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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促投資 杜紫軍籲台歐盟簽 BIA 

為促進台歐盟進一步合作共創成長，

國發會主委杜紫軍今天建議，雙方應

加強中小企業合作以及儘速洽簽雙邊

投資協定（BIA）。 

為協助雙方中小企業掌握合作新契機，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今天舉辦「如何在

台灣及歐盟經商：機會、挑戰及成功

經驗」研討會。 

杜紫軍致詞時表示，台灣與歐盟若能

透過擴大貿易、促進投資及產業合作，

將可創造互利雙贏。 

由於台灣與歐盟都有眾多的中小企業，

為促進合作，台灣最近已經加入企業

歐洲網絡（EEN），將可提供中小企

業更多機會，杜紫軍表示，透過 EEN，

希望未來促進雙方中小企業商業往

來。 

杜紫軍隨後引述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統計，台灣近年來對歐盟投資快速

成長，2010 年至 2014 年平均每年成長

169%，台灣企業在歐盟創造超過 6 萬

個工作機會。 

為促進雙邊投資，杜紫軍呼籲雙方盡

快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為投資人建立

優質的投資環境，促使更多投資案盡

快落實。 (2015/06/04 中央通訊社) 

 

歐盟繼續金援 希臘留在歐元區 

經過近 17 個小時的冗長討論和激辯，

歐元區領袖峰會 7月 13日下午終於達

成無異議協議，決定繼續金援希臘，

讓希臘留在歐元區，歐亞股市都應聲

上揚。 

經過馬拉松式的激辯，歐元區高峰會 7

月 13 日下午終於達成無異議共識，也

就是不會讓希臘脫歐，以維持歐元區

的一體化。 

歐盟委員會主席榮科：「我們不接任

何形式的希臘脫歐，希臘不會脫歐。」 

歐元區雖然對希臘耐性盡失，但還是

決定繼續掏錢提供第 3 次紓困，而且

在評估過希臘所需後，還自動加碼，

將金援數字由原先 3 年 535 億元，提

高到 3 年 860 億歐元，條件當然是要

希臘實施更為嚴苛的紓困方案，而且

要求希臘必須在 7月 15日前完成立法，

並將資產私有化交付基金管理。 

希臘雖然暫時解決燃眉之急，但最大

債權國-德國總理梅克爾表示，紓困可

以，但減債免談，而且還得重建和希

臘間的互信基礎，想解決這爛攤還有

漫漫長路要走。 

德國總理梅克爾：「未來這條路會很

漫長艱辛。」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在銀行幾乎沒現金



 

2 

的強大壓力下，其實開會前就已經做

好讓步準備，紓困案談成後，他表示

新協議能讓希臘避免資產外流，中期

的債務壓力得以暫時舒緩，他有信心

以後不會出現「希臘脫歐」這 4 個字。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我們會讓市場

和投資者知道，希臘脫歐這詞已經是

過去式。」 

歐元區主席表示，在希臘國會完成立

法後，各國將就新一輪紓困進行討論，

之後將協議送交歐洲議會表決才能正

式運作。(2015/7/13 民視新聞) 

亞洲區域新聞 

力圖改善經濟 印度央行降息 

（中央社記者何宏儒新德里 2日專電）

一如外界預期，印度央行（RBI）6 月

2日宣布降息 1碼，為今年第 3度降息，

凸顯當局力圖改善經濟。RBI 並將

2015 到 2016 會計年度經濟成長率預

測值從 7.8%下修為 7.6%。 

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 

RBI）今年前兩次都不在檢討貨幣政策

時宣布降息，出乎外界意料。 

RBI總裁拉加恩（Raghuram G. Rajan）

今天上午第 2 度公布「雙月貨幣政策

聲明」，宣布降息 1 碼（0.25 個百分

點）。這使得 RBI 公告的附買回利率、

附賣回利率分別為 7.25%、6.25%。存

款準備率則維持在 4%不變。 

附買回利率是印儲銀借款給商業銀行

的利率；附賣回利率是銀行存款到印

儲銀所得利息；存款準備率是商業銀

行須繳存印儲銀的法定準備金占存款

總額的比率。 

拉加恩在聲明中指出，經濟發展 3 大

風險包括：雨季降雨將低於正常值的

預估可能影響通膨；地緣政治風險對

原油價格的影響持續存在；外部環境

波動可能影響通膨。 

基於相關的不確定因素，RBI 將本會

計年度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從 7.8%下修

為 7.6%。 

通膨方面，RBI 指出，受基期因素影

響，8 月前通膨可望走跌，但明年 1

月又會上升到 6%左右。(資料來源:中

央社 2015-06-02) 

黛安芬賣內衣  為何找上新加坡郵

局？ 

一家德國女性內衣品牌想在馬來西亞

網路上賣胸罩，找上新加坡歷史近 200

年的國家郵政公司。 

新加坡郵政公司設了一個網站，發展

出一套行銷策略，現在為黛安芬國際

公司快遞包裹。客服團隊甚至回答有

關尺寸的問題。在南韓，新加坡郵政

公司正在幫忙銷售 Levi’s 牛仔褲。在

新加坡，它正在儲備東芝筆記型電腦

的存貨。在馬來西亞，它正在快遞

Adidas 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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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傳統郵政服務的沒落，全世界的

