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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西班牙 2014 年行政電子化         

省下公帑 200 億歐元 

根據西班牙 Expansión日報 2015.02.20

報導，西班牙總理在全國「行政程序

法」即將實施時特別肯定行政電子化

的效益，指出「行政程序法」為規範

政府與人民及企業間關係的一套有系

統整合的法令，係遂行電子化行政以

達成去紙化、未來行政完全數位化的

目的，去（2014）年已有 95.7%的企

業及 65%的市民透過網路申辦相關的

行政手續，而目前 99%的一般政府程

序都可以電子化，行政電子化的結果

不但為國庫省下 200 億歐元，更使西

班牙在聯合國的電子行政發展調查排

行榜由 15 名晋升為第 5 名。 (資料來

源 : 駐 西 班 牙 代 表 處 經 濟 組 

2015-03-13) 

土國對進口手工具課重稅 衝擊台廠 

（中央社記者黃巧雯台北 13 日電）土

耳其日前宣布對進口手工具產品課徵

25%附加關稅，經濟部憂心，恐影響

我國廠商出口利益，以去年手工具對

土耳其出口額 4655 萬美元為例，其中

約 2821 萬美元受影響。 

土耳其久為經常帳赤字所苦，近期頻

頻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去年初土國官

方大幅提高對奢侈型車輛及煙酒產品

的消費稅，9 月再提高對進口電視、收

音機、音響及手機等電子產品消費稅，

12 月對進口手機展開防衛措施調查。 

針對土耳其今年對手工具等產品課徵

25%附加關稅，經濟部表示，由於土

耳其所課徵 25%附加關稅相關產品，

屬該國在 WTO 架構下非約束稅項，並

未違反其 WTO 關稅減讓承諾，會員國

無法依 WTO 程序尋求救濟。 

根據經濟部統計，我國 101 至 103 年

出口手工具類產品至土耳其分別達

3103 萬美元、3688 萬美元、4655 萬美

元，市占率分別為 4.01%、4.55%、

5.47%，其中，受影響產品金額分別達

1871 萬美元、2171 萬美元、2821 萬美

元。 

值得注意的是，與土國簽有自由貿易

協定(FTA)國家或地區，包括歐盟、歐

洲自由貿易聯盟及韓國等將不受土耳

其提高進口關稅措施影響。 

經濟部表示，我國在土耳其主要競爭

對手國為中國大陸、德國、美國及日

本，除了德國外其餘3國皆將被課 25%

附加關稅。 

面對土耳其近來祭出各項貿易保護措

施，經濟部表示，將協助業者積極因

應，今年 3 月上旬國際貿易局及經貿

談判代表辦公室已偕同律師組成法律

團隊，赴土國出席進口手機防衛措施

調查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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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土耳其這次調高關稅措施，經濟

部指出，未來也將透過各項管道向土

國表達關切。 (資料來源 :中央社

2015-03-13)  

維也納第 6 次蟬聯全球最佳生活品質

城市 

根據紐約Mercer顧問公司最新完成之

「2015 Quality of Living Rankings」評

比 （ 請 參 考 網 址

http://www.imercer.com/content/quality

-of-living.aspx），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市

在受評比的 230 個城市中再度脫穎而

出，第 6 度奪得全球最佳生活品質榮

銜。（註：由於 2013 年度 Mercer 未進

行該項評比，因此維也納的連勝資歷

中斷，否則極可能是 7 次） 

本項評比係由美商Mercer顧問公司定

期進行，資料來源為針對全球各大型

企業及組織之駐外人士受訪結果，問

卷共計包含 10 大類、39 個評比項目，

包括政治穩定性、醫療健康體系、環

境保護程度、教育水平、犯罪率高低、

休閒活動多寡、以及交通設施等，評

比結果可供跨國投資或設立區域營運

據點時之參考。 

本次評比的前 10名都市及其國別依序

為：維也納（奧地利）、蘇黎世（瑞士）、

奧克蘭（紐西蘭）、慕尼黑（德國）、

溫哥華（加拿大）、杜塞道夫（德國）、

法蘭克福（德國）、日內瓦（瑞士）、

哥本哈根（丹麥）、以及雪梨（澳洲）。 

亞洲地區表現最佳者為新加坡（第 26

名）非洲及中東組冠軍是杜拜（全球

第 74）。南美洲則首推烏拉圭首府蒙特

維多（第 78 名）。另，Mercer 評比認

為最佳進步獎，可以頒給南非的德班

（第 85 名）、南韓天安市（Cheonan，

第 98 名）、以及波蘭 Breslau 市（第

100 名）。至於 230 個城市當中，居家

生活品質最差的地方，本次由巴格達

墊底。 

另，根據該項排名，本年度臺北名列

全球第 83，臺中市則亦名列最佳進步

獎之一，排名第 99。(資料來源: 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 2015-03-04) 

義大利橄欖樹染病 歐盟升高警戒 

歐洲聯盟今天呼籲「全面警戒」，致

力阻絕造成義大利南部橄欖樹枯萎的

病菌擴散。義大利是歐盟第 2 大橄欖

油產地，經濟飽受衝擊。 

歐盟衛生和食品安全執委安德柳凱提

斯（VytenisAndriukaitis）表示，他將

儘快前往義大利來探究葉緣焦枯病菌

（xylella fastidiosa）的防疫成效。葉

緣焦枯病菌在 2013年也曾威脅柑橘樹

與葡萄園。 

義大利在受到災情影響的南部雷契省

（Lecce）標記出 24 萬 1,000 公頃的緊

急區域。橄欖樹一旦感染葉緣焦枯病

菌將會枯萎，且無法投藥治療。 

安德柳凱提斯向歐洲議會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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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研究顯示，雷契省災情最嚴重

的普利亞地區（Puglia）約 1,100 萬棵

橄欖樹，其中至少 10%遭到感染。 

安德柳凱提斯表示，歐盟「非常密切

關注情勢」，並且鼓勵農人砍掉枯掉

的橄欖樹作為預防措施。 

這場災情對義大利經濟造成嚴重威脅，

因為義大利是僅次於西班牙的歐盟第

2 大橄欖油生產國。 

歐盟官員表示，義大利政府因為面對

農人壓力而延遲作為，使得災情惡化。

義大利農人不願砍掉老樹而反彈升高。

(資料來源: 中央社 2015-03-24) 

俄羅斯救經濟 降息 4 碼 

俄羅斯央行 13 日宣布調降基準利率 4

碼，為今年來第二度降息，原因是經

濟萎縮比高通膨更令人擔憂。 

俄國央行將一周標售利率調降 1 個百

分點至 14%，延續 1 月展開的降息循

環，當時央行意外一口氣降息 2 個百

分點。 

多數分析師已預料到俄國央行會降息，

因為貨幣市場出現穩定跡象，近期數

據也顯示經濟活動急遽減緩。 

央行降息後，因為降息幅度較部分分

析師的預期小，盧布 13 日盤中升值

0.54%至 61.00 盧布兌 1 美元。儘管盧

布本周貶值約 0.8%，但過去一個月兌

美元升值 3.6%，在彭博資訊追蹤的 24

個新興市場貨幣中表現最佳。 

俄國央行總裁納比烏林娜在去年 12月

緊急升息 26 碼至 17%以阻貶盧布，但

近來盧布升值讓央行有空間降息，以

挽救正陷入六年來首度衰退的經濟。 

央行發表聲明說：「和以往一樣，風險

正偏向經濟顯著降溫。降息將有助減

輕這些風險，同時不會引發通膨轉強

的威脅。」 (資料來源 : 經濟日報 

2015-03-14) 

受不了盧布狂貶                 

普亭：來成立區域貨幣聯盟 

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3 月

20 日向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及哈薩克總統

納札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

提議，成立區域貨幣聯盟。 

普亭的這項提議，背後的考慮是油價

狂貶造成俄羅斯、白俄羅斯與哈薩克 3

國貨幣重創。過去幾個月以來，國際

油價以驚人的速度狂貶。每桶原油售

價在 2014 年 7 月還有 110 美元，到了

2015 年 1 月初跌破 50 美元。油價

的崩跌倒致俄羅斯盧布(roble)狂貶，在

2014 年就貶值了 46%，到了 2015 年 1

月每下愈況。在 2014 年初美元與盧布

的匯率約為 1:34，到了 2015 年初一度

倍增到 1:68。與盧布有連動關係的前

蘇聯各國貨幣一併大貶。其中最慘烈

的就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白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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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幣 2014 年貶了 50%，2015 年 1

月間又貶了 24%；哈薩克的貨幣在

2014 年已經貶值 19%。國際金融市場

預估在未來 3到 6個月，還要再貶 20%

左右。 

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 3 國總統

昨日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Astana)

舉行高峰會。普亭在會中表示，時機

已經成熟，可以思考建立 1 個貨幣聯

盟。 

根據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昨

(20)日的報導，普亭並沒有說明細節，

但表示各國密切合作會比較容易克服

經濟挑戰。 

對於普亭的提議，白俄和哈撒克兩國

總統並沒有立刻回應。 

專家認為，普亭建立區域貨幣聯盟的

提議不太容易進行。在前蘇聯各國中

產油量和經濟規模僅次於俄羅斯的哈

薩克對於發行共同貨幣的構想始終不

冷不熱，並且認為 3 國應該要做的頭 1

件事乃是協調彼此的金融政策。 

哈薩克央行前總裁，同時也是主導該

國改革的關鍵人物馬爾琴科(Grigory 

Marchenko)評估，想要發行 1 個共同

貨幣，至少要 10 到 12 年的時間。(資

料來源: 新頭殼 2015-03-21) 

