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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希臘改革存分歧 債務談判進度緩慢 

在希臘現金儲備愈發吃緊之際，希臘

左冀政府與國際債權人的談判在部份

領域雖然取得一些進展，但在養老金

及勞動力改革上存在龐大的歧見。 

希臘希望談判取得的進展，能夠為歐

洲央行允許希臘銀行業者購買更多短

期國庫券，進而緩解政府現金緊張局

面鋪平道路。 

希臘勞工部長斯科勒蒂斯 (Panos 

Skourletis)表示，IMF 仍堅持需要滿足

嚴格的政策條件，才會同意能解凍救

助金的臨時協議。IMF 是繼歐元區成

員國政府之後，希臘的第二大債權人。

斯科勒蒂斯對電視頻道 Mega TV表示，

對於削減養老金、民間部門停止大規

模裁員的規定、反對政府提高最低薪

資等方面，IMF 拒不讓步。 

債權人要求希臘別動(緊縮舉措)，這些

舉措在過去五年內已經損及希臘人民

的生活。IMF 立場最缺乏靈活性，「但

那裡也有較緩和的聲音」。希臘要在 5

月 12日前償還 IMF總計 9.7億歐元貸

款。希臘一直從市政當局和政府實體

借錢來償債。 

希臘財長瓦魯法基斯周二將出訪巴黎

和布魯塞爾，分別與法國財長及歐盟

執委會經濟事務執委莫斯可維西舉行

會談。希臘財長瓦魯法基斯周二將出

訪巴黎和布魯塞爾，分別與法國財長

及歐盟執委會經濟事務執委莫斯可維

西舉行會談。 

希臘日報 Kathimerini 稱，歐洲央行本

周可能考慮在銀行從希臘央行獲得緊

急流動性時，上調抵押品的「減記」

幅度，以大幅收緊相關條款。該報稱，

考慮中的選項包括債券面值折價 44%、

65%甚至 80%。目前為折價 23%。歐

洲央行拒絕對上述報導置評，緊急流

動性援助勢將再延長一周。 (資料來

源：第一金即時新聞 First Gold 

2015-05-05) 

亞洲區域新聞 

韓國汽車自動駕駛 2017 年設專用道

路 

韓國政府計劃加快智能汽車的開發步

伐，並於 2017 年針對自動駕駛汽車開

通專用試驗道路。以期在智能化汽車

領域搶佔國際市場。 

自動駕駛汽車是指駕駛員不需任何操

作，汽車可以自動判斷駕駛環境切換

行駛狀態，直至抵達目標地點。駕駛

員只需坐在駕駛座待命，除非發生汽

車無法自行處理的狀況，否則不會干

預駕駛。 

以自動駕駛為代表的智能化汽車，已

經成了未來汽車行業發展和競爭的大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9%BA%E8%83%BD%E6%B1%BD%E8%BB%8A.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87%AA%E5%8B%95%E9%A7%95%E9%A7%9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87%AA%E5%8B%95%E9%A7%95%E9%A7%9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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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為了在這一領域搶佔先機，推

動自動行駛汽車的商業化開發，韓國

政府決定放寬對自動駕駛汽車的相關

限制。 

為此，韓國政府計劃在今年內為自動

駕駛汽車劃定試運行特別區域，2017

年開通專用試驗道路。此外，政府還

將允許自動駕駛汽車在試驗階段搭載

自動調向裝置，並計劃制定相關零部

件測試標準，開發專用保險商品。 

谷歌、蘋果、百度等全球信息技術（IT）

企業都在集中投資智能化汽車這一市

場，預計到 2020 年，全球市場規模將

達 1,890 億美元。分析家預計，完全自

動無人駕駛車輛可望在 2020 年上市。 

目前來看，自動駕駛車輛上路依舊存

在著諸多制約因素，比如配套政策法

規缺失，技術是否已經成熟，是否存

在安全隱患等方面，還無法給出肯定

的答覆。 

不過，鑒於自動駕駛車輛擁有廣闊的

市場前景，各國都在加快這一領域的

開發速度。截至去年，美國奧迪（Audi）、

凌志（Lexus）和奔馳的無人駕駛的自

動車輛，已經獲得加州車管局（DMV）

的許可，可以進行路測。(資料來源：

大紀元 2015-05-08) 

吉爾吉斯斯坦正式加入歐亞經濟聯盟 

8 日在莫斯科召開的歐亞經濟委員會

最高理事會會議宣佈正式接納吉爾吉

斯斯坦為歐亞經濟聯盟新成員。與會

各成員國元首與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

坦巴耶夫簽訂了相關入盟協議書。協

議書還需經過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議

會批准才能生效。 

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於 2014 年

5 月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坦納簽署了《歐

亞經濟聯盟條約》，該條約於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隨後亞美尼亞於

2015年年初加入聯盟。2014年 12月，

在莫斯科舉行的歐亞經濟聯盟最高理

事會會議上，簽署了關於吉國加入歐

亞經濟聯盟的條約。 

吉爾吉斯斯坦總理捷米爾•薩里耶夫

日前在比斯凱克表示，吉國為加入歐

亞經濟聯盟所必須已經完成「路線圖」

的所有要求。他說：「吉爾吉斯斯坦在

過去的一年裡為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做

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現已達到加入聯

盟的所有要求。我們所生產的所有商

品將符合聯盟的技術規定，並實現自

由出口。從加入聯盟的第一天起，吉

爾吉斯斯坦就將致力於保障產品、資

本和服務的自由流通，以及移民勞務

人員的就業。」 

薩里耶夫還說道，早前歐亞經濟聯盟

就向吉爾吉斯斯坦提供 12億美元的技

術支援達成過共識。其中俄羅斯通過

吉-俄發展基金撥款 10 億美元用於吉

爾吉斯斯坦的經濟發展。餘下 2 億將

用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達到歐亞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84%A1%E4%BA%BA%E9%A7%95%E9%A7%9B%E8%BB%8A%E8%BC%9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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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聯盟要求。另外哈薩克提供了 1

億美元的技術援助。(資料來源：哈薩

克國際通訊社 2015-05-09) 

金磚銀行首任行長敲定 68 歲印度人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首任行長已敲定

由 68 歲的印度人卡麥斯（K.V. Kamath）

擔任。大陸則研擬提名世界銀行副總

裁祝憲出任金磚銀行副行長。 

綜合中國大陸媒體今天報導，印度政

府 11日已任命卡麥斯擔任金磚銀行行

長。 

卡麥斯是 ICICI Bank Ltd.和印福思科

技公司（Infosys）的非執行董事長。

ICICI Bank 是印度資產規模最大的非

國有銀行。Infosys 是印度最大資訊科

技公司之一。 

卡麥斯 1947 年出生，1971 年加入印度

工業信貸投資銀行，1988 年轉到亞洲

開發銀行任職，負責在大陸、印度、

印尼、菲律賓、孟加拉及越南的項目。 

金磚銀行由中國大陸、俄羅斯、巴西、

印度、南非發起成立，儲備基金 1,000

億美元，用於金磚國家因應金融突發

事件，大陸提供 410 億美元，俄羅斯、

巴西和印度分別提供 180 億美元，南

非提供 50 億美元。 

金磚國家領袖 2014年決定把金磚銀行

的總部設在上海，初始資本為 500 億

美元，首任行長由印度提名。 

金磚銀行領導階層由 1 名行長和 4 名

副行長組成。中、俄、巴西、南非各

提名 1 名副行長。 

中國大陸可望提名世界銀行（World 

Bank）副總裁兼世銀集團首席道德官、

大陸財政部國際司前司長祝憲，出任

金磚銀行副行長。 

陸媒還報導，「金磚銀行秘書長一職很

有可能由中方副行長擔任」。(資料來

源: 中央社 2015-05-12) 