郵政局都急著自我改造。日本郵政總

局正買下澳洲最大的民間包裹和貨運

快遞公司拓領控股公司，以與優比速

和聯邦快遞競爭。去年虧損 55 億美元

的美國郵政總局，將為亞馬遜公司提

供周日快遞服務。澳洲郵政總局將與

大陸網路巨擘阿里巴巴合作，協助當

地企業與中國大陸的顧客接觸。 

電子商務顧問公司 Export Now的法蘭

克．拉文說：「至少有兩種商業趨勢在

我們面前展開。一是郵件的死亡。第

二是電子商務的勃發。」 

在例行郵政任務之外，新加坡郵政公

司另為企業提供一籃子服務，包括網

站發展、線上行銷、顧客服務，當然，

還有快遞包裹。它遵循亞馬遜的模式，

正在12個國家建立24小時的倉儲網，

為企業儲備商品。 

新加坡郵政公司執行長沃夫岡．拜爾

說，新加坡的中心位置使它自然成為

亞洲電子商務的中心。他背誦出一些

數字來展示商機有多大：新加坡四周

居住了逾 6 億消費者，而在 5 小時飛

行距離內住了 22 億人。他說：「我們

要成為東方的門戶。」 

對這家郵政公司而言這是極大的轉型。

它原為國營公司，2003 年公開上市。

四年前，電子商務的業績對公司還微

不足道。今天它已占集團總營收的四

分之一以上，而同一時期集團總營收

成長了六成。 

新加坡郵政公司在 2000年代初開始把

網路當成實驗室。它涉足此一供應鏈

的各個不同部分。之後，在兩年前，

它創立「新加坡郵政電子商務公司」，

以分享亞洲網路零售的榮景。今天，

它的顧客有近千家公司，包括飛利浦、

優衣庫、Deckers 休閒鞋和無印良品。 

新加坡郵政電子商務公司執行長馬塞

洛．韋瑟勒在 1997 年創立自己的第一

個電子商務網站，移居新加坡前在矽

谷工作。這家公司其他員工來自亞馬

遜、惠普之屬科技巨擘。 

這家公司也創立了客服部門。在新加

坡的辦公室裡，約有 30 人接聽電話、

回答問題或處理客訴。另有 200 人在

其他地方工作。 

去年，阿里巴巴以 2.5 億美元買下新加

坡郵政公司 10%股權。雙方現在正在

討論設立合資企業，專門做東南亞電

子商務的物流業務。為了擴展電子商

務，新加坡郵政公司提升核心快遞服

務。它強化了倉儲網和物流中心，處

理貨運和報關，如此一來，商品在此

地區移動的速度更快。隨著剛獲得可

支配收入的年輕、行動消費人口的膨

脹，此地區提供了新的機會。 

中國的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小米去年在

新加坡開設地區總部，作為進入馬來

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的跳板。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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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目標鎖定越南和泰國。它與新加

坡郵政合作，支援電子商務的物流業

務，電子商務占小米在東南亞營收的

八成。 

新加坡郵政正在協助中國的電信公司

中興通訊公司，透過一個即將在幾周

內上線的網站在此區域供應產品。中

興通訊正試圖在馬來西亞、印尼和印

度等新市場把智慧型手機直接賣給消

費者。 

黛安芬國際這家內衣公司緊盯東南亞

已有多年，等待線上消費者達到群聚

臨界量。之後，黛安芬於去年找新加

坡郵政展開行動。黛安芬新加坡公司

總經理張朵伊（譯音）說：「把新加坡

當基地，你可以接觸到此地區的 6.8

億人口，實際上相當於半個中國。」 

接下來，黛安芬計畫擴展到印尼，還

是由新加坡郵政協助。 

張小姐說：「他們已完全進化，我的意

思是，現在誰還寄信？」(資料來源: 聯

合新聞網 2015-06-05) 

孟加拉國製衣大樓坍塌事故元兇遭起

訴 

2015 年 6 月 1 日(周一)，孟加拉國警

方正式對被指與 2013年的一起大樓坍

塌事件有牽連的 41 人提起謀殺指控。

當時，涉事大樓里有多家服裝廠，而

坍塌事件導致超過 1100 人死亡。這是

制衣業歷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一場災

難。 

據孟加拉國檢察官安瓦爾·卡比爾

(Anwarul Kabir)介紹，被告包括大樓的

主人索赫爾·拉納(Sohel Rana)及其父

母，也就是樓內幾家服裝廠的老闆，

還有至少十幾名政府官員。卡比爾所

在的法律團隊將追查這起案件。 

周一提起指控的調查人員比喬伊·克

里士納·卡爾(Bijoy Krishna Kar)表示，

一旦罪名成立，被告或將面臨死刑。 

這棟名叫拉納廣場的大樓的垮塌引發

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也促使西方

零售商承諾對孟加拉國的數千家服裝

廠進行大範圍檢查。 

卡比爾稱，警方的調查人員還向首都

達卡的一家法院遞交了訴狀，控告 18

人違反建築規範。在這 18 人中，有 17

人同是周一被控謀殺的被告，包括拉

納及其父母。 

2013 年發佈的一份高級別官方報告顯

示，這棟大樓使用的是劣質建材，違

反了建築規範。該報告建議對大樓的

所有人拉納及樓內五家服裝廠的老闆

提出正式指控。 

文中稱，就在坍塌的前一天，有位工

程師去檢查了大樓，並認定其不安全，

但工廠老闆依舊催促工人回去工作。

報告說，大樓上面幾層屬違法建築，

安裝在那裡的重型發電機導致整棟樓

搖搖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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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坍塌的前一天開始，工人們就怕

會喪命或受傷，」卡爾說。「大樓主人、

服裝廠老闆和其他一些人被控在頭腦

清醒的情況下強迫這些驚恐不已的工

人繼續工作。」 

孟加拉國有超過 5000 家服裝廠，訂單

來自世界上幾乎所有頂級的品牌和零

售商。孟加拉國的服裝製造業產量僅

次於中國。該國制衣工人的薪水則是

世界上最低的。拉納廣場的垮塌引起

了人們對服裝行業不安全操作的重

視。 

正式指控是追究服裝廠老闆責任的重

要步驟。在孟加拉國，因為該行業在

經濟上的重要性及其具有的影響力，

服裝廠老闆常常能免於責罰。 

然而，至少有一名受害人不相信正義

會迅速來到。25 歲的米力·卡坦(Mili 

Khatun)也是拉納廣場一家服裝廠的工

人。坍塌事件發生時，她被困其中。

當地人從碎石堆中把她救了出來。丈

夫和她在同一家工廠工作，是一名裁

剪師傅，在事故中遇難。 

「我希望罪犯能夠受到懲罰，希望正

義能夠來到。我不是一個人，所有的

受害者都有這樣的期待，」卡坦說。「我

不知道罪犯會不會受到懲罰。」 

勞工組織孟加拉國制衣工人團結工會

(Bangladesh Garment Workers 

Solidarity)的協調員塔斯利馬·阿克特

爾(Taslima Akhter)指出，警方在事件發

生兩年後才提出指控。 

「我們現在顧慮的是，不知道多久之

後審判才能結束，讓拉納廣場悲劇的

受害人能夠得到公正，」她說。 

事件發生好幾天後，拉納才被捕。當

時他藏匿在印度邊境附近。他曾是孟

加拉國的商業巨頭。拉納廣場所在地

區薩瓦的一些土地所有人稱，拉納恐

嚇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土地，讓他來蓋

了這棟建築。 

卡比爾表示，這起案件的聽證將於 6

月 28 日在達卡的一家法院舉行。(資

料來源: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5-06-02)  