匈牙利中央銀行自 2015 年 3 月 25 日

起調降基本利率為 1.95% 

據匈牙利中央銀行（National Bank of 

Hungary）發布新聞指出，該行於 2015

年 3 月 24 日召開貨幣委員會

（Monetary Council）會議，決議調降

基本利率（base rate）為 1.95%，調降

15 個基本點，並自 3 月 25 日起實施。 

另據匈牙利 Portfolio 網站報導指出，

匈牙利中央銀行自 2014年 7月起維持

基本利率為 2.1%，此次調降基本利率

15 個基本點，主要係因匈國通貨膨脹

已降到極低。多數金融專家預測匈國

中央銀行將重新啟動貨幣寬鬆政策，

未來匈國基本利率可能會調降為 1.5%。 

( 資料來源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03-25) 

亞投行   俄羅斯宣布加入 

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 Igor 

Shuvalov）今天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現場宣布，俄羅斯將加入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中國大陸財新網中午發布快訊指出，

俄羅斯宣布加入亞投行。 

法定資本 1,000 億美元的亞投行，被外

界視為大陸意圖挑戰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亞洲開發銀行（ADB）地位、

加大國際影響力的重要一步。 

截至 2015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0 時，亞

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增至 30 個，包括

孟加拉、汶萊、柬埔寨、中國大陸、

印度、印尼、約旦、哈薩克、科威特、

寮國、盧森堡、馬爾地夫、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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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緬甸、尼泊爾、紐西蘭、阿曼、

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沙烏地阿

拉伯、新加坡、斯里蘭卡、瑞士、塔

吉克、泰國、英國、烏茲別克和越南。 

自 12 日以來，法國、德國、義大利、

南韓、土耳其等國也都決定申請加入

亞 投 行 。 ( 資 料 來 源 : 中 央 社 

2015-03-28) 

減碳目標落後                   

德國擬罰老舊燃煤電廠 

德國訂下至 2020 年要比 1990 年碳

排放量減少 4 成的目標，不過減碳的

進程到現在可說明顯落後，為了追上

既定目標，德國政府眼光看向老舊燃

煤發電廠，打算祭出限制與罰金，逼

迫電力公司減少老舊燃煤電廠的碳排

放量。 

德國政府面臨減碳進程落後，在 2014 

年 12 月制定了新計畫，其中，燃煤

發電部門到 2020 年其年排放量總共

要減少 2,200 萬噸，相當於關閉 8 座

燃煤發電廠。 

德國政府打算推出新規範，燃煤電廠

每 gigawatt發電容量，可以年排放 700 

萬噸，超過這個排放量以上，每噸將

課以 18 到 20 歐元罰款，如此一來，

能源效率最差、每發一度電需要燃燒

更多煤炭的老舊燃煤電廠，將因為額

外罰金而加速淘汰，或是被迫要進行

更新，提升機組發電效率。 

德國政府計劃於 2015 年底完成立法，

確定罰金數字，並於 2017 年開始執

行此一新規範。(資料來源: Tech News 

2015-03-25)  

歐盟將對 Google 提起反壟斷訴訟，恐

被罰 60 億歐元 

WSJ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歐盟競爭

監管機構將在未來幾周內對  Google 

公司提起反壟斷訴訟，之前歐盟針對 

Google 的反壟斷調查已經持續了五

年，三次陷入僵局並引發了一次政治

風波，Google 最高可能面臨 60 億美

元的罰單。 

據悉歐盟已經要求多家貿易、旅遊公

司提供針對 Google 公司壟斷行為的

訊息，反壟斷專家認為這是歐盟反壟

斷機構將對 Google 提起訴訟的信號。

Google 近期不會與歐盟競爭委員會

進行和解談判，此前多次和解談判均

以失敗告終。 

Google 在歐洲市場的佔比高達 90%，

若法庭認可 Google 存在壟斷行為，

Google 有可能面臨巨額罰單，相當於 

2014 年公司營收的 10%，大約為 60 

億美元。 ( 資料來源 : Tech News 

2015-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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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區域新聞 

紐西蘭推動改善乳品來源追溯制度 

紐西蘭食品安全部長 Jo Goodhew 本(3)

月 3 日發布新聞資料，對「乳品來源

追溯工作小組」  (Dairy Traceability 

Working Group)有關食品供應鏈追溯

作法的建議報告表示歡迎。該小組係

依照政府調查乳清蛋白質濃縮物感染

事 件 (Whey Protein Concentrate 

Contamination Incident)所作之指示，於

2014 年成立，其任務主要有：(一)研

究乳品追溯之最適法規；及(二)研訂實

務準則或類似文件以引導乳品業者執

行相關規定。 

G 部長表示，追溯制度對所有紐國出

口的食品相當重要，政府正考慮將該

上述報告之建議事項適用於全部食品

業。伊強調，改善紐國快速找出潛在

受影響的食品及其來源地，可增進紐

西蘭目前強健的食品安全體系。基本

上，工作小組的建言與紐國幾個重要

出口市場-如澳洲、歐盟及美國之作法

相當一致。其主要改變是有關資料保

存、資訊分享及確保食品能儘快且實

際地於 24小時內或其他規定時間予以

追蹤到。 

紐國政府預定配合食品法(Food Act 

2004)的修訂，將前述追溯制度建議事

項納入，估計在 2016 年 3 月 1 日前執

行。另為降低未來新規定對產業的衝

擊，初級產業部(MPI)將考慮過渡時期

的必要性，並提供說明文件協助業界

調適。「乳品來源追溯工作小組」報

告內容，可自 MPI 之食品安全網站

(www.foodsafety.govt.nz)取得。 (資料

來 源 :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2015-03-05) 

農業外勞有譜 勞部擬引進緬甸外勞 

勞動力發展署長劉佳鈞今天表示，擬

以專案方式小規模引進緬甸外勞，解

決產業、農業缺工問題。若成功引進

將是台灣首度引進農業外勞。 

我國目前並未開放緬甸外勞，另因農

委會認為農業缺工嚴重，多次要求勞

動部能開放農業外勞，先前勞動部並

未鬆口。 

劉佳鈞在立法院受訪時指出，緬甸與

台灣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都相近，

目前也有許多台商正評估要不要在緬

甸投資，如果能引進緬甸外勞，國內

解決缺工問題，對於要到緬甸投資的

台商也是好的開始。 

劉佳鈞指出，近期已與緬甸的經濟部

門、農業部門談判，初步規劃以專案

方式進行小規模試辦，人數約 100、200

人，解決產業、農業缺工問題，3 月底

前會與緬甸進一步討論細節；如果試

辦順利，下一波可能引進家庭類外

勞。 

此外，劉佳鈞說，不只是緬甸，外交

部也針對自孟加拉、斯里蘭卡引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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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問題進行初期評估，未來會再提到

部裡進行討論。 (資料來源 :中央社

2015-03-09) 

中東各國電纜需求持續成長，    

2020 年將達 92 億美元規模 

拜大量投資於電力、石油、天然氣、

基礎建設與營建之賜，中東電纜市場

規模在過去十年來急速成長。由於區

域內國家如阿聯、沙烏地與伊拉克等

在其電力產業之鉅額投資，預期電纜

業仍將維持成長趨勢。由於民營電廠

之發電量將自目前之 7.4%提高至

2020 年之 17%，單單沙國預計投資電

力建設之金額即達 1000 億美元，對區

域內之電纜製造業者帶來極佳之市場

機會。 

依據 Frost & Sullivan 能源顧問公司針

對中東電纜市場策略分析報告所預測，

到 2020年中東之電纜市場規模將達到

92.2 億美元(2014 年為 58.1 億美元)。

報告中稱，GCC 各國將對進行中之

GCC 電力網計畫投資大筆資金，第一

期計畫金額即達 11 億美元，將為中東

電纜市場注入極大之活力。 

因應 GCC 國家未來十年將舉辦重大

國際賽會而大興土木之需要(例如卡

達舉辦 2020 世足賽，阿聯主辦 2020

年世界博覽會)，區域內對電纜之需求

更為專家看好。惟國際銅價在未來 2

年將持續下跌，預期電纜需求方在未

來可望擁有更佳的議價能力。 

相對而言，科威特、阿曼與巴林因為

無有大型基礎建設投資計畫支撐，對

電纜之需求成長將不如阿聯與卡達等

國旺盛。 

此外，由於沙國石油生產有過剩現象，

短期內有可能造成沙國減少投資，另

國際對伊朗制裁以及沙國開發天然氣

作為發電與石化業原料之成果不如預

期等因素，均不利於區域對電纜之需

求。 

中東地區電纜者之競爭已日漸白熱化，

許多 2 級或 3 級業者已悄然發動價格

戰。專家建議電纜製造商應該致力於

改善生產效率，以經濟規模來降低生

產成本，並維持利潤。(資料來源: Saudi 

Gazette 2015-03-10) 

IDC預測 2015年中東非洲個人電腦市

場將衰退 3.9% 

依 據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測，2015 年中東與非洲

個人電腦市場總銷售量為1,748萬部，

將較 2014 年減少 3.9%。部分國家之

電腦需求將受到匯率波動及選舉等因

素所影響，例如埃及、阿爾及利亞、

突尼西亞、奈及利亞與土耳其等。此

外，國際油價下跌對本區域內國家造

成程度不一之影響，其中奈及利亞與

迦納所受影響最深，估計 2015 年銷售

量將大幅減少約 40%。 

IDC 認為長期來看 2015 到 2019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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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電腦市場將維持平盤。但由於一

