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八期 / 民國 104 年 7 月 
 

 

 

 

 

 

 

 

 

 

 
 
 
 
 
 

 
 

 

 

 

 

 

 

 

 

本期目錄 

 國際商情 .............................................................................................. P.01 

 歐洲區域新聞 ................................................................................... P.01 

 亞洲區域新聞 ................................................................................... P.04 

 中東及非洲區域新聞 ....................................................................... P.11 

 經貿投資訪問團暨研討會 ................................................................... P.13 

 宏都拉斯經貿投資商機說明會 ........................................................ P.13 

 台灣經貿 .............................................................................................. P.14 

 台灣區域新聞 ................................................................................... P.14 

 104 年 7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 P.15 

 重要經濟指標 ................................................................................... P.15 

 中華民國經濟情況介紹 ................................................................... P.16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4 年年度計畫 ..................................... P.18 

 國經協會之國際事務涵蓋世界各國及區域；但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

等，則分由其他特設之雙邊經貿合作協會承辦。 

國經協會電子報 



 

1 

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總統接見歐洲議會議員訪華團 

馬英九總統接見歐洲議會議員訪華

團，除誠摯歡迎訪賓遠道來訪，並盼

訪團能支持我國儘速與歐盟洽簽《雙

邊投資協議》（BIA），持續深化雙方

各項合作及交流。 

總統致詞表示，歐洲議會目前共有 140

位議員參與友臺小組，大約占全體 751

位議員 20%，是發揮臺歐雙邊關係發

展的重要影響力量。 

總統指出，歐洲議會於 2009 至去

（2014）年間，總共通過 7 項友我決

議案，包括支持我國參與「國際民航

組織」（ICAO）與「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UNFCCC）、支持歐盟

給予我國人免簽待遇、支持臺歐雙方

簽署《經濟合作協議》（ECA）及肯

定「東海和平倡議」，並向歐盟執委

會提出建言，籲請歐盟與我國展開「投

資保障及市場進入」談判。 

總統提到，歐洲議會友臺小組主席朗

根（Werner Langen）在今年 6 月 2 日

發表聲明，該小組非常支持他於今年 5

月 26 日所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議」，

而朗根主席也在 6 月 8 日分別親筆致

函給他以及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茉格里妮（Federica Mogherini），

對該倡議表達高度肯定。對於朗根主

席的支持，總統特別表達感謝之意，

並期盼訪團持續在促進區域和平上給

予我國支持。 

談及臺歐盟經貿關係，總統表示，歐

盟是我國全球第 5 大貿易夥伴，去年

雙邊貿易額高達 509 億美元，較前

（2013）年同期增加 3.7%。此外，歐

商也是我國最大的外資來源，截至去

年底止，投資總額高達 330 億美元。 

在雙邊投資方面，總統步指出，2013

年德國默克集團（Merck）在臺成立亞

洲第一座新技術研發暨應用中心；

2014 年英商安謀國際科技（ARM）在

臺設立亞洲第一個 CPU 設計中心。而

我國赴歐投資的主要企業除了有宏

碁、友達、臺達電、長榮海運、巨大

及鴻海等知名臺商，雲朗觀光集團也

在義大利投資觀光飯店，國泰人壽

2014 年亦於英國成立不動產投資公

司，投資金額達 4 億英鎊，凡此顯示

臺歐雙方經貿投資往來熱絡。 

總統告訴訪賓，為推動貿易自由化與

區域經濟整合，我國一直積極爭取與

各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從 2010 年兩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ECFA）後，我國先後與日

本、紐西蘭以及新加坡簽署相關經濟

合作協議，並與美國恢復《貿易暨投

資架構協定》（TIFA）的協商。 

總統進一步說明，《臺紐經濟合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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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ANZTEC）在 2013 年 12 月生

效，2014 年雙邊貿易總額較前一年同

期成長 12.5%。此外，《臺星經濟夥

伴協定》（ASTEP）在 2014 年 4 月生

效後，截至同年年底，雙邊貿易總額

也成長 5%。上開數據足證經濟學家

「《自由貿易協定》有助於貿易的成

長」之論述。 

總統也期盼歐盟能儘速完成對臺歐洽

簽《雙邊投資協議》的「影響評估」

（impact assessment）並儘快啟動相關

談判，以利臺歐雙方建立更密切的合

作關係。 

展望未來，總統強調，我國與歐洲共

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

值，也從歐盟學習到諸多寶貴經驗，

希望日後雙方能在既有基礎上，持續

深化各項合作及交流。 

訪 華 團 一 行 包 括 副 主 席 柯 赫

（Dieter-Lebrecht KOCH）、議員塔哈

貝拉（Marc TARABELLA）、那特

（ Javier NART ） 、 舒 茲 （ Sven 

SCHULZE）、史蒂芬尼茲（ Ivan 

ŠTEFANEC）及沈斐爾得（ Adam 

SZEJNFELD）等，由外交部次長史亞

平陪同，前來總統府晉見總統，國家

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大年也在座。

(2015-07-21 台灣新快報) 