澳洲印發雙語宣傳冊 介紹簽證流程

喜迎中國客 

中新網 6月 3日電 據澳大利亞澳洲網

報導，澳洲移民部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澳

洲貿易委員會(Austrade)、澳洲旅遊局

(Tourism Australia)近日在中國印刷一

系列雙語宣傳冊，向中國民眾普及有

關申請澳洲簽證的相關問題，為中國

民眾來澳旅遊鋪平道路。 

便捷度高 

澳簡化簽證流程迎中國客 

據報導，包括澳洲移民部、澳洲貿易

委員會、澳洲旅遊局等相關機構近日

聯合推出一系列雙語宣傳冊，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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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提供準確的簽證信息與申請簽證

的步驟與注意事項。據了解，第一本

宣傳冊集中宣傳，申請澳洲旅遊簽證

的便捷度。而第二本宣傳冊則著重向

申請旅遊簽證的中國民眾提供準確的

信息。 

根據宣傳冊信息指出，澳洲政府正在

減少申請簽證所需的書面文件，以提

升申請簽證的周期與便捷度，此外，

申請者也無需參加現場面試。與此同

時，在簽證申請的過程中，申請者也

無需提供所有證件的原件，例如，如

果在簽證中心提交相關申請，那麼就

無需提供護照的原始文件。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澳洲正面向中國遊客試

點網路電子簽證系統。今後中國遊客

申請澳洲簽證還將更加便捷。 

覆蓋面廣 

北、上、廣均設簽證中心 

據了解，對於中國遊客來說，澳洲將

提供一項多次往返的旅遊簽證，該簽

證允許遊客在 1 年時間內多次赴澳旅

行，單次入境時間最高可達 3 個月。

而更長期的單次停留時間則需根據個

人自身情況獲得審批。 

另據了解，澳洲簽證中心(Australian 

Visa Application Centres)分別開設在

北京、上海、廣州等公共交通便捷的

區域，這些中心有著較長的開放時間，

向申請者及諮詢者提供服務。 

報導指出，所有的簽證申請都將通過

澳洲移民部的審批，此外，所有申請

者都被鼓勵留下安全的郵箱地址，一

旦移民官員審核通過申請者的相關信

息，他們將及時向預留的郵箱發送審

核最終結果。 

保障性好 

遊客享消費者保護法保護 

移民部發言人指出：「任何在澳洲旅

行的遊客，都將受到澳洲消費者保護

法 (Australia』 s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的保護，該法律要求國內商家公

平對待所有消費者。澳洲政府將向旅

客提供消費者權利的相關信息，確保

消費者知曉在購物或者享受服務時所

應享有的權利。」 

移民部發言人還指出：「如果來澳旅

行的遊客認為自己在澳洲受到了商家

不公平的對待，可以向澳洲消費者保

護機構提起訴訟。」(資料來源: 北京

新浪網 2015-06-03) 

韓國降息 0.25%至 1.5%新低 

（韓國‧首爾 11 日訊）韓國中行將基

準利率下調0.25%至紀錄低點1.50%，

以扶持韓國經濟。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疫情爆發後，韓國經濟面臨

新的潛在風險。 

這是韓國中行今年第二次降息。眼下

爆發的 MERS 疫情令消費者和外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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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暫避家中，這可能導致韓國經濟產

出減少數十億美元。 

會議結束後，中行總裁李柱烈表示：

“降息非一致決議，有一名委員投票

反對。” 

他表示，降息對韓元的影響有限，預

計美國在今年升息。未來貨幣政策方

向取決於經濟狀況，儘管美國（升息）

前景，而美國升息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對於各國來說將有所不同。 

針對日本中行總裁東田東彥發言引發

日圓急彈一事，李柱烈表示，日圓上

漲將如何影響韓國出口，目前言之過

早。 

此外，他也提到，目前已到了需要對

家庭債務採取更有力的應對措施階段。

短期內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疫情

對消費的影響大於家庭債務影響。 

對於是否追加預算一事，李柱烈表示：

“這完全屬於政府的決策範圍。” 

韓國週四稱，又發現 14 人感染了

MERS，確診人數目前上升至 122 人。

目前為止有九人在感染該病毒後死亡。

MERS病毒於 5月 20日在一個曾前往

中東的韓國人身上發現。 

韓國對抗 MERS 的努力進入第三週，

MERS 死亡人數在上升，人們也越來

越擔心 MERS 疫情對韓國經濟構成威

脅。 

由於擔心感染 MERS，韓國消費者呆

在家中，海外遊客紛紛取消赴韓旅遊

計劃。一些經濟學家稱，MERS 疫情

可能令本已因出口疲軟而承壓的韓國

經濟雪上加霜。 

政府數據顯示，6 月份第一週，韓國的

百貨店銷售額下滑了 16.5%。 

今年經濟恐損失幾十億美元 

經濟學家估計，MERS 可能會導致規

模為 1.4 兆美元的韓國經濟今年損失

幾十億美元。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認

為，如果 MERS 危機持續三個月，該

行將把韓國的經濟增幅下調 0.8%。 

韓國的決策者普遍擔心降低借款成本

會導致該國業已高企的家庭債務水平

進一步上升，但該國中行還是決定降

息，顯示對 MERS 衝擊防患未然。此

外，預計聯儲局會將於今年晚些時候

開始加息，一些人擔心在這之前資本

會突然流出韓國。（星洲日報／財經

2015-06-11） 

盼吸引外資青睞！越南釋出國企股份 

大幅開放產業種類 

越南加速推展國營企業民營化，且將

大幅放寬企業監管，將有望振興該國

投資前景。越南原有 51 種產業禁止

民營，包括煙火生產、基因改造產品

等，在今年 7 月 1 日，受限不得民

營產業將只剩下 6 種。此外，逾百種

產業也將放寬規定，這將是越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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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起首度准許開設私人企業後，

