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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英國金融時報(FT)視西班牙       

經濟改革為歐元區典範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FT)

近日公開稱許西班牙經濟改革可作為

歐元區國家之典範；該報指稱，2011

年西國民眾黨(PP)掌權執政，多數人

認為西國經濟問題可能導致歐元解

體，而今西國卻成為歐洲經濟成長表

現最佳經濟體之一，本(2015)年 GDP

成長預測值達 3％。 

FT列出西國政府近年來實行之主要經

濟改革，諸如：勞動改革、銀行業資

本重組，及有助提高競爭力之財稅改

革；此外，該報亦列舉西國經濟復甦

之外部因素，如：歐元走軟、石油價

格下跌有利西國等進口國家、歐洲央

行採取資金流動措施等。 

再者，FT指出，未來幾個月西國將面

臨大選結果可能對經濟復甦造成之風

險，儘管如此，西國政府近四年來之

經濟改革成果仍是值得歐元區其他國

家效仿之對象。(2015-08-27 西班牙

ABC日報) 

丹麥企業與供應商更緊密合作     

將能節省數百萬經費 

丹麥企業只要願與供應商更緊密合

作，將能夠節省數百萬經費。丹麥 20

家公司現在將用此方式來展現如何提

高競爭力。 

20家知名的丹麥公司試圖增加盈利，

也願參加此合作項目。該項目的首要

目的是企業與他們的分包商能夠以更

好的方式工作，此對企業的成功，起

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儘管近幾年限制工資和對勞動力市場

改革，但丹麥的企業仍然需要繼續增

加生產力和收入，以應對全球市場和

保留丹麥的工作機會。所謂供應鏈- 

即採購，運輸，倉儲等 - 是提高廣大

企業生產力和收入的最重要要件。公

司多達 80％的成本與此相關，需要互

相合作以加強整個丹麥的商業競爭

力。 

丹麥工業總會總監 Karsten Dybvad 表

示，企業與供應商緊密合作，對增加

丹麥的生產力、競爭力和就業機會極

為重要，可確保降低成本，雙方得到

可觀的回報。(2015-08-27經濟部駐丹

麥台北代表處經濟組報導) 

 

台德經合會／西門子擬找鴻海     

進軍工業 4.0 

德國工業大廠西門子總部負責亞洲及

澳洲事務的執行董事博樂仁 (Dr. 

Roland Busch)昨（3）日表示，西門子

正積極與台灣廠商談工業 4.0 相關合

作。 

博樂仁昨天出席「第 15屆台德經濟合

作會議」，這是他首度來台，並暢談工

業 4.0的趨勢與挑戰，以及西門子和台

廠合作的方向。 

法人指出，西門子是全球電機和電子

領域產界先驅，活躍在能源、醫療、

工業及基礎建設與城市等四大領域，

台灣以製造聞名，鴻海更是全球電子

代工龍頭，若西門子與鴻海等台灣廠

商進一步連結，共闖工業 4.0領域，有

望為全球帶來新局。 

博樂仁指出，工業 4.0可將製造的生產

力、彈性和競爭力提升到下一個層

級，目前還只在製造的數位化演進初

期。台灣與德國在產業與社會均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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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性，均以科技產品出口，但面臨勞

工短缺及人口老化的問題，有賴加速

推動工業 4.0來提高生產力。 

博樂仁說，許多台灣企業已意識到工

業 4.0的重要性，但布局智慧工廠不僅

僅在工廠本身的改變，還包括整個供

應鏈本身，包括需要完整的數位化軟

體、良好的通訊網絡、完善的網路安

全以及明確的發展目標。建議台灣企

業應積極強化工業製程、增加自動化

程度、升級工業軟體，並提供員工相

關訓練。 

台灣西門子數位工廠事業部總經理鄭

智峰表示，今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

會上，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即率領鴻海

各事業群副總，特地前往西門子漢諾

威展攤位停留約一個半小時，並與西

門子高層深入討論工業 4.0 的合作機

會。 

鴻海積極搶進工業 4.0、雲移物大智網

及機器人領域，與西門子的「未來工

業」(Future of Manufacturing)計畫相輔

相成。鄭智峰表示，在工業 4.0 發展

上，雙方都在討論合作的可能性。 

在博樂仁訪台之前，英業達已與西門

子簽訂工業 4.0合作意向書(MOU)，未

來西門子將透過軟硬體，協助英業達

工廠導入德國工業 4.0應用，提升廠房

生產效率與自動化生產。博樂仁透

露，西門子未來不排除和更多台灣廠

商簽訂MOU。(2015-09-04經濟日報) 