沙國為中東最大的化妝品消費市場 

沙國媒體報導，Euro Monitor 研究資料

顯示，沙國女性平均每人每年購買化

妝品支出約 1 萬 4,256 沙幣，沙國化妝

品市場為中東最大，年銷售額約 600

億沙幣，預估年成長率達 11%。 

2014 年沙國化妝品市場成長快速，沙

國個人可支配所得高為重要因素，加

上沙國年輕人口多，需求大，市場消

售最多的產品為保養產品。另外，沙

國化妝品的銷售管道很多，包括購物

中心的獨立專櫃、沙龍、藥妝店、超

市、市集，以及近 5 年來數量成長 10%

美容診所，也都有助推動銷售。 

業者表示，沙國美妝業的大幅成長係

因高消費力，以及產品層廣，可滿足

各類消費者的喜好與需求，預估 2015

年的沙國化妝品市場成長率不會低於

4.5%。統計資料並顯示，2015 年沙國

皮膚保養產品銷售額將達 5.0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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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義、德、法、美為全球化妝品市

場的領導者，沙國的策略為成為區域

貿易中心，及鼓勵各國來沙投資生

產。 

近期受歐元貶值的影響，使歐系產品

竸爭力大增，但也造成業者存貨成本

的大幅損失，但不致影響沙國市場成

長的預期，因沙國的高消費力將支撐

其市場地位，並預估 2017 年銷售額可

上看 10 億美元，沙國、阿聯及伊朗合

計則可達 95 億美元，占中東及非洲市

場的 37%。亞系及歐系化妝品的激烈

競爭，將使消費者受惠，享有更高品

質及低價格之產品。(註：1 美元約兌

3.75 沙幣)（資料來源：Arab News 

2015-05-17） 

GCC 將課徵加值稅 

海灣合作委員會(GCC)近日在杜哈的

財經部長會議中，已簽署協議將在該

區域引進加值稅(VAT)的措施，因油價

的持續低迷，將使課 VAT 的提案受到

支持。 

課徵加值稅對海灣的石油輸出國家而

言將是一大經濟變革，且具政治敏感

度的措施，因該區的民眾已習慣享受

優渥的社會福利，且近乎免稅的環境。

由於 GCC 境內移動頻繁，因此官員認

為VAT須在 6個會員國內同時實施，

否則會出現免稅品走私。過去 GCC 會

員多依賴石油及天然氣的收入，占國

家財政收入的 8 成至 9 成，因此國際

能源價格波動影響甚劇，許多經濟專

家續建議 GCC 國家應引入新稅收，才

能多元化財政收入。然 GCC 對課徵

VAT的提案已討論近10年都未實施，

近期油價大跌已造成多個 GCC 國家

財政赤字，本次杜哈的協議顯示，GCC

各國現在對課徵加值稅的措施已開始

嚴肅看待，但目前實施日期及稅率等

細節尚未決定，未來各會員國將依據

該 VAT 協議的共同原則自行入法。

（資料來源：Arab News 2015-05-17） 

印度放寬 LED 燈泡招標限制 兩岸大

廠通過供應商資格審核 

印度總理莫迪去年贏得大選，承諾將

爭取投資電力、鐵路等建設以提高印

度經濟，並計劃五年內讓家家戶戶都

能使用室內照明，此舉將為 LED 和太

陽能開拓商機。 

台灣供應廠商表示，由於印度政府已

經開始公開招標的 2000 萬盞 LED 燈

泡將在兩年內補貼購買該產品的當地

消費者，在 2015 年第一季度，7W 相

當於 600lm的 LED燈泡已經迅速從原

來的 230元盧比（折合新台幣約 110.04

元）下降到約 100 元盧比（折合新台

幣約 47.85 元），並目前進一步下降至

80 元盧比（折合新台幣約 38.28 元）。

（匯率：1 盧比=0.48 新台幣） 

另外，印度似乎也計劃在未來幾年將

印度打造成生機龐大的固態照明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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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要求供應商通過與印度的照

明供應商/廠商合作組裝 LED 燈泡，政

府認為，每隔一至兩個月開放式招標

採購約 200 萬盞 LED 燈泡，迄今已採

購約 100 萬盞。 

印度政府最初要求採用國際廠商提供

的 LED 照明產品，包括日亞、Lumileds、

科銳與歐司朗，但該消息人士表示已

經放寬了限制，其結果是，中國的幾

個 LED 照明製造商，包括木林森、佛

山照明、國星光電和鴻利光電，以及

台灣廠商，如艾笛森光電和億光電子

已通過供應商資格審核。 

該消息人士表示，儘管大降價已經使

中標無利可圖，但 LED 照明廠商都把

參與作為通往印度LED照明市場的階

梯，認為印度還有很大的潛在需求，

這也導致了競爭日趨激烈。(資料來源: 

中國之光 2015-05-19) 

朴槿惠提名法務部長黃教安擔任韓國

總理 

5 月 21 日，韓國總統朴槿惠提名法務

部長官黃教安擔任韓國新一任國務總

理。待國會批准後，黃教安將正式赴

任。這是繼前任總理李完九上月 27 日

辭職後，朴槿惠總統時隔 25 天提名的

新總理人選。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表示，韓國政府目

前正在集中力量，為剷除舞弊和腐敗

以及實現經濟復甦和增長而努力，黃

教安正是政府推行政治經濟改革的最

合適人選，因此被提名為新任國務總

理候選人。 

黃教安隨後將接受國會舉行的人事聽

證會審議，獲得批准後，將正式赴任

總理職務。 

現年 58 歲的黃教安從 2013 年 3 月 11

日起至今擔任韓國法務部長官，是朴

槿惠政府成立以來的第一任法務部長

官。韓國媒體評論認為，黃教安在任

職期間工作能力強、諳熟朴槿惠的執

政理念，因此深得朴槿惠信任。 

黃教安畢業於韓國成均館大學法學院，

有長達 28 年的檢察官生涯，行事風格

以外柔內剛著稱。據分析，前任總理

李完九因捲入「官商賄賂案」而引咎

辭職，朴槿惠提名黃教安為新任總理

候選人，凸顯其根除政界腐敗、推行

政治改革的決心。(資料來源：大紀元

2015-05-21) 

韓國首爾「中國城」建設計劃擱淺 

首爾市政府 5 月 21 日表示，政府打造

大林洞中國城的計劃再度叫停。原因

是這一計劃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

對。 

首爾市永登浦區大林洞是中國朝鮮族

聚居地。首爾市此前計劃將這一帶打

造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城」，

但這項計劃並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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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市 5 月 21 日表示，原計劃將大林