最大幅度的放寬。 

《彭博社》報導，越南計畫投資部長

裴光榮 (Bui Quang Vinh) 於 18 日表

示，政府戮力推動來自當地與外資的

投資潮。修改後的投資與企業法規，

將大幅改善該國商業環境，並創造強

勁成長動能。 

越南面臨其他亞洲國家強力的外資投

資競爭，今年 1-5 月，已簽訂合同的

外商直接投資僅有 43 億美元，不到

全年目標的 1/5。為達到今年經濟成長 

6.2% 的目標，越南總理阮晉勇 

( Nguyen Tan Dung) 也計畫售出史上

新高的國營企業股權。 

據越南政府數據，今年前 5 個月已簽

訂合同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較去年同

期下降 22%；已繳付出資的外商直接

投資則成長 7.6% 至 49.5 億美元。

亞洲其他國家方面， 菲律賓第 1 季

已審核 FDI 較去年同期下降  41.7%，

印尼則成長 14%。 

裴光榮表示，越南政府從稅務與土地

方面給予外商更多投資誘因，並希望

能在 2016 年，成為亞洲 FDI 流入前 

4 名國家。他並預估，今年簽訂合同

的外商投資金額將來到 230 億美元，

較 2014 年的 219 億美元有所成長，

預估今年的繳付出資金額將為  125 

億美元。 

越南政府將於 7 月頒布 6 項條文，

不但有助於推動已修改法令的實施，

也有許多規定將被終止，對投資人而

言將更加便利，透明度更佳。而 6 項

不開放經營的產業將包括性服務產業、

違法買賣藥物與野生動物等。裴光榮

並預估，今年上半越南經濟成長將達 

6.1%，優於去年同期的 5.18%。 

越南政府出售國營企業股權，使外資

有更多投資越南的機會，官員也表示，

政府將售出較高比例持股，而非只是 

10%、20% 之譜。但這並不容易，越

南目標在今年出售 289 家國營企業

股權，但到 5 月底前，只售出了 43 

家。 

國營的越南航空於去年  11 月  IPO 

釋出 5% 股份，但因比例過低，被認

為無法發揮影響力，未受外商青睞。

裴光榮表示，這正是今年將大幅釋出

國營企業股份的原因，讓外商企業參

與決策，正是越南國營企業改善公司

管理所需要的。(鉅亨網 2015-06-2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非石油部門成長力

道強勁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總理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Maktoum 於

本(6)月 20 日表示，該國去(2014)年經

濟成長達 4.6%。渠表示，阿聯雖為世

界第六大原油生產國，但致力於經濟

多元化，不過度依賴油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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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該國金融部門大幅成長 15%，同

時吸引了 2000 萬觀光客。總體而言，

去年非石油部門成長 8.1%，已占該國

GDP 的 68.6%。 

阿聯政府密集投入工業、觀光業、海、

空航運及進口、再出(轉)口等領域之發

展，預計 2021 年時，非石油部門可達

該國經濟規模之 80%。（資料來源：

Arab News 2015-06-22） 

卡達天然氣儲量豐，可續供應 138 年

無虞 

卡達國家銀行於本(6)月 21 日發表國

家經濟評論，該報告指出卡達的天然

氣儲量依據目前開採及使用狀況可再

使用 138 年，在全球能源需求持續增

長情況下，卡達充沛的天然氣儲量在

能源領域可繼續保持領先優勢。 

繼美國、俄羅斯之後，卡達是世界第

三大天然氣出產國。在液化天然氣上

卡達則保持領先，液化天然氣(LNG)

係天然氣冷卻至攝氏零下 160 後形成

液態後更便於運送。（資料來源：Arab 

News 2015-06-22） 

約旦網路滲透率已達 76% 

根 據 約 旦 通 訊 管 理 委 員 會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ory 

Commission; TRC)資料，本年第一季

約旦網路滲透率已由去年第四季之

75%提高為 76%，網路使用人口約 590

萬人；申請網路之用戶達 190 萬戶，

其中使用行動寬頻者約 150 萬戶，使

用 ADSL 者 218,459 戶，使用 Wi-Max

者 121,754 戶。 

約旦推出 4G 電訊服務後，資料傳輸將

大量增加，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也會提

高，網路使用將更為普遍。根據約旦

通訊管理委員會資料，目前約旦手機

滲透率已達 147%，申請電話門號者達

1,150 萬戶；固線電話使用日益減少，

目前僅 376,400 戶，滲透率約 5%。（資

料來源：Jordan Times 2015-06-20） 

美洲區域新聞 

瓜地馬拉與歐洲 4 國簽訂自貿協定 

【大紀元 6 月 25 日報導】（中央社）

官方消息指出，瓜地馬拉已於 22 日與

由瑞士、挪威、列支敦斯登侯國和冰

島 4 國組成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簽定自由貿易協定。 

瓜地馬拉政府在一份正式聲明中證實，

這項協定是由瓜地馬拉駐世界貿易組

織 代 表 史 柏 雲 生 （ Eduardo 

Sperinsen-Yurt）在列支敦斯登簽署

的。 

瓜地馬拉國家通訊社發表的這份聲明

同時指出，EFTA 這 4 個不屬於歐盟的

國家，總人口 1300萬，「購買力很高」，

年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在 9 萬美元以

上。 

聲明中同時透露，根據雙方協定，瓜

地馬拉可以完全免稅將 77%農產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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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出口到上述四國，另外 10%的產品

可以享受優惠關稅。 

EFTA 國家則可將 43%的農產品和原

物料免稅出口至瓜地馬拉，而另外

29%的出口產品則可在未來的 10 年內

逐步減稅至零關稅。 

瓜地馬拉經濟部長托瑞對媒體表示，

目前瓜地馬拉對 EFTA 出口還是以挪

威為主，占八成以上，但簽定協定後

可以增加對這個組織其他成員國的出

口。(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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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貿投資訪問團暨研討會 