希臘股市恢復交易  

單日跌 16%創紀錄 

希臘股市因政府實施資本管制休市 5

週後，今天恢復交易首日一開盤就暴

跌近 23%，終場以下跌 16.23%作收，

締造單日跌幅紀錄。 

雅典股市先前最大跌幅是 15.03%，出

現在 1987 年。股市綜合指數收在

668.06 點，銀行和大企業受創最重。 

銀行股指數狂瀉將近 30%，希臘 4 大

銀行都跌停。 

交易所主管表示，休市 5 週後出現賣

壓是合理的事，情況可能要 1 個月才

會穩定下來。(2015-08-03 中央社) 

美國 Dunkin’Donuts連鎖店頃宣布擬

布局波蘭並開設 44 家分店 

美國 Dunkin' Donuts 連鎖店頃宣布擬

布局波蘭並開設 44 家分店，該公司總

裁 Paul Twohig 表示，在歐洲擴展分店

係該公司海外布局策略，目前該公司

分析波蘭飲咖啡文化及市場逐步成

長，該公司擬與 Varsovia 食品授權經

營 (franchise)集團合作開發波蘭市

場，並稱，V 食品集團對波蘭甚為瞭

解並有甚多成功案例。(2015/07/22 駐

波蘭代表處經濟組提供) 

IMF：制裁可能在中期內對俄羅斯

GDP 造成 9%的拖累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周一表示，

如果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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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的報復性措施繼續延長至中期的

話，那麼可能對該國經過通貨膨脹調

整後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造成

最多 9%的拖累。 

IMF 對於制裁影響的這一評估意味

著，俄羅斯的經濟復蘇步伐可能不及

政府預計的那麼迅速。 

IMF 負責俄羅斯事務的主管 Ernesto 

Ramirez Rigo 在報告中說，毫無疑問，

來自外部的沖擊以及俄羅斯早就存在

的結構性弱點都將拖累俄羅斯的增長

前景。 

根據 IMF 的估計，西方制裁以及俄羅

斯政府所謂的反制裁最初會導致俄羅

斯的實際 GDP 最高減少 1.5%。但 IMF

稱，中期內經濟產出的累計損失可能

會達到 GDP 的 9%。IMF 還表示，這

些評估受到極大的不確定性的制約。 

IMF 稱，俄羅斯金融和經濟當局在面

對制裁和油價下跌時做出的回應效果

良好，幫助該國吸收了外部沖擊帶來

的影響。但 IMF 警告稱，地緣政治緊

張局勢升級會導致盧布下跌、通脹率

上升以及資本外逃，並會進一步降低

業已疲軟的國內需求。 

IMF維持對俄羅斯 2015年經濟的預期

不變，與 5 月份給出的預期一致。IMF

預計今年俄羅斯經濟將萎縮 3.4%，到

2016 年經濟將恢復增長。這比俄羅斯

政府給出的預期要悲觀一些。俄羅斯

政府預計今年俄羅斯經濟至多萎縮

3%，2016 年經濟將增長 2%以上。 

中長期來看，鑒於俄羅斯實施結構性

改革進展緩慢，IMF 預計俄羅斯經濟

中長期年增速將為 1.5%，頗為溫和。

IMF 再次建議俄羅斯當局減少對經濟

的干預並努力提升經濟競爭力。

(2015-08-04 華爾街日報) 

俄羅斯央行今年第五度降息 

俄羅斯央行上周五降息，為今年來第

五次。央行稱降息源於經濟風險，但

未就是否會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表

態。 

俄羅斯央行將關鍵利率下調 50 個基

點，至 11%，與市場普遍預期一致。

此次降息令央行今年迄今為止累計降

息 6 個百分點。 

不過，關鍵利率仍然位於去年 12 月初

觸及的 10.5%水平以上。在去年 12 月

初觸及 10.5%之後，俄羅斯央行曾將

利率緊急上調至 17%，以便幫助暴跌

的盧布匯率企穩。 

俄羅斯央行正試圖在不讓經濟陷入更

深衰退水平的情況下，抑制居高不下

的通脹水平。(2015-08-03 華爾街日

報) 

法國近年撙節增稅                

富人避重稅爆出走潮 

法國近年實施撙節及增稅措施，有錢

的法國人要繳的稅越來越重，紛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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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5 年來出走人數呈 3 倍數成長。 

法國迴聲報（Les Echos）報導，5 年

來，為避開重稅而離開法國的人數成

長 3 倍，自 2011 年前總統沙柯吉

（Nicolas Sarkozy）政府採取撙節措施

起就開始增加。 

報導指出，光是 2013 年，年收入超過

10 萬歐元（約新台幣 347 萬元）的人，

離開法國的就比 2012 年多了 40%，年

收入超過 30 萬歐元的人更多了 46%，

年收入超過 80 萬歐元的人也多了

15%。 

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政府

自 2012 年起推行富人稅，造成許多有

錢公民出走，政策已於今年取消。媒

體指演員傑哈德巴狄厄（ Gerard 

Depardieu）為避稅而取得俄羅斯籍，

近日還有導演盧貝松（Luc Besson）成

為美國稅務居民。 

有專家擔心，出走的趨勢很可能延伸

到中產階級裡收入較高的人。

(2015-08-08 中央通訊社) 

