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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葡萄牙送件 52 國 

申請加入亞投行 

中國大陸財政部宣布，葡萄牙在當地

時間 3 月 31 日正式申請以意向創始

成員國身分加入亞投行。若順利通過，

葡萄牙將於 4 月 15 日正式成為亞投

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葡萄牙加入後，以意向創始成員國身

分參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國

家。 

大陸財政部透過官網宣布，葡萄牙已

向大陸提交書面確認函，申請以意向

創始成員國身分，加入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大陸歡迎葡萄牙的決定。 

大陸作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首

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正根據多邊程

序徵求現有意向創始成員國的意見。

若順利通過，葡萄牙將於 4 月 15 日

正式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資料來源: 中央社 2015-04-02) 

全球塞車排行 

伊斯坦堡奪冠 台北第 11  

根據荷蘭的調查，台灣堵車全球排

名第 11，第一名是土耳其的伊斯坦

堡，其次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資

料來源: 國貿局商情資訊網 2015-04-

07) 

希臘商船規模創新紀錄 

希臘航運合作協會 (GSCC) 於本

(2015)年 3 月公布資料顯示，希臘商

船總運載量為 3 億 1,450 萬噸，較上

(2014)年度增加 8%，占全球船舶總運

載量 15.9%。希臘共擁有 4,057 艘

1,000 噸以上船舶，較上年度增加 156

艘。 

希臘共擁有 1,856艘散貨船，其中 148

艘為建造中新船。希臘共擁有油輪

709 艘，其中 80 艘為建造中新船；油

輪數量僅增加 77 艘，但噸位數大幅

增加 1,360 萬噸。化學品輪與成品輪

數量共減少 28 艘，運載量減少 160

萬噸。氣體船數量增加 13 艘至總數

196 艘，其中 68 艘為建造中新船。貨

櫃輪增加 8 艘至總數 347 艘，其中 39

艘為建造中新船。 

希臘航運合作協會稱，目前共有 839

艘船舶懸掛希臘船旗，合計 8,050 萬

噸，較去年增加 20艘(合計 440萬噸)，

顯示希臘所擁有之船舶超過 25%懸

掛本國旗幟。近年來，希臘船東擔心

受政策變動影響，懸掛希臘旗船舶數

量呈現縮減。 

依船齡統計，希臘船舶平均船齡增至

10年，比世界船舶平均船齡低 2.5年。

( 資料來源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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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取消資本管制 

對倒閉銀行資產徵穩定稅 

總 理 古 勞 格 松 （ Sigmundur 

Gunnlaugsson）表示最快 6 月取消資

本管制，對倒閉銀行的資產開徵「穩

定稅」。穩定稅將為政府帶來數千億

冰島克朗收入，讓當局在不危及經濟

的情況下取消資本管制。(資料來源: 

經濟日報 2015-04-14) 

冰島成為 AIIB 創始會員國 

冰島高級官員表示，期待未來成為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創始

成員後，與亞洲的合作機會將增加。 

經濟與金融部常務秘書 Gudmundur 

Arnason 表示，北大西洋國家將能通

過成為 AIIB 會員，獲取基礎設施的

訊息和經驗。 

Arnason 解釋說，冰島成為 AIIB 會

員，將有機會學習開發和融資等項目，

並指出，這對冰島是新的機會。 

中國大陸財政部 4 月 15 日宣布，冰

島、瑞典、葡萄牙、波蘭、南非、亞

塞拜然和以色列已被批准為 AIIB 的

創始成員，創始成員國總數達到57個

國家。 

冰島目前計劃參與 AIIB 資助的亞洲

能源項目。Arnason 透露，能源計劃

可能包括地熱和水電項目。他補充說，

冰島企業也可以提供單個或全盤諮

詢服務項目。 

冰島在3月31日最後期限的那一天，

申請成為 AIIB 創始成員國，政府希

望繼續加強與整個亞洲的關係。(資

料來源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

04-23) 

瑞典金融界對瑞典經濟走勢 

持樂觀態度 

瑞典從週期的角度來看，與英國和美

國的連動，比其他大多數的歐元區國

家要來得緊密。因此，當這兩國的經

濟好轉，也相對帶動瑞典經濟逐漸上

升。 

對於近兩年的通貨膨脹指數低於目

標，瑞典商業銀行和北歐銀行認為瑞

典央行祭出調降利率，甚至採負利率

的政策，均給予肯定，也認為通貨膨

脹指數會逐漸達到瑞典央行的 2%目

標。 

瑞典商業銀行預測瑞典在今年和

2016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各成

長 3.2%和 2.9%。也預測瑞典央行會

在 6 個月內再度調降利率至負 0.35%，

並在未來一年內維持這個負利率，在

兩年內應將調生利率至 1.00%，3 年

內調升至 1.75%。但在工資和物價的

緩慢上升，以及勞動市場受疲軟瑞典

克朗影響，瑞典央行調整利率的動作

會緩緩而行，也會讓貨幣寬鬆政策持

續一陣子。 

瑞典商業銀行也指出，美元走強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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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有明顯的影響，使瑞典國內的價格

壓力時間拉長。在此期間，瑞典央行

很可能考慮直接干預外匯市場，而不

是如以往只透過利率調整的間接途

徑。這在其他國家有過成功的例子，

如瑞士。(資料來源：產業日報 2015-

04-23) 

瑞典國營電子公司 Vattenfall 計畫關

閉兩座反應爐 

瑞典國營電力公司 Vattenfall 計畫在

2018 年和  2020 年之間，關閉在

Ringhals 廠的兩座反應爐，這項決定

比原訂計畫的時間提前，主要原因是

生產成本的增加，不過，這一項決定

仍需要另一個股份主要擁有者 Eon

的同意。Vattenfall 擁有 Ringhals 廠

70.4%的股份，帳面價值約 151 億瑞

典克朗。 

Vattenfall 的業務總經理 Torbjorn 

Wahlborg 指出，他們的決定是基於商

業的考量，當他們注意到未來市場電

力的價格將持續走低，但是核電製造

成本卻不斷增加，他們只能遺憾地關

閉運作生產正常的反應爐，這有時是

不可避免的。 

成本提高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財政

政策，決定提高核電生產稅，這項新

稅制將為國庫在今年帶來104億瑞典

克朗以及明年 250 億瑞典克朗，新稅

制將於今年 8 月 1 日生效。 

新稅制施行後，Vattenfall 生產核電每

一兆瓦，每個月成本將增加 14,770 瑞

典克朗。現行的生產稅率，是在 2008

年規定的，每個月生產核電每一兆瓦，

生產稅為 12,648 瑞典克朗。 

國 營 電 力 公 司 Vattenfall 擁 有

Forsmark 核 能 廠 全 部 股 份 和 

Ringhals 核能廠部分股份，認為目前

市場已經讓他們沒有盈利，批評新稅

制是強迫他們逐一關掉反應爐。 

為了節省成本，Vattenfall 已經開始

裁減 29,300 個全職工作。裁減消息是

和第一季財務報告一起公佈的。第一

季盈餘為 68 億 4,300 萬瑞典克朗，比

去年同期的 101 億 3,100 萬瑞典克朗

少了近 1/3。(資料來源 : 瑞典日報 

(SvenskaDagbladet) 2015-04-29) 

希臘將立法吸引國外存款回流 

希臘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表示，為解

決現金外流危機，將立法鼓勵該國納

稅人申報在外國存款，不加以懲罰，

並對該國人民在外國存款提供稅收

優惠。  

自 2010 年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希臘

人民擔心希臘可能退出歐元區，將數

十億歐元存款轉至國外。存款外流現

象導致希臘銀行業資金短缺，導致希

臘中央銀行以融資方式解決資金流

動問題。  

新擬訂法案規定，希臘人民將存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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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外，但未向希臘稅務單位申報者，

其國外存款將被課徵 15%至 20%稅

賦；日後未申報之國外存款若被發現，

將被徵收 46%稅賦，另處以 46%罰金。 

瓦魯法基斯部長表示，該法案如獲得

國會通過，希臘政府將與瑞士簽署協

定，以取得瑞士銀行業所擁有之來自

希臘存款資料。(資料來源: 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 2015-04-29) 

希臘將對遊客徵收特別稅  

依據希臘最大的旅遊門戶網站，希臘

旅遊黃頁網站頃公告，希臘政府將對

到希臘熱門旅遊島嶼度假，以及居住

豪華旅館之遊客徵收類似奢侈稅之

特別稅，以紓解該國債務壓力。(資料

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15-04-29) 

芬蘭國會大選 總理承認落敗 

芬蘭保守派總理史塔布（Alexander 

Stubb）承認他的左右聯合政府在 4 月

19 日的國會大選中落敗，不敵在野中

間黨（Centre Party）。 

芬蘭勉力掙扎的衰退經濟，是左右大

選選情的主要議題。 

在 7 成選票開出後，史塔布告訴芬蘭

國家廣播公司（YLE）說：「情況看

起來是中間黨贏得勝選，恭禧了！」 

隨著選票開出 9 成 4，芬蘭國家廣播

公司的計算票顯示，席比拉旗下自由

派、重農的中間黨，料將在 200 席國

會中拿下 48 個議席。 

現任總理史塔布麾下的國家聯合黨

（National Coalition Party），料將贏

得37席；中間偏左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則預料將獲得 34 席。(資

料來源: Yahoo 新聞 2015-04-20) 