洞一帶打造為觀光區，吸引漢語補習

班、中國文化院、帶有中國特色的劇

場入駐，向遊客展現大林一帶中國人

的生活文化。另外，首爾還考慮幫助

建設各種具有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的建

築等，打造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

城。 

但是大林洞的居民對這項計劃持反對

意見，無論是居住在該地的韓國人還

是朝鮮族居民，都表示不應該打造中

國城，而應該打造朝鮮族城。 

鑒此，首爾市決定暫時擱置這項建設

計劃，並致力於改善當地的居住環境，

待時機成熟後再考慮實施上述計劃。 

據首爾市統計，以2月份為準，大林1、

2、3 洞地區的外國居民有 2 萬 5600

多人，占首爾市外國總人口（42 萬人）

的 6.2%。其中，中國朝鮮族同胞達到

89.6%。在大林洞中央市場，中國朝鮮

族同胞們運營的商舖約占 40%左右，

在大林洞的一所小學校，中國朝鮮族

同胞子女也約占 40%。 

居住在此的朝鮮族同胞認為，與其建

設「中國城」，不如建成「中國同胞城」。

(資料來源：大紀元 2015-05-21) 

外資湧入越南零售業 

越南今年首季國內生產毛額（GDP）

成長率為 6％，透露出越南景氣正旺，

但基本消費用品的銷售卻欠佳，反映

窮人與大部分收入較差的中產階級仍

捉襟見肘。 

儘管如此，國內時興創業、製造業欣

欣向榮、國人當移工匯回所得，再加

上銀行利率大減，使得越南人可支配

所得不斷擴大，帶動外資湧入越南零

售業。 

積極在越南拓展版圖的外資包括：泰

國知名貿易商 Berli Jucker、連鎖超市

經營商 Big C；來自日本的永旺購物中

心（Aeon Mall）、全家便利商店、

Ministop；韓商樂天市場（Lotte Mart）。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2015-5-22) 

傳富士康擬在印度設 iPhone 工廠 

國外網站報導，鴻海富士康已獲得許

可，擬在印度西部馬哈拉什特拉

(Maharashtra)州設立新廠，未來有機會

組裝 iPhone 產品。 

國外網站 Patently Apple引述印度科技

網站消息報導，富士康已獲得許可，

擬在印度西部馬哈拉什特拉州設立新

的工廠，未來可望組裝 iPhone 產品。

孟買是馬哈拉什特拉州的首府。 

報導指出，相關傳言是否屬實仍不得

而知。 

日前印度 Maharashtra 州州長 Shri. 

Devendra Fadnavis，曾前往中國大陸鄭

州，拜訪富士康鄭州廠區。鄭州廠區

是富士康組裝 iPhone 6 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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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 Devendra Fadnavis 曾表示，富士

康的科技與發展水準，正是印度總理

莫迪(Narendra Modi)所推行的「Made 

in India」不可或缺的關鍵元素，與印

度整體產業升級相契合，要讓製造業

成為帶動印度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政

策。 

報導表示，若蘋果(Apple)透過富士康

在印度建立 iPhone 組裝廠，蘋果或許

有機會在印度開設更多的旗艦店，有

助蘋果產品推進到印度市場。 

報導指出，目前印度政府限制蘋果在

印度設立旗艦店，因為蘋果並未在印

度製造產品。 (資料來源 : 中央社 

2015-05-25) 

韓國通過韓中 FTA 協定 上半年正式

簽署 

韓國總統朴槿惠 26日主持召開國務會

議，通過了韓中自由貿易協定（FTA）。

韓國政府宣稱，將力爭今年上半年正

式簽署韓中 FTA。. 

韓、中 2 國於 2012 年 5 月啟動 FTA

談判，2014 年 11 月兩國領袖在北京共

同宣佈結束實質性談判，2015 年 2 月

兩國初步簽署英文版協定。從韓國國

內程序來看，協定還需獲得總統批准，

而後兩國正式簽署用英文和本國語言

寫的協定，協定簽署後還需獲得國會

批准方可生效。韓國政府力爭今年上

半年正式簽署韓中 FTA。 

根據協定內容，包括產自開城工業園

區的產品在內的共 310 項品目獲得韓

國原產資格，這些品目在韓中 FTA 生

效後，可立刻享受關稅優惠。中國將

在最長 20年內逐漸達成零關稅的產品

達到稅目的 91%、進口額的 85%，韓

國零關稅產品則在此期間逐步達到稅

目的 92%、進口額的91%。(資料來源：

新頭殼 2015-05-26) 

2015 年中東物聯網市場收益達 20 億

美金 

沙國媒體報導，國際軟體公司 SAP 研

究資料顯示，中東的物聯網(IoT)市場

2015 年收益可望達 20 億美金，沙國相

關組織應妥善利用大數據(Big Data)進

行創新改革。 

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GCC 國家多角

化經濟結構下，2015 年非油部門可成

長 6%。德勤會計事務所(Deloitte)指出，

中東物聯網發展的速度已高於全球的

平均值，該地區 2015 年與物聯網相關

的硬體及服務收益已可達近 20億美金。

在數位經濟快速竄起下，越來越多的

設備器具都被連結在一起，進而產生

龐大的資料數據，中東的企業已在尋

求將這些數據融入供應鏈、研發、消

費者服務及地方性服務的可行作法。

SAP 認為物聯網將全面改變中東市場，

企業必須發展新的競爭策略，才能在

數位經濟中站穩腳步，所以 SAP 提出

最新的服務組合，可即時連結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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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和商務網絡，大幅便捷化及減低

成本，反應消費者需求，並促進區域

經濟，未來需求不可限量。預估到 2020

年，先進的物聯網將連結至少 500 億

項設備，並產生 14.4兆的價值。Deloitte

則預估，未來 4 年內全球物聯網解析

的收益成長將逾 5 倍。（資料來源：

The Saudi Gazette 2015-05-28） 

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簽 FTA 

越南與歐亞經濟聯盟 29 日在哈薩

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這

是歐亞經濟聯盟簽署的首個國際

協定，也是越南今年以來簽署的第

2 個 FTA。  

越南媒體報導，越南與歐亞經濟聯

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的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於 2013 年初在

河內市正式啟動，經過兩年談判，

各方於去年底就協定相關承諾達

成共識。  

報導指出，這項 FTA 包括商品貿

易、原產地規則、貿易保護措施、

貿易服務、投資、智慧財產權、動

植物檢疫和食品安全措施、海關通

關便利化、技術性貿易壁壘、電子

商務、法律和制度性問題等重要內

容。  

根據協定，歐亞經濟聯盟各國將對

越南許多出口商品開放，尤其是農

產品、鞋類、木製品與加工產品等。

雙 方 貨 品 貿 易 自 由 化 比 例 達

90%。  

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包括俄羅斯、白

俄羅斯、哈薩克等國，擁有 1 億

7500 萬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合計

約 2.5 兆美元，FTA 簽署後，越南

將是該聯盟商品進入東南亞國家

的 大 門 。 ( 資 料 來 源 ： 中央社 

2015-05-29) 

OPEC 維持市場佔有率之策略逐漸奏

效 

占世界石油產量之 30%石油輸出國家

組織(OPEC)，將於本週五在維也納開

召開半年會，由沙烏地阿拉伯灣首的

會員國預期將會力主維持產量，以對

抗美國頁岩油在市場佔有率上之挑戰。

市場專家表示，OPEC 維持市場佔有

率策略逐漸奏效，美國原油產量快速

成長趨勢已見歇止，另自本年 2 月份

以來，油價跌勢亦已趨緩，OPEC 極

可能將其產量維持在 3000 萬桶/天上

限。 

OPEC 在去年 11 月即拒絕減少其過去

3 年半以來維持之每日 3000 萬桶之目

標產量，造成油價進一步滑落，此作

法被視為刺激需求以及打擊非 OPEC

國家之產量之戰術，特別是生產成本

較高之美國頁岩油。 

另方面，部分 OPEC 成員，例如伊朗

與委內瑞拉，公開支持減產，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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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油價持續下滑。惟沙烏地阿拉伯