德國工廠訂單回神！             

歐元區以外需求夯 6 月意外跳增 2% 

德國工廠訂單在 5 月趨緩之後，6 月又

再度跳升、表現遠優於市場預期，顯

示歐洲最大經濟體動能仍強。 

彭博社、RTT News 報導，德國經濟部

6 日公布，經過季節與通膨因素調整

後，6 月工廠訂單較前月跳增 2.0%，

遠優於 5 月月減 0.3%的修正值。根據

彭博社調查，經濟學家原本預期 6 月

工廠訂單只將月增 0.3%。若與去年同

期相較，德國 6 月工廠訂單則跳增了

7.2%。 

其中，6 月工廠出口訂單月增 4.8%，

主要是拜歐元區以外市場對投資財

(Investment Goods)的需求上升 8.8%之

賜。另外，國內工廠訂單則月減 2%。

整體來看，第 2 季工廠訂單季增率達

到 3%。 

就貿易流向方面，德國 6 月從歐元區

接到的工廠訂單新增 2.3%，來自其他

國家的工廠訂單則跳漲 6.3%。 

德國經濟部指出，工廠訂單的趨勢明

顯往上，預估德國的產業有望在未來

幾個月繼續維持溫和成長的動能。

(2015-08-06 MoneyDJ 理財網) 

亞洲區域新聞 

WTO 正式接受哈薩克為成員國 

法新社報導，世界貿易組織（WTO）

27 日正式接受哈薩克加入該組織的努

力，為雙方近 20 的年談判劃下休止

符。WTO 曾說，哈薩克談判是該組織

史上最具挑戰的談判之一，在完成簽

署與批准過程後，哈薩克將成 WTO 

第 162 個會員國。 

在 WTO 日內瓦總部，WTO 總理事會

27 日通過上月敲定的哈薩克會員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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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在場目睹

WTO 的接受，盛讚 WTO 成員國的地

位將提供 這個中亞的最大經濟體「新

視野」，但分析家警告，短期而言，

加入 WTO 對哈薩克而言，可能只是獲

得公共關係的好處，因為該國過度仰

賴石油收入，產業與農業產值仍低，

一旦外國貨湧入，國內的公司可能經

營困難。 

哈薩克 1996 年開始與 WTO 展開入會

談判，但因哈薩克是俄國主導的歐亞

經濟聯盟的成員國，談判一再受到延

宕。(2015-07-27 聯合報) 

啟動印度製造 宏達電股價彈升 

（中央社記者江明晏台北 1 日電）宏

達電啟動印度多元布局，除了宣布再

度贊助印度超級聯賽東北聯隊，也計

畫在印度設廠製造，全力衝刺印度市

場，激勵宏達電今天股價回升，早盤

勁揚逾 3%。 

發動印度市場多元布局，宏達電宣

布，再度贊助印度超級聯賽東北聯

隊，展現 HTC 對印度市場的企圖心，

董事長王雪紅表示，今年首季 HTC 在

印度銷量年增達 150%，成績相當亮

眼。 

根據外電 ETtelecom.com 報導，宏達

電攜手 Global Devices Network，在印

度北部的諾伊達（Noida）設廠，建置

手機及相關配件製造及組裝產線，預

計最快在 7 月間就可開始試產，這也

使得 HTC 成為繼三星（SAMSUNG）

後，第 2 個在印度設廠生產的國際手

機品牌大廠。 

針對「Made in India」計畫一事，宏達

電未否認或證實，僅表示會依市場推

出適切需求的產品，同時，尋求許多

包含與當地夥伴合作等多元選項，並

將持續探索更多新的機會。 

宏達電財務長兼全球業務總經理張嘉

臨曾表示，HTC 已在印度高階市場占

據 15 至 20%市占率，成績亮眼，看好

下半年成長動能。 

此外，印度進出口信息網站 Zauba 的

資料證實，宏達電將推出一款全新的

低階平板電腦產品「HTC H7」，布局

平板市場。 

市場對宏達電的印度布局有信心，宏

達電股價今天上揚逾 3%，最高至 74.6

元，有止跌回穩態勢。 (中央社 

2015-07-01) 

澳大利亞的“鐵礦石之痛”更加嚴重 

鐵礦石價格自去年年初以來的暴跌對

於澳大利亞經濟產生了比預期更嚴重

的打擊，使得上台將近兩年的保守派

政府更難以實現其“快速恢復預算平

衡”的競選承諾。 

就在三個月以前，澳大利亞總理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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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Tony Abbott)的政府預計，截至 6 月

