

4.  5 月 11 日 
赴荷蘭、克羅埃西亞經貿訪問團- 

第 1 屆台克(羅埃西亞)經濟合作會議 
薩格勒布(Zagreb) 

5.  5 月 13-24 日 
赴西班牙、葡萄牙經貿訪問團 

第 19 屆台西(班牙)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聯席會議 
馬德里、畢爾包 

6.  5 月 13-24 日 
赴西班牙、葡萄牙經貿訪問團 

第 3 屆台葡(萄牙)經濟合作會議 
里斯本、奧波多 

7.  
5月 20日- 

6月 30日(暫定) 

俄羅斯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8.  5 月 23-31 日 
赴義大利、瑞士經貿訪問團 

赴義大利參訪 
米蘭 

9.  5 月 23-31 日 
赴義大利、瑞士經貿訪問團 

第 1 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蘇黎世 

10.  6 月(暫定) 第 4 屆台義(大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1.  6 月 10 日 
赴波蘭、保加利亞經貿訪問團- 

第 13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華沙 

12.  6 月 12 日 
赴波蘭、保加利亞經貿訪問團- 

第 4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 
索菲亞 

13.  
6 月 25 日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經貿暨產業合作說明會 台北 

14.  6 月 30 日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5.  9-10 月 第 2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6.  9 月 3 日 第 15 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7.  9 月 7 日當週 
赴土耳其、喬治亞經貿訪問團- 

第 6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伊斯坦堡、 

安卡拉 

18.  9 月 7 日當週 
赴土耳其、喬治亞經貿訪問團- 

第 3 屆台喬(治亞)經濟合作會議 
提比里斯(Tbil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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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9.  9 月 15 日(暫定)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0.  9 月 21 日 
赴瑞典、芬蘭、挪威經貿訪問團 

第 31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斯德哥爾摩 

 

21.  9 月 23 日 
赴瑞典、芬蘭、挪威經貿訪問團 

第 4 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赫爾辛基 

22.  9 月 25 日 
赴瑞典、芬蘭、挪威經貿訪問團 

第 3 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奧斯陸 

23.  10 月 6 日 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4.  
10 月 14-16 日 

(暫定) 

2015 年赴俄羅斯、哈薩克經貿訪問團 

赴哈薩克參訪 
阿拉木圖 

25.  
10 月 17-20 日 

(暫定) 

2015 年赴俄羅斯、哈薩克經貿訪問團 

第 6 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莫斯科 

26.  9-10 月 第 17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北 

27.  10-11 月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8.  11 月 11 日 第 8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9.  11 月 第 16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30.  
10 月 31 日- 

11 月 8 日(暫定) 

                                                                                                                                                                                                                                                                                                                                                                                                                                                                                                                                                                                                                                                                                                                                                                                                                                                                                                                                                                                                                                                                                                                                                                                                                                                                                                                                                                                                                                                                                                                                                                                                                                                                                                                                                                                                                                                                                                                                                                                      

赴波赫、羅馬尼亞訪問團 
賽拉耶佛(Sarajevo)、布

加勒斯特(Buchar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