 

歐盟冷軋不鏽鋼板反傾銷稅       

台灣獲調降 

歐盟執委會公告自今天起對台灣冷軋

不鏽鋼板產品課徵最終反傾銷稅，其

中嘉發公司獲判 0%，唐榮、燁聯及其

他公司獲判 6.8%，皆較前次公告臨時

反傾銷稅率低，經部對此表達樂見。 

歐盟執委會今年 3月 25日公告對自台

灣及中國大陸進口冷軋不鏽鋼板產品

反傾銷初判結果，決定對台灣課徵臨

時反傾銷稅，獲判稅率介於 10.9%至

12%。 

其中，中國大陸同時被控訴傾銷，獲

判稅率介於 24.3%至 25.2%之間。 

經濟部表示，歐盟執委會在進一步調

查後，近日已公告對台灣課徵反傾銷

稅降為 0%至 6.8%，並調高中國大陸稅

率 0.1%，課徵稅率改介於 24.4%至

25.3%間。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嘉發公司獲判

0%，唐榮公司、燁聯公司及其他公司

則獲判 6.8%，皆較歐盟執委會今年 3

月公告臨時反傾銷稅率低，經濟部對

此表達樂見歐盟調降對台灣課徵的反

傾銷稅率。 

歐盟為台灣出口冷軋不銹鋼板產品第

1大出口市場，據台灣海關統計資料顯

示，去年台灣出口冷軋不銹鋼板產品

至歐盟約 6億 1107萬美元，占出口全

球比重 32.13%。 

歐盟對台灣上述產品調查期間為 102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依據歐盟

海關資料指出，該期間歐盟自台灣進

口冷軋不鏽鋼板產品數量達 16.9萬公

噸，高於中國大陸的 14.3萬公噸及韓

國的 9.2 萬公噸；我國產品在歐盟市

場占有率約為 5.1%，為歐盟最大進口

來源國。(2015-08-28 中央社) 

 

俄羅斯下調 2015年經濟前景預期 

俄羅斯經濟部長 Alexei Ulyukayev週

二稱，俄羅斯經濟部下調了 2015年經

濟前景預期，但預計經濟最早將在明

年重新實現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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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方 通 訊 社 塔 斯 社 (Tass) 稱 ，

Ulyukayev 在訪問吉隆坡時告訴媒

體，經濟部預計今年俄羅斯經濟將萎

縮 3.3%，萎縮幅度高於之前預計的

2.8%。 

Ulyukayev稱，他仍預計經濟 2016年

將重返增長，最高增幅達到 2%。他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俄羅斯經濟明

年僅增長 0.2%的預期過於保守。 

(2015-08-25 華爾街日報) 

 

哈薩克宣布改採浮動匯率，哈國貨幣

堅戈(Tenge)兌美元匯率急貶 

哈薩克總理 Karim Massimov於本(104)

年 8月 20日宣布該國匯率取消波動區

間限制，改採自由浮動制度，並自即

日起生效。隨後哈薩克堅戈兌美元匯

率急速由 197 貶至 256 堅戈，貶值幅

度達到 30%，超過去(103)年 2月的 19%

貶值幅度。 

哈薩克央行總裁 Kairat Kelimbetov

表示，未來將由市場供需決定匯率水

準，唯有當金融穩定受到重大威脅

時，中央銀行才會進場干預。DBS Bank 

Hong Kong Ltd 執行董事 Tommy Ong

認為哈國讓堅戈貶值係因應美國聯邦

儲備局預期宣布加息政策，希望比照

其他新興國家讓本國貨幣貶值以達到

刺激出口的目的。自由浮動匯率的採

用受到石油及礦業等產業的支持。

(2015-08-25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吉爾吉斯於本(104)年 8月 6日正式成

為歐亞經濟同盟第 5個正式成員國 

哈薩克總統 Mr. Nursultan Nazarbaev

繼俄羅斯、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後，

甫於 8 月 5 日簽署關於批准「吉爾吉

斯 加 入 歐 亞 經 濟 同 盟 協 議

(Kyrgyzstan’s joining Russia-le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法案，吉爾