第 9 屆國際商會(ICC)世界商會大會 

第 9 屆世界商會大會（World Chamber 

Congress）於今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假

義大利．杜林召開。本會王鍾渝理事

長以國經協會轄下之「國際商會中華

民國委員會」主席名義出席大會。 

世界商會大會為每 2 年舉辦一次之國

際商業大會，由國際商會架構下之世

界商會聯盟負責籌組，提供各國商會

及企業領袖交換經驗，洞察商業趨勢

及發展人脈網絡。本屆會議之主辦單

位以「自體．社群．洞察」為主題，

討論議題就「經濟復甦」、「氣候變

遷」、「中小企業發展」等全球化時

代國際貿易所面臨之問題與挑戰提供

解決之方案。 

會議共舉行 3 日討論之核心議題，包

含： 

 改變國際貿易之生態 

 勞動人口跨境移動對專業技能培

養之利弊分析 

 企業永續：如何協助企業應對氣候

變遷之影響 

上述 3 大核心議題，延伸議題包含：

中小企業融資、青年創業、創造就業、

網路募資及數位貨幣等現今商業議

題。 

本次的大會集結了超過 1000名的專家、

企業與商會代表就企業目前及未來所

面臨之問題、商業趨勢及走向，提供

意見及解決手段，本團收穫豐碩。下

一屆會議預計於 2017 年假雪梨舉辦。 

 

第 9 屆世界商會大會於義大利．杜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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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理事長與中國國際商會秘書長于健龍合影 

 

團體照（左起）國際商會主席 Terry McGraw、世

界商會聯盟主席 Peter Mihok、杜林市長 Piero 

Fassino 和杜林商會主席 Vinceno Ilotte 

 

世界商會大會歡迎晚宴，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與其

他國家委員交流 

 

本次的大會集結了超過 1000 名的專家、企業與

官方代表 

第 13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第 13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配

合波蘭商業總會 6 月 8-10 日在華沙舉

行之「第 6 屆創新經濟論壇」，於 6 月

10 日在華沙科技大學舉辦，會議由本

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及波蘭商業總會會

長 Dr. Andrzej Arendarski 共同主持，雙

方共 105 人出席。我經濟部卓次長士

昭及波蘭經濟部次長 Mr. Witold Jerzy 

Pietrewicz 以貴賓身份致詞。 

為表達我國對本次會議之重視，本次

會議特邀請我國多位重量級業界高階

代表於會中發表專題演講，以分享我

國在相關產業之創新、成功經驗，包

括:  

1. 「協助 ICT 產業籌資並扶植創新

產業」：台灣證券交易所林火燈總經理 

2.  「智慧城市」、「大同公司在智

慧建築之解決方案」：大同公司林郭文

艷總經理 

3. 「台灣全球化生技公司之發展需

求」：杏國新藥股份有限公司蘇慕寰總

經理 

4. 「改變世界的一瓶洗髮精」：歐萊

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葛望平董事長 

5. 「台灣開放創新之生態體系」：工

研院歐洲辦事處謝良翰代表 

6. 「台達電的綠色創新及企業責任」：

台達電子駐波蘭總經理及系統整合解

決方案技術長 Mr. Krzysztof Puczko 

7. 「宏碁 – 增進人類生活的軟、硬

體及服務」：宏碁公司駐波蘭及波海國

家總經理 Mr. Dmitry Kravch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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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參與「第 13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

議」外，訪問團亦參加 「第 6 屆創新

經濟論壇」開幕典禮，拜會波蘭商業

總會、波蘭雇主協會 (Employers of 

Poland) 、 波 蘭 僱 主 總 會  (Polish 

Confederation Lewiatan)、華沙證券交

易所、波蘭投資局。 

 

 

 

 

 
台灣訪問團出席「第 6 屆創新經濟論壇」歡迎晚

宴，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 (左起第 5 位)；波蘭商

業總會會長 Dr. Andrzej Arendarski (左起第 6 位) 

第 4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 

「第 4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

於 6 月 12 日假保加利亞索菲亞舉行，

由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及保加利亞商

工總會副會長Mr. Georgi Stoev共同主

持，雙方共約 41 人出席。我索菲亞台

灣貿易中心陳主任立田以貴賓身份蒞

會致詞。 

本次會議特別針對「兩國投資環境」

及「綠色環保」安排專題演講，雙方

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下： 

1. 「保加利亞投資環境」：保加利亞

投資局專家 Mr. Georgi Alipiev 

2. 「台灣-拓銷亞太市場最佳夥伴」：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處長益民 

3. 「改變世界的一瓶洗髮精」：歐萊

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葛望平董事長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及保加利亞商工

總會副會長Mr. Georgi Stoe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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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屆台保(加利

亞)經濟合作會議」。 

除參與「第 4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

會議」外，訪團亦拜會保加利亞證券

交易所、保加利亞軟體協會、保加利

亞資訊科技協會。 

 

第 4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左起保加利

亞投資局專家 Mr. Georgi Alipiev、經濟部國際合

作處童處長益民、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保加利

亞商工總會副會長 Mr. Georgi Stoev 

第八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阿根廷全國工業總會（Union Industrial 

Argentina, UIA）秘書長 José Ignacio 

de Mendiguren 於本（104）年 6月 20-25

日率團訪華，為協助我業者進一步瞭

解阿根廷產業發展概況、投資環境及

利基，本會特於 6 月 23 日(星期二) 上

午假世貿聯誼社 33樓C區宴會廳舉辦

「第八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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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主持，邀請

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邱顧問柏

青、阿根廷全國工業總會（UIA）秘書

長 José Ignacio de Mendiguren 與阿根

廷商務文化辦事處培尼亞處長 Mr. 