在義大利之外資投資逐漸回溫，義

國經濟更具復甦希望 

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本(104)

年 4 月 8 日報導，常用來觀察投資情

況的固定資本形成毛額(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指標顯示，義大利

雖在去年第四季出現 0.2%的些微成

長，但在近 20 年來一直維持幾近最

低水平的慘澹情況，此外，根據歐盟

統計局分折顯示，義國投資水平到

2014 年更自 2010 年的 100 基準點掉

至 81 點，同此期間，德國、英國及美

國卻保持未變。 

惟在去(103)年，美國保健產品巨擘嬌

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旗下的揚

森藥廠(Janssen)決定投入 50 萬歐元

升級位在義大利羅馬以南的 Latina

製藥廠用於製作丙型肝炎藥物的膠

囊製作機械設備，由原本一小時僅能

製作 1 萬 7 千個膠囊升級成可製 7 萬

個的高效能機械，其對於設備升級之

決定可視為投資者在義國經濟長達

六年的停滯與衰退後，或將真正開始

復甦的正面訊號。揚森義國分公司總

裁 Massimo Scaccabarozzi 亦對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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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足以代表外國投資者對義國本

土的穩定度有信心，是一個對外非常

重要的復甦信號。 

報載指出，雖然義國經濟仍充滿了如

冗長的司法系統及嚴重腐敗的結構

性缺陷，但在油價暴跌致使能源成本

縮減，及歐洲央行同時承諾將保持低

借貸成本，並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導致

歐元下跌而提振出口等國際情勢之

助力，及義國政府在近期上調本年

GDP 成長預測至 0.7%，與本年 3 月

份義國企業信心指數達到近7年來的

最高點的種種正面數據下，人們普遍

浮出經濟復甦已在不遠處的希望，義

國第二大銀行聯合聖保羅銀行(Intesa 

Sanpaolo)的資深經濟學家便指出，義

國公司營運狀況確有逐漸改善，種種

數據並非復甦假訊號，義國經濟正處

於一個轉折點。(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2015-04-08) 

亞洲區域新聞 

緬甸軍隊和反政府武裝簽署 

停火協議草案  

緬甸總統吳登盛見證了政府與 16 個

反叛團體簽署草案達成停火協議 

經過七輪談判後達成的此項協議，是

為結束 10 年衝突的重要舉措。而協

議的最終批准仍需與反政府武裝領

導人進行進一步磋商。 

聯合國稱此舉是一個「歷史性的重要

成就」，並且為該地區真正持久的和

平提供了基礎。 

「人們需要和平」 

自 1948 年從英國獨立以來，緬甸持

續與尋求獨立的各族反叛組織發生

武裝衝突。雖然很多已經進入和平協

議的政治磋商階段，但零星暴力活動

仍然時有發生。 

吳登盛就協商問題於周二對法新社

記者表示：「人們需要和平，人們要求

和平，人們渴望和平。」 

他表示一個完整的協議可能在未來

的幾個月內簽署。在協議簽署之後，

政治對話的渠道將被打開，而這一行

動在緬甸尋求和平的歷史上寫下重

要一筆。 

BBC 記者費舍爾表示，一名反政府武

裝的代表告訴他政府為了促成協議，

在最後時刻做出了重要妥協。這一協

議將使所有的反叛組織加入和平進

程，進一步下放權力和資源。長期以

來，緬甸政府一直強烈反對這一做法。 

在仰光舉行的會談解決了最後四點

爭議。反叛組織將會停止招募新兵，

他們控制的地區和地位問題得到了

確認，隨之而來的政治對話的本質和

架構也已經確定。 

談判代表將把協議草案文本帶回去

以便得到批准，相信不久後將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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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正式的簽字儀式。 

政府在二月份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

態，成千上萬的居民被迫逃離家園，

甚至跨越邊境進入中國。同時果敢地

區仍然有激烈戰鬥，其他地區也經常

發生衝突。 

停火協議談判的領導人乃漢達對法

新社表示，在未來的政治對話中將納

入果敢地區的衝突問題。 (資料來源：

BBC 2015-04-01)  

菲律賓拚基建 帶來大商機 

近來亞投行議題熱燒，根據 ADB 研

究報告，統計亞洲十年內將有 8 兆美

元基礎建設資金的需求，中國大陸看

上龐大的需求，積極邀請各國參與此

計畫，原本將加入亞投行的菲律賓雖

然閃退，但菲律賓的國家基礎建設仍

是一大商機。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在「2013

全球競爭力報告」評比，菲律賓各項

基礎建設在 148 個經濟國中排名第

96 名，其中建設品質更是最低排名

（第 116 名）。 

因此菲律賓政府積極釋出提升基礎

建設相關政策，提出公共私營合作計

畫（PPP），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菲

律賓政府希望藉由與民間企業建立

夥伴式的合作關係，共同合作建設城

市基礎設施或提供公共服務。菲國政

府更已在 2014 年斥資 3,990 億披索

（約 95 億美元），改善國內道路及橋

樑等公共建設系統。 

過去政治動盪的菲律賓已經逐漸遠

去，也讓菲律賓政府得以專注在公共

建設，過去菲律賓每年僅投資約 3%

的 GDP 於基礎建設，以交通為例，

全境 213,151 公里中，僅 25.56%妥善

鋪設路面。 

在電信通訊方面，過去因為政局不安，

電信基礎建設走走停停，導致行動用

戶普及率在 2014年逼近 105%的菲律

賓人，寧可選擇 SMS 簡訊服務，也

不願使用收訊時好時壞的行動語音

網路。2014 年菲律賓全國平均每日傳

送 SMS 訊息近達 20 億則，菲律賓行

動通訊市場仍屬年輕成長型。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寬頻網路，雖然菲

律賓民眾平均每日使用手機上網時

數高達 174 分鐘，較全球平均數值的

142 分鐘高出 32 分鐘。但菲律賓的網

速即使是在落後的東南亞國家，也屬

最囧的一個，平均網速僅有 3.6Mbps。 

除此之外，電力供應不足更是為人所

詬病，能源短缺致使菲律賓電費居高

不下，大馬尼拉每戶家庭平均每月耗

電度數接近 400 度，而電費計價方式

是依據用電度數的增加累進，若以每

月每戶耗電度數達 400 計算，平均一

度電要價近新台幣 8 元，若用電度數

超過 500 度，一度電要價近 8.5 元左

右。對一般菲律賓家庭是龐大的開銷。 



 

7 

龐大的內需市場與高經濟成長，是吸

引台商前進菲律賓的重要誘因，其中

的關鍵就是「人口」。 

菲律賓融合大陸、西班牙、馬來西亞

和美國文化，中西合併自成一格。19

世紀前，福建、廣東及海南皆曾大舉

移民至菲律賓，保有華人傳統習俗與

生活習慣。1595 年，菲律賓受到西班

牙統治長達 300 多年；1898 年則成為

美國殖民地。 

西班牙天主教傳統反墮胎，加上中華

文化鼓勵生育，所以過去六年菲律賓

人口出生率約在 24%至 25%，遠高於

更替水平，明顯超越其他亞洲區域。

總人口數以平均 1.7%持續成長，去年

人口數更高達 1.07 億人。 

而人口上大致上顯示兩大特色：第一、

整體人口結構呈現金字塔年輕化，平

均年齡僅 23.5 歲；第二、大部分的人

口有傾向都市遷移的趨勢，都會人口

密集度逐漸提升。而這兩大特色對台

商進軍菲律賓的行銷策略與品項選

擇有很大影響。 

中西合併文化的影響，不只展現在人

口，像美國殖民就使英語使用普及化，

同時也潛移默化帶進美國潮流文化，

讓菲律賓隨處可見西方速食餐廳、電

影與音樂。 

而在西班牙長期統治下，除宗教外，

也留下了享用上午茶與下午茶的飲

食習慣，亞洲文化也沒有在菲國傳統

食物中消失，菲國民眾對米食是情有

獨鐘。對大部份菲律賓而言，沒有米

飯的一餐不能被稱為中餐或晚餐。 

在東協成立以後，面對東協的會員國，

不僅享有東協優惠貿易等優勢，還能

透過「東協+中國大陸」、「東協+南韓」、

「東協+紐澳」及「東協+印度」的自

由貿易協定（FTA），大幅降低出口大

陸、南韓、紐澳及印度的關稅。 

這個充滿利多的生產貿易模式，也讓

菲律賓成為台灣拓展東南亞新興市

場的最佳跳板。 

（作者是商業發展研究院行銷與消

費行為研究所研究員）(資料來源:中

央社 2015-04-12) 

越南首季輸出逾 2 萬 5 千勞工 

越南國外勞工管理局統計顯示，今年

前 3 個月共有 2 萬 5,766 名勞工赴海

外就業，全年計畫達成率 27%，其中

包括 7,733 名女性勞工。 

根據統計，今年 3 月越南輸出 8,560

名勞工，包括1,678名女性勞工在內，

其中台灣仍是接受最多越勞的市場，

達 5,953 人；日本市場輸入 1,618 人

等。 

越南去年全年共有 10 萬 5,000 名勞

工赴海外就業，計畫達成率 116%，

其中赴台越勞人數最多逾 6 萬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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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相關單位提出今年全年勞動力輸

