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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會議、出國考察團及研

討會 
 

 

「第 26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於今年 9月 3日上午 9時假高雄國賓

大飯店 2 樓國際廳舉行，大會主題為

「 Competitiveness: Revitalizing 

Australia-Taiwan Trade and 

Investment」。由本會王鍾渝理事長

與 澳 台 經 貿 協 會 理 事 長 Ross 

Maddock 先生共同主持，台灣方面有

92 位代表報名參加，澳方計有 55 位

代表，澳洲代表團團員在台期間，除

出席 3 日上午之聯席會議，亦出席 3

日下午由澳洲投資貿易中心主辦之

「澳洲投資研討會」以及 4-5 日由我

經濟部能源局主辦之「第 18 屆台澳

能礦諮商會議」，並於 5 日下午參加

產業參觀行程包括核研所高聚光太

陽光發電高科驗證與發展中心暨高

聚光太陽能發電路竹示範場、永安鹽

灘地太陽能發電場及永安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 

聯席會議出席貴賓包括高雄市

政府陳菊市長、海峽交流基金會高孔

廉副董事長、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張小

月代表、澳洲辦事處代表 Kevin 

Magee 先生、澳洲能礦資源及觀光部

清潔能源與環境司司長 Margaret 

Sewell 女士、高雄市政府都發局盧維

屏局長以及高雄市政府經發局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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菖局長。高雄市政府陳菊市長、海基

會高孔廉副董事長以及高雄市政府

都發局盧維屏局長分別以貴賓身份

於開幕中致詞，會中並邀請雙方業者

專家就「農業企業投資」、「智慧電

網」以及「金融服務」發表專題演講。 

 
第 26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台方主席–本會

王鍾渝理事長於開幕典禮致開幕詞 

貴賓席-(左起)澳台經貿協會副理事長

Anker Hung、澳台經貿協會副理事長 Mark 

Dorney、高雄市政府都發局盧維屏局長、

澳方會議主席-澳台經貿協會理事長 Ross 

Maddock、高雄市政府陳菊市長、中華民國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澳大利亞委員會高志尚

副主任委員、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澳大利亞委員會魏巍副主任委員 

 
第 26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大會貴賓-高雄

市政府陳菊市長於開幕典禮致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

系陳淑恩教授及 Ashurst 法律事務所

國際商務案件合夥人孟子哲先生及

高級律師傅郁如小姐就「農業企業投

資」議題提出簡報，工研院綠能與環

境研究所電能技術組梁佩芳副組長

暨 Clayton Utz 律師行能源及資源部

合夥人暨中國業務部特別顧問傅岱

仁先生及中國業務聯席總裁王敏绮

小姐就「智慧電網」議題作簡報，兆

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陳松興副

總經理及澳盛銀行新南威爾士洲與

澳大利亞首都區史偉立主席就「金融

服務」議題分別發表演講。 

當天中午由本會於國賓飯店設

宴款待與會雙方代表共 140 餘人，午

宴貴賓為我經濟部施顏祥部長及澳

大利亞貿易暨競爭力部長 Craig 

Emerson。為肯定澳台經貿協會對促

進台澳官方及民間交流之貢獻，我經

濟部施顏祥部長於午宴中頒發「經濟

獎章」予澳台經貿協會理事長 Ross 

Maddock 先生。另外，台澳兩部長亦

於午宴中簡短致詞。 

 

 
大會午宴-經濟部施顏祥部長於午宴中頒

贈經濟獎章予澳台經貿協會理事長 Ross 

Madd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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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午宴-澳台經貿協會理事長 Ross 

Maddock 於午宴中贈送禮品予中華民國國

際經濟合作協會王鍾渝理事長 

 

 
大會午宴貴賓-經濟部施顏祥部長於午宴

中致詞 

 

 
大會午宴貴賓-澳大利亞貿易暨競爭力部

長 Craig Emerson 於午宴中致詞 

 

 