仍堅拒減產，以維持市場佔有率優先

策略。 

自 2014 年 6 月起，國際油價幾近跌了

百分之五十，對非 OPEC 產油國造成

極大之傷害。 

在這種情況下，各主要石油公司大幅

刪減探勘預算，縮節資本支出。同時

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伊拉克等 OPEC

會員，不僅未減產，反倒增加產量，

使得 OPEC 總產量超過會員決議設定

之上限。（資料來源：Saudi Gazette 

2015-06-01） 

美洲區域新聞 

加拿大貿易逆差創紀錄新高 

加拿大 3 月份貿易逆差創歷史最高水

平，因能源價格下跌的不利影響蓋過

了非能源出口增加的提振作用。 

2 月份數據也被向下修正，貿易逆差擴

大，因來自原油和天然氣的收入低於

預期。 

加拿大統計局週二公佈，3 月份貿易逆

差擴大至30.2億加元（合25億美元），

高於 2 月份修正後 22.2 億加元的逆差

額。該機構稱，3 月份貿易逆差為歷史

最高水平。 

接受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調查的經濟學家此前的預期

為 3 月份貿易逆差 8 億加元。 

3月份出口增長0.4%，進口增加2.2%。

(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 2015-05-06)  

加拿大、菲律賓兩國 將展開 FTA 談

判 

加拿大與菲律賓 8 日宣布，兩國政府

將展開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

促進經貿往來，在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談判進展緩慢之際，這是加國

推動亞洲雙邊經濟協議的一環。 

加國總理哈伯說，貿易部長將在 5 月

底前啟程赴馬尼拉，啟動 FTA 談判。

菲國總統艾奎諾說，期盼能與加國分

享經濟成長果實，特別是政府與民間

合作基礎建設部分，加國投資人可能

有意參與。 

哈伯表示，目前兩國貿易額約 20 億加

元（16.5 億美元）。哈伯與艾奎諾 8

日也討論了向在加拿大的菲律賓人發

工作簽證的條件，官方數據顯示，目

前在加拿大的菲律賓人約 70 萬。(資

料來源：經濟日報編譯 201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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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貿投資訪問團暨研討會 

第 21 屆台荷經濟合作會議 

「第 21 屆台荷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5

年 5 月 8 日假荷蘭海牙舉行，由本會

荷蘭委員會張主任委員宏嘉與荷蘭貿

易推廣協會秘書長 Mr. Jan Siemons 共

同主持，雙方近 80 位出席，我駐荷蘭

代表處李大使光章以貴賓身分蒞會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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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本次會議特別針對「雙邊經貿」、「綠

能」、「紡織」及「文化創意」等產

業安排專題演講，雙方講題及演講人

分列如下： 

1. 「雙邊經貿關係：趨勢和機會」：

荷蘭經濟部企業署國際事務局局

長 Mr. Bas Pulles 

2. 「台灣：您在亞洲的最佳夥伴」：

我國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處長益

民 

3. 「節能與綠能商機」：台達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曾處長煥裕 

4. 「回顧過去、活在當下、創造未來」：

荷蘭 4-OPTIONS STUDIO 設計公

司創意總監 Mr. Edwin van den 

Hoek 

5. 「展望台灣紡織產業大未來」：紡

織產業綜合研究所鄭副主任凱方 

本會荷蘭委員會張主任委員宏嘉與荷

蘭貿易推廣協會秘書長 Mr. Jan 

Siemons 於會中共同簽署聯合聲明，雙

方同意明（105）年擇期在台北召開「第

22 屆台荷經濟合作會議」。 

除參與「第 21 屆台荷經濟合作會議」

外，訪問團亦拜會廢物焚化發電廠、

Jan van Dam 機器物流公司、鹿特丹市

場 Markthal、鹿特丹生命公寓、鹿特

丹管理學院及荷蘭阿姆斯特丹證券交

易所等。 

雙方主席合影(左：荷蘭貿易推廣協會秘書長 Mr. 

Jan Siemons / 右：本會荷蘭委員會張主任委員宏

嘉) 

 

第 1 屆台克經濟合作會議 

「第 1 屆台克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5

年 5月 11日假克羅埃西亞首都薩格勒

布(Zagreb)舉行，由本會克羅埃西亞委

員會孫主任委員杰夫與克羅埃西亞工

商總會國際事務部主任 Ms. Silva 

Stipić Kobali 共同主持，雙方共約 37

人出席，我駐奧地利代表處陳大使連

軍以貴賓身分蒞會致詞。 

本次會議特別針對「經貿」及「資通

訊」等產業安排專題演講，雙方講題

及演講人分列如下： 

1. 「台克經濟關係」：克羅埃西亞工

商總會國際事務部 Ms. Jelena 

Dumičić 

2. 「台灣：您在亞洲的最佳夥伴」：

我國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處長益

民 

3. 「克羅埃西亞投資環境」：克羅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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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工商總會國際事務部投資處

主任 Ms. Svjetlana Momčilović 

4. 「台灣產業創新」：布達佩斯台灣

貿易中心郭主任明修 

5. 「克羅埃西亞資通訊產業」：克羅

埃西亞工商總會資通訊協會秘書

長 Mr. Igor Škevin 

6. 「台克資通訊產業之潛在合作機

會」：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暨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金博士際遠 

本會克羅埃西亞委員會孫主任委員杰

夫與克羅埃西亞工商總會國際事務部

主任 Ms. Silva Stipić Kobali 於會中共

同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同意 105 年擇

期在台北召開「第 2 屆台克經濟合作

會議」。 

除參與「第 2 屆台克經濟合作會議」

外，訪問團亦拜會生產掃雷車、電動 

車 Dok-Ing 公司、IN2 軟體解決方案公

司及 Rijeka 海港經濟特區等。 

第 1 屆台克(羅埃西亞)經濟合作會議 

第 3 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 

「第 3 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於 5 月

18 日假奧波多召開，由本會簡副理事

長 漢 生 與 葡 萄 牙 企 業 家 協 會

（Associação Empresarial de Portugal，

AEP）會長 Dr. Paulo Nunes de Almeida

共同主持，駐葡萄牙代表處林代表正

惠蒞會指導並致詞，會中針對以下議

題發表專題報告，雙方代表共約 200

位出席。 

1. 「福爾摩沙：台灣產業競爭力」：

富達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張智勇協

理 

2. 「台灣電力市場之挑戰與展望」：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莊光明副

總經理 

3. 「公司簡介與經驗分享」：葡萄牙

公 司 ADIRA Metal-Forming 

Solution, S.A. 副 總 經 理 Mr. 

Francisco Cardoso Pinto 

4. 「公司簡介與經驗分享」：葡萄牙

公司 Quinta Do Pinto, S.A.執行長

Mrs. Rita Cardoso Pinto 

5. 「透過國際金融建構全球夥伴關

係」：Montepio金融集團總經理Mrs. 