般消費者使用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

日漸普及，個人電腦需求主力由消費

者逐漸偏向商業使用者之趨勢將更為

明顯。 

據 IDC 資料顯示， 2014 年第 4 季中

東與非洲個人電腦市場整體成長率為

2.8%，其中筆記型電腦成長 4.3%，銷

售量達 283 萬部，桌上型電腦僅成長

0.4%，銷售量 180 萬部。 

中東與非洲個人電腦市場主要銷售品

牌中，HP 居首位，成長 17.3%，在非

洲市場之表現甚為突出，遠優於競爭

對手。其次為 Lenovo，在第 4 季出現

38.2%之高成長表現，DELL排名第3，

衰退 0.8%，前 3 大品牌合計市占率高

達 65%。再其次為 Asusr，成長 6.9%，

Acer 排名第 5，出貨量衰退 5.8%。(資

料來源: Saudi Gazette 2015-03-10) 

沙國與阿根廷合作研發核能發電技術 

根據沙國媒體報導，沙國與阿根延的

國營企業頃簽署協議，設立合資公司

Invania，共同為沙國核能發電計畫發

展核能技術。 

沙國諮議會(Shoura Council)近日訪阿

國首都布宜諾斯時，由阿國聯邦計畫

部與阿國 Invap公司宣布該合作計畫，

沙阿雙方依據 2011年簽署的合作協議

設立 Invania 公司。Invap 公司表示，

該合資計畫旨在運用阿根廷在核能方

面的經驗與能力，幫助沙國建造自有

核電廠。阿根廷在運用核能技術與研

發有長久的歷史。阿根廷核能委員會

(CNEA)於 1950 年設立，迄今，阿根

廷國內 10%的用電係由 3 座加壓重水

反應爐所提供，未來並計畫再興建更

多，目前還有一部由阿根廷設計的

27MWe 模組反應爐(CAREM)原型興

建中，阿根廷具鈾礦開採、精鍊、濃

縮、燃料製備及重水生產等能力，同

時也生產鉬 99 及鈷 60 等醫療放射性

同位素。 

沙國計畫用核能發電來滿足國內用電

及海水淡化的需求成長，在未來 20 年

內將建造 16 座核電廠，類似 CAREM

的小型反應爐可用於海水淡化，目前

沙國已和法國、南韓、中國及阿根廷

簽署核能合作協議。 (資料來源 : 

Utilities-ME.com 2015-03-12) 

印總理莫迪訪斯里蘭卡 

對抗中國影響力 

印度總理莫迪周始對斯里蘭卡進行訪

問，試圖加強與該地區國家的經濟和

安全合作，抗衡中國不斷增大的影響

力。 

雖然兩國只隔一個海峽，但是斯里蘭

卡和印度在過去的 30 年間關係冷淡。

兩國關係受損不僅因為在斯里蘭卡內

戰期間印度的維和行動失敗，還有最

近中國在斯里蘭卡的影響力逐漸加

大。 



 

9 

1987 年，印度當年的總統拉吉夫·甘地

前往斯里蘭卡簽署和平協議，旨在結

束當時泰米爾的起義。不過斯里蘭卡

的泰米爾人與印度眾多的泰米爾人口

關係密切。 

當年印度被指為反叛組織提供訓練和

武器，之後試圖通過派駐維和部隊前

往調和，這次行動以失敗告終，內戰

對立雙方都對印度感到不滿。 

在甘地訪問斯里蘭卡的時候受到海軍

儀仗隊中一名士兵使用槍托攻擊，倖

免沒有受到重傷。但 1991 年甘地在印

度南部的一次競選活動中被泰米爾之

虎游擊隊暗殺。 

自那以後，印度一直與斯里蘭卡的衝

突保持距離，不過中國卻以提供武器

的方式與該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隨

後，中國幫助斯里蘭卡興建高速公路，

海港以及機場，努力擴大在該國的影

響力。 

斯里蘭卡新政府最近取消了由中國資

助的價值 15億英鎊的科倫坡港口城項

目。這個項目是中國主席習近平去年 9

月訪問斯里蘭卡期間簽署的。 

莫迪周五還在斯里蘭卡國會發表演說，

並前往被戰爭毀壞的泰米爾居住區，

為印度幫助重建的鐵路開幕。（編譯：

林杉 / 責編：路西）(資料來源: BBC

中文網 2015-03-13) 

沙國擬在朱拜爾建立大汽車廠 

沙國工業群聚計畫(Industrial Clusters 

Program, ICP)總裁Azzam Shalabi表示，

沙國計畫在東部省朱拜爾市 Rabigh設

立汽車製造工業城，建立區域內最大

汽車與汽車零件之製造中心，並已向

沙國當局提出設廠計畫申請。 

Shalabi 總裁表示，前述汽車廠營運初

期汽車生產量將為 40 萬輛左右。該汽

車廠將生產汽車零件，並將建構一個

高階訓練機構，進行各項在職訓練。S

總裁表示 ICP 將積極向國際大汽車廠

招商，並表示初步有某具全球性聲譽

之國際車廠表達投資意願。S 總裁表

示，ICP 積極尋求沙國之發展工業與

吸引外資，目標產業包括，汽車及零

組件、太陽能產業、人纖、塑膠、醫

藥等。建立汽車工業城計畫係沙國商

工部繼於 2012 年成功吸引 ISUZU 卡

車、JAGUAR 及 LAND ROVER 在沙

國設廠投資後另一項重大招商成果。

(資料來源：ARAB NEWS 2015-03-15) 

經濟學家下調新加坡 GDP 和 CPI 增

長預期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對外部經濟

學家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經濟學家

預計今年新加坡經濟增長速度將比此

前估計的要慢，並且其通脹也將放

緩。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週三(3 月 18 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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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調查中值顯示，經濟學家預計新

加坡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年

率為增長 2.0%。 

新加坡央行(Singapore's central bank)

表示，與此相比，12 月的調查結果顯

示，經濟學家預計新加坡第一季度

GDP 年率將增長 2.5%。 

經濟學家們對新加坡經濟增長預估下

調是因全球經濟增長疲弱—而新加坡

的製造業和出口行業又深受此影響。

不過新加坡政府正在努力重建新加坡

經濟，使之轉為生產力導向型經濟

體。 

此外，經濟學家們還預計，新加坡 2015

年 GDP 將增長 2.8%，增幅低於 12 月

時的預估(12 月預估為增長 3.1%)。不

過，此預估與新加坡政府所做的經濟

預估一致，新加坡政府預計該國 2015

年 GDP 將增長 2%至 4%。 

調查還顯示，經濟學家們預計 2015 年

新加坡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年率將增

長 0.1%，增幅低於 12月預估的 1.1%；

預計新加坡核心 CPI(扣除私人道路交

通費和住宿費)年率將增長 1.0%，增幅

也比之前預計的 1.9%要低。新加坡最

近幾個月來消費者價格指數有所緩解，

主要是因房地產市場冷卻，且汽車價

格更低。(資料來源: 匯通網 2015-3-18) 

 

 

印度取消對 USB 課反傾銷稅 

經部樂見 

（中央社記者黃巧雯台北 20 日電）印

度德里高等法院判定，印度商工部針

對自我國及中國大陸進口隨身碟進行

傾銷調查終裁無效，印方目前無法對

台灣廠商課徵反傾銷稅，經濟部表達

樂見，將持續協助廠商爭取權益。 

印度自2013年6月21日針對自我國、

中國大陸及韓國進口的隨身碟展開反

傾銷調查，依據印度進口統計資料顯

示，2014 年印度自我國進口額約 1.1

億美元，占進口來源 32.3%，顯示我

國業者具有相當貿易利益。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今年 1 月曾邀集國

內相關單位及業者研商因應對策，業

者表示，若印度實施反傾銷措施，其

將失去在市場競爭力。 

為評估我國將此案訴諸 WTO 爭端解

決機制可行性，國貿局表示，除了致

函印度商工部，說明印方調查程序違

反 WTO 協定外，還蒐集我國廠商相關

資料，並與美國、印度及 WTO 律師研

議此案所涉法律爭點。 

若印方決定課徵反傾銷稅，國貿局表

示，不排除尋求 WTO 爭端解決機制。 

針對印度德里高等法院近日判定，印

度商工部對自我國及中國大陸進口隨

身碟進行傾銷調查終裁無效，印方目

前無法對我國廠商課徵反傾銷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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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局除了表達樂見外，也提醒廠商在

發現各國傾銷調查有違反其國內相關

法規時，除透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外，

還可考慮訴諸該國國內司法途徑。(資

料來源:中央社 2015-03-20) 