阿根廷聖地牙哥艾司德羅省

(Santiago del Estero)省長 Mr. Gerardo 

ZAMORA應外交部邀請於本(101)年

9 月 5 日至 9 日率領 7 人訪問團來台

訪問，訪團包括聖省生產廳廳長 Luis 

Fernando GELID以及5位阿國廠商。

本會特於本年 9 月 6 日（星期四）上

午假晶華酒店舉辦「阿根廷研討會及

貿易洽談會」，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

生主持，外交部中南美司謝副司長妙

宏、阿根廷駐台商務文化辦事處培尼

亞處長蒞會致詞，聖省生產廳廳長

Luis Fernando GELID 以「聖地牙哥

艾司德羅省投資環境」為題進行專題

報告，計有台阿雙方代表約 70 人參

加。研討會後相關產業台商與阿商進

行一對一商務洽談。中午由本會高常

務理事志尚擔任主人，宴請阿根廷訪

問團。 

 

國經協會簡副理事長漢生致歡迎詞 

阿根廷研討會及貿易洽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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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中南美司謝副司長妙宏致詞 

 

 

 

本會於本（101）年 9 月 12 日至

9 月 16 日籌組「2012 年赴斯里蘭卡

經貿投資考察團」，由本會王理事長

鍾渝率團前往考察訪問。考察業別以

環保產業、工程顧問、汽車零配件、

塑膠射出機械等為主，成員包括外貿

協會蔡研考委員文凱、兆豐銀行楊北

區營運長金財、亞而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王總經理素英、成易金屬精密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鄭總經理清及龍昇

科技有限公司鄭總經理金龍等計有

工商企業界代表 23 人。 

本團除洽請我對等單位錫蘭商

會安排個別貿易洽談會外，亦參訪康

堤工業園區及曼斯納茶品中心。王理

事長並率團與本會對等單位錫蘭商

會會長 Mr. Susantha Ratnayake 舉行

圓桌會談，另並拜會錫蘭汽車零件公

會、長榮海運代理行 Green Lanka 以

及 MAC Holdings 公司。 

王理事長鍾渝與錫蘭商會會長 Mr. 

Susantha Ratnayake 進行圓桌會談 

 

 

 

為持續推動我與瑞典之各項雙

邊經貿合作關係及高科技技術交流，

本會與瑞典貿易委員會於今年 9 月

19 日假台北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AB 共同舉辦「第 28 屆台瑞（典）

經濟合作會議」。本屆會議的主題為

「智慧生活」，並針對「資通訊」、「運

輸」及「能源」等相關產業進行研討，

以促進雙方產業技術之合作與交流。

共有台方 72人，瑞方 70人，合計台、

瑞工商界代表及經貿官員共 142 人

與會，顯示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受

到雙方政府與相關業界之重視。 

2012年赴斯里蘭卡經貿投資考察團 

第 28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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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外交部貿易次長 Mr. Gunnar Oom 擔