Luis Filipe Costa 

除上述會議外，訪團並於 5 月 15 日參

加在里斯本舉辦之「2015 臺灣─葡萄

牙語系國家組織投資商貿論壇」，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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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簡副理事長分別與葡萄牙語系國家

組織出口商協會會長 Mr. Mário Costa、

葡語系國家組織工商總會會長 Mr. 

Salimo Abdula 簽署合作備忘錄，有助

於我業者與各葡語系國家建立交流管

道與尋求合作商機。 

葡萄牙語系國家組織工商總會總會長 Mr. Salimo 

Abdula、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葡萄牙語系國家

組織出口商協會會長Mr. Mário Costa (由左至右) 

「第 3 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雙方主席：簡副理

事長與葡萄牙企業家協會會長 Dr. Paulo Nunes 

de Almeida 

我代表團亦參觀拜會葡萄牙 GALP 

Energy 國營石油公司，Prologica 軟體

公司， Nos Optimus 電訊公司，

Riberalves 酒莊，Sogevinus 葡萄酒公

司，Amarante 市政府，EFACEC 能源

集團，Cabelte 電纜集團，Deluxe 食品

集團，Unicer 飲料集團等單位，實地

進行考察與交流，為台葡雙邊產業交

流與經貿關係開啟新頁。 

 

台西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第19屆聯席

會議 

「2015 年台西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聯

席會議」於 5 月 21 日假西班牙馬德里

舉行，大會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及

馬德里工商會商務推展部經理 Ms. 

Elsa Salvadores Janssen 共同主持，駐

西班牙代表處侯代表清山應邀蒞會致

詞，會中針對以下議題發表專題報告，

雙方代表共約 100 位出席。 

1. 「西班牙與台灣雙邊經貿關係簡

介」：西班牙經濟競爭部貿易政策

部副處長 Mrs. María Aparici 

2. 「雙邊產業合作商機」：西班牙工

業技術發展中心亞太區經理 Mrs. 

Angeles Valbuena 

3. 「台灣產業競爭力」：富達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張智勇協理 

4. 「Amadeus：創新科技在觀光旅遊

業之應用」：Amadeus 旅遊資訊公

司資深顧問 Mr. Juan Jesus Garcia 

Sanchez 

大會結束後，雙方業者分別就「食品

(葡萄酒、橄欖油)」、「房地產」、「資

通訊」、「能源」、「工具機」、「汽車零

配件」等產業議題進行交流討論與洽

談。 



 

13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參觀

拜會 Abengoa 能源公司、馬德里市政

府智慧城市服務中心、Net Craman 事

務所、Tagonius 酒莊，另訪團亦轉赴

畢爾包參訪巴斯克政府發展局、

Tecnalia 創新研發中心、西班牙工具機

協會 AFM、西班牙工具機進口商協會

AIMHE 等單位。 

駐西班牙代表處侯代表清山、馬德里商工會業務

拓展處處長 Mrs. Elsa Salvadores Janssen、簡副理

事長、西班牙經濟競爭部貿易政策部副處長 Mrs. 

María Aparici (由左至右) 

 

巴黎「企業暨氣候變遷週」 

由聯合國全球盟約（ UN Global 

Compact）、國際商會（ICC）及世界企

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等 25 個

國際組織聯合籌辦之「企業暨氣候變

遷週」於 2015 年 5 月 20 至 22 日假巴

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本會

簡副理事長漢生以國經協會轄下之國

際商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代表出席大

會。 

來自 130個國家的成員組成的 25個國

際商業組織，共同出席參與「企業暨

氣候高峰會」，期望讓全球經濟轉向低

碳、更適應氣候變遷及企業永續發展

的模式。此會議也顯現全球的企業領

袖開始採取行動，為低碳、繁榮的未

來而努力，並找出新方法加快變革。

大會共同呼籲，在今年底將於巴黎舉

行 COP21 大會中，各國與國際的政策

制定者須達成全球性的氣候協定，以

實踐聯合國所提出本世紀末應達成零

排放的減排目標。 

此次高峰會討論了影響投資與商業界

的關鍵氣候議題，而應付氣候變遷的

挑戰，需要改變投資的資金流向；不

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建立創新

機制以運用公眾資金，讓資金能有效

運用在綠色投資上。 

本次的高峰會集結了超過 2000名的企

業家與投資者，有 60%的與會者來自

法國以外的國家，希望影響各個國家

與跨國的政策制定者，針對氣候變遷

提出更積極的行動。 

大會特別邀請法國總統歐蘭德致詞；

美國國務卿 John Kerry 因公務無法出

席，特錄製影片表示對此大會之重視，

最後大會由法國外長Laurent Fabius做

總結，各國企業及政府領袖共同強調

促進經濟成長的同時，亦須確保全球

氣溫的上升能控制在攝氏 2 度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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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歐蘭德蒞臨大會致詞 

各國企業領袖針對氣候變遷提出更積極的行動 

本會簡副理事長出席假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總部舉行之企業暨氣候變遷週 

本次的高峰會集結了超過 2000 名的企業家與投

資者，有 60%的與會者來自法國以外的國家 

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應我外交

部邀請，於本（104）年 5 月 17 日至

21日率領官員代表約40位來華訪問，

藉以加強兩國經貿合作實質關係，促

進我國企業對史瓦濟蘭之認識，協助

國內廠商拓展非洲市場。 

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陛下致詞 

本會特於 5月 21日上午假台北君悅飯

店舉行「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

機說明會」，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主持，

邀請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史瓦濟

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陛下（H. M. King 

Mswati III）、史瓦濟蘭貿工部部長齊理

安（Hon. Gideon Dlamini）擔任貴賓致

詞，雙方共計 123 位代表出席。 

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經理馬席烈

拉以「史瓦濟蘭-非洲的新承諾」發表

專題演講，史瓦濟蘭王國投資促進局

執行長德普梅蕾總結，表示史瓦濟蘭

王國提供許多投資機會，特別在能源、

農業、製造業、照明工程及電子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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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運輸基礎建設、旅遊業、礦業、

金融及教育等產業。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歡迎詞 

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致詞 

史瓦濟蘭貿工部部長齊理安致詞 

 

第 14 屆台蒙經濟合作聯席會議 

「第 14 屆台蒙經濟合作聯席會議」於

本(104)年 5月 27日上午假台北君悅酒

店舉行，會議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

作協會蒙古委員會黃文榮主任委員與

蒙古商工總會副會長 Mr. Myanganbuu 

Sarandavaa (瑪˙薩仁達瓦) 共同主持，

雙方約近 130 位代表出席。會中我外

交部亞非司鄧盛平副司長及駐台北烏

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副代表 Mr. 