新加坡建設局推動綠色建築技術 

為推動綠色建築技術研發和普及，新

加坡建設局宣布撥款 2,000 萬星元實

施綠色建築創新組合示範計畫(Green 

Building Innovation Cluster-Demonstration 

Scheme)，以鼓勵業者從事新型建築節

能科技、提高建築能源效率等科技研

發，並將該技術普及化與商品化。 

新加坡建設局係於去(2014)年 9 月設

立綠色建築創新組合，以展開綠色建

築科技研究，該組合包括新加坡建屋

發展局、凱德集團、城市發展集團、

騰飛集團、吉寶置業、裕廊集團、南

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等政府

機構與民間企業及大學院校。相關計

畫將透過共同承擔器械、安裝等費用，

協助業者降低研發及執行成本。(資料

來源: 2015-3-1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南韓與紐西蘭簽 FTA 

南韓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協定（FTA），

23 日上午與紐西蘭在青瓦台總統府正

式簽署 FTA，紐西蘭成為南韓第 14 個

FTA 夥伴國。南韓總統朴槿惠表示，

FTA 將讓兩國加深經濟、文化、國際

合作等領域的交流，在兩國 53 年的建

交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紐西蘭總理凱伊與朴槿惠舉行高峰會

談後，兩人親自見證南韓產業通商資

源部長官尹相直，與紐西蘭貿易部長

格羅澤簽署 FTA。截至目前為止，南

韓已與 52 個國家結束 FTA 談判，其

中與 49 個國家的 11 項 FTA 生效。 

韓紐 FTA 內容包括南韓需對 48.3％的

紐西蘭產品立即實施零關稅，15 年內

撤銷 96.4％產品的關稅，進口至南韓

的牛肉將在 15 年內分階段廢除關稅。 

紐西蘭將立即撤銷 92％的南韓產品關

稅，7 年內撤銷所有產品的關稅，南韓

出口至紐西蘭的洗衣機、電冰箱、貨

車等項目將在 3 年內廢除關稅。但韓

紐 FTA 排除稻米、蘋果、大蒜等 199

個敏感項目。協定內容還包括紐西蘭

打工度假簽證名額從目前 1年 1800個

擴大到 3000 個；紐國為韓語教師與跆

拳道教師等 10個行業提供 200個臨時

就業入境名額，簽發有效期最長 3 年

的工作簽證；每年向從事農畜水產業

的 50 位韓國人發放 1 年期培訓簽證；

提供 150 名南韓農漁村青少年前往新

西蘭參加語言培訓的機會。 

據韓聯社報導，若以達成協議的 FTA

為準，南韓「FTA 經濟領土」規模達

全球 GDP 的 73.5％。南韓「FTA 經濟

領土」係指，與南韓簽署 FTA 的國家，

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總和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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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重。(資料來源: 2015-03-24

中國時報) 

印尼工業部表示將需要約 152 億美元

用於建設工業區 

根據此間媒體本(2015)年 2 月 17 日報

導，印尼工業部表示，政府將於未來 5

年內在爪哇島以外地區設立 13座工業

區，預估所需金額將達到 192.44 兆印

尼盾(約合 152 億美元)，占地面積將達

到22,484公頃，提供93萬個就業機會。

政府並將提撥 55.45 兆印尼盾用於建

設公路及港口設施等基礎建設，工業

區主要將位於蘇拉維西島及巴布亞等

地區。根據工業區資料顯示，目前全

印尼共有 74 座工業區，占地達

36,295.5 公頃，其中有 50 座工業區位

於爪哇島，占地達 26,127.4 公頃，占

總工業區面積的 71.9%。(資料來源: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03-05) 

印尼工業部表示將投入 1,000 億印尼

盾進行紡織業設備更新 

根據此間媒體 2015 年 3 月 6 日報導，

印尼工業部 Saleh Husin 表示，為推動

紡織、皮革及製鞋產業在 2019 年產值

成長 3 倍的目標，該部已連續七年提

撥預算協助上述產業廠商更新機械設

備，成效相當顯著。為進一步帶動廠

商進行設備投資，該部已於今年度預

算內匡列 1,000 億印尼盾(約合 790 萬

美元)，協助紡織業廠商進行機械設備

之汰換，以提升產業生產力，預估今

年將可帶動廠商投入 1 兆印尼盾進行

設備更新，並達成今年非油氣產業投

資金額 270 兆印尼盾的目標，工業部

並請相關廠商於今年 6 月底前向該部

提出申請。 

據工業部資料顯示，該部於 2007 年至

2014年間已投入 1.18兆印尼盾資金協

助廠商汰換生產設備，並帶動廠商投

入 14.84 兆印尼盾進行設備更新，總計

汰換 188 萬台機械設備，惟印尼紡織

相關產業仍有 366 萬台老舊機械需要

進行升級，主要包含織布機、針織機

及鞋類等 6 大類機械設備。印尼紡織

協會(API)表示，對於政府持續協助紡

織產業的發展表達感謝，但建議政府

應持續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以提升印

尼紡織品的出口競爭力。(資料來源: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03-20) 

馬來西亞2015年可達成吸引投資金額

1,400億馬幣(約合 382.88億美元)目標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局長阿

茲曼瑪莫(Datuk Azman Mahmud)表示，

基於國際原油價格下跌，預估全球外

部挑戰嚴峻，馬國仍可達成第十大馬

計畫(2010-2015 年)，以知識產業為主

導的投資金額 1,400 億(約合 382.88 億

美元)馬幣目標。 

阿茲曼局長續分析稱，外幣升值，相

對馬幣疲軟，造成馬國製產品變得便

宜及更具競爭力；對馬國而言是優勢，

尤其資源型產業，可望吸引更多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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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進駐馬國。 

根據 MIDA 統計數據顯示，馬國 2014

年共核准 5,942 項製造業、服務業及原

產品產業投資計畫案，總投資金額為

2,359 億馬幣，創歷年來新高紀錄，較

2013 年成長 7.52%；其中私營企業投

資金額為 1,712.6 億馬幣，占總投資額

之 72.6%；外人直接投資金額則為

646.4 億馬幣，占總投資額之 27.4%，

共創造 17 萬 8,360 個就業機會。(資料

來源: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03-05) 

馬來西亞2014年清真產品出口金額達

377 億馬幣，較 2013 年成長 17.8%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暨工業部長慕斯達

法表示，全球清真產業擁有巨大開發

潛力，馬幣貶值增加出口競爭優勢，

可協助馬國清真產品出口商積極拓展

海外市場。馬國 2014 年清真產品出口

金額達 377 億馬幣(約合 114.07 億美

元)，較 2013 年成長 17.8%，亦超越清

真產業計畫制定，至 2020 年出口金額

190 億馬幣目標。 

清真產業為推動馬國經濟成長動力之

一，馬國政府盼至 2020 年可成為全球

清真產業中心，該產業目前雖占國內

生產總值不到 5%，但其成長趨勢強

勁。 

全球清真市場總市值約 2.3 兆美元，其

中清真食品占 7,000 億美元，加上全球

回教徒總人口高達 18 億，顯示該市場

龐大，擁有龐大商機及發展潛力。 

馬國 2015 年第 12 屆國際清真展銷會

(MIHAS 2015)預定於 4 月 1 日至 4 日

在吉隆坡會展中心舉辦。該展 2014 年

總交易金額達 2.91 億美元，其中飲料

交易額(3,467 萬美元)最高，其他為加

工食品 (2,734 萬美元 )及冷凍食品

(1,506 萬美元)。(資料來源: 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 2015-03-11) 

馬來西亞預估至 2030 年，航太產業營

收可達 325 億馬幣 

馬來西亞首相納吉配合 2015年蘭卡威

國際海事暨航太展，推薦馬國 2015 至

2030 年航太產業計畫時表示，2014 年

馬國航太產業營收達 190 億馬幣(約合

57.49億美元)，投資金額 6.82億馬幣，

創造 1 萬 9,500 個就業機會。2013 年

馬國海事產業營收為 83.6 億馬幣，列

為第三馬國工業大藍圖主要發展產業

之一。 

在貿工部管轄範圍，馬國內閣已核准

設立全國航太協調機構，執行航太產

業計畫，及成為馬國航太委員會秘書

處，盼至 2030 年，航太產業營收可達

325 億馬幣，創造 3 萬 2,000 個就業機

會。 

根據英國 IHS Jane’s 防衛周刊估計，

至 2018 年東協國防支出，將從 2015

年 385 億美元，提高至 445 億美元，

這與全球其他國家國防軍備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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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一致。東協看好成為航太暨海事

支出主要成長市場，不僅軍事支出，

商業領域也一樣。(資料來源: 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 2015-03-18) 

韓國網速領先全球 世界平均 5.6 倍 

韓聯社報導，德國統計網站 Statista 的

資料顯示，截至 2014 年第三季度全球

網速最快的國家為韓國，韓國平均網

速達到 25.3Mbps，是世界平均值

4.5Mbps 的 5.6 倍。 

報導說，韓國觀光公社（韓國旅遊發

展局）今天發行的《2014 年全球在線

趨勢報告》，引用德國統計網站 Statista

的資料。 

報導說，在韓國之後依次為香港、日

本、瑞士、瑞典、荷蘭、愛爾蘭、拉

脫維亞、捷克、新加坡。截至 2014 年

7 月，韓國網民人數共達 4531.4248 萬

名，排名世界第 12 位。考慮到韓國總

人口約達 5000 萬人，有 90.6%的韓國

人使用網路。 

網路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為中國大陸，

約達 6.4160 億名，繼 2013 年後再次奪

冠。美國、印度、日本和巴西依次排

名第二至第五。此外，網路使用人口

比韓國多的國家還有俄羅斯、德國、

奈及利亞、英國、法國和墨西哥。 

另外，在截至 2014 年底全球搜索引擎

市場方面，谷歌以 67.53%居首，其後

依次是百度（18.38%）、Bing（6.63%)

和雅虎（6.17%）。(資料來源: 中央社 

2015-03-11) 