30 日的當前財年，來自資源出口的總

收入將減少 8%，至 1,790 億澳元（合

1,370 億美元）。週二，政府又發佈估

計，稱出口至中國、日本及其他國家

的鐵礦石和其他原材料所帶來的收入

實際上減少了 11%，至 1,740 億澳元。 

總收入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是鐵礦石出

口收入減少 27%。這種煉鋼原料是澳

大利亞最重要的出口產品，主要輸往

中國。 

澳洲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經濟學家 Diana Mousina 說，

鐵礦石出口量很強勁，但不斷下跌的

價格毫無疑問衝擊了利潤。無休止的

下跌已經迫使阿博特政府多次調整預

算預期。 

鐵礦石對澳大利亞的經濟非常重要，

因此議員們一度考慮由國會專門調查

價格下跌的原因。此前，一些大型礦

石開採商被指控試圖通過拉低價格擠

垮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 

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 BHP)以及力

拓(Rio Tinto Ltd., RIO.AU)等礦業巨頭

均否認進行了故意壓價，同時對相關

問詢成功地進行了辯解，稱這種做法

可能會給市場帶來不確定性，導致亞

洲買家尋求其他供應商。 

澳大利亞仍然佔據了全球鐵礦石貿易

的一半多。不過，過去 12 個月澳大利

亞鐵礦石出口額下跌了約 35%，儘管

來自於新礦及擴建礦的鐵礦石產品裝

滿了離開澳大利亞港口的貨船。 

澳大利亞政府週二將今年日曆年的鐵

礦石平均價格預期從每噸 60.40 美元

下調至 54.40 美元，將對 2016 年的預

期從每噸 56.80 美元下調至 52.10 美

元。此次下調基於對中國今明兩年鋼

鐵產量將萎縮，同時中國住宅建設將

持續低迷的預期。中國是全球最大的

鋼鐵生產國，海運鐵礦石有三分之二

輸往中國。 

澳大利亞預計，該國未來一年鐵礦石

出口將增長約 8%，市場供應過剩情況

將進一步加劇。不過澳大利亞政府也

預計，根據發貨量增長以及澳元走弱

的預期，資源出口行業的整體利潤將

有所回升，在截至 2016 年 6 月的一年

中將增長 2%，至 1,780 億澳元。(華爾

街日報 2015-07-01)  

泰國商會大學預測本年泰國出口將衰

退 3.8%  

泰國商會大學（UTCC）國際貿易研究

中心主任 Aat Pisanwanich 頃指出，雖

然泰銖貶值及美國恢復對泰提供普遍

優惠關稅（GSP）待遇，有助於泰國對

外出口，但受到其他不利因素諸如全

球經濟趨緩、希臘債務危機、中國大

陸內需不振及來自越南等鄰國強力競

爭之影響，泰國本（2015）年出口恐

將衰退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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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商業部本年 6 月份發布之外貿統

計顯示，本年 1 至 5 月份泰國出口總

值較去年同期減少 4.2%，僅達 887 億

美元。泰國商會大學預測本年上半年

泰國出口總值將衰退 4%，降至 1,080

億美元，本年下半年則將減少 3.6%。

泰國主要出口市場前景皆不樂觀，其

中輸銷歐盟預計衰退 2.2%，日本減少

2.4%，南韓銳減 11.6%、台灣亦減少

9.4%。 

Aat 主任進一步指出，越南所加入之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一旦生效實

施，泰國面臨之出口競爭恐更加劇。

此外，農產品價格下跌及泰國管制非

法補魚（IUU）若不符歐盟要求，其價

值7億7,800萬歐元之漁產品將無法輸

歐，將對已經不振的泰國出口貿易形

成嚴重威脅。面對泰國出口衰退之困

局，泰國工學院（FTI）副主席 Kriengkrai 

Thiennukul 則籲請政府協助企業拓銷

金磚 4 國市場（即巴西、俄羅斯、印

度及中國大陸）。渠繼稱，印度人口逾

10 億，對泰國出口商而言商機蓬勃。

尤其目前泰國與印度正在洽簽自由貿

易協定（FTA） ，但談判進展緩慢，

仍有多項產品列入敏感清單，政府應

加速推動，俾早日完成該協定之簽

署，以促進貿易往來。泰國工學院並

預測本年泰國出口總值衰退 2%。相對

而言，泰國商業部設定本年泰國出口

成長 1.2%之政策目標，已幾不可能達

成。 (2015-07-2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貿資訊網)  

緬甸政治強人罕見接受 BBC 專訪 

緬甸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是緬甸最有權力的人嗎？很可

能是。 

這位總指揮官握有戰爭控制權，能決

定何時、如何發動戰爭，再加上深遠

的政治影響力。 

依照軍方的憲法草案，這位 59 歲的總

指揮官有權力任命政府要員，能夠任

命四分之一國會議員，以及，從上個

月憲法修正降低軍方影響力的草案失

敗來看，他還握有阻擋任何破壞他權

力的力量。 

採訪他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幾十年來，緬甸軍隊將外國媒體，特

別是 BBC，視為國家的敵人，因為緬

甸軍隊認為這些媒體與支持民主運動

人士過為接近。 

緬甸從四年前開始在政治上開放改

革，也放寬媒體限制。BBC 重新在仰

光設立辦公室。所以現在我們不只是

盼望，而是希望我們可以將所寫的報

道傳播出去。 

在約訪的一個月後，我們接到了第一

個回應。我們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

那 就 是 用 「 Burmese 」 而 不 是

「Myanmar」來指稱緬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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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補救這個失誤，接下來我們有了