Juan Angel PEÑ A 擔任貴賓致詞，當日

雙方出席人數約 80 人。 

為積極推動兩國經貿合作交流，俾使

我商更進一步了解阿根廷最新經貿情

勢及我最新產業技術商情，會中分別

安排專題演講，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

下: 

1. 「阿根廷：全球展望與近期發展」: 

阿根廷全國工業總會（UIA）秘書長

José Ignacio de Mendiguren 

2. 「台灣綠能產業永續競爭力」: 中

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道博士 

3. 「生質科技能源與農業有機精緻

科技」: 川佳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張金德

董事長 

4. 「利用輸銀金融工具拓展阿根廷

市場」: 中國輸出入銀行業務部戴乾振

經理 

本次會議並安排阿根廷訪團廠商分別

介紹該公司業務內容及產品，使我方

廠商對於阿根廷訪團有更深入的瞭解

與發掘合作商機。會後並安排小型午

宴款待訪賓及我方嘉賓，同時也增進

雙方廠商交流互動，現場氣氛熱絡，

雙方咸感獲益良多，會議圓滿順利。 

 

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歡迎詞 

阿根廷全國工業總會（UIA）秘書長 José Ignacio 

de Mendiguren 致詞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邱顧問柏青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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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邱顧問柏青（右

一）及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培尼亞處長 Mr. 

Juan Angel PEÑ A（左一）一同見證阿根廷全國

工業總會（UIA）秘書長 José Ignacio de 

Mendiguren(左二)與中華民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王

理事長鍾渝(右二)簽署雙邊合作協議 

第 20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與印尼商工總會於本年 6月 15日

上午假 Hotel Aryaduta Jakarta 舉行「第

20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印

尼委員會潘文炎主任委員與印尼商工

總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 共同主持，印尼商工總會副會

長 Mr. Noke Kiroyan、三三會理事長江

丙坤資政、印尼工業部長 Mr. Saleh 

Husin 及駐印尼代表處張良任大使應

邀蒞臨開幕典禮致詞，台印雙方共計

約 100 位代表出席。 

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協會蔡家玲資深

經理、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劉耀東理

事、印尼連鎖加盟協會理事長 Mr. 

Anang Sukandar、前印尼中央銀行副總

裁 Mr. Ending Fadjar、台灣國際造船股

份有限公司賴杉桂董事長、Daya Radar 

Utama 公 司 處 長 Mr. Tjahjono 

Roesdianto 分別就「從 3C 到 4C，台

灣智慧交通好生活」、「智慧零售與智

慧購物中心」、「連鎖加盟：一種優良

商業概念使人們變成殷實商人」、「印

尼銀行業概況」、「台灣造船產業前景

與展望」及「印尼海洋產業展望與挑

戰」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講。 

我代表團訪問印尼期間拜會印尼副總

統府首席經濟顧問 Mr. Sofjan Wanandi

（林綿坤）並覲見印尼副總統 Mr. 

Jusuf Kalla、拜會印尼貿易部長 Mr. 

Rachmat Gobel、印尼資訊通訊部長

Mr. Rudiantara、印尼台灣經濟交流協

會及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主席 Mr. 

Franky Siberani，並參觀 Jababeka 工業

區及長春企業。 

 

第 20 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左起駐印尼代

表處張良任代表、三三會理事長江丙坤資政、

本會印尼委員會潘文炎主任委員、印尼商工

總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gum Gumelar、印

尼工業部長 Mr. Saleh Husin、印尼商工總會

副會長 Mr. Noke Kir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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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工業部長 Mr. Saleh Husin 於開幕典禮中

致詞 

 

三三會江丙坤理事長致贈禮品與印尼商工總

會副會長 Mr. Noke Kiroyan 

 

三三會江丙坤理事長致贈禮品與印尼商工總

會副會長 Mr. Noke Kiroyan 

 

拜會印尼台灣經濟交流協會 

 

覲見印尼副總統 Mr. Jusuf Kalla 

 

拜會印尼協調委員會主席 Mr. Franky 

Siberani 

 

台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4 屆會議 

「台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4 屆會議」

於 6月 23日假台北世貿展覽館第 3會

議室舉行，由友嘉集團朱總裁志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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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工業總會代理主席 Mrs. Fedora 

Artusi (亦為義大利珠寶協會理事)共

同主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永章主

任秘書及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

事處代表 Mr. Donato Scioscioli 以貴賓

身分蒞臨致詞，台、義雙方代表共逾

135 人與會。 

本屆會議針對台灣與義大利產業發展

等議題邀請專家提出報告： 

 「義商在台經商」：義大利貿易組

主任 Ms. Chiara Petrò及 Eiger Law 法

律事務所 Mr. Marcus Clinch 

 「台灣投資環境簡介」：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陳文斌副處長 

 「台義商業合作經驗分享」： 協憶

有限公司吳敏鐘經理及意法半導體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Mr. 

Giuseppe IZZO 

 「義大利經貿訪問團團員介紹」：

義大利工業總會國際部 Ms. Cristiana 

Pace 

義大利工業總會率領 19人經貿拓銷團

於 6 月 23-25 日來華訪問，訪團成員

包括「食品」、「工業設計」、「能源與

環境」、「時尚/珠寶/化妝品」等產業代

表，此次訪華不僅重啟延宕 17 年之台

義經濟合作會議，更進一步加強推動

產業合作與經貿實質關係。 

 

 

 

 

 

 

 

「台義工商聯合委員會第 4 屆會議」於 2015

年 6 月 23 日在台北舉行 

(左起陳主任秘書永章、朱總裁志洋、Mrs. 

Fedora Artuso、Mr. Donato Scioscioli) 

 

 

 

 

 

台義雙方廠商貿易洽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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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羅馬尼亞電子及軟體產業協會主席

Mr. Alexandru Borcea 訪華 

羅馬尼亞電子及軟體產業協會主席Mr. 