韓國基準利率降至歷史最低       

年息 1.75% 

韓國銀行（央行）3 月 12 日舉行定期

金融貨幣委員會會議，決定將年基準

利率下調 0.25個百分點，降至年 1.75%，

即日起實施。這是韓國基準利率首次

低於 2%。 

在去年 10 月降息之後，市場人士大部

分曾認為韓國將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但由於個人消費等增長勢頭依然較弱，

通貨緊縮風險正在加強，韓國央行選

擇與正在實施經濟刺激政策的韓國政

府保持步調一致，通過降息來支撐經

濟。 

韓國統計廳表示，除了原油價格走低

之外，由於消費心理趨冷，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漲幅呈現下降態勢。2

月漲幅僅為 0.5%，創出 1999 年 7 月

以來的最低水平，連續 3 個月接近

0%。 

在設備投資方面，電子機器實現增長，

但與中國企業等競爭日趨激化的一般

機械明顯下滑。據韓國産業通商資源

部統計，2015 年 1 月、2 月出口持續

出現同比負增長。越來越多觀點認為，

實現韓國銀行提出的 2015年經濟增長

率 3.4%非常困難。(資料來源: 日經中

文網 201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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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媒：韓國青年失業問題嚴重 政府應

勞動改革 

中新網3月19日電 據韓媒19日報道，

據調查，韓國 10 名青年中就有一人是

失業者，因沒有工作而負債纍纍的青

年也在持續增加。韓國統計廳消息稱，

上月韓國青年的失業率為 11.1%，這是

繼 1999年 7月外匯危機余波影響以來

出現的最低值。而整體失業率為 4.6%，

為 5 年以來最高值。有專家指出，韓

國政府應該從正面站出來進行果斷的

勞動改革。 

據韓國信用恢復委員會稱，去年沒能

還完債務而申請個人債務調整的 29歲

以下青年有 6671 人，比去年增加 573

人。申請學費貸款但超過 6 個月沒能

還款的人數去年也達到 40635 人，繼

2007 年有統計數據以來增加了 11

倍。 

報道稱，樸槿惠政府雖然做出了“雇

傭率 70%”的承諾，但雇傭狀況不僅

沒有好轉，卻越來越陷入惡迴圈。 

此外，因延長退休及增加標準工資影

響的企業正在減少雇傭新員工。全國

經濟人聯合協會雇傭福利組長李哲行

(音)表示：雖然每年有達 40 萬名的大

學畢業生涌入社會，整體世界經濟發

展遲緩而利潤縮減的大企業只能雇傭

11 萬人左右。又因為延長退休，作為

企業，不得不在聘用新員工上有所猶

豫。 

報道指出，忙於保護大企業正式員工

的工會，也對公司外部的青年失業問

題很消極。大企業的正式員工工會想

要提高工資、拉大同中小企業的差距。

青年待業者忙於準備進入大企業、國

營企業的考試和累積導致青年失業率

更加惡化。 

韓國高麗大學法學專業研究生院教授

樸智順(音)指出，工會忙於保護正式員

工。但如果工會不出面解決青年失業

問題，最終這害處將落到自己孩子的

身上。 

有人指出，強迫要求企業提高工資反

而會加速青年失業的惡化。韓國央行

也在擔憂最近的失業狀況，韓國央行

本月 12 日全面下調基準利率，其中也

有失業指標惡化的原因。韓國央行副

總裁補徐英京表示，雖然去年中老年

的工作崗位有所增加，但那是數量上

的增加，很難視為好工作崗位品質上

的增加。 

然而專家們一致認為，將消除青年失

業僅託付給企業或工會很難有改善成

果。工會首先是保護大企業的正式員

工，因為延長退休和提高標準工資而

沒有其他餘力。被認為是勞動改革國

際性典範的荷蘭、丹麥或德國，也是

由政府出面勸說工會和企業雙方達成

讓步。 

韓國外國語大學經濟學教授孫鐘哲

(音)稱，如果無法解決青年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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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人的養老也會變得不安。時間不

多，政府應該從正面站出來進行果斷

的勞動改革。(資料來源: 中國新聞網

2015-03-19) 

大陸出借 38 億 開發柬埔寨西北交通 

中國大陸提供柬埔寨 1.22 億美元（逾

新台幣 38.7 億元）優惠貸款的 58 號公

路建設項目，18 日在柬埔寨班迭棉吉

省波比市動工。這條公路串連柬埔寨

西部和北部地區。 

中新財經報導，58 號公路長 174.16 公

里，由上海建工集團承建，道路連接

班迭棉吉省波比市到奧多棉芷省森隆

市。柬埔寨首相洪森、大陸駐柬埔寨

大使布建國出席動工儀式。 

洪森表示，大陸援建的公路和橋樑，

不僅實現了柬埔寨國內各地的連接，

還連接柬埔寨和鄰國的交通，為區域

的互聯互通發揮重要作用；此外，大

陸倡建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帶給這

個地區的國家發展機遇。 

布建國致辭說，長期以來，中方高度

重視發展對柬關係，把柬埔寨當作重

要戰略合作夥伴。近年來，中、柬雙

方在柬埔寨西部地區合作實施多個基

礎設施建設項目，包括道路橋樑、水

利設施等。 ( 資料來源 : 中央社

2015-03-18)  

 

印度政府與 Twitter 聯手          

將打造 E 化政府 

印 度 政 府 宣 布 與 推 特 

(Twitter)( (US-TWTR) ) 聯手推出全

新服務，稱之為「Twitter Samvad」，

申請此服務的民眾未來可以透過簡訊

收取政府機構所傳遞的推文訊息。印

度期望藉此服務打造出全新的 E 化

政府，這也是使印度邁向更數位化城

市的重要一環。 

根據《CNBC》報導，Twitter 執行長 

Dick Costolo 與印度總理  Narendra 

Modi 昨 (24 日) 在新德里宣布推出

「Twitter Samvad」的政府 E 化服務，

此舉是 Modi 政府要將印度打造成數

位化社會的重要一步。Modi 本身就是 

Twitter 的忠實用戶，2009 年加入 

Twitter 後至今，Modi 已經擁有 1090 

萬個追蹤者，是僅次於美國總統歐巴

馬 (Barack Obama) 外第 2 多人追蹤

的政治人物。目前印度已經有 16 位

政 治 領 袖 和 部 長 使 用 「 Twitter 

Samvad」。 

Twitter 表示，申請「Twitter Samvad」

服務的人每天將從簡訊收到與政府相

關的新聞、活動和政策資訊的推文。

在緊急狀況時，也可以透過此服務來

獲取政府機構的訊息，如有關救援活

動的即時資訊與細節。其實，今年 2 

月印度政府發佈年度財政預算時就有

一些地方媒體透過簡訊來發送此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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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 

「Twitter Samvad」的技術由 ZipDial 

提供，ZipDial 是一間手機行銷和分析

公司，今年 1 月被 Twitter 收購。

2014 年印度大選時，印度人民黨和印

度國大黨都有使用 ZipDial 的服務來

增加他們 Twitter 推文在手機上的能

見度。Twitter 透過簡訊傳送貼文的服

務目前只有在印度提供，不過公司未

來也有打算在其他新興市場推出此服

務。(資料來源: 鉅亨網 2015-03-25) 

 

非洲區域新聞 

南非國營事業部長報告供應週邊國家

電力情形 

依據媒體 Fin24 報導，南非國營事業

部長 Lynne Brown 日前向反對黨民主

聯盟國會議員 TR Majola 報告南非電

力供應情形，Brown 部長指出南非國

營電力 Eskom 公司與非洲南部莫三

比克、波札那、史瓦濟蘭、賴索托、

納米比亞、辛巴威和尚比亞等 7 個國

家簽有電力採購或電力供應協議，其

中供應契約分「保證協議」及「非保

證協議」，「保證協議」係指南非保證

對締約方出售電力，「非保證協議」係

指南非在電力有剩餘時才對締約方出

售電力，因此，如果 Eskom 公司供電

不敷南非國內使用時，Eskom 公司將

優先停止向「非保證協議」辛巴威和

尚比亞供電。 

Brown 部長表示，雖然南非與莫三比

克、波札那、史瓦濟蘭、賴索托、納

米比亞等 5 國簽有保證供電協議，但

其前提是該 5 國需先將自有電廠產能

最大化，此外，如果 Eskom 公司供應

電力短缺且不敷南非自身使用時，該 5

國電廠亦應同比例對國內降低供應，

如果南非被迫輪流限電時，Eskom 公

司將暫停對波札那及納米比亞出售電

力，史瓦濟蘭及賴索托則需配合南非

輪流限電。  ( 資料來源 : Fin24 

2015-03-04) 

 

美洲區域新聞 

阿根廷鐵路 全數國有化 

阿根廷官方公報當地時間 2 日頒佈政

府決議，宣佈從當天起廢除所有與私

人企業的鐵路專營合同，全部鐵路國

有化。 

前一天，阿根廷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andez）已在國會第 133 屆常規會

議開幕式上宣佈這一消息。內政和交

通部部長蘭達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

出，政府有理由解除與私人企業的鐵

路專營合同，絕對不會向這些企業支

付任何補償。蘭達佐稱，事實證明，

在票價微幅調整，增加列車班次和服

務品質等方面，國有化管理擁有比私

人企業更具效力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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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阿根廷相關法律規定，國有化鐵