一系列越來越離奇的際遇。 

像是深夜約見，在咖啡店停車場面交

「U 盤」，在首都內比都深夜空蕩蕩

的街上游走，這讓我覺得我像個毒犯。 

採訪中，沒有交換電子郵件信箱，我

也從來沒得到電話號碼，甚至我連和

我聯絡的人的姓氏都不知道。但有一

點是明確的，和前任國防軍總司令丹

瑞（Than Shwe）不同，這位總司令有

話想說。 

魅力攻勢 

丹瑞最近曝光的照片是他正在和一位

年輕的親戚學習如何使用 iPad。但在

之前，認為丹瑞有興趣了解社交媒體

和臉書（Facebook）想法被視為是可

笑的。 

敏昂萊則不同。與其他國家的高層領

導人一樣，他的幕僚也積極幫他管理

臉書專頁，付錢讓被資助的貼文在紛

雜的新聞訊息中佔到顯眼的位置。 

他的專頁有超過 22 萬的「讚」，貼文

固定更新，內容從新購的戰機到他訪

視的社會事業都有。 

他說，這是他「魅力攻勢」的一部分，

為的是重建民眾和軍方的連結。 

在我追蹤了他的臉書專頁後，他謝過

我，又說：「如果人民接受到來自軍

方的正確信息，他們就會理解軍方」 

他表示：「他們會看到軍方為了保衛、

貫徹人民的利益而努力，並且對抗來

自外國的威脅」。 

敏昂萊是個迷人的人，在訪談中他隨

時凖備好微笑，這與我在今年三月採

訪現任總統吳登盛（Thein Sein），他

相形之下冷酷的風格形成顯著對比。 

「真正的願望」 

但在這之中有個不能妥協的訊息。 

在我們的討論中清晰呈現的脈絡是，

只要政黨遵循緬甸軍所謂的「有紀律

的民主」，有限的辯論空間和政黨活

動仍能保留。 

但沒有跡象顯示他想放鬆軍方對緬甸

政治的掌控，也沒有想要真正還政與

民。 

這需要等，他說，要等到緬甸多個種

族軍隊間的停火協議完成為止。 

他說：「可能是五年或十年，我不能

確定」 

觀察各種族武裝情況的人員指出，談

判過程進展緩慢，恐怕要花上非常長

的一段時間才能解除武裝，並讓所有

人重新融入成一個社會。 

但有一個明確的正面消息是，不會重

演 1990 年緬甸最大反對黨，由昂山素

季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在

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卻被軍隊無

視並廢除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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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執政的聯邦團結發展黨（USDP）

正面臨選舉災難，但他們與軍方的關

係在這兩年中惡化，使得軍方干預黨

派運作的可能性減少。 

敏昂萊說：「我相信選舉結果會是自

由且公平的，這是我們真正的願望。

我們盡全力讓這個願望成真。我們會

尊重選舉委員會宣佈的結果，因為這

會是民主運作下的選舉結果」。 

總統的野心 

但由於一項惡名昭彰的憲法條文，使

得看似穩操勝券的政黨領袖無法成為

總統。儘管昂山素季盡最大的努力和

軍方打好關係，她仍然無法參加選

舉，而且現況看起來不會改變。 

敏昂萊可能被推舉為總統候選人，他

告訴我，他計劃在明年他60歲時退休。 

所以如果有人建議他參選總統，他會

站出來嗎？ 

「軍人的角色就是要服務國家，不論

以什麼身分」，他一邊靦腆的說，一

邊強調他有 40 年的資歷。 

最後的決定將取決於他是否符合條件

（他有，但昂山素季沒有）以及他是

否被徵詢。答案一定會是「好」，只

是取決於誰人回答。 

他是否有這個機會出線，端賴選舉政

策怎麼實行。 

在有四分之一國會席次已經在他的掌

控之下的情況下，如果他想要，他保

證可以獲得至少副總統的位置。 

但他是否能被選為總統，還要看國會

的組成結構，以及來自一些軍方和已

當選議員的支持。 

這還是個大問號。而且如果全國民主

聯盟沒有辦法形成國會多數，這樣一

來，吳登盛會在種族政黨中佔優勢，

可能連任總統。 

因為雖然離達成全國性停火協議還有

一段距離，但現任總統在促進和平上

的努力已經有目共睹。 (2015-07-20 

BBC) 

越南與歐盟達成 FTA  

越南與歐洲聯盟 4 日宣布就自由貿易

達成原則協議，歐盟當局表示，這對

於歐盟與東南亞地區敲定更廣泛的區

域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進程具有「里

程碑」意義。越南是東南亞第 2 個與

歐盟達成自貿協議的國家。 

歐盟當局指出，歐盟 28 個成員國與越

南進行了 2 年半的密集談判，終於達

成自貿協議。在過去 10 年期間，歐盟

與越南的雙向貿易成長了 3 倍，達到

280 億歐元。 

歐盟貿易事務專員馬恩斯卓女士說：

「這個協議，將可使亞洲最具活力經

濟體之一的越南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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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工商部長武輝煌表示，自貿協議

有助於越南整合進全球經濟體系，可

使越南的企業符合國際標準，並將使

越南與歐盟雙方的商業與民生同時獲

益。 

馬恩斯卓女士指出，越南與歐盟雙方

已談妥所有政治相關議題，不過法律

方面還需要完成更多工作，以在今年

底前敲定最終協議文件。 

自貿最終協議文件敲定後，還需要經

由歐盟 28 個成員國的國會、歐洲議會

以及越南國會批准。 

馬恩斯卓女士期望，歐盟與越南的自

貿協議最後能在 2017 年底或 2018 年

初正式生效。(2015-08-05 中國時報)  