任貴賓發表專題演講 

大會首先由雙方會議主席劉董

事長兆凱及瑞典愛立信前任全球總

裁 Mr. Kurt Hellström 致開幕詞，接

著特別邀請經濟部梁政務次長國新

與瑞典外交部貿易次長 Mr. Gunnar 

Oom擔任貴賓發表專題演講。接著，

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雙邊貿易組戴

婉蓉組長、瑞典貿易委員會台北辦事

處代表 Mr. Jens Wernborg 與瑞僑商

會會長 Ms. Louise Byström 分別介紹

台瑞兩國交流平台現況與展望。此外，

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協會周秘書長

宗保、Volvo Bus Corporation 軟體部

門副總裁 Mr. Martin Jerrasand、中華

電信公司呂董事長學錦、瑞典愛立信

東北亞區技術與創新部副總裁林思

迪(Mr. Johan Lallerstedt)等貴賓，分別

就「台灣智慧交通系統暨車載資通訊

產業發展概況」、「擁抱未來的智慧節

能運輸方案」、「智慧行動與雲端生活

趨勢」、「前進網路型社會，共創智慧

聯網商機」等主題發表專題演講。 

(左起)劉董事長兆凱、經濟部梁政務次長國

新、瑞典外交部貿易次長 Mr. Gunnar Oom

及瑞典愛立信前任全球總裁 Mr. Kurt 

Hellström 

為加深與會人士對於大會各專

題演講內容之印象，Volvo Truck & 

Buses 於現場展示符合 Euro5 環保標

準之最新節能省油新型卡車；瑞典愛

立信分享推動電信通訊產業鍊的未

來發展方向及「網路型社會」之願景

在全球各地逐步實踐；中華電信展示

個人雲端服務、雲市集平台及雲寶管

控系統及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協會

會員廠商亦將展示智慧公車系統設

備、電動機車、綠能物流管理、出租

車派遣系統及交通即時路況系統等

相關產品資訊，希望藉此增進台瑞雙

方經貿關係，開創雙方合作商機。 

產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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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最後由雙方主席代表簽署

聯合聲明，雙方將針對在物聯網、智

慧交通及雲端運算等產業加強合作，

並約定第 29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

議於 2013 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 

雙方主席代表簽署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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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拜會重要外賓 

 

 

 

波札那出口發展暨投資促進局

駐 遠 東 區 代 表 Mrs. Ontiretse 

Monagen(右二)由波國僑領周榮昌校

長(左二)及台灣非洲工業發展協會洪

理事長慶忠(左一)陪同於本（101）年

9 月 4 日前來拜會本會林副祕書長啟

松，洽談波國招攬台商前往投資事

宜。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於 9 月 11 日

拜會秘魯駐台商務辦事處代表 Gycs 

M. Gordon 及智利商務辦事處代表

Pablo Balmaceda 洽談國經協會如何

經由 Pacific Alliance(太平洋同盟)之

機制，與該四個同盟國(墨西哥、秘

魯、智利及哥倫比亞)合作，拓展台

灣與該同盟國之商機。會議結論擬於

今年 11 月底在台合作舉辦 Pacific 

Alliance 研討會，並洽邀哥倫比亞派

員來台參與宣導該同盟商機。 

 

 

 

瓜地馬拉農工商金融總會會長

Mr. Andres Castillo 等一行四人於本

年 9 月 22 至 28 日訪台，9 月 25 日

由本會黃理事博治於台北世貿聯誼

社 33 樓主持午餐聯誼會，現場並有

約三十位相關廠商代表與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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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秘書長傳亮偕同仁拜會秘魯駐

台商務辦事處代表及智利商務辦

事處代表 

瓜地馬拉農工商金融總會會長拜會 

波札那出口發展暨投資促進局駐遠

東區代表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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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商情報導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正式啟動，行政

院今天(18 日)通過成立跨部會航空

城推動小組，加速執行桃園航空城計

畫。桃園國際機場將增建第三航廈及

跑道，並拓增自由貿易港區範圍，總

計政府與民間將投資新台幣 4630 億

元的經費，將可創造 2.3 兆的經濟效

益，增加 26 萬個就業機會。 

交通部 18 日向行政院長陳冲簡

報桃園航空城推動情形，陳冲指示由

副院長江宜樺成立跨部會小組，加速

執行桃園航空城計畫。 

交通部長毛治國指出，交通部將

與桃園縣政府共同開發桃園航空城，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自即日起正式

啟動。毛治國說：『(原音)我們現在是

兩個單位，共同規劃出一套蛋黃加蛋

白的特定區計畫，以及配套的區段徵

收計畫，這是我們上任以來一路推航

程建設的核心計畫，屬於國家級計畫

的最核心的部分。』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包括將興

建年容量 4300 萬人次的第三航廈及

增建第三跑道，預計在2014年動工、

2018 年啟用，並拓增自由貿易港區

範圍。另外，機場園區內還規劃產業

專區、商業區、住宅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等，以滿足製造、倉儲、研發、商

務、會展、觀光等需求。毛治國說：

『(原音)加上民間投資，我們全部投

資的額度會有 4630 億以上，它開發

完成之後可造成 2兆 3千億的經濟效

益，預計可以增加 840 億元的稅收、

26 萬個就業機會。』 

毛治國指出，桃園航空城不僅擴

充桃園機場的容量、繁榮桃園地方發

展，並且可以帶動台灣的轉型，成為

經濟發展的推動引擎。 2012/9/18 

18:36 中央廣播電台 
 

 