路法案應送交國會討論，但政府已經

創辦阿根廷鐵路公司，這家公司將管

理所有鐵路線，其中一些已經由國家

負責運營。（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15-03-03） 

巴西百萬人大遊行要求彈劾總統 

超過一百萬巴西人周日（15 日）參加

抗議示威，要求彈劾總統迪爾瑪·羅塞

夫。 

示威者說，巴西國營石油公司的腐敗

醜聞羅塞夫肯定知情。 

反對派說，石油公司面臨的受賄指控

中一大部分都是在羅塞夫擔任該公司

董事長期間發生的。 

但是，羅塞夫否認與腐敗有關，總檢

察長的調查發現沒有證據表明羅塞夫

對此負責。 

被指收受回扣的數十名政客大多來自

執政聯盟。 

周日，巴西 22 個州、以及聯邦首都巴

西利亞分別發生抗議活動。最大的一

起在聖保羅，超過 50 萬人參與。 

許多示威者揮舞巴西國旗、身著巴西

足球隊的黃衫，高呼反腐敗、反政府

口號。 

在里約熱內盧，警方說參加示威的有 1

萬 5 千人。在巴西利亞，示威者多達 4

萬。 

周五（13 日），成千上萬的羅塞夫支

持者也曾走上街頭示威。他們說，羅

塞夫當選不到五個月，要求彈劾，無

異於企圖政變。 

BBC 在聖保羅的記者說，反對派政黨

支持星期天的反政府大遊行，但是並

沒有公開要求彈劾總統。 

本月早些時候，巴西高等法院通過對

54 人涉嫌收受回扣展開調查。 

人員名單是總檢察長提供的。他說，

私營公司向官員行賄，以便拿到巴西

石油公司利潤豐厚的合同。 

清單上所有人都否認上述指控。（資

料來源：2015-03-15 BBC 中文網） 

豐田最早下月批准墨西哥客車廠投資 

路透社引述 3 名知情人士消息披露，

日本豐田汽車在墨西哥首座客車組裝

廠計畫即將拍板，董事會預計最早下

月通過此案。 

墨西哥新廠將生產人氣小型車 Corolla，

2019 年起開始量產。從福斯汽車

（Volkswagen）等對手最近的投資規

模來看，豐田墨西哥新廠投資金額超

過 10 億美元。 

墨西哥新廠投資案過關，意味著豐田

社長豐田章男的 3 年凍結投資計畫解

禁。豐田章男之前認為，公司 10 年前

的積極擴張策略是品質問題和 2009年

召回危機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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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是目前唯一未在墨西哥有主要生

產中心的大眾汽車製造商。由於墨西

哥勞動成本低，加上進入美國市場免

關稅等優勢，吸引汽車製造商和供應

商進駐。 

美國是豐田汽車最大單一市場。豐田

在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亞州（Baja 

Califonia）有一座生產 Tacoma 小貨車

的車廠，但迄今還沒有客車組裝廠。

（資料來源：聯合財經網2015-03-22） 

美洲國家峰會下月登場 教廷國務卿

將與會 

巴拿馬 26 日證實，羅馬天主教教宗方

濟各(Francis)派遣教廷國務卿帕洛林

(Pietro Parolin)樞機主教，參加下個月

在巴拿馬舉行的美洲國家高峰會

(Summit of the Americas)。 

美國總統歐巴馬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領

袖都將出席 4 月 10 日起一連舉行 2 天

的第七屆美洲國家高峰會。 

外界傳聞，帕洛林樞機主教出席峰會，

是嘗試弭平美國與委內瑞拉之間的緊

張關係，而此事可能為高峰會的重頭

戲--歐巴馬與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

(Raul Castro)的歷史性握手蒙上陰

影。 

委內瑞拉是古巴的頭號盟友。而華府

最近宣布，對 7 名被控涉及違反人權

的委內瑞拉官員實施制裁。 

巴拿馬副總統兼外長聖馬洛(Isabel De 

Saint Malo)駁斥傳聞。她表示，全球首

度有出身拉丁美洲的教宗，也是教廷

首次受邀出席美洲國家高峰會，這是

教宗派遣信使到當地的良機。 

帕洛林曾經代表教廷駐節委內瑞拉直

到 2013 年，去年他協助促成委內瑞拉

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的社會主

義政府與反對派舉行會談，結束長達

數週的暴力動亂。 

此外，梵蒂岡也曾在美國與古巴秘密

協商重建外交關係的進程中扮演角色。

（ 資 料 來 源 ： 中 央 廣 播 電 台 

2015-03-27） 

哥倫比亞宣佈暫停對革命武裝的轟炸 

周三（3 月 11 日），哥倫比亞總統桑

托斯宣佈暫停一個月對左翼叛軍革命

武裝力量（Farc）的轟炸。此舉進一步

顯示了該國和平進程正在取得進展。 

桑托斯總統說，此舉是政府對哥倫比

亞最大反叛組織去年底單方提出的停

火協議的承認。 

但是哥倫比亞政府對包括民族解放軍

ELN 在內的其它反叛游擊組織的武裝

打擊行動仍將繼續。 

哥倫比亞政府與革命武裝目前正在古

巴舉行和平談判。 

桑托斯總統在一個電視講話中說，Farc

的確已經在實行去年 12月單方宣佈的

無限期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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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了開始減緩衝突，桑托斯總統

在電視講話中宣佈，他已經下令國防

部長和政府武裝力量司令停止一個月

對 Farc 營地的轟炸。 

桑托斯總統在講話中批評另外一個比

革命武裝稍小一點的叛軍游擊組織民

族解放軍 ELN，稱 ELN 增加了犯罪活

動。 

反對派保守派說，空中轟炸是政府軍

打擊叛軍的重要舉措，暫停對 Farc 的

轟炸會讓叛軍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 

Farc 與政府的和談從 2012 年 11 月就

開始了，儘管目前還沒有簽署最終協

議，但雙方已經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

部分協議，這些問題包括毒品交易、

土地改革和政治參與等。 

Farc 成立於 1964 年，目的是為了在哥

倫比亞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權，它

被美國和歐洲列為恐怖組織。 

在 1990 年代，由於來自右翼力量的軍

事打擊，Farc 被迫改變了組織策略，

並越來越多的參與販毒和洗錢等活

動。 

近年來，Farc 的成員逐年減少，從

16,000 人減少到現在的 8,000 人，但是

仍然控制著農村地區，特別是南部和

東部地區。 

在Farc和政府軍之間進行了50多年的

武裝衝突，導致了超過 220,000 人死亡。

（資料來源：BBC中文網 2015-03-11） 

OECD 調低加國經濟增長預測 

經合組織(OECD)調低對加拿大 2015

及 2016 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理由是因

為自去年其 11 月的預期後,石油及其

他大宗商品價格顯著的下降。而另外

一些國家經濟將從油價下滑中受益。 

總部位於巴黎 OECD 是由世界上最富

有的國家組成，在每年 3 月及 11 月對

其預測進行更新。它現在估計，加拿

大今年經濟將增長 2.2％，比原預計的

少 0.4%。對明年的預測也下調 0.3%至

2.1%。 

據 CBC 報導，OECD 說，加拿大是那

些經濟受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

跌影響的國家之一，而其它一些尤其

是在歐洲和亞洲的國家，將從油價大

幅下滑至六年低點而受益。 

其對今年全球整體經濟增長預測上調

0.1%至 4%，對 2016 的預測上調 0.2%

至 4.3％。 

預計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015

年將增長 3.1％，2016 年為 3%，保持

了去年 11 月份的預測不變。 

歐洲經過多年的危機及經濟發展停滯

後，OECD 表示，暴跌的油價以及歐

洲央行（ECB）最近頒布的貨幣刺激

政策是歐洲經濟再增長「迫切需要的

機會」。其預測使用歐元貨幣的 1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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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經濟總體將有 1.4％的增長。

OECD 堅持認為確保經濟恢復強勁增

長僅憑貨幣政策是不夠的，它敦促歐

洲領導人穩定其預算規則及其它法

規。 

OECD 表示，印度今年增長速度應該

比中國快，將達到 7.7％。對於日本來

說，它將預測略調升至 1%。 

OECD 說，油價下跌既提高家庭的實

際收入也降低了公司成本，因此應該

有利於全球經濟增長，儘管對石油生

產商的實際收入帶來損失。 

OECD 指出，目前石油價格比在去年

11 月做半年度預測時降了約 35%。曾

穩定在 50 美元/桶的油價現已連續七

天下滑。本週三早間，紐約 4 月份原

油期貨合同價格下降 1.04 元至 42.42

美元/桶，而在去年夏季，原油價格曾

經高達 107 美元/桶。 

OECD 在本週三發佈的預測更新中警

告說，不尋常的低通貨膨脹率及利率

可能會增加全球金融不穩定的風險。

它指出，儘管經濟前景是增長，但在

許多國家失業水平一直居高不下。(資

料來源: 大紀元 201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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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貿投資訪問團暨研討會 

2015 年巴拉圭、巴拿馬及巴西經貿投

資訪問團 

經濟部籌組之「2015 年巴拉圭、巴拿

馬及巴西經貿投資訪問團」於 2015 年

3月 11日至 3月 22日前往上述三國訪

問，該團由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處長

益民擔任官方團長，本會王理事長鍾

渝擔任訪團最高顧問，巴拉圭委員會

洪主任委員慶忠擔任民間團長。 

出訪期間全體團員晉見巴拉圭總統卡

提斯閣下，中國輸出入銀行與巴拉圭

Amambay及Continental銀行簽署轉融

資合約，安排參觀巴拿馬國際商展及

Itaipú 水力發電廠，同時於上述三國舉

辦貿易洽談會，參加廠商皆表成果豐

碩。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藉訪問巴西聖保羅

期間拜會本會對等單位巴西工業總會

(CNI)，就 CNI 本年 5 月中旬來華訪問

並與本會召開「第 12 屆台巴(西)經濟

聯席會議」交換意見。 

團員於 2015 巴拿馬國際商展-台灣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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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團員於巴拉圭總統府與巴拉圭總統卡提斯

閣下合影留念 

 

 

愛爾蘭經貿產業概況暨投資說明會 

本會於本(104)年 3月 25日假台北世貿

展覽館舉辦『愛爾蘭經貿產業概況暨

投資說明會』，由本會愛爾蘭委員會金

際遠主任委員主持，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陳永章主任秘書蒞會致詞，愛爾蘭

商工總會執行長 Mr. Danny McCoy 針

對愛爾蘭經貿環境、產業發展等議題

發表專題報告，並邀請到愛爾蘭商銳

鋒股份有限公司亞洲區業務經理 Mr. 