7-11 將在越南開店 

日本 SEVEN&I 控股公司將在越南開設

7-11 便利店，將與當地的快餐連鎖企

業簽訂授權協議，於 2017 年開設第一

家店，3 年內擴增到 100 家。7-11 的

海外店舖主要由美國的子公司管理，

但此次將從日本派遣員工，傳授便利

店的商品開發和物流經驗。7-11 計劃

將「日本流」帶入新興的東南亞市場，

獲取中産階級的需求。 

在當地開設三明治店「賽百味

（Subway）」等的 IFB 控股公司與美國

子公司 7-11 INC.簽訂了協議。第一家

店將開在胡志明市，利用 10 年時間構

建 1000 家店的運營體制。 

為了傳授日本總結出來的商務模式，

7-11 將從日本公司派遣 4 名員工前往

越南，指導便當、副食等自主企劃商

品的開發及分店選址的方法等。 

7-11 在海外市場總共開設了約 3 萬

8000 家店。在東南亞市場上擁有泰

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印

度尼西亞組成的店舖銷售網。但是，

開展海外業務的權利主要握在美國子

公司手中，因此日本流的運營方式並

未滲透到海外店舖中。(2015/07/30 日經

中文網) 

菲律賓金融：央行計畫明年啟用利率

走廊框架 

菲律賓央行一位官員週二表示，該央

行計畫自明年開始在貨幣決策中採用

利率走廊框架，從而更好地管理金融

體系中的流動性。 

菲律賓央行副總裁Diwa Guinigundo將

其稱為決策的“一大改革”。他在一

個商業論壇上表示，利率走廊系統將

“使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與市場的流

動性需求匹配，進一步強化貨幣政策

的傳導機制”。 

利率走廊系統將採用三種不同的利

率，來增強央行應對本國經濟需求的

靈活性。 

目前位於 6%水準的隔夜貸款利率將

作為利率上限，而目前位於 2.5%水準

的特別存款帳戶利率將作為下限。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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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借款利率或政策利率則處於 4.0%。 

上述框架尚待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批

准。 

Guinigundo 在一條手機短信中稱：

“所有這些進程都需要時間方能完

成，而明年或許是開始實施利率走廊

的大好時機。” 

菲律賓央行 8 月 13 日將召開會議，市

場預計央行在此次會議上保持指標利

率不變。(2015-08-04 路透社) 

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之中國大陸

上海總部正式開始營業 

依據南非媒體 Business Day 本(7)月

22 日報導，金磚五國(Brics)「新開發

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設在中國大陸上海之總部頃於 21 日

起正式展開營運，金磚五國多位官員

出席開幕典禮。 

「新開發銀行」印度籍行長 Kundapur 

Vaman Kamath 表示，NDB 之成立目

的並不在挑戰當前國際金融體系及秩

序，而係與西方歐、美國家主導之世

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形成互補，為

新興國家基礎建設計畫提供資金，協

助新興及開發中國家克服長期以來所

面臨之發展瓶頸，提升經濟成長。渠

另稱，目前會員國正討論包括設計組

織架構、制定貸款政策等事宜，預計

於明(2016)年 4 月核定第一批貸款項

目。 

NDB 並將與中國大陸主導之「亞投

行 」 (Asian InvestmentInfrastructure 

Bank, AIIB)建立連絡熱線，就相關事

務進行商討，兩機構並將採取不同營

運模式，建立更緊密關係。NDB 已考

慮在會員國之市場發行債券籌資，協

助會員國減少受匯率波動所造成損

失。 

世界銀行副行長 Karin Finkelston 表

示，由於基礎建設資金需求龐大，期

盼未來能與「新開發銀行」及「亞投

行」加強合作。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亦表示，未來將尋

求與 NDB 共同融資之合作機會。 

NDB 目前初始資本總額為 500 億美

元，由 5 會員國共同出資，預計未來

幾年內擴大到 1,000 億美元。會員國

有相同之表決權數，並另共同出資成

立 1,000 億美元之緊急儲備資金。

(2015 年 7 月 22 日 南非經濟組摘譯

Business Day) 

中東、非洲區域新聞 

南非頃被列為非洲 8 大貪腐國家 

據南非媒體 Business Day 本(22)日報

導，非洲最大法律事務所 ENSAfrica 

公司針對非洲國家貪腐及行賄情形進

行問卷調查，受訪對象包含非洲政府

單位、工商團體、大型企業、國際組

織等 88 個單位，結果顯示非洲 54 個

國家中，前 8 大貪腐國家依序為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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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剛果、迦納、肯亞、莫三比克、