出 9 萬 5,000 人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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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問題進行初期評估，未來會再提到

部會裡進行討論。(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5-04-16) 

習近平重金投資 460 億美元 

欲打通中巴經濟走廊 

巴基斯坦伊斯蘭堡—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4 月 21 日結束了對巴基斯坦

為期兩天的愉快訪問。在此期間，他

做出了 460 億美元（約合 2,850 億元

人民幣）的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

承諾。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

雙方簽訂價值46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

合約。這代表大陸正積極開闢在亞洲

的新貿易和運輸通道，挑戰美國在亞

太的地位。 

這項計畫一旦落實，將成為大陸至今

最大筆的海外基礎建設投資。根據計

畫，未來 15 年，大陸與巴基斯坦將

在瓜達爾與大陸西北部之間打造一

條長 2,000 英里（約 3,218 公里）的

經濟走廊，建設跨境公路、鐵路和管

道。 

報導引述巴基斯坦計畫與發展部長

伊克巴（Ahsan Iqbal）說，這項計畫

將給巴基斯坦帶來巨大變化，讓巴基

斯坦成為中國連接中亞和南亞市場

的紐帶。 

他表示，如果巴基斯坦成為這三個地

區之間的橋梁，一個覆蓋約 30 億人、

接近全球一半人口的龐大經濟區將

就此誕生。 

這些雄心勃勃的新開發項目的核心，

是一個有中國建造的鐵路和公路工

程網絡，將阿拉伯海的瓜達爾港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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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西部的新疆地區連接起來。但官方

表示，計劃中的很大一部分資金—多

達370億美元—將用於修理巴基斯坦

破舊的能源基礎設施—這長期以來

一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專家稱

這方面的開銷每年至少是 GDP 的 2%。 

這筆投資對困境中的巴基斯坦經濟

大有裨益。不過，中國的交通走廊將

經過存在暴力分裂活動的俾路支省，

這引發了安全方面的擔憂。就在習近

平前往伊斯蘭堡的巴基斯坦議會發

表講話前，分裂主義叛亂分子被指在

瓜達爾港附近策划了一次襲擊活動，

彷彿就是在強調這一風險的存在。 

「安全問題對巴基斯坦和中國來說

都是一個挑戰，」巴基斯坦前駐華大

使馬蘇德·汗(Masood Khan)說。他目

前是伊斯坦堡戰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的負責人。「兩國都

制定了通過打擊恐怖主義和推動相

關地區經濟發展來管理風險的方案。」 

設在華盛頓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研究員拉扎·魯米(Raza Rumi)稱，習

近平的來訪對於巴基斯坦來說是一

個「決定性的時刻」。但他提醒說，很

多事情都要取決於巴基斯坦控制俾

路支叛亂的能力。 

「巴基斯坦遲早需要找到一個政治

解決方案，確保在瓜達爾和俾路支的

項目能夠按計劃進行，」他說。翻譯：

王湛、陳亦亭(資料來源: 紐約時報中

文網 2015-04-23) 

疑收 84 萬政治獻金 南韓總理 

李完九「上任 63 日」就請辭 

南韓總理李完九因捲入「官商貪腐

案」，4 月 20 日向正在南美洲訪問的

總統朴槿惠正式請辭，雖然他曾擔心

在總統外出期間提出辭職，是否會影

響政府的運作，但經過深思熟慮後，

他依然決定於提出辭呈，預計朴槿惠

下周返回韓國後，將會批准辭呈。 

根據南韓媒體報導，李完九之所以會

涉入貪腐案，是因為京南企業會長成

完鍾於 9 日自殺前，留下一份賄賂名

單，以及致電給《京鄉新聞》的採訪

錄音檔，詳細透露了李完九收取政治

獻金的細節。錄音檔內容指出，成完

鍾於 2013 年 4 月 4 日，將裝滿 3,000

萬元韓元（約 84 萬台幣）的箱子，在

忠清南道扶餘郡交給了李完九。 

雖然李完九捲入的貪腐案至今仍在

調查當中，李完九也矢口否認自己曾

經收賄，還表示「如果有人提出證據，

他願意付出生命代價」，不過，考量到

這宗醜聞已嚴重打極了朴槿惠政府

的聲望，他已在 20 日提出辭呈，朴

槿惠將於 27 日返國後再決定是否接

受，不過，目前在秘魯訪問的她，也

透過青瓦台發言人表示「非常遺憾」。 

李完九現年 64 歲，2 月 16 日，他接



 

10 

任因「世越號船難」請辭的鄭烘原，

成為朴槿惠政府的第二任總理，但才

上任 63 日，卻捲入「官商貪腐案」，

自行請辭。因李完九於 20 日提出辭

呈，今（21）日舉行的國務會議，將

由經濟副總理崔炅煥代理主持。(資

料來源: 東森新聞 2015-04-20) 

抗衡中國南向擴張 

菲律賓與越南擬戰略結盟 

中國近來在南海諸島大興土木，填海

造陸，修建軍事與基礎設施，引發國

際社會高度關注，尤其是菲律賓與越

南這兩個與中國有領海、領土紛爭的

國家。香港《南華早報》（SCMP）21

日刊出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

（Benigno Aquino III）的專訪，他表

示馬尼拉與河內正在磋商締結「戰略

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聯手抵

抗中國海上勢力南進。 

一年前，艾奎諾三世曾經形容中國的

擴張侵略有如納粹德國，但是一年之

後 ， 他 在 總 統 府 馬 拉 坎 南 宮

（Malacanang Palace）對《南華早報》

表示，中國的行動更令人擔憂了。而

且越南顯然有同感，艾奎諾三世說：

「越南主動提議締結戰略夥伴關係。」 

越南主動提議結盟 

菲律賓與越南高層官員今年初已經

會面，草擬南海共同聲明，表示兩國

憂心中國「大規模填海造陸」的行為。

不過戰略夥伴協議何時簽署，目前尚

未敲定。艾奎諾三世說：「我們還在商

討細節。」越南與菲律賓在南海也有

一些主權爭議。 

不過另一方面，菲律賓與越南都加入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亞投行），成為意向創始成員

國。 

菲律賓現有的兩個戰略夥伴美國與

日本，對中國的南海擴張行動都多所

批評。菲律賓與美國早在 1951 年就

簽署了《菲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U.S.–Philippines)），去

年 4 月兩國又簽署了《加強防務合作

協議》（Enhanced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EDCA），加強雙方在海

域觀察監視、軍事訓練、軍事設施建

造等各方面的合作。 

南海爭議提交國際仲裁 

菲律賓也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CLOS），將它與中國的領海爭

議提交位於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

院（PCA）仲裁，法院預定今年 7 月

進行言辭辯論，但中國拒絕參與。仲

裁結果明年初出爐。艾奎諾三世警告，

如果仲裁對菲律賓有利，但中國置之

不理，中國與許多國家的關係將受到

衝擊。 

近來中國在其實際控制的美濟礁

（Mischief Reef，菲律賓、台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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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均宣稱擁有主權）填海造陸，興建

機場，艾奎諾三世指稱這是高風險的

舉動，而且他也嚴重關切中國是否會

染指菲律賓實際控制的南沙群島第

二大島中業島（Pagasa Island，中國、

台灣、越南均宣稱擁有主權），並已備

妥應變計劃。 

美濟礁、中業島是關注焦點 

全球超過 40%的進出口貿易行經南

海航道，因此艾奎諾三世提醒中國，

維繫南海局勢的穩定，才能夠促進中

國經濟發展。 

記者問艾奎諾三世，有沒有什麼訊息

想傳達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艾奎

諾三世說：「或許在他休息放鬆的時

候，我會告訴他：『請設身處地為我們

著想，甚至為越南設身處地著想，如

果你是我們，你會如何回應南海的挑

戰？……希望是如此，我們會在這些

爭議上，建立更良好的關係。』」 (資

料來源：風傳媒 2015-04-20) 

印度 4 月黃金進口估達百噸 

國內產量減少 

《Press Trust of India》4 月 27 日報

導，印度鋼鐵礦產部部長 Vishnu Deo 

Sai 表示，印度 2014/15 財政年度的

黃金產量較上個財政年的 1.56 公噸

減少 8%至 1.43 公噸。而截至今年二

月的上個財政年前 11 個月，印度黃

金進口量增加至 782 公噸，相比

2013/14 財政年度的黃金進口總量則

為 661.71 公噸。印度只有兩家黃金生

產商，分別是位於卡納塔克邦的 Hutti 

Gold Mines Co.，以及位於賈坎德邦

的 Manmohan Industries。 

印度珠寶商協會（GJF）預估，印度

四月黃金進口量有望來到 100 噸，較

去年同期成長近 9 成（89%），一方面

是因為印度央行放寬黃金進口管制，

一方面則是因為金價下跌助長買氣。

協會表示，四月迄今印度黃金進口量

其實已接近 100 噸，預期月底突破百

噸整數關卡將不是難事。協會數據顯

示，印度三月共進口黃金 159.5 噸、

年增一倍有餘。累計今年前三個月，

印度進口黃金從去年的 137.5 噸倍增

至 286.2 噸。 

瑞銀（UBS）報告稱，瑞士貿易數據

顯示，3 月實物黃金需求有比較顯著

的增加。3 月瑞士出口了 223.3 噸黃

金，是去年 11 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主要因為中國和印度進口出現了大

幅增長。數據顯示，中國在 3 月從瑞

士進口了 46.4 噸黃金，而印度進口了

72.5 噸。瑞銀指出，春節過後，中國

大陸的銷售開始恢復，因此需求增加；

與此同時，印度則在為佛陀滿月節的

需求做準備。 

印度黃金銷售活動在 4 月 21 日「佛

陀滿月節」（Akshaya Tritiya）期間回

暖，此前，印度的珠寶行業預計，該



 