Peter Knaz、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何淑芬執業會計師、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高雄辦事處呂

文瑞主任提供經驗分享，現場共計 45

位廠商參加。 

愛爾蘭著重研發與創新，擁有高素質

人力資源，並提供 12.5%之低公司稅

率及 25%研發費用抵稅等獎勵措施，

成功吸引外人投資，以積極發展高科

技、高附加價值之產業，全球著名企

業如 Google, Apple, Boston Scientific, 

Pfizer 等皆將其歐洲總部設在愛爾

蘭。 

除參與「愛爾蘭經貿產業概況暨投資

說明會」外，亦安排執行長參觀拜會

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財團

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台北市電腦

商業同業公會、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

等單位，以建立聯繫、交流平台，增

進對我國經貿環境與產業最新發展之

瞭解。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永章主任秘書(左 1)、本

會愛爾蘭委員會金際遠主任委員(左 2)、愛爾

蘭商工總會執行長 Mr. Danny McCoy(右 2)、

銳鋒股份有限公司亞洲區業務經理 Mr. Peter 

Knaz(右 1) 

 

出席 2015年國際商會全球理事會特別

會議 

本會轄下「國際商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為我國在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之唯一代

表。ICC 於 3 月 17-18 日假新加坡召開

之「2015 年國際商會全球理事會特別

會議」，討論國際商會主席團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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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工作，同時，還召開「國際商會國

家委員會諮詢委員會會議」等。本會

李秘書長傳亮應邀代表中華民國委員

會出席會議，並於會議各項決議行使

投票權，本會 ICC 承辦人林助理專員

奕廷隨團前往。 

本次國際商會國家委員會相關會議計

有 32 個國家委員會、45 位國家委員會

秘書長級及代表出席會議，討論國際

商會治理事務。此次國家委員會會議

為 2010 年香港會議後，時隔五年再次

於亞太地區召開，亞太地區國家委員

會多有代表出席。本次會議討論內容

包含： 

一、國際商會國家委員會諮詢委員會

會議 

二、國際商會學院(ICC Academy)成立 

三、國際商會全球理事會特別會議 

四、B20 諮詢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議題廣泛，會議中有來

自 32 個國家委員會高層出席，本會利

用此次會議與各國家委員會、國際商

會秘書處交流業務、洽談合作成果豐

碩。 

 
各地國家委員會代表出席國際商會全球理事

會特別會議 

 
國際商會(ICC)主席 Terry McGraw(中)、副主

席 Sunil Mittal(右)及秘書長 John Daniliovich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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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加拿大國安大略省省議員訪華團午宴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議員訪華團由

Michael Harris 率領，於 104 年 3 月 16

日至 21 日訪華 6 日，成員包括 Bill 

Walker、Gila Martow 及 Jagmeet Singh 

Dhaliwal 等乙行共 4 位省議員。此行

希望瞭解我國民主發展、國際參與以

及貿易、交通、衛生福利、科技、環

保及多元文化等現況。為示歡迎及重

視，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於 3 月 16 日

（星期一）中午假台北世貿中心聯誼

社設宴款待，並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池副總經理琳、全球思創智庫詹董事

長滿容、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

易投資處長 Mr. Allan Edwards、台灣

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邱副主任達

生、雄獅集團顏總經理子欽等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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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國會議員訪團歡迎午宴 

由葡萄牙國會議員 Mr. Abel Baptista

率領之 5 人訪華團於 104 年 3月 17-21

日來華訪問，以增進對我國經濟情勢

與產業環境之瞭解。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於 3月 18日假香

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以午宴款

待葡萄牙訪團，並邀請外交部歐洲司

易副司長志成、泰豐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徐總經理徵祥、雄獅旅行社股份有

限公司張總經理幼恬、華城國際移民

公司顧董事長自雄、皇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張執行長智強等重要賓客與

會。 

全球葡萄牙語系國家約有 3 億人口，

葡萄牙在葡萄牙語系國家組織(CPLP)

中扮演主要角色，另包括享有兩國優

惠關稅之巴西，具歷史淵源之非洲國

家(安哥拉、維德角、幾內亞比索、莫

三比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赤道幾

內亞)及亞洲之東帝汶，餐會中雙方就

透過葡萄牙拓展全球葡語系國家，基

礎建設、能源、開採天然資源等投資

開發計畫進行討論。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左 7)主持午宴，歡迎葡

萄牙國會議員訪團訪華 

 

菲律賓外國商會聯合會訪華團     

拜會本會 

菲律賓外國商會聯合會訪華團乙行 11

人，由輪值主席簡宇立先生(Mr. Philip 

J. Chien)率領，於 104 年 3 月 24-27 日

訪華，成員包括在菲律賓之印度商會、

芬蘭商會、以色列商會、土耳其商會、

馬來西亞商會，以及台灣商會之重要

代表，此行除瞭解我國經濟情勢與投

資環境現況，並希望發掘與各國商會

之合作機會。訪問團於 3 月 25 日上午

前來拜會本會李秘書長傳亮，除互相

介紹兩會之背景與工作外，雙方並就

本會與各國商會如何推動雙邊貿易與

投資交換意見。李秘書長並建議可以

本會與菲律賓商工總會之雙邊聯席會

議為平台，進一步加強與該會各會員

國商會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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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大蘇黎世投資業務局局長    

Dr. Balz Hoesly 乙行訪華團拜會本會 

瑞士大蘇黎世投資業務局局長Dr. 

Balz Hoesly乙行三人應瑞士商務辦事

處邀請於104年3月23至27日來華訪問，

以增進對我國經濟情勢與產業環境之

瞭解，及助於推動兩國經貿合作關

係。 

該訪團於 3月 26日前來拜會本會李秘

書長傳亮，雙方就如何加強推動雙邊

貿易與投資等議題進行交流與討論。 

H 局長表示，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

生物科技及生命科學皆為目前瑞士著

重之產業，希望能加強與台灣中小企

業之合作。李秘書長對此表示支持，

透過台瑞(士)雙方合作，將促進我中小

企業國際化之發展。 

 
(由左至右)瑞士商務辦事處處長 Mr. Rolf 

Frei，瑞士大蘇黎世投資業務局局長 Dr. Balz 

Hoesly，本會李秘書長傳亮，瑞士大蘇黎世

投資業務局亞洲區主任 Mr. Lukas Huber 

 

阿爾巴尼亞國會議員暨智庫領袖訪華

團拜會本會 

由 Mr.Dashamir Shehi率領之阿爾巴尼

亞國會議員訪華團乙行 8人於 104年 3

月 23 日至 28 日訪華，以增進對我國

經濟情勢與產業環境之瞭解，有助於

推動兩國經貿合作關係。 

該訪團於3月26日前來拜會本會黃副

理事長博治及李秘書長傳亮，雙方就

如何加強推動雙邊貿易與投資等議題

進行交流與討論。Mr.Dashamir Shehi

表示，阿爾巴尼亞希望於藉其地理位

置之便，於臨海地區發展能源、觀光

旅遊業，以及工業工程。 

午間由黃副理事長博治假喜來登大飯

店設宴款待訪賓，並邀請安口食品機

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董事長禹、台灣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陳理事海

天，以及正陽國際有限公司孫總裁正

大與會，雙方針對產業合作做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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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宴請阿爾巴尼亞國會議員暨智庫領袖訪華團

乙行成員(前排左 3，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 

 

厄瓜多工業及生產協會執行長拜會簡

副理事長漢生 

厄瓜多工業及生產協會執行長 Mr. 

Richard Martínez Alvarado 於 104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3 日來華訪問，以了解

我國經濟及工業發展現況。並於 4 月 1

日拜會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雙方就

建立民間交流平台、移除貿易投資障

礙及促進雙邊經濟合作等議題交換意

見。 

厄瓜多工業及生產協會執行長 Mr. Richard 

Martínez Alvarado (左)、本會簡副理事長漢

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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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 

 Gogoro 節能電動機車           

今夏進駐雙北 

繼 YouBike 之後，台北即將成為另一

個綠色運輸的領頭羊，由潤泰集團負

責人尹衍樑、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等

名人參與投資的節能電動機車品牌

「Gogoro」，今年夏天將進駐台北市

與新北市。新北市政府並且承諾在公

有停車場，擴大建制電動機車專用的

電源系統。 

Gogoro 是由宏達電前創意長陸學森和

宏達電技術長 Matt Taylor 一起創辦，

於 2011 年創立。目前共募資 1.5 億美

元、約合新台幣 47 億元。Gogoro 昨

產品記者會，還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

與新北市副市長陳伸賢站台。 

Gogoro 目前主要產品為「智慧雙輪

Smartscooter」和「能源網路」，即是

電動機車和電池交換站。Gogoro 今年

1 月在美國消費電子展中發表智慧雙

輪一炮而紅，吸引全球約二百個城市

邀約合作，包括邁阿密、夏威夷、舊

金山、巴黎都找上門。 

柯文哲表示，智慧城市必須囊括智慧、

綠能、永續等元素，台北市鼓勵新創

事業投入，尤其 Gogoro 百分之百為台

灣資金，且在台灣生產製造，台北市

會儘量協助 Gogoro 設置電池交換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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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伸賢表示，新北市摩托車超過三百