吉斯於 8 月 6 日正式成為歐亞經濟同

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第 5個正

式成員國。 

歐亞經濟同盟各成員國於去(103)年12

月歐亞經濟同盟最高理事會會議上簽

署有關「吉爾吉斯加入歐亞經濟同盟

協議」後，各成員國於本年 5 月正式

宣布接納吉國成為新會員，在俄羅

斯、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及哈薩克國

內通過前述協議後，吉國正式加入歐

亞經濟同盟。根據吉爾吉斯 

副總理Mr. Valery Dil表示，同盟國家

中，吉國僅與哈薩克擁有共同邊境，

預計將於 1-2 日內正式開放。

(2015-08-06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吉爾吉斯於本(12)日開放與 

哈薩克邊境 

根據本(104)年 8月 12日俄羅斯通訊社

報導指出，吉爾吉斯甫於本年 8 月 6

日加入由俄羅斯領導的歐亞經濟同

盟，並於本(12)日開放與哈薩克共同邊

境，吉爾吉斯總理 Me. Temir Sariyev

與哈薩克副總理 Mr. Bakhytzhan 

Sagintayev共同蒞臨開放邊境慶典，爾

後兩國可透過此邊境達到貨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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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金與人員的自由流動。未來歐

亞經濟同盟將建立共同經濟區。

(2015-08-1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亞洲區域新聞 

印尼內閣改組 經貿部長遭撤換 

印尼總統佐科威今天改組內閣，並

任命 6 名新繼任的部長，分別是經

濟統籌部，政治、法律與安全事務

統籌部，海洋事務統籌部，貿易部，

國家發展計劃局以及內閣秘書。 

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印尼經濟近

來喪失活力，佐科威遭受支持他的

政黨和民眾的壓力，將改組被認為

在處理經濟下滑問題失敗的內閣。 

印尼今年第二季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成長 4.67%，漲幅來到 6

年來的最低點。印尼盾也跌到近 17

年來新低點。 

佐科威下午任命新的 6 位內閣閣

員，分別是由原任總統府幕僚長的

盧胡特(Luhut Binsar Panjaitan)取代

原政治、法律與安全事務統籌部長

德佐(Tedjo EdhyPurdijatno)。原經濟

統籌部長索夫雅恩(Sofyan Djalil)去

職，由前印尼中央銀行總裁納蘇琛

(Darmin Nasution)繼任。原海洋事務

統 籌 部 長 尹 德 羅 約 (Indroyono 

Soesilo)去職，由前經濟部長藍姆利

(Rizal Ramli)繼任。原貿易部長拉瑪

特(Rachmat Gobel)去職，由來自金

融公司執行長的湯馬斯 (Thomas 

Lembong)繼任。 

不過，索夫雅恩不會離開內閣，他

將接任原國家發展計劃局局長安德

里 諾 夫 (Andrinof Chaniago) 的 位

置。此外，原內閣秘書安迪 (Andi 

Widjajanto)也去職，由前印尼國會

副議長阿農(Pramono Anung)繼任。

(2015-08-12 中央社新聞) 

 

振興買氣 韓國調降消費稅 

韓國政府為救經濟再下刺激猛藥，26

日宣布調降汽車和大型電子產品的消

費稅，自今日起生效，一直實施到今

年底，寄望此舉能提振受中東呼吸道

症候群(MERS)疫情打擊的消費支出。 

自今年 5 月底爆發傳染力驚人的

MERS 後，韓國民間消費始終積弱不

振。6月份零售額與服務業部門，創下

2011年 2月來最大萎縮幅度。 

韓國財政部指出，7月的民間支出雖有

改善跡象，但復甦動能依舊疲弱，除

非情況即刻好轉，消費不振恐成趨勢。 

按照周三出爐的最新方案，針對汽

車、大型家電及特定保健食品(例如蜂

王漿)課徵的消費稅，將從目前的 5％

調低為 3.5％，時間到今年 12月 31日

為止。 

同時，韓國財政部也宣布，傢俱、相

機、手錶、手提包、皮草、地毯、珠

寶的應稅基礎，自現行的 200 萬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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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高到 500 萬韓元，這有助於壓低產