12 

國黃金銷量將年增 20%左右。印度央

行在去年11月撤銷黃金進口80/20管

制措施（黃金進口需有 20%用於加工

再出口），理由是經常帳赤字已降至

安全水平。不過，對於印度業者將進

口關稅從 10%降至 2%的呼籲，印度

央行則還是不願輕言鬆綁。(資料來

源: 新聞 MoneyDJ 2015-04-28) 

IMF 預測馬來西亞 2015 年 

經濟成長率將延緩至 4.8% 

2016 年則預估為 4.9%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

「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全球主

要經濟體2015年成長路徑分歧擴大，

儘管歐元區與印度經濟回溫，惟預期

會被其他主要新興國家負面的展望

抵銷。IMF 將 2015 年全球經濟成長

預測值維持在 3.5%，但警告全球經濟

復甦依然緩和且不穩定，存在不確定

因素與風險，包括地緣緊張情勢與金

融動盪。 

IMF 將 2016 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值

上修至 3.8%，高出 1 月預估的 3.7%，

主要受益於近期能源價格下跌與匯

率變動。 

該報告預測，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

2015 年成長預測值為 4.3%，2016 年

則加速至 4.7%，均與先前預測相同。

隨著外部需求放緩、資金流動不穩定、

國際原產品價格低落等風險增加，以

及馬來西亞政府撤銷燃油補貼措施，

及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消費稅，

IMF 預測馬來西亞 2015 年經濟成長

率將延緩至 4.8%，2016 年則預估為

4.9%。馬來西亞 2014 年實質經濟成

長率為 6%。(資料來源：經貿資訊網

2015-04-17) 

 

馬來西亞估計 2015 年與歐盟雙邊貿

易及投資將維持強勁成長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暨工業部秘書長

麗貝卡表示，2014 年馬國與歐盟雙邊

貿易額為 1,439.7 億馬幣(約合 435.6

億美元)，較 2013 年成長 6%；歐盟

為東協第 2 大貿易夥伴。 

同期歐盟在馬國投資額為 86.9 億馬

幣，成長 70.06%，顯示馬國為歐盟重

要投資地點。估計 2015 年與歐盟雙

邊貿易及投資將維持強勁成長。馬國

將討論最適合方式，以期與歐盟恢復

自由貿易協定(MEUFTA)談判。2014

年馬國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因

出現非貿易與投資障礙，包括政府採

購、智慧財產權、競爭、環境與勞工

等問題，致談判暫停。 

馬國與歐盟於 2010 年 12 月 6 日在比

利時布魯塞爾啟動第一回合自由貿

易協定談判，雙方原預定於 2013 年

完成談判。 (資料來源：Sun Daily 

2015-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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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吉達市地鐵工程將在 

2016 年年中招標 

沙國吉達市地鐵工程將在 2016 年年

中招標吉達地鐵公司 CEO Mr. Osama 

bin Ibrahim Abdouh 表示，目前吉達

市地下鐵建設計畫仍在設計階段，預

計完成設計後，於 2016 年年中進行

工程合約之招標作業。 

每個主要營建工程合約都會包括 5-6

個顧問合約，整個計畫之總金額很可

能需要向上修正。 

吉達地鐵系統計畫總長度約 149 公里，

其中18公里市中心路段將採地下化，

工程預計在 2020 年完成。Mr. Osama 

bin Ibrahim Abdouh 表示，2013 年 3

月時沙國政府曾通過120億美元之興

建預算，但由於計畫有些許改變，整

個計畫預算可能需要更高的預算。 

法商 Systra 在 2014 年 7 月獲得 7 億

4 千萬元之顧問合約。本年 3 月建築

設計公司英商 Foster + Partners，取得

8 億美元工程設計合約。（資料來源：

Arab News 2015-04-03） 

沙國目標至 2030 年時減省國內 

五分之一的能源日用量 

沙國油礦資源部副部長，兼沙烏地

能源效率委員會主席的與沙烏地經

濟公會榮譽主席 Abdulaziz bin 

Salman 親王，近日在沙烏地經濟公

會舉辦的第 18 屆經濟能源年會中表

示，管理沙國能源用量是影響經濟

成長的重要關鍵，並期盼達成到

2030 年每日能減少國內 150 萬桶石

油的用量的目標，即約減省國內五

分之一用量，以避免石油的內需侵

蝕出口量。 

A 副部長說明，沙國目前每日耗能

約當 420 萬桶石油，預估至 2030 年

將成長至 800 萬桶，能源效率政策

各措施，將有助節省 2 成的耗能，

約當 150 萬桶石油。沙國對國內用

石油及水電價格有高額補貼，致使

國民用量增加，已影響可出口的石

油量，政府近年規定企業及家庭用

戶，均須裝設高省能標準的空調設

備，並至 2016 年 1 月起，將實施新

的車輛油耗標準。 

專家分析，沙國將長期投資能源系

統及替代能源，以減少國內對石油

的耗用。然短期間，今夏酷熱的天

氣下，沙國民眾仍將提高空調的使

用頻率，致使國內石油耗用增加，

出口量因而減少，有助穩定國際油

價。（資料來源：Arab News 2015-

04-09） 

沙國股市即將對外國法人開放 

沙國資本市場管理局表示，沙國即

將於本年 5 月 4 日公佈其合格外國

法人投資沙國上市公司規定(the 

Rules for Qualified Foreign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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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Investment in Listed 

Shares on May 4, 2015)，前述法規將

自本年 6 月 1 日開始生效，合格之

國外投資法人得自 2015 年 6 月 15

日開始買賣沙國上市公司股票。依

據前述法規，只有來自金融法規完

備國家之大型且經驗豐富的外國金

融機構才能獲准投資沙國股市。 

依據市場專家表示，沙國股市規模約

5,280 億美元，約與巴西(6,000 億美

元)及俄羅斯(4,910 億美元)股市相當，

是中東地區最大市場，在能源、基礎

建設、金融與其他領域上均有其能見

度，全世界規模最大之石化業者

SABIC，與波灣區域內最大電信公司

STC(沙烏地電信公司)均為沙國上市

公司。 

自沙國即將開放股市消息傳出以來，

過去 12 個月期間，沙國股市表現甚

佳，優於其他區域內其他國家。國際

資本市場參考指數諸如摩根士丹利

資本國際指數(MSCI)可能會將沙國

股市列入其統計，並估計可能吸引高

達 240 億美元之投資。 

沙國資本管理局自 2014 年 8 月即發

布其資本市場開放規定草案，並公開

徵詢各方意見。依據草案內容，外資

投資沙國仍有若干限制，例如外資投

資總額不超過沙國總市值 10%，對個

股持有比率不超過 20%等限制，此外，

單一外資對個別上市公司之持股比

率不超過 5%。（資料來源：Saudi 

Gazette 2015-04-26） 

沙王任命新王儲 

沙國 Salman 於本年 4 月 29 日發佈命

令，原王儲 Muqrin(為沙王弟)退位，

由原第二王儲，即現任內政部長

Mohammed bin Naif 接任王儲。第二

王儲由現任國防部長 Mohammed bin 

Salman 繼任。此外，原任沙國駐美大

使 Adel Al-Jubeir 則接替 Saud al-

Faisal 王子，擔任沙國外交部長職務。

（資料來源：Arab News 2015-04-29） 

非洲區域新聞 

奈及利亞大選變天 

昔日獨裁者回鍋 

依據媒體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報

導，奈及利亞總統大選 31 日結果出

爐，反對黨「全民進步黨」（All 

Progressives Congress）候選人布哈里

（Muhammadu Buhari）阻斷現任總統

強納森（Goodluck Jonathan）的連任

之路，確定在大選中勝出，此次總統

選舉結果，也是奈國自 1999 年恢復

文人執政後，首度出現政黨輪替。 

路透社報導，根據計票結果，現年 72

歲的布哈里囊括奈國 36 州絕大多數

選票，取得約 1,540 萬票，代表「人

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的強納森則獲得 1,330 萬票，雙方差

距近 210 萬票。看到民主轉移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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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有感於全球油價暴跌導致的經

濟問題，再加上貪腐疑慮、不安全感

引發憂慮，在在激勵了人民投票意願。 

72歲的布哈里已是第 4度參選總統，

儘管有著強人獨裁的背景，布哈里此

次成功整合在野勢力，加上人民早已

不滿執政黨始終無法解決境內恐怖

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猖

獗，又無法解決人民迫切希望改善的

國家貪腐問題、國際油價重挫危機，

終於一舉終結人民民主黨長達 16 年

的執政。 

奈及利亞選民最終決定選擇一個軍

事強人任總統，主要原因是布哈里則

嚴厲反貪，並未在掌權期間累積大量

財富。(資料來源: 關鍵評論The News 

Lens 2015-04-01) 