Yadmaa Ganbaatar (雅˙鋼把塔) 應邀

與會致詞。我方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葉雲龍處長及我國中國輸出入銀行黃

頌斌副總經理分別就「中小企業在台

灣的發展經驗」及「如何利用輸銀轉

融資業務促進台蒙貿易發展」為題發

表精闢演說。蒙方則由投資局副主任

Mr. Irmuun Demberel、蒙古工業部政策

規劃司 Mr. D. Battogtokh 及蒙古

Golomt 銀 行 Mr. Enkhtuvshin 

Yesunbileg 分別以「簡介蒙古投資商

機」、「簡介蒙古工業政策」及「蒙古

投資介紹」為題，向與會台灣企業說

明。當日下午則安排商機媒合，雙方

並約定第 15屆台蒙經濟合作聯席會議

於明(105)年在烏蘭巴托舉行。 

在 5 月 26 日之歡迎晚宴中，駐台北烏

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 Mr. Samdan 

Elbeg (額勒貝格) 代表頒贈「烏蘭巴托

建城 375 周年獎章」給黃文榮主任委

員表彰渠推動兩國經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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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台蒙經濟合作聯席會議，右起外交部亞

非司鄧盛平副司長、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蒙古委員會黃主任委員文榮、蒙古商工總會副會

長瑪˙薩仁達瓦(Myanganbuu Sarandavaa)以及駐

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雅˙鋼把塔 

(Yadmaa Ganbaatar)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蒙古委員會主任委

員黃文榮致開幕詞 

商機媒合 

 

歡迎晚宴 

 

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額勒貝格(右)代

表頒贈烏蘭巴托市政府「烏蘭巴托市建城 375 周

年獎章」，給本會蒙古委員會黃文榮主任委員(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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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加拿大卑詩省大溫哥華都會區市長訪

華團午宴 

加拿大卑詩省大溫哥華管理局（Metro 

Vancouver）理事會主席及高貴林港市

（City of Port Coquitlam）市長 Greg 

Moore、副主席及溫哥華市（City of 

Vancouver）代理市長Raymond Louie、

理事及蘭里行政區（ Townshi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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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ley）市長 Jack Froese、理事及北

溫哥華市（City of North Vancouver）

市長 Darrell Mussato、理事及滿地寶市

（City of Port Moody）市長 Mike Clay

及局長 Carol Mason 共 6 人，於 104

年 5 月 17 日至 22 日，應本會邀請訪

華。 

卑詩省西瀕太平洋，為加國通往亞太

地區之門戶，我國為該省第 5 大貿易

夥伴，2014 年雙邊貿易額 14.57 億加

元，其中「大溫哥華都會區」為代表

卑詩省將近一半人口之政治實體，在

該省扮演極為重要之關鍵角色，行政

機關為「大溫哥華管理局」（Metro 

Vancouver），本團成員均為管理局重要

代表。此行希望能使訪團充分瞭解兩

岸關係近況及我國所潛藏之商機，進

而提高卑詩省各界對我國之重視。 

為示歡迎及重視，本會金際遠理事特

於 104年 5月 18日假臺北世貿中心聯

誼社以午宴與訪賓交流，並邀安口食

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禹董事長、

方外智庫詹滿容創辦人/總經理、加拿

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 Ms. 

Kathleen Mackay、台灣車載資通訊產

業協會許明仁理事長、雄獅集團顏子

欽總經理、外交部北美司鄧卓然組長、

外交部北美司加拿大科吳竹君科長等

人作陪。 

 

 

金際遠理事與團長 Greg Moore 市長互贈禮品 

賓客合照 

 

愛爾蘭工業發展局駐新加坡辦事處 

主任 Mr. Gerard Whitty 

拜會本會李秘書長傳亮 

愛爾蘭工業發展局(IDA Ireland)派駐

新加坡辦事處主任 Mr. Gerard Whitty

於 5月 25日在嘉義市政府楊市政顧問

博仁的陪同下，前來拜會本會李秘書

長傳亮。W 主任表示自今年度起，推

動愛爾蘭與台灣之經貿業務轉由 IDA 

Ireland 派駐新加坡辦事處負責管轄。

此行係 W 主任首次訪華，將拜會台灣

資通訊產業業者，加強建立與各相關

單位之聯繫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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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月愛爾蘭商工總會組團將訪華

與本會共同召開「第 2 屆台愛(爾蘭)

經濟合作會議」，雙方以「資通訊」、「生

技製藥」、「農產品」、「教育」、「觀光」

產業議題，推動雙方之交流與合作，

李秘書長促請愛爾蘭政府應考量恢復

在台灣設立辦事處，對於推動雙邊貿

易與投資將有很大的助益。 

李秘書長傳亮(右)、Mr. Gerard Whitty(中)、楊市

政顧問博仁(左)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蕾汀博士

Dr. Viviane Reding 歡迎晚宴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蕾汀博士

Dr. Viviane Reding 應外交部邀請於

104 年 5 月 28-30 日來華訪問，以增進

對我國經濟情勢與產業環境之瞭解，

並爭取伊支持臺歐盟早日啟談雙邊投

資協定(BIA)或經濟合作協議(ECA)。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假台北喜來登大

飯店設宴款待訪賓，並邀請盧森堡台

北辦事處閔處長子雍  (Mr. Hugues 

Mignot)、中華電信公司石總經理木標、

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新北市電腦

商業同業公會金董事長際遠及台橡股

份有公司林副總經理永強與會，雙方

針對產業合作做進一步的交流。 

歐洲議會友臺小組榮譽主席蕾汀博士(前排左二)

與本會黃博治副理事長(前排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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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重要訊息 

本會秘書長李傳亮將於 6月 30日卸任 

李秘書長係於 2012年 6月 5日自經濟

部提前退休後派赴本會擔任此職，並

將於 6 月 30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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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 

台灣經濟成長為何不如預期 

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發布最新預測，

調降我國今年經濟成長率至 3.28％。

這個調降固然是受全球景氣趨緩的影

響，但除了景氣之外，全球產業分工

的變化、大陸產業供應鏈自主性提高，

台灣在大陸市場占有率下滑等結構性

因素，也是造成此次下修的原因。 

台灣是淺碟式經濟，外貿依賴度極高，

經濟一向深受國際景氣影響，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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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復甦，台灣就跟著復甦，而當美、