品售價。 

此外，韓政府也呼籲大型零售商、網

路商城、超市，在 10月舉辦大規模折

扣特賣。公部門亦將帶頭鼓勵員工在

特賣期間休假，藉以製造消費機會，

提振零售和觀光業。 

韓國政府也把腦筋動到銀髮族身上，

擬解除住房退休金計畫的限制，凡以

房屋當擔保品的年長者，每月可向銀

行領取退休金，以鼓勵他們多消費。

在過去，僅價值 9 億韓元以下的房屋

才符合計畫資格。 

財政部預測，此振興消費措施上路

後，可望將韓國經濟成長率提升 0.025

個百分點。朴槿惠政府立下今年成長

率至少 3％的目標，但很多獨立智庫預

估，今年韓成長率難達標。 

另，韓國央行利率制定委員會周三強

調，決策者應將更多重心放在創造就

業。(2015-08-27工商時報) 

 

國際財經：韓國企業全球競爭力在金

融危機後大幅惡化 

外電報導指出，一份研究指稱，韓國

企業全球競爭力在金融危機後大幅惡

化。韓國 LG 經濟研究院發表有關跨

國企業經營成果的報告指出，韓國企

業在進入全球 5,000 大企業排名數

量、全球市場銷售狀況，以及利潤方

面均出現下降。分析認為，2009 年金

融危機爆發後，韓國企業在國際市場

上的銷售、利潤等企業成果下降，國

際競爭力大幅惡化。 

以銷售額為標準，2004 年，共有 196

家韓國企業進入全球 5,000 大企業排

名，2009年減少至 190家，2014年再

次減少至 182 家，10 年間減少了 14

家企業。按照美元計算的韓國企業銷

售規模佔全球 5,000 大企業總銷售比

重，從 2004年時的 3.6%，上升至 2009

年的 4.1%，2014 年又下跌至 4%。利

潤比重也從 2004 年時的 3.6%下跌至

2014年的 2.3%，10年間下跌了 1.3%。 

報告指稱，韓國企業的競爭力在 2009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開始下降，2010 年

之後，出現明顯的原地踏步趨勢，由

此可見，韓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較

低，在遭遇打擊後恢復所需的時間較

長，目前國際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各

國市場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韓國企

業應未雨綢繆，積極因應可能出現的

危機。(財訊新聞 2014-08-27) 

元大銀行 36.48億併韓國銀行  

國銀首例 

繼宣布合併大眾銀後，元大金控旗

下元大銀行以約新台幣 36.48 億

元，併購韓國 Hanshin Savings 

Bank，搶進韓國市場，創下國銀進

軍韓國首例。  

元 大 銀 董 事 會 通 過 ， 以 韓 元

1351.02 億元 (約折合新台幣 36.48

億元 )併購韓國 Hanshin Savings 

Bank，本案還須經雙方股東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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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雙方主管機關同意後才進行交

割，交易完成之後，該行將成為元

大銀繼菲律賓東洋儲蓄銀行後第 2

家海外子行。  

元大銀表示，Hanshin Savings Bank

成立於 1988 年，是 AON 集團在

2002 年取得 100%子公司，截至今

年 3 月 31 日，折算新台幣資產總

額約 92.21 億元，實收資本額約

18.25 億元，淨值約 47.26 億元，

存款及放款規模分別為 43.51 億元

及 14.15 億元，共有 1 家總行及 2

家分行，均位於首爾特別行政區。 

元大銀指出，近年韓國經濟規模持

續壯大，台韓貿易日趨熱絡，截至

去年底止，台灣對韓國投資金額約

7.8 億美元，韓國來台投資金額也

超過 10 億美元，雙邊投資行業涵

蓋金融、電子及服務業，顯見韓國

市場業務具發展潛力。  

由於元大金控旗下的元大證券目

前持有韓國元大證券株式會社

52.71%股權，未來元大銀進入韓國

市場後，將可透集團資源整合，發

揮證券加銀行的雙引擎綜效。  

另外，大眾銀今天宣布董事會正式

通過與元大金的股份轉換契約，對

價方式為每股普通股換發 8.15 元

現金和元大金普通股 0.460972

股，丙種特別股每股可轉換元大金

依轉換契約發行的甲種記名式可

轉換特別股 0.531249975 股，大眾

銀也指出，目前大眾證券沒有納入

購併案，但會在股東會之前決定是

否要納入。 (2015-08-21 中央社 ) 