布吉納法索證實 爆發 H5N1 禽流感 

依據媒體中央社報導，布吉納法索政

府 1 日證實，最近幾週該國兩地區大

量雞隻死亡原因，是爆發 H5N1 禽流

感。 

布吉納法索家畜部長魯安巴 (Jean 

Paul Rouamba)表示，今年 2 月和 3 月

間，傳統與現代家禽飼養場接連發生

雞隻死亡，聯合國專家前來檢驗，結

果發現是爆發 H5N1 禽流感。布吉納

法索上次爆發禽流感是在 2006 年，

包含鄰近國家奈及利亞、貝南、喀麥

隆及迦納。(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5-

04-02) 

「非洲成長暨機會法」(AGOA)將於

本年 9 月 30 日到期 

依據南非媒體Business Day 本(2015)

年 4 月 7 日報導，美國提供非洲漠

南地區國家貿易優惠待遇之「非洲成

長暨機會法」(AGOA)將於本年 9 月

30 日到期，美國國會必須在 AGOA 

屆期前通過新法案，才能繼續提供非

洲國家貿易優惠。 

目前南非對美國進口之禽肉課徵反

傾銷稅，兩國政府並對美國輸入南

非可以享有反傾銷稅退稅之禽肉數

量，都交由各自禽肉產業協會進行

談判，以求達成雙方都可接受之協

議，惟目前雙方禽肉協會對於此數

量尚未達成協議。 

美國生產雞肉州之喬治亞州及德拉

瓦州參議員已表示，渠等堅持南非

是否能繼續列入美國新的 AGOA 非

洲受惠國家名單中，須取決於南非

願意開放更大之市場讓美國禽肉輸

入南非。南非必須在美國禽肉輸銷

南非數量議題上有所退讓，才能繼

續享有 AGOA 提供南非產品免關稅

進入美國市場之優惠。 

南非禽肉協會執行長 Kevin Lovell 

則表示，對美國禽肉進口數量之退

讓必須合理，並讓南非禽肉產業能

有成長空間。該協會原始提議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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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美國每年進口禽肉數量 50%可

以享有免除傾銷稅，惟遭美方拒

絕，認為數量不夠。雙方目前差距

頗大，依據南非之提議計算，南非

禽肉產業將縮小 8 億南非幣之規

模，而若依據美國之提議計算，南

非禽肉業者則將損失高達 21 億南

非幣。(資料來源: Business Day 

2015-04-07) 

美洲區域新聞 

巴西糧食業 搶全球市占 

中國大陸需求強烈、國內採購力不

斷提高、土地與勞力便宜等因素導

致巴西的糧食生產業者在國際市場

奪下極高的市占率。美國亨氏番茄

醬製造商（HJ Heinz）與卡夫食品

（Kraft Foods）合併是例證。 

巴西億萬富豪雷曼名下投資基金 3G 

Capital 是亨氏的業主。根據它與股

神巴菲特名下波克夏集團達成的一

項協議，它將擁有前述新集團 51%

的股份。這項計畫旨在成立北美地

區第 3 大的糧食及飲料集團。 

在此之前，巴西 JBS 集團已成為以

營收而言，僅次於雀巢的舉世第 2

大糧食生產商。該集團也是全球最

大的牛肉生產商。此外，巴西 BRF

集團已是舉世最大的家禽肉出口

商，去年並在阿布達比啟用一處耗

資 1.3 億歐元（約台幣 44 億）的生

產設施。 

這些集團的投資組合各不相同，不

過分析師指出，它們具有一個共同

點：必須在艱難的環境下學習如何

維持效率，有別於美國與歐洲的農

業綜合企業因為政府提供補助而坐

享成果。里約大學經濟學教授瑪莉

亞．大衛表示：「土地與勞力成本

低廉使巴西糧食生產商取得多項關

鍵性的優勢。」 

另一名巴西經濟學家巴拉加表示：

「數十年前，巴西人因為軍方獨裁

統治而致自由受到嚴重限縮。『杜

比尼昆情結』使我們承受苦果─不

願離開海灘太遠的美洲印第安人。

然而民主化與東西對峙結束後，這

些障礙已經消失。」 

雷曼是巴西首富，以飲料打造個人

的事業王國。他的 AB InBev 集團是

多次企業合併後的產物，生產的啤

酒約占全球的 1/5，與百威啤酒等全

球品牌並駕齊驅。 

在中國大陸對肉類與大豆需求強

烈，以及巴西人採購力不斷提高的

局面下，巴西的糧食產業已經獲取

極為可觀的盈餘。巴西也是全球第

2 大的肉類與大豆生產國。（資料

來源: 聯合晚報 201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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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因福克蘭對阿根廷 

開展間諜活動」 

根據斯諾登發佈的一些文件稱，英

國政府因為擔心阿根廷會再次以武

力奪取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

維納斯群島）而對該國政府進行了

間諜活動。 

爆料文件說，英國政府採取了在電

腦系統植入病毒、傳播不利於阿根

廷的宣傳以及搜集情報等等方式進

行間諜活動。 

阿根廷多家媒體報道說，斯諾登的

文件指出，英國在 2005 年至 2011

年期間及積極地對阿根廷政府進行

間諜活動。 

因為爆出美國機密文件而出逃，現

在居住在俄國的斯諾登曾經是美國

中情局的雇員，負責電腦系統方面

的工作。 

不過目前英國和阿根廷政府都沒有

對此一說法作出回應。 

33 年前，當時的阿根廷軍政府向福

克蘭群島發動攻擊，引發英國派出

遠征部隊對抗，爆發了福克蘭戰

爭。 

雖然在經歷了激烈作戰、雙方共

900 多人死亡之後，英國奪回控制

權，但是該群島的主權問題依舊敏

感。 

英國政府上個月宣佈將在未來 10 年

中斥資 2.8 億英鎊來更新和加強福

克蘭群島的防衛能力，對抗「未來

可能出現的威脅」。 

阿根廷方面則說，因為違反阿根廷

的法律，因此將會起訴在福克蘭海

域開採石油的公司。 

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女士則說，阿

根廷不是威脅，所以英國應該把錢

花在協助年輕人就業等等的國內問

題上。 

此外，她也下令公開阿根廷有關福

克蘭戰爭的機密文件。（資料來源: 

BBC 中文網 2015-04-03） 

美洲國家企業高峰會在巴拿馬舉行 

巴拿馬政府在美洲開發銀行

（IDB）的技術支援下，將於 8 至

10 日在首都巴拿馬市舉辦第二屆美

洲企業高峰會，將有 12 位美洲國家

元首及超過百位企業領袖與會。 

主辦單位表示，本次會議的討論主

題將涉及糧食及農業貿易的安全以

及金融統合和包融性、能源問題、

婦女企業主管授權、企業的社會進

化以及資訊技術與架構的創新。 

根據 IDB 發布的新聞稿，企業高峰

會將在下週美洲高峰會議前夕的 8

至 10 日召開，出席的美洲國家元首

將分別來自貝里斯、巴西、哥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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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

斯、墨西哥、巴拿馬、巴拉圭、多

明尼加、千里達及托巴哥以及美

國。 

IDB 新聞稿指出，高峰會中，各國

元首將向與會企業領袖就「美洲目

前及未來貿易及投資的機會和趨

勢」發表分析演講並進行研討。 

主辦單位表示，已確定有主管階層

出席這項會議的企業包括波音公司

（Boeing）、AES Corporation、百

事可樂（PepsiCo）、嘉吉公司

（Cargill）、可口可樂（Coca-

Cola）、通用公司（GE）、

Omnilife、加拿大豐業銀行

（Scotiabank）、 Grupo Aval、

Odebrecht、Copa Holdings,、Los 

Grobo、拉丁美洲花旗集團

（Citigroup）和沃爾瑪（Walmart）

等。 

第一屆美洲企業高峰會是於 2012

年，在哥倫比亞舉行。 

（資料來源: 中央社 2015-04-07） 

民調顯示秘魯前總統藤森之女領先

2016 總統大選 

據路透社 4 月 20 日報導，市場研究

機構益普索在秘魯進行的一份民調

顯示，秘魯前總統藤森的長女藤森

慶子領先 2016 秘魯總統大選。 

這一民調結果在《秘魯商業報》上

披露，報導稱，藤森慶子在民調中

獲得了 32%的支持率。 

去年 12 月的一份民調顯示，藤森慶

子在民調中獲得了 33%的支持率。

當時她還未就是否將再次領導人民

力量黨團參加 2016 大選正式表態。

2011 年，藤森慶子在大選中敗于秘

魯現任總統奧良塔·烏馬拉。 

1 月 8 日，秘魯刑事法院以挪用公

款罪判處前總統藤森 8 年監禁，並

處以 300 萬索爾(約合 100 萬美元)罰

款。這是自 2007 年以來藤森第五次

被判刑。 

判決書說，藤森在擔任總統期間，

曾批准挪用秘魯武裝部隊巨額資

金，賄賂多家報紙來攻擊政治對

手，以達到第二次連選總統的目

的。 

藤森 1990 年當選秘魯總統並兩次連

任。2000 年 11 月，因國內政治危

機出走日本尋求政治庇護，同時宣

佈辭去總統職務。2005 年 11 月，

他在智利被捕，2007 年 9 月被引渡

回秘魯。2007 年 12 月，他以濫用

職權罪被判處 6 年監禁。2009 年 4

月、7 月、9 月，他因謀殺和綁架

罪、盜用公款罪、侵權和行賄罪分

別獲刑 25 年、7 年半和 6 年監禁。

（資料來源: 人民網 2015-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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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運河：中國無意貸款尼加拉