 

拚經濟總動員，各部會接續出招。

從啟動重大建設到補助節能家電，政

策都將陸續端上桌，27 日行政院會

核定台灣國際商港 2012至 2016年發

展及建設計畫，其中高雄港將投入

428 億元，鞏固亞太樞紐港地位。配

合此項計畫，中油、中鋼機械及航商

業者，預定投資 568 億元，整體高雄

港投資金額近千億元。 

這是繼桃園航空城之後，行政院

視為可提振國內經濟景氣的強心針，

已納入「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在行政院長陳冲拍定基本工資

緩漲後，政務委員管中閔 27 日也指

出，鬆綁外勞聘僱的前提是，必須增

加本勞就業，政院將就「新增重大投

資」、「台商回台」及「特定產業」等

議題討論，在增加本勞就業機會的前

產官拚經濟 將砸千億建設高雄港 

「桃園航空城」啟航 創 2.3 兆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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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鬆綁外勞聘僱比率，可望突破

現行 40%的限制。 

管中閔強調，聘僱外勞比率鬆綁

討論範圍，不只自由經濟示範區，對

新增重大投資、台商回流的外勞聘僱

比率也會一併討論。 

經濟部長施顏祥 28 日則是在立

法院備詢時透露，經濟部和財政部已

有共識，將全面恢復外銷出口沖退稅

措施，目前只待電腦作業程序調整完

成，就可以發布實施。簡言之，目前

關稅稅率 4.3%以上貨品可退稅，未

來鬆綁為全無限制，不再設門檻。 

另外，施顏祥還說，有鑑於前二

波節能家電補助成效佳，經濟部將研

議，針對購買一般家用 LED 燈的補

助方案，預計一個月內完成規畫。這

將是繼今年 6 月經濟部投入逾 27 億

元、在全台換裝逾 32 萬盞 LED 燈之

後，經濟部再次提出 LED 燈補助計

畫，可望為LED產業帶來新的動能。

20120928 台灣新聞組 

 

 

美國華府智庫卡托研究所 18 日

公布最新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香港

蟬聯經濟自由度最高的經濟體，台灣

則排名全球第 15 名，比下美國、日

本、南韓等國，獲得的評分和排名都

是 1980 年以來最佳紀錄。 

卡托研究所公布的「世界經濟自

由度：2012 年度報告」，是根據全球

144 個國家或地區在 2010 年的經濟

自由度進行評比，台灣從 2009 年的

第 30 名大躍進到第 15 名，進步幅度

相當驚人，共同撰寫報告的南美以美

大學教授羅森表示，台灣拿到的 7.72

分的確相當高。 

報告指出，全球平均經濟自由度

歷經連續兩年的下滑，2010 年總算

止跌回升，從前一年度的 6.79 分小

升到 6.83 分。卡托是根據政府規模、

司法體系和財產權、貨幣穩定、國際

貿易自由度、法規等五大類，再細分

為 42 項對各國進行評比，分數最高

是 10 分。 

至於台灣排名比前次調查進步

一倍，根據報告分析，主要是在國營

事業和投資、財產權的保障、外資和

投資限制、行政成本等項目有長足進

步，排名因此三級跳。 

但羅森指出，和經濟自由度排名

一、二的香港與新加坡相比，台灣的

稅負較高，市場開放程度也較低，是

評比跟不上港、星的主因。 

根據這份報告，排名第 7 的巴林

和第 9 的芬蘭首度擠進前 10，被擠

出前 10 的是英、美兩國，英國從第

8掉到12、美國則從第10滑落到18。

2012.09.19聯合晚報╱華盛頓記者賴

昭穎 

 

擠下英美！ 我經濟自由度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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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連六衰，終於顯露「觸底」