菲律賓第 2季經濟成長率 5.6% 成長

加速 

菲律賓政府今天表示，當全球經濟因

中國大陸經濟陷入困境而一起受困之

際，菲 律賓經濟卻有好的表現，第 2

季成長率加速至 5.6%。菲律賓全國經

濟發展局局長巴里薩坎 (Arsenio 

Balisacan)表示，受到政府更多公共支

出的提振，菲 律賓今年 4到 6月(第 2

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優於上

季的 5%。他說，菲律賓第 1季的 GDP

成長率，是菲國 3年以來 的最低點。

巴里薩坎指出，相較菲律賓政府第 1

季的開支成長率為 1.7%，第 2季政府

開支成長 3.9%。其中，菲律賓公共建

設成長 20%，上一季收縮 24%。他告

訴記者，「第 2季(成長)顯示國家(菲律

賓)面對全球經濟普遍疲軟時，有廣大

的彈性。」巴里薩坎表示，「我們的經

濟基本面依然強勁，我們必須確保我

們銘記所面臨的挑戰。」不過，政府

的資料顯示，菲律賓第 2 季的經濟成

長率，比去年同期的 6.7%要放緩。菲

律賓經濟今年上半年平均成長 5.3%，

巴里薩坎預測，菲律賓今年全年「實

際的」經濟成長率在 6%到 6.5% 之

間，低於政府設下的 7%到 8%成長率

目標。儘管如此，巴里薩坎仍樂觀指

出，菲律賓仍是本區域成長第 3 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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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僅次於大陸和越南。

(2015-08-27法新社) 

 

中東、非洲區域新聞 

聯合政府難產 土耳其國會將改選 

由於土耳其國會仍無法組成聯合政

府，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 24日宣布，

將舉行新的國會選舉，期盼藉此解決

僵局，選舉日期可能安排在 11月 1日。 

土耳其總統府發表聲明稱：「我們的總

統(艾爾多安)依據憲法賦予的權力，決

定重新舉行國會大選。」現任總理達

武特奧盧可能出任臨時政府總理。 

土耳其 6 月才舉行完國會大選，親庫

德族的「人民民主黨」(HDP)首次擠進

國會，使得艾爾多安領導的「社會與

發展黨」(AKP)首度未取得過半席次。 

依據土耳其憲法，艾爾多安必須與國

會第二大黨「共和人民黨」(CHP)合組

政府，但 CHP不願為艾爾多安的修憲

擴權主張背書，因此共組聯合政府失

敗。 

艾爾多安則希望藉由國會改選，讓

AKP 衝破過半席次以重新單獨執政，

並完成修憲擴權的夢想。(2015-08-25 

國貿局商情資訊網) 

黃茂雄 籌組台土經貿協會 

台灣外貿動能停滯，歐亞中東市場橋

梁土耳其，儼然成為經貿外交重點，

在外交部託付下，東元集團會長黃茂

雄 8月 21日正式籌組台灣土耳其經貿

交流協會。土耳其被高盛證券列為「薄

荷四國」之一，土耳其駐台代表艾瑞

康說，兩國的經貿往來數字低到讓人

難以啟齒，不過今年 3 月底土耳其航

空台北開航後，目前班班客滿，顯示

兩國往來有很大成長空間。 

外交部長林永樂表示，土耳其位於歐

亞、中東、中亞、北非樞紐，去年的

國民生產毛額 7800億美元，已超越台

灣，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市場。黃茂雄

個人去過土國八趟，東元集團兩年前

也在當地成立公司。黃茂雄說，土耳

其不是歐盟會員國，但享有歐盟會員

國所有權益，財經決策上也比歐盟會

員國獨立自主，該國也是通往俄羅斯

市場的捷徑。 

作為跨國經貿交流協會負責人，黃茂

雄也進口當地產品到台灣，除了集團

餐飲事業樂雅樂有賣土耳其橄欖油、

葵花油，也曾引進印度國民車塔塔

(Tata Nano)來台。 

黃茂雄表示，東元重電部門，今年底

將與當地企業合資成立公司，推廣馬

達與電動車零組件，但坦言引進印度

國民車計畫並未成功，黃茂雄說，塔

塔原本準備在加爾各答設廠，但遭遇

當地激烈抗爭，整個出口計畫因而停

擺。(2015-08-24國貿局商情資訊網) 

沙國將允許外國人獨資經營零售業 

沙國投資局(SAGIA)表示，沙國政府將

放寬限制，讓外國人得擁有零售或批

發業之 100%股權，沙政府盼經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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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便吸引高端產業來沙投資，促