瓜運河工程 

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行政長官豪爾赫

劉易斯‧基哈諾（Jorge Luis 

Quijano）周一說，中國官方工程企

業對貫穿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新運河

計畫抱持謹慎態度，他們對該項目

巨額融資「沒有任何興趣」。 

中國國營「中國港灣工程責任有限

有限公司」（CHEC）稍早表示，有

意參與巴拿馬運河第四套船閘工

程，並提供所需 160 億至 170 億美

元融資。 

基哈諾在第 12 屆巴拿馬海事會議向

與會的 400 餘名全球航運業者說：

「我剛從中國回來，當地營建業者

告訴我，沒有任何中國國營公司有

興趣提供融資。」 

基哈諾說：「香港尼加拉瓜開發集

團（HKND）投資的運河工程在去

年 12 月 22 日初動工，預估耗時 5

年總工程費用 500 億美元。這一數

額是尼加拉瓜國內生產總值 120 億

美元的 4 倍。」 

巴拿馬運河工程師出身的基哈諾

說：「連我都看不出他們目前著手

清淤和挖掘有什麼實質意義。」 

根據官方數據，巴拿馬運河擴建一

旦竣工通航，全球所有集裝箱貨輪

中的 97%都可以通航，僅有 3%過於

龐大而無法通過。 

基哈諾說：「尼加拉瓜如果僅為爭

取這僅剩的 3%貨運而投資 700 億美

元開鑿運河，我實在看不出有這價

值；何況巴拿馬運河擴建已經完成

87.5%，而尼加拉瓜運河才剛動

工。」 

1914 年通航的巴拿馬運河由美國開

鑿，於 1999 年 12 月 31 日正式交由

巴拿馬管理。巴拿馬於 2007 年開始

52 億 5,000 萬美元的運河第三套船

閘及航道拓寬與疏浚工程。 

運河一旦竣工通航，目前每年 3 億

噸的通航量將翻番至 6 億噸，並可

以通行運載 13,200 個集裝箱的 18

萬噸貨輪，幾乎是目前依「巴拿馬

運河極限（Panamax）」設計船舶運

載量的三倍。 

基哈諾也在今年 3 月 26 日透露，

「中國港灣工程責任有限有限公司

高層代表在造訪運河時對運河第四

套船閘工程表示興趣，並有意提供

160 億至 170 億美元總工程費融

資」。 

「中港灣」是中國國營「中國交通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CCCC）」的全

資子公司，在巴拿馬城設有分公

司，目前承包台灣「長榮海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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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大西洋岸「科隆貨櫃碼頭拓寬工

程」。 

香港註冊的尼加拉瓜運河開發投資

有限公司（HKND 集團）負責人是

總部設於北京的信威通信負責人王

靖，他與中國政府均多次強調沒有

任何官方背景。 

王靖在 2012 年以投資移動通信業務

進入尼加拉瓜並取得頻道執照，卻

轉而推動尼加拉瓜大運河工程。

2013 年 7 月取得立法議會開鑿及管

理運河 100 年的權利，2014 年 12

月 22 日在太平洋岸裏瓦斯省

（Rivas）布裏托（Brito）河口舉行

首開工儀式。 

王靖在首開工致詞時說，由於計劃

大幅變更成本也相對提升，運河總

工程費用為 500 億美元，將於 2019

年竣工通航。王靖長期迴避有關該

公司財務與融資現狀的提問。 

HKND 集團表示，運河工程首項計

畫是修建位於裏瓦斯省的一座裝卸

港口及聯外道路，用來運送工程所

需建材。截至目前為止，該集團仍

未提出環保人士與當地居民所關切

的運河路線生態環保評估報告。

（資料來源: BBC 中文網 2015-04-

14） 

 

鴻海開空頭支票 巴西官員怒 

據路透報導，近日巴西官員對富智

康（Foxconn）的不滿日漸明顯。鴻

海（2317）旗下的富智康 2011 年 4

月擴廠至巴西、在當地設置 iPhone

零件生產線時，巴西總統羅塞夫

（Dilma Rousseff）與其幕僚曾相

信，這將在 6 年內為巴西帶來多達

120 億美元資本投資與 10 萬個就業

機會，並帶領巴西科技業變革。 

如今 4 年過去了，上述期望卻毫無

實現的跡象。目前富智康在巴西 5

座工廠聘用的員工數，還不到 1 萬

人。富智康曾公開承諾，將在巴西

工業大省聖保羅的伊圖（Itu）市投

資至少 3.25 億美元興建新工業園

區，富智康先前表示該園區將在今

年底啟用，但目前看來進展遲緩。 

當初力主贈送 100 英畝土地給富智

康建廠的伊圖市議員 Givanildo 

Soares da Silva 說：「大家真的很失

望。我們全都期盼著有關那個計劃

的一切成果，直到現在那卻仍舊是

空頭支票。」 

此外，富智康付給巴西廠許多員工

的薪資，與當地最低薪資差距不

大。例如，當地工廠的驗收測試員

周薪僅 80 美元，且與富智康中國廠

的員工相比，欠缺了同等的訓練與

晉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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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富智康雖在巴西代工蘋果的產

品，卻未如當地人期望般產生協助

降低售價的效果。在進口關稅與多

重賦稅規定的影響下，巴西進口產

品的價格可能較原產地高 30%；像

是 32GB 的 iPhone 5s 在巴西未綁約

零售價將近 1,000 美元，約是美國

零售價的 2 倍左右。（資料來源: 

蘋果即時 2015-04-14） 

朝鮮敦促墨西哥放行其被扣貨船 

朝鮮譴責墨西哥非法扣留去年在墨

西哥沿海擱淺的朝鮮「無頭峰」號

貨輪。 

朝鮮周三（4 月 9 日）表示，該船

完全是一艘和平、合法的商業船

隻，扣留「無頭峰」是對朝鮮主權

的侵犯。 

但一名聯合國專家說，該貨輪隸屬

於一家上了聯合國制裁黑名單的船

運公司。 

2013 年 7 月，朝鮮的一艘貨輪在巴

拿馬被扣，原因是在運輸食糖的袋

子下面發現了前蘇聯時代的武器和

戰鬥機。 

在朝鮮進行了 2006 年和 2009 年的

核試驗後，聯合國制裁禁止向朝鮮

運送絕大多數種類的重武器和配

件。 

朝鮮常駐聯合國的副代表安明勛

稱，朝鮮已就 2014 年 7 月「無頭

峰」擱淺造成珊瑚礁的損害向墨西

哥支付了一筆未公開的賠償金，現

在墨西哥應該放行貨輪及船員了。 

這艘貨輪擱淺時正從古巴開往墨西

哥。墨西哥稱該貨輪現仍在該國的

圖斯潘港。 

但監督朝鮮制裁措施落實情況的聯

合國安理會朝鮮專家組的協調員格

里菲斯稱，有確鑿證據證明該貨輪

和被列入聯合國黑名單的朝鮮海洋

海事管理公司有關。（資料來源: 

BBC 中文網 2015-04-09） 

 

百年到期 墨西哥公債受歡迎 

墨西哥政府日前發行首檔歐元計價

的百年到期公債，結果大受歡迎，

顯示投資人對該國前景看好，即便

要等到 100 年後才能拿回投資的資

金。 

這檔百年到期公債發行金額為 15 億

歐元（16.2 億美元），殖利率為

4.2%，即便到期時間為 2115 年，但

超高的報酬率，使這檔公債受到投

資人青睞。歐元區各國政府發行的

各天期公債，除了陷入財政危機的

希臘，殖利率都未超過 4%，奧地利

發行的 2062 年到期公債，殖利率還

不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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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投資人對新興市場的興