跡象。經濟部長施顏祥昨天表示，9

月上半月出口已「由負轉正」，目前

成長率達 12%，加上 8 月工業生產轉

正等因素，研判「（景氣）看起來應

觸底，並逐漸往上回升」。 

另外，經濟部統計處昨天還公布，

自去年 11 月以來（排除春節）連續

衰退的工業生產指數也由負轉正，8

月工業生產指數 136.6，年增 1.89%。 

經濟部官員表示，過去六個月以

來，台灣出口金額均在 240 億美元到

250 億美元間徘徊，低於「健康」水

準。 

經濟部官員說，9 月分出口成長

率確定轉為正成長；但因今年前 8 月

出口年增率為-5.6%，今年全年出口

成長率要轉正「必須很拚」，今年僅

剩最後 4個月成長率須達到 2位數，

否則全年出口可能將是負成長。 

施顏祥昨天赴立法院經濟委員

會作業務報告以及備詢，面對甫落幕

的倒閣危機，他坦言，近期經濟表現

不佳「是很大原因」，他心情「很沉

重」，經濟部也不會免除應負責任。 

在工業生產指數方面，經濟部副

統計長楊貴顯指出，7 月原為負成長

0.02%，但最新修正後為 134.19，年

增率轉正為 0.13；至於廠商生產復甦

態勢能否延續？可視 10 月是否恢復

傳統旺季生產水準而定。 

經濟部指出，8 月占工業生產指

數大宗的製造業生產，年增 1.8%；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電子零組件業創

下歷來新高，增幅將近一成居冠。楊

貴顯分析，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需

求暢旺，加上中國大陸節能補貼政策，

以及「雙節」（大陸十一長假與中秋

節）效應，廠商積極回補庫存，半導

體、面板增產明顯。 

成長率次之為化學材料，年增

5.49%，楊貴顯說，增幅創下 2010

年 9 月來新高，主因是國際油價漲，

拉高石化原料報價與廠商回補庫存

意願，以及去年六輕停工，基期較

低。 

反觀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業、基本金屬業、機械設備業與汽車

及其零件業，則都呈現衰退，電腦電

子業減幅最高，近一成四。楊貴顯指

出，主因是 Win 8 遞延市場買氣，業

者紛紛減產；其次，基本金屬則是受

國際鋼市低迷不振所致。 

展望 9 月以及第三季製造業生產，

根據經濟部對製造業者進行調查，不

論以家數或產值計，動向指數均小於

50，顯示預估下跌。不過，楊貴顯指

出，去年 9 月生產指數基期低，9 月

年增率仍有望正成長。2012.09.25 聯

合報╱記者劉俐珊 

  

 

終結連六衰 9月出口可望負轉正 

101 年 9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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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9 月出口 271.7 億美元，為近 14

個月以來新高；較上月增加 10%，較

上年同月亦增 10.4%，為連續 6 個月

負成長後首度轉正。累計 1 至 9 月出

口 2,235.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3.9%。 

（二）進口 

9 月進口 230.9 億美元，較上月

增 8%，較上年同月亦增 1.3%；累計

1 至 9 月進口 2,039.9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 5％。 

（三）出入超 

9 月出超 40.8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月增加 22.7 億美元；累計 1 至 9 月

出超 195.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6.1 億美元。 

重要經濟指標 

%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1 2012 

  Jun. July Aug. Jan.-A

ug. 

GDP 4.03 -- -- 1.99 1.66 

CPI 1.42 1.77 2.46 3.42 1.84 

Unemployme

nt rate 

4.39 4.21 -- 4.40 4.22 

Export 12.3 -3.2 -11.6 -4.2 -5.6 

Imports 12.0 -8.4 -3.2 -7.6 -5.7 

Export orders 7.2 -2.6  -1.5  

Industrial 

production 

5.03 -2.23 -0.02 1.89 -1.98 

Monetary 

aggregate 

(M2) 