進沙國經濟發展多樣化，促使沙國成

為國際配銷、銷售與再轉運出口之中

心。 

沙政府盼經由新規定，鼓勵外國人在

沙國設立生產基地，然後直接售予消

費者，使消費者能享有便利的售後服

務。沙國投資局此項宣布係呼應赴美

進行國是訪問的 Salman 國王有關「沙

國將允許美沙兩國企業有更多的機會

進行合作」的指示。沙國投資局表示，

適用新規定的外資企業，其投資計畫

必需要有配套的生產製造及引進新科

技的確切時程。投資計畫同時也必須

能符合沙國沙化政策的規定，提供就

業機會及人員訓練。 

適用這項新規定的企業，包括蘋果與

三星等知名品牌，但大型零售商如

Walmart 和 Tesco 其產品眾多，生產

者不一，則不適用。這項新規定使得

適用的外資企業，可免除需有沙國籍

合作夥伴(股權比例至少 25%)之舊規

定。知名顧問公司 Booz 

Allen Hamilton 副 總 裁 Rashid 

Al-Tayeb 表示，這項新措施對沙國零

售業發展，以及吸引外資均有正面效

益。但專家預期，適用新法規的外資

企業，也必需符合勞動力沙化的規

定，其適用之沙籍員工比率將較一般

企業為高。(2015-09-07 Saudi Gazette) 

沙烏地阿拉伯失業率相對過高 

正在土耳其首都阿卡拉出席「二十國

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G20)

之沙烏地阿拉伯勞工部長 Mufreji 

Al-Haqabani 於會議上指出： (1)石油

價格降低，影響了沙國的經濟發展，

也連帶使得沙國失業率升高。沙國在

過去 10年間，確實歷經了高度經濟發

展。 (2)沙國正努力改善經濟體質，同

時推動「非石油產業」之發展政策，

以增加其國內生產毛額(GDP)。 (3)沙

國政府主動推出各項政策方案，並透

過制度及法規方面之修訂工作，以便

增加「沙國國籍人士」之就業率；前

述方案包括職訓及勞工社會保障計

畫。 (4)沙國女性就業人口正逐漸增

加，但在「法規鬆綁」及「職能培訓」

方面，仍多有成長空間，相關機關仍

需繼續努力。  

Al-Haqabani部長也公開證實，年來沙

國政府致力於推動各項發展，且於服

務業與製造業均增加投資，尤其是在

基礎建設及交通 2 方面，增加投資之

金額最高。(2015-09-05 Arab News) 

 

經貿投資訪問團 

赴聖多美普林西比、加彭、摩
洛哥及查德經貿投資訪問團 

為加強與非洲國家雙邊貿易與投資合

作關係，本會與台灣非洲工業發展協

會及非洲駐台經貿聯合辦事處於本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6 日聯合籌組「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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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聖多美普林西比、加彭、摩洛哥

及查德經貿投資訪問團」，團長為本會

非洲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台灣非洲工業

發展協會洪理事長慶忠，率領 15位團

員出訪。訪問團行業別為物流及承

攬、太陽能及 LED、綠能、汽車零配

件、石油探採、塑膠輸出等產業。 

本次出訪與聖多美企業家協會

(Associação Empresarial de São Tomé e 

Príncipe) 、 摩 洛 哥 企 業 家 協 會

(Association AMAL Enterprises 

Casablanca)簽署合作備忘錄，並於 8

月 24日舉辦「第 2屆台聖（多美普林

西比）經濟聯席會議」、8月 31日舉辦

「第 1屆台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 

 

 

 

 

 

 

 

 

 

第 2 屆台聖多美普林西比經濟聯席會

議-左起駐聖多美普林西比大使館張

公使崇哲、團長洪慶忠先生、聖國經

濟部長 Agostinho Fernandes 及聖多美

企 業 家 協 會 會 長 Nuno Madeira 

Rodrigues 

 

 

團員與聖多美總理 Patrice Trovoada 

(中)合影 

 

 

 

 

 

 

 

 

第一屆台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全體團

員合照 

 

 

 

 

 

 

 

洪團長慶忠於 9 月 3 日拜會查德

Entreprise de Construction des 

Batiments 集團董事長 Saleh Abakar 

Abdr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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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貿 