趣減弱，因美元對新興市場貨幣勁

揚，中國經濟成長明顯放緩，聯準

會又準備升息。但墨西哥是全球投

資人眼中的亮點，即便近年來新興

市場出現不少危機，墨西哥先前發

行的美元計價和英鎊計價百年到期

公債，目前的報酬率都很穩定。 

墨西哥在 2010 年發行的美元計價百

年到期公債，當時的殖利率為

6.1%，週三交易時仍有 5.3%。去年

發行的英鎊計價百年到期公債，當

時的殖利率為 5.75%，週三交易時

仍有 5.32%。 

BBH 全球新興市場策略部門主管辛

恩（Win Thin）表示，百年到期債

券對保險公司特別具有吸引力，卻

存在風險。例如，長天期公債對利

率的變動非常敏感，若從現在到 22

世紀之間，歐元區利率突然猛增，

想變賣公債的投資人可能面臨損

失。（資料來源: 自由時報 2015-04-

10） 

巴西數十萬人再次上街 

抗議政府腐敗 

巴西里約熱內盧、聖保羅等大城市數

以數萬計群眾再次走上街頭，抗議政

府腐敗，是一個月內的第二次。 

不過，星期天（4 月 12 日）的遊行

規模比上月 150 萬人為小。組織者

稱仍有 150 萬人上街，警方則稱只

有 69.6 萬人。 

民眾指責國營巴西石油公司

（Petrobas）的受賄問題，執政勞工

黨涉嫌參與其中。總統迪爾瑪‧羅

塞夫予以否認，該國檢察總長經調

查後也稱排除了總統涉案的嫌疑。 

但是在野黨派說，這些受賄行為正

發生於羅塞夫擔任巴西石油總裁期

間。部分參與示威群眾也深信總統

對受賄行為知情，要求彈劾總統。 

BBC 在里約熱內盧的記者們說，參

與遊行的大多數是中產階層，其中

以白人為主。 

在 3 月的大規模示威發生後，巴西

利亞政府承諾推動連串改革措施，

嚴懲貪污腐敗行為。 

本月初，巴西最高法院批准調查 54

名涉嫌參與有組織腐敗犯罪活動的

人員，當中包括國會參、眾兩院議

長、前總統科洛爾和前能源部長洛

邦。他們全部否認指控。 

調查發現，一些私營企業賄賂官員

以獲取巴西石油公司的巨額合同，

一些高級官員從中提成。（資料來

源: BBC 中文網 2015-0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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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投資訪問團暨研討會 

2015 年「第 2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暨工廠節能改造拓銷代表團」 

為協助我國廠商拓展柬協市場，本

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籌組「第

2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暨工廠節能

改造拓銷代表團」，於今（104）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3 日前往柬埔寨考

察參訪，並出席「第 2 屆台柬經濟

聯席會議」，以拓展台柬兩國的實

質經貿關係。代表團一行 42 人，由

國經協會柬埔寨委員會主任委員暨

美德醫療集團總裁楊克誠先生擔任

團長。 

4 月 1 日「第 2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

議」由柬埔寨總商會林興副會長與

本會柬埔寨委員會楊克誠主任委員

共同主持，雙方共計約 85 人與會。

本屆會議議題包括「柬埔寨經濟發

展」、「台灣綠色能源推動政策及

產業發展」以及「柬埔寨金融業展

望」，分別由柬埔寨總商會 Mr. 

Meng Nimol、工業技術研究院吳駿

寬正工程師、國泰世華銀行(柬埔寨)

梁敬思董事長擔任主講人，雙方主

席與主講人於會中與出席來賓廣泛

交換意見，以期為兩國未來產業合

作帶來更多實質商機。 

訪柬期間，代表團前往曼哈頓(柴楨)

經濟特區參訪並聽取簡報，瞭解特

區最新開發進度；另外，代表團亦

拜會柬埔寨發展理事會，由該會副

秘書長 Mr. Chea Vuthy 接待，並為

團員簡報柬埔寨投資環境及商機；

本會亦安排代表團參觀榮益製衣公

司、旺雷製衣廠，以及崑洲集團奇

倉實業(柬埔寨)公司等台商工廠，實

地考察當地投資環境及產業概況，

分享台商在柬國之投資經驗。 

 

曼哈頓(柴楨)經濟特區簡介後本會李

秘書長提問 

 
代表團與柬埔寨投資發展委員會副
秘書長謝無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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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柬埔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

克誠主持第 2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國經協會柬埔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

克誠與柬埔寨總商會林興副會長互

贈禮品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晚宴：

左起工研院吳駿寬正工程師、國泰

世華銀行(柬埔寨)梁敬思董事長、柬

埔寨洪森總理顧問 H E BUN Sambo, 

柬埔寨委員會楊克誠主任委員、柬

埔寨總商會林興副會長、駐胡志明

市辦事處經濟組馮子陵組長、柬埔

寨總商會副會長 Mrs. Oknha Chan 

Sothea 

 

 

代表團與榮益製衣公司林志龍總經
理合影 

 

旺雷製衣廠徐坤煌副總經理與團員

分享柬國投資經驗 

 

崑洲集團奇倉實業(柬埔寨)有限公司

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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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 

本會於本年 4 月 20 日上午假台北世

貿中心聯誼社 33 樓 C 區舉行「第 15

屆台馬經濟聯席會議」，由本會王鍾

渝理事長與馬來西亞全國商工總會

副會長拿督林國璋局紳共同主持，經

濟部國際合作處童益民處長應邀蒞

臨開幕典禮致詞，台馬雙方共計約

120 位代表出席。 

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中央理事暨資

通訊組黃哲強主任、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洪春暉產

業顧問兼主任、馬來西亞全國商工總

會秘書長 Dato’ Sri Syed Hussien Al 

Habshee、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

廣協會馬超彥副理事長、光電科技工

業協進會林穎毅執行長特別助理及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台北辦事處林

玟妤處長分別就「連結電子商務進入

東南亞-掌握東協經濟共同體優勢以

馬來西亞為門戶進入東南亞市場」、

「台灣資通訊產業發展趨勢」、「清真

產業」、「台灣清真產業」、「台灣綠色

光電」及「馬來西亞-亞洲的利潤中心」

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講。 

本會並安排馬來西亞全國商工總會

訪問團參訪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

有限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和成欣

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會與愛沙尼亞商工會簽署

合作備忘錄              

本會在愛沙尼亞對口單位由愛沙尼

亞物流暨運輸協會轉移至愛沙尼亞

商工會，本會與愛沙尼亞商工會於本

年4月以通信換文方式簽署合作備忘

錄，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及該會秘書

長 Mr. Mait Palts 共同簽署，旨在促

進台、愛兩國經貿合作關係。 

愛沙尼亞商工會為愛國重要工商組

織，成立於 1925 年，至 2014 年 11 月

止計有約 3,200 家會員，會員以中小

企業居多，約佔 95%，涵蓋產業包括：

紡織、金屬、木材、建築及食品等，

該會會員出口額佔愛國總出口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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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加拿大聯邦參議員馬妍兒率團訪華 

加拿大聯邦參議員馬妍兒（Yonah 

Martin）率領國會議員訪問團，應本

會之邀於本（104）年 4 月 9 日至 15

日訪問我國，訪團成員包括參議員肯

尼（ Colin Kenny）、參議員戴伊

（Joseph A. Day）、參議員南茹絲

（ Nancy Ruth）及參議員卜萊特

（Donald Neil Plett）等國會議員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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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共 10 位。此行將有助於該團瞭

解我國政治、國防、經貿及兩岸關係

等相關領域之發展現況，並增進臺加

關係。 

為感謝加拿大國會議員長期以來友

我情誼，以及對我在各項議題上之支

持，本會黃博治副理事長於 104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假臺北世貿中心聯

誼社以午宴與訪賓交流，受邀者包括：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阮大同

副執行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池琳副

總經理、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Allan Edwards 處長、第一銀行海外業

務部朱明津副總經理、杏輝醫藥集團

加拿大分公司楊如年總經理，以及外

交部北美司張必強專門委員。 

 

黃博治副理事長致歡迎詞 

 

 

賓客合照 

 

台灣經貿 

亞投行創始成員北京討論章程草案  

新華社晚間報導，為期 2 天的籌建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第四

次談判代表會議今天閉幕。但報導並

未說明會議結論，僅指今年年中確定

亞投行章程並簽署，年底正式成立亞

投行。 

報導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派員，

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

議」。 

報導引述大陸財政部說法，指會議由

亞投行籌建談判會議常設主席、大陸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主持，55 個亞投

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談判代表，與亞

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

出席。 

會議中除歡迎德國、義大利、法國、

土耳其、西班牙、南韓、巴西、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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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7國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

並就亞投行章程草案進行深入和富

有成效的討論，並取得顯著進展。(資

料來源:中央社 2015-04-28) 

中國民國駐堪薩斯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完成階段性任務 2015 年 4 月搬

遷至同一轄區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中國民國駐堪薩斯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將走入歷史，完成階段性任務，

將於 2015 年 4 月搬遷至同一轄區科

羅拉多州丹佛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沈呂巡博士伉儷特別於 2月 7日抵達

堪薩斯市，在堪薩斯台北經文處楊巨

中處長伉儷陪同下，與堪薩斯本地和

美中地區僑胞代表會面，感謝僑胞多

年來對中華民國及堪薩斯辦事處之

支持及協助。沈呂巡大使表示，外交

馳騁四方，服務不在地域，堪薩斯辦

事處遷往丹佛不代表對美中地區僑

胞服務有所改變，反而更有所加強，

他期勉辦事處精進服務品質，提昇工

作效率，為美中地區僑胞精誠服務，

為中華民國外交打拼努力。 

中華民國美中地區新任僑務委員趙

陳月麗，堪薩斯僑務顧問李永杰分別

致詞，感謝沈大使蒞訪鼓勵以及表達

對堪薩斯辦事處楊巨中處長伉儷及

處內同仁之感謝和依依不捨離情。 

沈大使並致贈在座每位僑胞當年國

父孫中山先生在英國大英博物館申

請閱覽證原料之真跡影印本作為留

念。 

沈呂巡大使會見僑胞餐會 2月 7日下

午五時半，在堪薩斯市樂宮樓餐廳舉

行，席開七桌，除大堪薩斯地區各界

僑領、僑胞參加外，新任中華民國美

中地區僑務委員、科州丹佛市丹佛華

報社長趙陳月麗與夫婿丹佛華報發

行人趙世鉅，聖路易地區僑務顧問蔡

國雄，聖路易時報社長吳毓真、總編

輯岳方濟等均應邀與會，共同見證堪

薩斯辦事處完成歷史任務，即將遷往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資料來源：聖

路易時報訊 201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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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4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4月出口234.9億美元，較上月減7.1%，