歐景氣趨疲，台灣經濟自然也跟著低

迷；今年初全球今年經濟成長上看 3.0

％，我們的經濟成長預測值便高達

3.78％，而隨著全球經濟成長預測調降

至 2.7％，我們的經濟成長也就跟著下

修至 3.28％。 

事實上，今年以來經濟表現不如預期

的國家不只我們，日本、南韓、新加

坡等鄰國也都如此。日本首季經濟還

出現 1.4％的衰退，第一季亞洲四小龍

裡除了我們有 3％以上的成長，其餘都

在 3％以下，這說明我們近期經濟表現

不佳確實是全球景氣趨緩使然。 

但進一步觀察台灣經濟趨緩的原因，

不由得令人感到憂心。全球景氣不好

當然會降低各國需求，進而衝擊亞洲

國家出口的表現，但觀察今年以來，

台灣出口下滑幅度 6.2％，比鄰國日本、

南韓、越南等國更嚴重，並且我國主

力出口產品電子零組件在三、四月也

意外的呈下滑，另外在大陸進口市場

占有率近年來也持續走低；這些現象

都指明一件事，那就是過去半世紀支

撐台灣經濟成長的出口，已然是隱憂

重重。 

台灣經濟成長所依賴的力量除了外貿，

還有民間消費、民間投資及政府的公

共建設，雖然每個力量都很重要，但

最主要的力量還是來自外貿，也就是

出口。只有當出口成長，才會帶動企

業投資，而企業擴大投資，才能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經濟社會人人有工作

有收入才能讓消費擴張，因此對台灣

而言，出口正是啟動經濟成長最重要

的引擎。 

然而，隨著全球化分工進入一個新紀

元，大陸這個世界工廠的供應鏈日趨

完備，而大陸又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

場，這一連串的關係說明了這一波的

全球產業分工的變化，台灣將會是受

影響最大的國家。其實這個影響在近

年已隱隱然出現，由底下四項趨勢可

大略看出，台灣外貿風險正漸升高： 

其一，台灣在大陸市場占有率逐年下

滑：台灣在大陸進口市場占有率，十

年前一直在 11％以上，僅次於日本居

大陸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四年前跌破 8

％以來，去年降至 7.8％，這說明台灣

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優勢，隨著大陸市

場的開放，已是今非昔比。早年在大

陸市場占有率才台灣一半的南韓，去

年達 9.7％，已在台灣之上，台韓在大

陸市場彼長我消的情勢，也是台灣出

口的一大風險。 

其二，大陸產業供應鏈自主性逐年升

高：依世界銀行的統計，1992 年大陸

進口零組件占出口的比重高達 60％，

但隨著製造業生產體系日趨完整，包

括面板、半導體、石化原料等昔日仰

賴進口的產品，如今皆已可自行生產，

零組件進口比重如今已降至 35％；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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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進口半成品、零組件需求降低，意

味著長期以來兩岸垂直分工，投資帶

動貿易的效果正日趨式微，這也是台

灣出口的一大風險。 

其三，台灣出口至大陸比重逐年降低：

台灣早年藉由投資帶動貿易，使得台

灣對大陸出口比重（對大陸出口占總

出口比率）逐年提升，依國貿局估計，

由1991年的一成增至2007年達三成。

近年國貿局認為隨著兩岸經濟趨於正

常化，估計值與海關統計值已漸一致，

因此對大陸出口的數字回歸海關統計；

依海關統計，近五年這一比重逐年下

滑，去年已降至 26.1％，投資帶動貿

易的效果，已是一年不如一年。 

其四，兩岸貨品貿易協議裹足不前：

影響台灣對大陸出口的變數除了韓日

的競爭，及大陸供應鏈自主性提高這

兩項，自由貿易協定（FTA）也不容

小覷。我們不需迷信自由貿易協定而

隨意承諾市場開放，但面對亞洲經濟

整合，韓中自由貿易協定後來居上，

也不能視若無睹，故步自封；在野黨

若不摒除這個非理性的兩岸情結，終

將會使得台灣在大陸市場的大好優勢

拱手讓人，在外貿上被邊緣化。 

我們認為，若是受景氣循環影響，經

濟成長率一、兩季不如預期，不是什

麼了不得的大事，經濟預測調降也無

需擔心，但如今讓人擔心的是，台灣

經濟走疲非僅是景氣循環而已，而是

有許多結構因素糾纏其間。從以上四

項趨勢可知，外貿風險正蠶食鯨吞台

灣的經濟動能，更令人憂心的是，這

四項對我不利的趨勢，非但不會就此

定格，還會繼續擴大。朝野若不能摒

除意氣之爭，認清這一局面，並儘速

研提大計，未來四年經濟成長調降的

時間，只怕會愈來愈多。(資料來源：

工商時報 201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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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5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5月出口256.3億美元，較上月增9.1%，

較上年同月減3.8%；累計1至5月出口

1,193.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5.7%。 

（二）進口 

5月進口202.1億美元，較上月增7.9%，

較上年同月減5.4%；累計1至5月進口

957.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14.7%。 

（三）出入超 

5月出超54.2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1.4億美元；累計1至5月出超235.9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增加92.8億美元。 

 

 



 

21 

進出口貿易額 

 

5 月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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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 -10.2 -3.8 1,193.6 -71.9 -5.7 

進口 202.1 -11.6 -5.4 957.7 -164.7 -14.7 

出超 54.2 1.4 2.7 235.9 92.8 64.8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口 7,859 -185 -2.3 37,383 -865 -2.3 

進口 6,196 -254 -3.9 29,999 -3,927 -11.6 

出超 1,663 69 4.3 7,384 3,062 70.9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6-08)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3 2014 

2015 

Mar. Apr. May 

GDP 2.23 3.77 -- -- 3.05f 

CPI 0.79 1.20 -0.62 -0.82 -0.73 

Unemployment 

rate 
4.18 3.96 3.72 3.63 -- 

Export 1.4 2.7 -8.9 -11.7 -- 

Imports -0.2 1.5 -17.7 -22.1 -- 

Export orders 0.4 6.7 1.3 -4.0 -- 

Industrial 

production 
0.7 6.4 6.7 1.1 -- 

Monetary 

aggregate(M2) 
5.8 6.1 6.4 6.6 -- 

TWSE Stock 

Index 
8,612 9,307 9,586 9,820 -- 

(資料來源：財政部 2015-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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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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Q1 -0.8 +2.3 +2.8 +1.9Apr -0.2Apr +2.0 +0.4 5.5May 