馬總統：提前推動生產力 4.0計畫 

馬英九總統上午表示，美國政府推動

再工業化政策，要讓製造業回到美

國，並推出先進製造業夥伴計畫，德

國也推出工業 4.0計畫，全世界都受到

影響，我國也已剛剛決定，提前推動

生產力 4.0計畫，在這次全球第四次工

業化的浪潮中不要落後。2024 年，我

國製造業的人均生產總額，要達到

1000萬元，提升 60%。 

馬英九上午出席「台北國際連繫工業

展」聯合開幕典禮，再次表明推動生

產力 4.0的決心。他表示，其實政府在

民國 100 年就已推動「智慧型自動化

產業發展方案」以及三業四化，希望

讓產業競爭力能夠提升，如虎添翼。 

保障漁民，我加入北太平洋        

漁業委員會 

我國在八月廿五日以「中華台北」身

分加入新成立的「北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NPFC)」。外交部表示，加入會員有

助鞏固遠洋漁業發展、保障漁民權

益，是重要里程碑。 

美國、日本、韓國及俄羅斯在民國九

十五年倡議籌設「北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我國在三年後獲邀參與議約談

判，最後在一百年三月議定「北太平

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公約」。 

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目前主要管轄魚

種為秋刀魚，而我國正是北太平洋秋

刀魚最大漁捕國；我方係以「捕魚實

體」身分、「中華台北」名稱成為正式

會員。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秘書處設

在日本東京，目前會員包括我國、日

本、加拿大、韓國、俄羅斯及中國大

陸等六國。 

 

央行總裁彭淮南晉升「12A」        

居世界第一 

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再拿下 1 個

「A」，晉升為「12A」總裁！全球金

融雜誌(Global Finance)昨(24)日公布

2015 年各國央行總裁評比，彭淮南已

是第 12次被評為 A級總裁，和馬來西

亞央行總裁潔蒂(Zeti Akhtar Aziz)並

列世界第一。 

據悉，今年除彭淮南外，還有馬來西

亞、歐洲、印度、菲律賓、捷克、伊

拉克、巴拉圭、祕魯等國的央行總裁

也都拿下「A」級評等，同屆 9人拿「A」

也創下例年最多紀錄。 

值得一提的還有，美國聯準會主席葉

倫獲評「A-」級；日銀總裁黑田東彥

則拿下「B」，去(2014)年甫上任的韓

國央行總裁李柱列和黑田東彥不分軒

輊，今年也獲得「Ｂ」級評價；近期

備受世界關注的中國大陸人民銀行行

長周小川，評等竟連掉兩級，從去年

的「B-」降到「C」。 

全球金融雜誌此次針對近 75個主要國

家央行總裁進行評比，評價等級從最

高的「A」，一直到最低的「F」，評比

項目包括控制通膨、利率政策管理、

經濟成長目標、貨幣穩定性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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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8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8 月出口 239.3 億美元，較上月增 

1.6%，較上年同月減 14.8%；累 計 1 

至 8 月出口 1,898.9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 8.8%。 

（二）進口 

8 月進口 199.7 億美元，較上月增 

0.2%，較上年同月減 16.7%；累 計 1 

至 8 月進口 1,565.6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 15.5%。 

（三）出入超 

8 月出超 39.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

減少 1.5 億美元；累計 1 至 8 月 

出超 333.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04.1 億美元。 (財政部統計處2015-09-07) 

進出口貿易額 

 

8 月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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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3  -41.5  -14.8  1,898.9 -182.7  -8.8  

進口 199.7  -40.0  -16.7  1,565.6  -286.8  -15.5  

出超 39.6 -1.5  -3.6  333.3  104.1  45.4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口 7,585  -829 -9.8  59,347,  -3,375 -5.4  

進口 6,330  -853  -11.9  48,924  -6,894  -12.4  

出超 1,254  25 2.0  10,423  3,519  51.0 

(財政部統計處 2015-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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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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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基本資料                                         Updated Septembe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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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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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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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薩布蘭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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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9月2-6日 第29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18.  9月8日 薩爾瓦多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9.  9月8-10日 第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20.  10月5日 第15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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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0月21-24日 第25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3.  10月29-30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24.  10月29日或11月3日 第21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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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25.  11 月 14-15 日 出席 B20 高峰會 安塔利亞(Antalya)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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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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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第 1-2 週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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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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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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至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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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