較上年同月減11.7%；累計1至4月出

口937.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6.2%。 

(二)進口 

4 月進口 187.3 億美元，較上月減

11.7%，較上年同月減 22.1%；累計 1

至 4 月進口 755.6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減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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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入超 

4 月出超 47.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加 22.1 億美元；累計 1 至 4 月出超

181.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91.5

億美元。 

進出口貿易額 

 

4 月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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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 -31.1 -11.7 937.4 -61.7 -6.2 

進口 187.3 -53.1 -22.1 755.6 -153.1 -16.8 

出超 47.6 22.1 86.8 181.8 91.5 101.3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口 7,341 -723 -9.0 29,526 -678 -2.2 

進口 5,854 -1,437 -19.7 23,803 -3,674 -13.4 

出超 1,486 714 92.5 5,723 2,996 109.9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5-08) 

 

 

  

與前期比 

較增減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國內生 

產毛額 
2.23. 3.74 -- -- -- 

消費者物

價指數 
0.79 1.20 -0.95 -0.2 -0.61 

失業率 4.18 3.96 3.71 3.69 3.72 

出口量 1.4 2.7 -4.8 -22.4 -17.8 

進口量 -0.2 1.6 3.4 -6.7 -8.9 

出口訂單 0.4 6.7 8.1 -2.7 1.3 

製造業 

生產量 
0.7 6.4 6.496 6.49 6.496 

貨幣總 

計數 

(M2) 

4.78 5.66 5.9 6.5  6.6 

股價總 

指數 
8,093 8,992 9,282 9,506 9,611 

重要經濟指標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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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季度經濟指標 (生產、工業) 
 

 

經濟指標項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第 1期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第 1期 

生產                 

國內生產總值以

2006價格計算  

(台幣；以十億為

單位) 

3,670  3,814  3,938  3,632  3,812  3,979  4,070  n/a 

國內生產總值以

2006價格計算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 

2.6  1.4  3.4  3.4  3.9  4.3  3.3  n/a 

工業生產指數 

(2011=100) 
101.0  102.7  102.6  98.1  107.8  110.6  110.7  103.7  

工業生產 (比較

前一年同期改變

幅度之百分比) 

-0.6  0.3  2.0  3.0  6.7  7.7  7.9  5.7  

製造業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 

-1.0  0.2  2.1  3.3  6.9  8.1  7.9  6.5  

飲食與紡織業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 

-0.4  -0.5  0.5  0.3  1.8  1.9  2.1  n/a 

資訊電子業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 

0.2  -0.8  1.9  6.3  10.4  13.8  16.2  n/a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情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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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季度經濟指標 (就業、物價) 
 

 

經濟指標項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第 1期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第 1期 

就業 10,942  10,988  11,015  11,027  11,051  11,100  11,136  11,160  

就業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 

1 0.9 0.9 0.9 1 1 1.1 1.2 

失業率  

(勞動市場百分

比) 

4.1 4.3 4.2 4 3.9 4 3.9 3.7 

平均每月名義工

資  

(台幣) 

39,921  41,666  41,386  43,858  40,932  44,210  41,952  n/a 

平均每月工資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a 

1.4 0.8 2 2.8 2.5 6.1 1.4 n/a 

消費者物價 

(2011=100) 
102.3 103.1 103.3 103.1 104 104.7 104.1 102.5 

消費者物價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 

0.8  0.0  0.6  0.8  1.6  1.5  0.8  -0.6  

批發價格 

(2011=100) 
96.2 96.3 95.9 97.3 96.9 96.3 93 89.1 

批發價格  

(比較前一年同期

改變幅度之百分

比) 

-3.1  -2.5  -0.9  0.1  0.7  0.0  -3.0  -8.5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情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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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季度經濟指標 (匯率、證券、貿易) 

經濟指標項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第 1期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第 1期 

平均匯率  

(美金兌台幣) 
30.0  30.0  29.6  30.4  30.2  30.1  30.9  31.6  

期末匯率  

(美金兌台幣) 
30.1  29.7  30.0  30.5  29.9  30.4  31.7  31.4  

M1 (期末；台幣

以十億為單位) 
12,831  13,009  13,471  13,710  13,716  13,927  14,310  14,492  

M1 (比較前一年

同期改變幅度之

百分比) 

8.6  7.9  8.5  8.4  6.9  7.1  6.2  5.7  

M2 (期末；台幣

以十億為單位) 
34,584  34,960  35,519  36,259  36,444  36,718  37,697  38,590  

M2 (比較前一年

同期改變幅度之

百分比) 

5.3  5.7  5.8  5.9  5.4  5.0  6.1  6.4  

臺灣證券交易所

加權指數股市  

(期末；1966年 6

月 30日=100) 

8,062  8,174  8,612  8,849  9,393  8,967  9,307  9,586  

臺灣證券交易所

加權指數股市  

(比較前一年同期改

變幅度之百分比) 

10.5  5.9  11.8  11.8  16.5  9.7  8.1  8.3  

出口(離岸價) 73,502  71,877  74,057  69,141  75,757  76,557  74,583  66,181  

進口 

(成本、保險費加

運費) 

67,597  65,780  67,920  66,627  70,122  70,766  65,702  56,639  

貿易平衡 5,904  6,097  6,137  2,514  5,636  5,791  8,880  9,543  

商品貿易差額 10,028  10,034  10,635  6,842  10,183  10,202  14,261  n/a 

服務收支 1,845  2,062  2,659  2,967  2,713  2,466  3,018  n/a 

收入平衡 2,407  3,359  3,747  5,609  3,994  3,244  2,625  n/a 

淨轉移支付 -660  -991  -710  -377  -837  -847  -728  n/a 

經常帳戶餘額 13,620  14,464  16,331  15,041  16,053  15,065  19,176  n/a 

非黃金儲備資產 

(期末) 
406,606  412,611  416,811  419,199  423,454  420,696  418,980  414,689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情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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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商業環境排名 

指數值  

(總共 10分) 

全球排名 

(總共 82國) 

亞太排名 

(總共 17國) 

  

7.85 16 5   

作業風險排名 2015年排名 2015年分數 2014年排名 2014年分數 

整體評估 B 21 B 21 

安全風險 A 14 A 14 

政局穩定風險 B 30 B 30 

政府效率風險 B 25 B 25 

法律及監管風險 B 25 B 25 

總體經濟風險 A 15 A 15 

外貿與對外支付

風險 

A 18 A 18 

金融風險 B 21 B 21 

稅務政策風險 A 19 A 19 

勞工市場風險 B 29 B 32 

基礎設施風險 A 16 A 16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情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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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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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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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T$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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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經濟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 5,297 億美元(2014 年) 經濟成長率 3.46% (2015 年第一季) 

平均國民所得 US$22,602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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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為 937.4 億美元(較上月同期減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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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為 755.6 億美元(較上月同期減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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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1.7 億美元 (至 201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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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億 8,334 萬美元 (1952~2015.04) 

流入量: 12 億 3,551 萬美元 (2015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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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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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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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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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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1.  5月26日 第14屆台蒙(古)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2.  5-7月 多明尼加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3.  6月 海地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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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6月14-17日 第20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雅加達 

16.  6月23日 第2屆台緬(甸)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7.  6-7月 第13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8.  6-7月 第1屆台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 拉巴特 

19.  6-7月 第1屆台突(尼西亞)經濟聯席會議 突尼斯 

20.  6-7月 第1屆台加(彭)經濟聯席會議 自由市 

21.  6-7月 第2屆台聖(多美普林西比)經濟聯席會議 聖多美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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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8月 第7屆台以(色列)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4.  9-10月 第19屆台墨(西哥)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 

25.  9-10月 第5屆台瓜(地馬拉)經濟聯席會議 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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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9-10月 第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 

27.  9-10月 第4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哥倫比亞 

28.  9月1-4日 第29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29.  9月8-11日 第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30.  9-11月 第5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1.  10月6-10日 第21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32.  10月21-24日 第25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33.  10月29-30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34.  11月14-15日 出席 B20 高峰會 安塔利亞(Antalya) 

35.  12月3-5日 第23屆台菲(律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6.  12月 第4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7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4 年年度工作計畫 

歐洲地區 
 

201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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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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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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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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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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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月 3 日 羅馬尼亞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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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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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月 24 日 第 4 屆台義(大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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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9 月 3 日 第 15 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2.  9 月 7 日當週 
赴土耳其經貿訪問團 

第 6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伊斯坦堡 

13.  
9 月 14-18 日 

(暫定)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4.  9 月 15 日(暫定)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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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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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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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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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0 月 4-8 日 赴義大利、瑞士經貿訪問團 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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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赴義大利參訪 

20.  10 月 6 日 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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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9-10 月 第 17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北 

23.  9-10 月 第 2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4.  10-11 月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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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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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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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