奈及利亞、南非及烏干達，南非位居

第 7 名。 

上述報導指出，ENSAfrica 公司經理

Dave Loxton 表示，部分企業已察覺在

非洲經商常發生內部員工詐欺及貪腐

情形，此類現象使公司須支付額外成

本進行稽查及訴訟，甚至須連帶賠償

客戶違約金或罰款，負面消息導致同

業另眼看待，除已影響到公司與客戶

及供應商往來，亦使公司形象受損，

因此 80%受訪單位表示，在招募新員

工時會先做徵信，並定期向員工進行

教育訓練，以杜絕貪腐及詐欺情形發

生。 

上述報導另指出，南非曼德拉海灣企

業協會(Nelson Mandela Bay Business 

Chamber)對此結果公開向南非企業呼

籲，南非貪腐及行賄情形嚴重，發生

在政府單位或民間企業之案件均逐年

增加，導致南非經商之公關費用、酬

酢贈禮、不樂之捐等成本日益提高，

除使國家形象受損，亦影響外來投資

意願，因此企業經商務必遵守當地法

令，切勿向供應商及承包商索賄，亦

切勿向政府單位行賄換取利益或謀求

便宜行事，以遏止貪腐風氣蔓延。

(2015 年 7 月 21 日南非經濟組摘譯

Business Day) 

伊朗石油禁令解除持續增產，預料油

價將持續探底 

伊朗石油部長 Bijan Zanganeh於 8月 2

日表示， 待石油出口禁令(11 月)解除

後，伊朗在數月內可增產油量由每日

50 萬桶至 100 萬桶，意即回復到制裁

前之日產 380~390 萬桶之水準。 

根據路透社估計，伊朗從今年 7 月與

六強達成核武協議後，目前日產 285

萬桶，該國有能力在 12 月內提升至制

裁前水準(按，伊朗自 2012 年起因國

際制裁每日產油量不得超過 100 萬

桶)。 

若伊朗持續增產，同時 OPEC 產油國無

減產意願，預期每桶低於 50 美元的油

價仍是中、長期趨勢 (S)。（路透社 

2015-08-02） 

沙國未來 10 年將投資 7000 億沙幣於

電力設施 

沙國水電部次長 Saleh bin Hussain 

Al-Awaji(同時為沙國電力公司董事長)

指稱，沙國電力部門未來 10 年預計將

進行 7,000 億沙幣投資，其中部分由民

間投資。渠指出，沙政府計畫創設新

的公司，以對新計畫提供專門技術人

員以及設計與執行各項新計畫，在這

種趨勢下，沙國電力公司(SEC)將成立

子公司 SEC for Projects Development

工程公司。這個子公司將主要從事工

程設計與管理，包括監工與建造，盼

能藉此訓練沙國電力公司員工的經驗

與技能，培養本國人才，來從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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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國電力公司未來各項電力營運與供

應計畫之需求，而不要過度倚賴非沙

國籍的顧問。 

但這家子公司亦只能滿足沙國電力公

司未來相關計畫之 25%，此意味者沙

國電力市場規模與潛力商機之龐大。

其他有意投入沙國電力市場的包括沙

國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 及 the 

General 

Establishment for Water Desalination 

(GEWD)等。Al-Awaji 次長指出，沙國

平均民生用電量居高不下，民眾普遍

缺乏節省用量之意識，造成電力需求

不斷上升，沙國將透過宣導與立法(電

器用品之能源效率標準)，以提高沙國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 Arab News 

2015-08-02） 

沙國自 1998 年以來首見財政赤字 

沙國為維持龐大支出，去年已向國內

民間金融機構舉債 40 億美元，係 8 年

來首度發行公債，預估今年之財政赤

字將達 1,100 至 1,300 億美元。沙國貨

幣管理局 (SAMA)指出，此係沙國自

1998 年以來首見財政赤字，且增加速

度超乎預期，去年底分析家估計沙國

油元收入在每桶80美元時可達收支平

衡，今年中則估需每桶 105 美元方能

平抑既定支出。（2015-08-06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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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貿投資訪問團暨研討會 

宏都拉斯經貿投資商機說明會 

我中美洲友邦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

南德茲閣下（H. E. Juan Orlando Herná

ndez）偕夫人（Ana García de Herná

ndez）率領高階訪問團於 7 月 24-25

日訪華，以加強兩國經貿互動及帶動

台商赴宏國投資之意願。為促進台宏

雙邊經貿互動，本會於本（104）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午間假台北君悅酒

店 3 樓凱悅廳 2 區舉辦「宏都拉斯共

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會議

由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擔任主持人，並

由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 H. E.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閣下親自擔任專題

演講人。簡報重點包含宏都拉斯於中

美洲心臟地帶、與美國及加拿大等國

家之自由貿易協定，能為貿易及投資

帶來更多紅利。 

說明會以企業餐會之形式舉行，邀請

有興趣投資或已經與宏國建立貿易關

係之廠商參加；出席之廠商包含進出

口咖啡、雪茄及有興趣投資包含礦

業、醫療器材、太陽能及風力發電，

當日雙方出席人數約 150 人。 

 

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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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總統葉南德斯閣下與國經協會王