4.8 4.2 3.4 4.3 -- 

Stock 

Market* 

7,072 7,296 7,270 7,397 -- 

(資料來源: 財政部網站)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今天下

午公布 8 月份景氣對策燈號，景氣持

續低迷，連續第10個月亮出「藍燈」，

超過「金融海嘯」時期的「連 9 藍」，

創下台灣有景氣對策燈號以來史上

第 2 慘紀錄。 

打破金融海嘯時期紀錄 

7月景氣對策信號分數為 16分，

為藍燈區邊緣，許多人對 8 月景氣回

升抱以厚望，不過經建會依照對策信

號相關指數，亮出連續第 10 個代表

「景氣低迷」的藍燈，且比 7 月景氣

對策信號分數略減一分，來到 15 分

水準。 

經建會指出，景氣對策信號分數

降低，主因是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由

「綠燈」轉為「黃藍燈」所致，而整

體國內景氣還是處於偏向「低緩狀

態」，不過在生產面、貿易面指標已

逐漸脫離「負成長」。 

過去台灣景氣對策燈號曾在民

國 89 年 12 月至 91 年 2 月因網路泡

沫化，連續亮出 15 個藍燈，為史上

最慘。84 年 3 月至 84 年 11 月二次

石油危機以及 97年 9月至 98年 5月

的國際金融海嘯，各連續亮 9 個藍燈，

曾為史上第 2慘，今天連 10藍亮燈，

改寫紀錄。 

景氣燈號連 10 藍 史上第 2 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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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對策信號： 

景氣對策信號的構成項目，包含

了「貨幣總計數 M1B 變動率」、「直

接及間接金融變動率」、「股價指數變

動率」、「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海

關出口值變動率」、「機械及電機設備

進口值變動率」、「製造業銷售值變動

率」、「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

及「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指數

變動率」。 

景氣燈號判別則為：紅燈 45 至

38 分、黃紅燈 37 至 32 分、綠燈 31

至 23 分、黃藍燈 22 至 17 分、藍燈

16 至 9 分。2012/9/27 自由時報 

 

 

行政院長陳冲今天表示，經濟動

能推升方案兼顧短中長期經濟發展，

對振興台灣景氣、改善經濟體質及提

升國際競爭力有幫助。 

陳冲上午在行政院會表示，相關

機關已提出經濟動能推升方案行動

計畫，相關部會應抱持主動積極的態

度，在最短時間內逐一落實各工作項

目，結合各部會力量一體行動

（whole-of-government action），共同

達成推升台灣經濟成長動能的目

標。 

他說，行動計畫提出後，各部會

之間應加強溝通協調，例如「強化智

財權策略布局」工作，除經濟部主辦，

國家科學委員會也可提供助力。 

有關法規合理化問題，陳冲表示，

將由經濟建設委員會財經法制協調

中心建立「法規鬆綁建言平台」，各

部會應主動檢討法規以創造更好投

資環境，也希望納入外界意見。 

陳冲指示經建會法協中心定期

提報法規鬆綁平台成果，以瞭解各界

相關建言。 

他說，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後續由

經建會負責管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提供必要協助，請政務委員管中閔

透過「國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平台，

定期檢視各項措施及行動計畫執行

進度，協調處理遭遇問題，確實管控

執行成效。 

各機關所提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行動計畫已由經建會彙整提報 9 月

26 日召開的「國際經濟景氣因應小

組」會議審議討論，10 月 3 日將續

審。2012-09-27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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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謹檢附本會入會申請書資料如

附件，敬請有意佈局全球之我商踴躍

加入國經協會，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9月 15日為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

國經協會入會申請表 

九月份國慶日 

陳冲：經濟動能方案振興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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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及薩爾瓦多獨立

191 年週年紀念日，本會已於日前分

別發出祝賀函予本會對等單位。由四

國駐華使館聯合舉辦之慶祝酒會於

本月 14 日於圓山大飯店舉行。 

9 月 1 日斯洛伐克國慶、9 月 2

日越南國慶、9 月 7 日巴西國慶、9

月 15 日哥斯大黎加國慶、9 月 16 日

墨西哥國慶、9 月 18 日智利國慶及 9

月 23 日沙烏地阿拉伯國慶，以上各

國國慶日，本會已向各國駐台單位及

本會對口單位發函致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