萬輛，為了節能減碳，新北市將擴大

建制電動機車專用的電源系統，首年

先設置 80 個電池交換站，公有停車場

會畫設電動機車專用車位，並提高電

動機車的補助金額。 

Gogoro 行銷副總彭明義表示，會選擇

先在雙北市建構第一座電動機車網路，

主要考量雙北市是人均持有摩托車比

例最高的地方，且台灣人對新科技接

受度非常高；再者中央政府及地方政

府提供很多協助，方便 Gogoro 去建置

相關設施。 

目前 Gogoro 的電動機車售價仍未定

案，估略高於一般機車售價，約六萬

至七萬元，電池則研擬採「月租方案」，

彭明義指出，如同收聽 KKbox 一樣，

收聽人不需要買每一首歌就能聽，電

池會推出不同資費方案，包括「吃到

飽」、「零元電動機車」等方案都在

考量之列。 ( 資料來源 : 聯合報 

2015-04-07) 

BBC：台灣申請加入亞投行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台灣與挪威趕在

截止日前正式提出加入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申請意向書，總計這個由中

國大陸創始的開發銀行，會員數超過

40 個。 

報導說，包括英國、澳洲、南韓、法

國、德國等國家都已申請加入亞投行，

但美國與日本憂心亞投行的治理標準，

拒絕參加。 

美國政府曾表達，希望亞投行能與亞

洲開發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共同合作。

許多人認為，美國是因為擔心亞投行

可能削弱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世界

銀行（World Bank）的勢力，並增加

大陸在亞洲影響力。 

報導說，傳統上亞洲開發銀行是由日

本官員領導，IMF 及世界銀行則多由

美國主宰。 

報導指出，台灣與挪威加入亞投行都

具有政治效應，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表示，台灣的申請必須尊重大陸

的要求，也就是台灣不能以個別的國

家名義加入。 

自 2010年大陸民權人士劉曉波獲得諾

貝爾和平獎後，北京中斷與奧斯陸的

高層往來，挪威外長布倫德（Boerge 

Brende）表示，挪威對全球發展有重

大貢獻，並希望和亞洲與其它地區的

國家加入亞投行，強化組織並達到創

建的目標。 

大陸是於去年 10 月創建亞投行，初期

基金約 500 億美元，大陸預期將會是

最大股東。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數目

將於 4 月 15 日確定。(資料來源: 中央

社 201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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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對我國放寬簽證效期至三年 

國貿局指出，巴西已於 104 年 3 月 25

日修正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

將我國民申請商務簽證效期自 90天一

次性放寬至三年。三年內可以多次入

出境，將更便利我企業人士往返巴西

商務經營，有助業者拓展與布局南美

市場。 

經濟部指出，巴西為南美洲第一大國，

全球第七大經濟體，且內需市場廣大，

已將其列為今年重點出口拓銷國家。

今年將協助廠商赴巴西參加九項展覽，

包括橡塑膠業、工具機、綠能產業、

扣件業及紡織品等，以協助業者積極

拓銷巴西市場。 貿易局組長陳文誠表

示，先加強雙邊經貿關係，未來的長

期目標是簽訂台巴的雙邊貿易協定。 

貿易局表示， 去年台巴雙邊貿易總額

為 39 億 867 萬美元，我國出口至巴西

金額為 16 億 6,941 美元，為我國第 22

大出口市場及在中南美洲第一大貿易

夥伴。 

今年截至 2 月底止，我國在巴西德投

資件數為 30 件，金額達 2 億 9,159 萬

美元，主要投資產業包括資通訊產品、

金屬加工、批發及零售業、旅館及餐

飲業、房地產業及進出口業等。 

貿易局也指出，我國與巴西對「商務

人士」及「技術人員」申請商務簽證

進入巴西執行商務工作的規範及認定

不同，建議企業人士於提出商務簽證

申請前，先洽巴西駐華商務辦事處瞭

解商務簽證申請條件及相關規定。（資

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2015-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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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3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3月出口252.7億美元，較上月增27.2%，

較上年同月減8.9%；累計1至3月出口

702.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4.2%。 

(二)進口 

3 月進口 212.0 億美元，較上月增

38.6%，較上年同月減 17.8%；累計 1

至 3 月進口 568.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 15.0%。 

(三)出入超 

3 月出超 40.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加 21.1 億美元；累計 1 至 3 月出超

134.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69.4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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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額 

 

3 月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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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 -24.6 -8.9 702.5 -30.6 -4.2 

進口 212.0 -45.8 -17.8 568.3 -100.0 -15.0 

出超 40.7 21.1 108.0 134.2 69.4 107.0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口 7,966 -444 -5.3 22,185 45 0.2 

進口 6,683 -1,133 -14.5 17,949 -2,236 -11.1 

出超 1,283 690 116.2 4,237 2,282 116.7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4-08)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2 2013 

2014-2015 

Nov. Dec. Jan.-Dec. 

GDP 1.48 2.09 -- -- -- 

CPI 1.93 0.79 0.87 0.61 1.20 

Unemployment 

rate 
4.24 4.18 3.89 3.79 3.96 

Export -2.3 1.4 3.6 -2.8 2.7 

Imports -3.9 -0.2 5.1 -12.3 1.6 

Export orders 1.1 0.4 6.0 4.5 6.7 

Industrial 

production 
-0.3 0.7 6.7 7.3 6.1 

Monetary 

aggregate(M2) 
4.18 4.78 5.22 5.85 5.66 

TWSE Stock 

Index 
7,481 8,093 9,016 9,109 8,992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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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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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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0.6(Q3) 4.4 0.7 4.1 -3.5(Nov) 0.6(Dec) 1.7 1.9 0.6(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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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                                          Updated April 10, 2015 
面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 2,344 萬 5,534 人 

(2015 年 2 月) 

首都 台北 首都人口 270 萬人 

國慶日 10 月 10 日 電話國碼 886 

幣制 新台幣 匯率(2014 Ave.) US$1=NT$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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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7 億美元 經濟成長率 3.7% 

平均國民所得 US$22,602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1.2% 

失業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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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為 252.7 億美元(較上月增 27.2%) 

2014 年 1-12 月為 3,138.4 億美元 

2013 年為 3,054.4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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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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為 212.0 億美元(較上月增 38.6%) 

2014 年 1-12 月為 2,742.3 億美元 

2013 年為 2,700.7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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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6.89 億美元 (至 2015 年 3 月底止)  

(資料來源: 中央銀行 2015 年 4 月 7 日發布) 

我對外投資 80 億 9,864 萬美元 (2012) 

52 億 3,226 萬美元 (2013) 

72 億 9,368 萬美元 (2014)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審會) 

外人投資 55 億 5,898 萬美元 (2012) 

49 億 3,345 萬美元 (2013) 

57 億 7,002 萬美元 (2014)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審會) 

外人直接投資         存量: 1,328 億 9,669 萬美元 (1952~2015.02) 

流入量: 7 億 4,885 萬美元 (2015 01~02)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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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計國際組織） 
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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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國際商會國家委員會首長會議 新加坡 

4.  3月18日 國際商會全球理事會特別會議 新加坡 

5.  3月31日至4月3日 第2屆台柬(埔寨)經濟聯席會議 金邊 

6.  4月20日 第15屆台馬(來西亞)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7.  4-6月 尼加拉瓜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8.  5月16-20日 第12屆台巴(西)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9.  5月20-21日 
參與國際商會(ICC)企業社會責任與反貪腐委員

會會議 
巴黎 

10.  5月26日 第14屆台蒙(古)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1.  5-7月 多明尼加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2.  6月 海地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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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6月14-17日 第20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雅加達 

15.  6月23日 第2屆台緬(甸)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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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際商會(ICC)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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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月 第19屆台墨(西哥)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 

24.  9-10月 第5屆台瓜(地馬拉)經濟聯席會議 瓜地馬拉 

25.  9-10月 第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 



 

37 

26.  9-10月 第4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哥倫比亞 

27.  9月1-4日 第29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28.  9月8-11日 第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29.  9-11月 第5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0.  10月6-10日 第21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31.  10月21-24日 第25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32.  10月29-30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33.  11 月 14-15 日 出席 B20 高峰會 安塔利亞(Antslya) 

34.  12月3-5日 第23屆台菲(律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5.  12月 第4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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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4 年年度工作計畫 

歐洲地區 
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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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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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赴葡萄牙、西班牙經貿訪問團 

第 3 屆台葡(萄牙)經濟合作會議 
奧波多 

6.  
5 月 20 日後 

(建議 6/15 當週) 
俄羅斯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7.  5 月 21 日 
赴葡萄牙、西班牙經貿訪問團 

第 19 屆台西(班牙)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聯席會議 
馬德里 

8.  6 月 10 日(暫定) 第 4 屆台義(大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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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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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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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6 月 30 日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3.  9 月 3 日 第 15 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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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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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9 月 15 日(暫定)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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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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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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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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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20.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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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0 月 4-8 日 
赴義大利、瑞士經貿訪問團 

赴義大利參訪 
米蘭 

22.  10 月 6 日 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3.  10 月 17-28 日 赴波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訪問團 

賽拉耶佛(Sarajevo)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地拉那（Tirana） 

24.  9-10 月 第 17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北 

25.  9-10 月 第 2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6.  10-11 月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7.  11 月 11 日 第 8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8.  11 月 16-17 日 第 16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9.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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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1 月 4-8 日 
2015 年赴俄羅斯、哈薩克經貿訪問團 

赴哈薩克參訪 
阿拉木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