中國 +7.0Q1 +5.3 +6.9 +6.8 +5.9Apr +1.5Apr +1.8 +1.4 4.1Q1* 

日本 -1.4Q1 +2.4 +0.8 +1.6 -0.1Apr +0.6Apr +3.4 +0.6 3.3Apr 

英國 +2.4Q1 +1.2 +2.4 +2.4 +0.6Mar -0.1Apr +1.8 +0.3 5.5Feb* 

加拿大 +2.1Q1 -0.6 +1.8 +2.3 -0.6Mar +0.8Apr +2.0 +1.1 6.8May 

歐元區 +1.0Q1 +1.6 +1.5 +1.8 +1.8Mar +0.3May +0.5 +0.2 11.1Apr 

奧地利 +0.3Q1 +0.7 +0.9 +1.6 +0.8Mar +1.0Apr +1.7 +1.1 5.7Apr 

比利時 +0.9Q1 +1.3 +1.2 +1.6 +1.8Mar +0.6May +0.4 +0.3 8.5Apr 

愛沙尼亞 +1.2Q1 -1.2 +2.4 +3.2 -0.2Apr +0.1May +0.1 +1.1 6.6Q1* 

芬蘭 -0.1Q1 -0.5 +0.4 +1.4 -4.5Mar -0.2Apr +1.0 +0.5 10.3Apr* 

法國 +0.7Q1 +2.2 +1.2 +1.6 +1.3Mar +0.1Apr +0.7 +0.2 10.5Apr 

德國 +1.0Q1 +1.1 +1.8 +2.1 -0.1Mar +0.7May +0.9 +0.5 6.4May 

希臘 +0.2Q1 -0.7 +1.4 +2.5 +5.0Mar -2.1Apr -1.3 -0.9 25.6Mar 

愛爾蘭 +4.1Q4 +0.8 +2.7 +3.1 +45.5Mar -0.7Apr +0.3 +0.1 9.8May 

義大利 +0.1Q1 +1.2 +0.6 +1.3 +1.5Mar +0.2May +0.5 +0.2 12.4Apr 

拉托維亞 +1.9Q1 -0.3 +2.7 +3.5 +10.3Apr +0.6Apr +0.7 +0.9 10.2Q1* 

立陶宛 +1.2Q1 -2.3 +2.9 +3.1 +1.6Apr -1.0Apr +0.2 +0.6 8.5Apr* 

盧森堡 +4.0Q3 +9.4 +2.1 +2.4 -0.6Mar +0.7May +1.0 +1.0 6.8Apr* 

荷蘭 +2.4Q1 +1.6 +1.8 +1.8 +1.7Mar +1.1May +0.8 +0.3 9.0Apr 

葡萄牙 +1.5Q1 +1.5 +1.3 +1.5 -0.5Apr +0.4Apr -0.1 +0.2 13.7Q1* 

斯洛伐克 +3.1Q1 +6.1 +2.7 +2.8 +10.4Mar -0.2Apr -0.1 +0.5 11.7Apr* 

斯洛維尼亞 +2.9Q1 na +2.1 +1.8 +7.7Mar -0.6May +0.7 +0.8 12.8Mar* 

西班牙 +2.6Q1 +3.8 +2.7 +2.4 +2.7Apr -0.2May +0.2 -0.4 22.7Apr 

捷克共和國 +4.2Q1 +13.0 +2.9 +2.8 +6.2Mar +0.5Apr +0.1 +0.3 6.7Apr* 

丹麥 +1.5Q1 +1.6 +1.6 +1.9 +4.9Mar +0.5Apr +0.7 +0.6 4.8Apr 

匈牙利 +3.5Q1 +3.1 +3.0 +2.9 +6.2Apr -0.3Apr -0.1 +0.8 7.6Apr* 

冰島 +3.0Q4 +0.7 +3.1 +2.8 na +1.6May +2.4 +2.3 3.4Apr* 

挪威 +1.5Q1 +1.0 +0.8 +1.6 -3.1Apr +2.0Apr +1.8 +1.5 4.1Mar* 

波蘭 +3.7Q1 +4.1 +3.4 +3.6 +2.3Apr -1.1Apr +0.3 +0.2 11.2Apr* 

俄羅斯 -1.9Q1 na -3.6 +0.4 -4.3Apr +15.8May +7.6 +15.3 5.8Apr* 

瑞典 +2.6Q1 +1.5 +2.7 +2.9 +0.3Mar -0.2Apr +0.0 +0.2 8.3Apr* 

瑞士 +1.1Q1 -0.8 +1.0 +1.3 -0.5Q1 -1.1Apr +0.0 -0.9 3.3Apr 

土耳其 +2.6Q4 na +3.0 +3.6 +4.9Mar +8.1May +9.7 +7.0 11.2Feb* 

烏克蘭 -17.6Q1 -23.5 -4.9 +2.2 -21.7Apr +58.4May +10.8 +27.0 1.8Apr* 

澳大利亞 +2.3Q1 +3.8 +2.5 +2.9 +2.8Q1 +1.3Q1 +2.9 +1.7 6.2Apr 

香港 +2.1Q1 +1.5 +2.4 +2.1 -3.6Q4 +2.9Apr +3.6 +3.2 3.2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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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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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6.1Q1 +11.0 +7.6 +8.0 +2.1Mar +4.9Apr +8.5 +5.4 8.62014 

印尼 +4.7Q1 na +5.0 +5.6 +6.7Mar +7.1May +7.3 +6.0 5.8Q1* 

馬來西亞 +5.6Q1 na +5.5 +5.6 +6.9Mar +1.8Apr +3.4 +2.6 3.0Mar* 

紐西蘭 +3.7Q4 +4.4 +3.0 +3.0 +1.4Q4 +0.1Q1 +1.5 +1.3 5.8Q1 

巴基斯坦 +5.52015* na +5.7 +4.7 +4.6Mar +3.2May +8.3 +4.2 6.02014 

菲律賓 +5.2Q1 +1.2 +6.6 +6.5 +13.6Mar +1.6May +4.5 +2.9 6.6Q1* 

新加坡 +2.6Q1 +3.2 +3.1 +3.2 -8.7Apr -0.5Apr +2.3 +0.4 1.8Q1 

韓國 +2.4Q1 +3.3 +3.1 +3.5 -2.7Apr +0.5May +1.7 +1.1 3.9Apr* 

臺灣 +3.4Q1 +2.7 +3.9 +2.9 +1.1Apr -0.7May +1.6 +0.6 3.8Apr 

泰國 +2.2Q4 +7.1 +3.9 +4.3 -5.3Apr -1.3May +2.6 +1.3 0.9Apr* 

越南 +6.02014 na +6.2 +6.4 +7.5May +1.0May +4.7 +3.2 3.42014 

阿根廷 +0.4Q4 +0.1 -0.6 +2.0 -1.5Apr —* — — 7.1Q1* 

巴西 -1.6Q1 -0.6 -1.1 +1.1 -7.6Apr +8.2Apr +6.3 +7.9 6.4Apr* 

智利 +2.4Q1 +4.2 +2.9 +3.9 -0.6Apr +4.1Apr +4.3 +3.7 6.1Apr* 

哥倫比亞 +3.5Q4 +2.9 +3.6 +4.0 -0.1Mar +4.6Apr +2.7 +4.1 9.5Apr* 

墨西哥 +2.5Q1 +1.6 +2.8 +3.3 +1.7Mar +3.1Apr +3.5 +3.1 4.3Apr 

秘魯 +1.7Q1 +1.6 +4.3 +5.2 -4.2Mar +3.4May +3.6 +2.8 5.9Mar* 

委內瑞拉 -2.3Q3 +10.0 -3.7 -4.7 na +68.5Dec +56.2 +69.5 7.9Jan* 

埃及 +4.3Q4 na +4.2 +4.1 -0.1Mar +11.0Apr +8.9 +9.8 12.8Q1* 

以色列 +2.4Q1 +2.5 +3.5 +4.0 +11.6Mar -0.5Apr +1.0 -0.3 4.9Apr 

沙烏地阿拉

伯 

+3.52014 na +2.6 +3.3 na +2.0Apr +2.7 +2.7 6.02014 

南非 +2.1Q1 +1.3 +2.1 +2.4 +3.2Mar +4.5Apr +6.1 +4.8 26.4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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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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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基本資料                                            Updated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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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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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值 

2015 年 1-5 月為 1,193.62 億美元 

2014 年為 3,138.4 億美元 

2013 年為 3,054.4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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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為 957.72 億美元 

2014 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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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9.6 億美元 (至 2015 年 5 月底止)  

(資料來源: 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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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 億 163 萬美元 (1952~2015.04) 

流入量: 15 億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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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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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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及國際組織） 
201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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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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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延期) 第12屆台巴(西)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8.  5月18-24日 
出席國際商會(ICC)「企業社會責任與反貪腐委

員會會議」及「巴黎企業暨氣候變遷週」 
巴黎 

9.  5月21日 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0.  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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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日  第9屆國際商會(ICC)世界商會大會 義大利杜林 

13.  6月14-17日 第20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雅加達 

14.  6月23日 第8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5.  6月23日(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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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月 第1屆台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 拉巴特 

18.  7-8月 第1屆台查(德)經濟聯席會議 恩加美納 

19.  7-8月 第1屆台加(彭)經濟聯席會議 自由市 

20.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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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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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25.  9-10月 第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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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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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延期) 俄羅斯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台北 

7.  6 月 3 日 羅馬尼亞經貿暨商業合作說明會 台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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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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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 月 23 日 第 4 屆台義(大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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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 日 第 15 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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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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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9 月 15 日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6.  9 月中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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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0 月 1 日 
赴瑞士、義大利經貿訪問團 

第 1 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蘇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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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21.  10 月 4-8 日 
赴瑞士、義大利經貿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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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月 第 17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北 

25.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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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