Alexandru Borcea應本會邀請於 104年

6 月 2-5 日來華訪問。 

為歡迎 B 主席訪華，本會黃副理事長

博治於 6 月 3 日假台北世貿聯誼社以

設宴款待 B 主席，外交部歐洲司侯專

門委員明彰、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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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歐陽董事長禹、璟明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陳董事長濱、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國際處蕭處長美麗、台北市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黃秘書長俊國、

臺灣美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董事長

纘融等人應邀作陪。 

本會並安排 B 主席參觀台北國際電腦

展、拜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台灣區

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建騰創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億鴻系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國際處、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等單位。

此行不僅使 B 主席對我經貿環境有進

一步之瞭解，同時對促進台羅兩國經

貿交流有正面助益。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左)及羅馬尼亞電子及軟體

產業協會主席 Mr. Alexandru Borcea (右) 

首爾台北俱樂部白茸基會長訪華團午

宴 

首爾台北俱樂部會長暨韓國鉅鵬集團

會長白茸基先生於本(104)年 6 月 1 日

至 5 日率團乙行 10 餘人訪華，白會長

於今年 4 月份率團訪華時，即有意在

台成立分公司，此行除辦理後續事宜，

並安排拜會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台隆

工業公司、安益國際展覽公司、台北

101、台北醫學大學等單位。 

為歡迎白會長來訪，本會王鍾渝理事

長於 6 月 3 日（星期三）中午假台北

君悅酒店雲錦中餐廳設宴款待訪賓，

普生股份有限公司林宗慶董事長、財

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羅麗珠

總經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林啟松副

總經理等人應邀作陪。席間，羅麗珠

總經理介紹該中心目前中草藥產品的

研發技術，林宗慶董事長亦介紹該公

司研發中的癌症檢測試劑及設備，他

們並邀請白會長前往藥技中心及普生

公司參訪，作進一步的瞭解，並尋求

未來合作機會。 

 

 

 

 

 

王理事長宴請首爾台北俱樂部白茸基會長訪華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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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台北俱樂部白茸基會長致贈禮品給王理事

長 

 

 

 

 

 

 

團體合影 

泰國工業部政務次長 Pramode 

Vidtayasuk 訪華團歡迎晚宴 

泰 國 工 業 部 政 務 次 長 Pramode 

Vidtayasuk，於本年 6 月 23-27 日率領

該部官員及所屬研究機構如國家食品

院、塑膠院、中小企業發展院及紡織

院等最高層級或其代理主管等乙行 10

人來台訪問，以加強台泰產業交流及

深化雙方供應鏈合作。訪台期間除參

加台北國際食品展外，並拜會紡織產

業綜合研究所、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

會、塑膠公會等單位。 

為歡迎 Pramode Vidtayasuk 政務次長

來訪，本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

員於 6 月 24 日（星期三）晚間假台北

君悅酒店雲錦中餐廳設宴款待訪賓，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飛龍董

事長、台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謝其嘉

董事長、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

所白志中所長、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

美雪副處長、昱晶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劉偉澍副總經理、泰國貿易經濟

辦事處江沙格代表、中興工程顧問社

歐嘉瑞執行長、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

會王正青秘書長等人應邀作陪，席間，

雙方對未來台泰合作商機展開熱烈討

論並交換意見。 

 

 

 

 

 

 

本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宴請泰國工業

部政務次長 Pramode Vidtayasuk 訪華團 

 

 

 

 

 
 

本會泰國委員會施顏祥主任委員致贈禮品給

Pramode Vidtayasuk 政務次長 

葡萄牙企業家協會訪團歡迎晚宴 

為感謝葡萄牙企業家協會（ The 

Associação Empresarial de Portugal, 

AEP）於 5 月 18 日假奧波多籌辦「第

3 屆台葡經濟合作會議」，並歡迎 AEP

率領 28 家葡萄牙酒商訪團來華參加

「2015 台北葡萄酒展」，本會於 6 月

25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翠庭中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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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晚宴款待葡萄牙訪團，由本會簡副

理事長漢生主持，並邀請經濟部國貿

局雙邊二組熊力恆副組長及本會

「2015 年葡萄牙、西班牙經貿考察團」

團員等賓客與會，與葡方團員共同進

行交流。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主持晚宴，歡迎葡萄牙企業

家協會訪團訪華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外貿商會會長

Mr. Nemanja Vasić 訪華 

波赫外貿商會會長 Mr. Nemanja Vasić

應本會邀請於 104 年 6 月 22-27 日來

華訪問。 

為歡迎 V 會長訪華，本會黃副理事長

博治於 6 月 25 日中午 12:00 假台北世

貿聯誼社以午宴款待 V 會長一行，經

濟部國貿局陳主任秘書永章、外交部

歐洲司侯專門委員明彰、安口食品機

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董事長禹、馳偉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林總經理進春、鈞

富綠能股份有限公司陳執行長元齡、

新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數位長士欣、

豪風有限公司賴經理肇宗等人應邀作

陪。 

本會並安排 V 會長拜會台灣區冷凍肉

類工業同業公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中央畜產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外

交部等單位。此行不僅使 V 會長對我

經貿環境有進一步之瞭解，同時對促

進台波赫兩國經貿交流有正面助益。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左)及波赫外貿商會會長

Mr. Nemanja Vasić (右) 

宏都拉斯經濟發展部部長 Alden 

Rivera Montes 訪華歡迎午宴 

宏國經濟發展部部長 Alden Rivera 

Montes，於本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4 日

訪華，以加強兩國經貿互動及深化雙

方產業合作。訪華期間曾拜會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

國輸出入銀行、中衛中心及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等單位，並視察宏國廠商參

加國際食品展之攤位。 

為歡迎經濟發展部部長 Alden Rivera 

Montes 來訪，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於

6 月 29 日（星期一）中午假台北君悅

酒店雲錦中餐廳設宴款待訪賓，宏都

拉斯駐華大使謝拉、外交部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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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事務司賴建中司長、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陳文誠組長、嘜德有限公司

洪慶忠董事長、青航股份有限公司孫

杰夫總經理、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儒副代表、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國際處王志翔副處長等人應邀作

陪；席間，雙方對未來台宏合作商機

展開熱烈討論並交換意見。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宴請宏都拉斯經濟發展部

部長 Alden Rivera Montes 訪華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致贈禮品給 Rivera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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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 