理事長鍾渝共同主持 Q&A 

台灣經貿 

台 FTA 步步艱辛 ITA2 突破大利多 

WTO 擴大資訊科技協定（ITA 2）談判，

儘管台灣妥協放棄堅持納入面板，但

在台灣對外洽簽 FTA 步步艱辛之際，

WTO18 年來首度在產品關稅減讓達成

共識，對台灣而言是一大利多。 

台灣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多邊

貿易自由化有進展，可以舒緩台灣在

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進展落後

貿易對手國的壓力。 

受限於政治困境，台灣對外洽簽 FTA

進展不如競爭對手韓國，台灣目前與

巴拿馬、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

瓦多及宏都拉斯、紐西蘭、新加坡、

中國大陸等 8 國簽署 7 個經貿協定。 

然而，出口到這些經貿協定國家，只

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9.68%（含ECFA

早收清單），相較主要競爭國家 FTA

（已生效）涵蓋率如新加坡 70.69%、

韓國 37.95%、日本 18.21%，皆較台灣

高出不少，顯示台灣廠商在與國際對

手競爭時，面臨非常不利的條件。 

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ITA 於 1996 年

12 月新加坡部長會議時由 29 個會員

以部長宣言方式發起創立，1997 年開

始生效，盼達到世界資訊科技貿易高

度自由化。 

值得注意的是，受惠於 ITA 協定，台

灣 IT產品貿易量過去15年來成長將近

3 倍，從 1996 年的 477 億美元，成長

至 2012 年 1583 億美元，成長 3.31 倍。 

在雙邊 FTA 未有進展，區域經濟整合

如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暫時難

以突破情況下，所幸台灣有先前的 ITA

護體，部分資通訊產品出口得以享有

零關稅優惠，減緩洽簽 FTA 速度落後

的帶來衝擊。 

不過，鑒於 ITA 自 1997 年生效以來，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出現許多新興科

技產品，因此部分 ITA 會員要求重新

檢視 ITA產品清單涵蓋範圍，並自 2012

年 5 月開始，並由會員自願性檢視 ITA

產品清單擴大範圍。 

由於台灣經濟對外貿易依存度高，出

口占 GDP 比重超過 7 成，其中 ITA 產

品又是我國出口主力產品，這次納入

擴大資訊科技協定（ITA 2）降稅清單

總數高達 201 項，近年平均每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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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約每年約 900 億美元，占台灣整體

出口比重約 3 成，預計 ITA 2 生效後，

進出口關稅淨利益達 8.2 億美元。 

由於未來 ITA 2 生效後，除了參與談判

國以外，將一體適用於所有 WTO 會員

國，等於出口自上述國家可望享有零

關稅優惠，而多邊談判順利跨出一大

步，拉升台灣資通訊產品價格競爭

力，也稍微彌補洽簽不足對我國帶來

的壓力與衝擊。 (Yahoo 網路新聞  

201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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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7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7月出口 235.5億美元，較上月增

2.1%，較上年同月減11.9%；累計1至7

月出口1,659.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7.8%。 

（二）進口 

7月進口 199.3億美元，較上月減

4.6%，較上年同月減17.4%；累計1至7

月進口1,366.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15.3%。 

（三）出入超 

7月出超36.2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加

10.0億美元；累計1至7月出超293.8億

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05.6億美元。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8-07) 

進出口貿易額 

 

7 月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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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  -31.9  -11.9  1,659.8  -141.1  -7.8  

進口 199.3  -42.0  -17.4  1,366.0  -246.7  -15.3  

出超 36.2  10.0  38.4  293.8  105.6  56.1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口 7,285  -723  -9.0  51,766  -2,542  -4.7  

進口 6,166  -1,059  -14.7  42,596  -6,039  -12.4  

出超 1,119  336  42.9  9,170  3,496  61.6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8-07) 

 

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3 2014 

2015 

Apr. May June 

GDP 2.23 3.77 3.05  0.64 - 

CPI 0.79 1.20 -0.74 -0.73 -0.56 

Unemployment 
rate 

4.18 3.96 3.62 3.62 3.71 

Export 1.4 2.7 -11.7 -3.8 -13.9 

Imports -0.2 1.5 -22.1 -5.4 -16.1 

Export orders 0.4 6.7 -4.0 -5.9 -5.8 

Industrial 
production 

0.7 6.4 1.3 -3.5 -1.4 

Monetary 
aggregate(M2) 

5.8 6.1 6.7 6.9 6.3 

TWSE Stock 
Index 

8,612 9,307 9,820 9,701 9,323 

(資料來源：財政部 201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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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基本資料                                          Updated Augu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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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平均國民所得 US$24,118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0.65% 

失業率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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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億 3,622 萬美元 (1952~2015.06) 

流入量: 19 億 8,838 萬美元 (2015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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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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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 第29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20.  9月8日 薩爾瓦多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21.  9月8-10日 第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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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0月7日 第15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4.  10月21-24日 第25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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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月29-30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26.  10-11月 第19屆台墨(西哥)經濟聯席會議 墨西哥 

27.  10-11 月 第5屆台瓜(地馬拉)經濟聯席會議 瓜地馬拉 

28.  10-11 月 第6屆台巴(拿馬)經濟聯席會議 巴拿馬 

29.  10-11 月 第4屆台哥(倫比亞)經濟聯席會議 哥倫比亞 

30.  11月3日 第21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31.  11 月 14-15 日 出席 B20 高峰會 安塔利亞(Antalya) 

32.  12月 第4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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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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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第 1-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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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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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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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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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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8.  11 月 12 日 第 8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9.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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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