台韓縮短專利審查時間 化工、電子及

半導體業受惠 

繼美、日、西班牙後，台韓昨簽署「專

利審查高速公路（PPH）」與「有關

工業財產資料交換及優先權文件電子

交換」2 項備忘錄，7 月 1 日上路，經

濟部智財局說，將可大幅縮短專利審

查時間，預估對台灣電子與半導體，

以及韓國化工等產業將受惠。 

韓國智慧財產局為全球專利五大局之

一，也是台灣專利布局重要國家之一。

據統計，去年台灣在韓國提出專利申

請計 955 件，較前年增加 187 件，台

積電、華邦電、聯發科等是主要申請

專利公司。 

今年 2 月王美花應韓國智慧局長金永

民邀請赴韓會談，為這 2 項備忘錄達

成共識，且促成簽署。石定說，台韓

雙方互為第 6 大貿易夥伴，去年雙方

貿易額破 300 億美元，其中台灣出口

赴韓國約 150 億美元中，65％是 IC 產

品，雙方締結 PPH 合作計畫，有利於

廠商競爭力。 

智財局表示，自 2011年開始與美、日、

西班牙等國陸續簽署 PPH 合作計畫，

去年共有 797 件專利申請案利用此機

制，平均審結時間為 11 個月，是一般

案件審結時間三分之一，加速專利審

查速度。 

台韓專利審查交流邁向一大步。駐韓

國台北代表部代表石定，及駐台北韓

國代表部代表趙百相昨簽署台韓 2 項

備忘錄儀式，未來將加速專利案件審

查，有利於兩國工業資訊供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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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韓智慧財產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王美花說，去年韓國來台申請專利案

件共 2,127 件，是外國人來台申請國第

4 名，僅次於日本、美國、中國大陸，

韓國 LG 化學、三星顯示器及三星電

子為外國人來台申請專利案件前 20

名。 

台韓簽署 PPH 合作計畫，只要雙邊專

利局任一局先有審查結果，申請人都

能據以向另一個專利局提出 PPH 審

查。 

至於台韓啟動「專利優先權文件電子

交換」合作機制，兩局可透過電子交

換機制取得優先權文件，節省申請人

紙本遞送的費用與時間，可簡化跨國

申請程序。這是繼台日後，韓國是第 2

個簽署國家。 (2015/6/16 中國時

報)---------------------------------------------------- 

104 年 6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6月出口230.7億美元，較上月減10.0%，

較上年同月減13.9%；累計1至6月出口

1,424.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7.1%。 

（二）進口 

6月進口208.9億美元，較上月增3.4%，

較上年同月減16.1%；累計1至6月進口

1,166.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14.9%。 

（三）出入超 

6月出超21.8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2.8億美元；累計1至6月出超257.7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增加95.6億美元。 

進出口貿易額 

 

6 月 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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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 -37.3 -13.9 1,424.3 -109.2 -7.1 

進口 208.9 -40.1 -16.1 1,166.7 -204.8 -14.9 

出超 21.8 2.8 15.0 257.7 95.6 59.0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口 7,099 -953 -11.8 44,481 -1,818 -3.9 

進口 6,428 -1,054 -14.1 36,429 -4,980 -12.0 

出超 671 101 17.8 8,053 3,162 64.6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7-07)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3 2014 

2015 

Mar. Apr. May 

GDP 2.23 3.77 -- 3.05 f -- 

CPI 0.79 1.20 -0.82 -0.74 -0.56  

Unemployment 

rate 
4.18 3.96 3.63 3.62 -- 

Export 1.4 2.7 -11.7 -3.8 -- 

Imports -0.2 1.5 -22.1 -5.4 -- 

Export orders 0.4 6.7 -4.0 -5.9 -- 

Industrial 

production 
0.7 6.4 1.3 -3.2 -- 

Monetary 

aggregate(M2) 
5.8 6.1 6.7 6.9 -- 

TWSE Stock 

Index 
8,612 9,307 9,820 9,701 -- 

(資料來源：財政部 201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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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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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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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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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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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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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為 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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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為 1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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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4 億美元 (至 201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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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 億 506 萬美元 (1952~2015.05) 

流入量: 15 億 2,799 萬美元 (2015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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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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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6月14-17日 第20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雅加達 

13.  6月23日 第8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4.  7月24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5.  8月22日-9月6日 第1屆台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 拉巴特 

16.  8月22日-9月6日 第1屆台查(德)經濟聯席會議 恩加美納 

17.  8月22日-9月6日 第1屆台加(彭)經濟聯席會議 自由市 

18.  8月22日-9月6日 第2屆台聖(多美普林西比)經濟聯席會議 聖多美市 

19.  10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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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0-11月 第19屆台墨(西哥)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 

21.  10-11 月 第5屆台瓜(地馬拉)經濟聯席會議 瓜地馬拉 

22.  10-11 月 第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 

23.  10-11 月 第4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哥倫比亞 

24.  9月2-6日 第29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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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25.  9月8-10日 第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26.  10月下旬 第21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27.  10月21-24日 第25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8.  10月29-30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29.  11 月 14-15 日 出席 B20 高峰會 安塔利亞(Antalya) 

30.  12月3-5日 第23屆台菲(律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1.  12月 第4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2.  12月 第2屆台緬(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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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 羅馬尼亞經貿暨商業合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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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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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待確認) 俄羅斯經貿暨投資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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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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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9 月 7 日(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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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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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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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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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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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0 月 4-8 日 
赴瑞士、義大利經貿訪問團 

赴義大利參訪 
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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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21.  10 月 13 日 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2.  10 月 17-20 日 
赴羅馬尼亞、波赫、阿爾巴尼亞訪問團 

赴羅馬尼亞參訪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23.  10 月 21-24 日 
赴羅馬尼亞、波赫、阿爾巴尼亞訪問團 

第 1 屆台波赫經濟合作會議 

賽拉耶佛(Sarajevo)、莫

斯塔爾(Mostar) 

24.  10 月 24-28 日 
赴羅馬尼亞、波赫、阿爾巴尼亞訪問團 

赴阿爾巴尼亞參訪 
地拉那（Tirana） 

25.  9-11 月 第 17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北 

26.  11 月 2-8 日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7.  11 月 9 日下午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8.  
11 月 11 日或 12

日(待確認) 
第 8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9.  11 月 16-17 日 第 16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30.  11 月 25-26 日 第 2 屆台愛(爾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