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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德國火力發電廠繼核電廠關閉之後也

將陸續走入歷史 

德國是否該繼核電廠關閉後淘汰舊式

火力發電廠的討論始終持續著，僅管

有許多的論點支持該廢，但是過去幾

年這個問題在政界與商界的回答都是

否定不可行的，主要因為憂慮供電不

穩造成負面影響。一項研究結果顯示

了不同的結論，德國的舊式火力發電

廠至 2040年可以完全關閉，而無損電

力供應。 

 

報告撰寫者也另外提道，除了已經由

聯邦政府所計劃的再生能源裝置包括

風力發電擴建，新型的火力發電廠也

將建置，如此一來，電力供應來源將

更穩固。 

 

目前，德國能源集團還在運作的火力

發電廠仍有 8 座，聯邦政府在逐步淘

汰核能後，預計至 2022年前將關閉。

(9/1 德國明鏡周刊) 

 

西班牙工業廢油回收可做為循環經濟

之基礎 

工業廢油由於重金屬含量極高且不易

分解，係地球上汙染最嚴重的廢棄物

之一；為了減少該類工業廢棄物之有

害影響，西班牙廢油綜合管理系統

(Sistema Integrado de Gestión en 

España en el sector del aceite 

usado,SIGAUS)提供回收服務，去

(2014)年回收了 12 萬 6,089 公噸工業

廢油。 

 

處理作業所需費用係來自超過 90％的

全國會員企業，每家公司對其產出之

每公升廢油需捐出 0.06 歐元做為回收

處理費，確保經過正確處理及再製後

的廢油渣流向不具物流及任何經濟價

值之處。 

 

然而，經過正確萃取與保存程序之廢

油可完全再利用，70％可再生為新潤

滑油之基底，30％可做為能源用途轉

為燃料；2014 年使用再生油製造之潤

滑油超過 5 萬 7,000 公噸，足以提供

1,400 萬輛車更換機油，減少 25 萬

8,000公噸之二氧化碳排放量，並轉換

成超過 3萬 6,000公噸之燃料油，相當

於 10 萬 2,000 戶一般家庭的能源消耗

量。 

 

2014年 SIGAUS透過旗下 190家會員

企業行銷上述再製油品達 27 萬 8,341

公噸，較 2013 年增加 3.6％；目前，

SIGAUS在西國4,650個市政區設置超

過 6 萬 9,000 個集油點，多數為修車

廠、車商與大眾運輸公司。 

 

SIGAUS 為非營利企業，成立於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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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迄今已為西國回收處理 110 萬噸

危險廢棄物，對於資源永續利用貢獻

良多。(8/23西班牙 Cinco Dias日報) 

 

二十國集團智庫論壇聚焦中國經濟 

期待中國明年舉辦 G20會議發揮更大

作用 

二十國集團智庫論壇 9 月 3 日至 5 日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舉行會議。與會

各國的智囊團和學術專家對中國經濟

增長前景和潛力表示積極樂觀，並期

待中國作為2016年G20輪值主席國能

夠發揮更大作用。 

 

本次二十國集團智庫論壇舉辦期間，

與會的各國專家圍繞經濟增長、全球

經濟治理、G20 領導人峰會議程等議

題進行了交流。在當前部分國家經濟

增長放緩、新興市場經濟體受挫之

際，全球經濟面臨新的不穩定性，出

現金融市場波動、大宗商品價格下

跌、一些國家的貨幣持續貶值的情

況。在此背景下，正處於經濟轉型期

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也成為與會

各國專家交流的熱點。  

 

對於當前有部分國家對中國經濟增速

放緩、股市動蕩、經濟結構性問題產

生的質疑，土耳其經濟政策研究基金

會主席居文·薩克認為，這種質疑的觀

點是過於誇大其詞了。居文·薩克說：

“對於中國經濟的討論，特別是有關中

國經濟增速放緩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不

利影響這方面，我覺得是有點過於誇

張了。當然，這也不意味中國正處於

經濟快速發展就沒有任何問題。可以

從這一點來看，例如 1990年中國對外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只佔總出口額的

5%-6%，而現在已經超過 25%了。同

時中國技術轉讓水準也在提高。可以

說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是很成功的。”  

而加拿大智庫國際治理創新中心全球

經濟項目負責人多梅尼科·隆巴爾迪

也認為，中國股市動蕩並不能說明經

濟的下滑。他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自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一直

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儘管中國

股市有所波動，但這並不能說明股市

的下跌就意味著中國經濟下滑。”  

 

土耳其央行高級經濟師余克賽爾·格

爾麥茲則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充滿信

心。他說：“我認為不能僅關注目前中

國經濟增長了多少，應該注意未來經

濟增長潛力這個概念。現在還不能肯

定說未來中國經濟增速一定能達到

10%，但是如果中國在 10 年至 20 年

裏能夠成功渡過結構性改革期，至少

5%-6%的增速，這是不能被忽視的。”  

 

在本次智庫論壇會議中，二十國集團

智囊專家也對 2016 年中國作為 G20

輪值主席國的各項會議日程建言獻

策。土耳其經濟政策研究基金會主席

居文·薩克表示，期待中國在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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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會議中發揮更大作用。他說：“我

希望明年在 G20 會議議程框架下，能

夠為中小企業建立一個平臺，也期待

G20 成員國之間加強交流。同時也希

望我們將目光能夠更多聚焦在非洲國

家身上。此外還有日益嚴峻的非法移

民問題，如何從根本上建立一個機制

來解決，這也是需要關注的。(9/7,國

際 在 線 新 聞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20

71/2015/09/07/5311s5092146.htm) 

 

亞洲及大洋洲區域新聞 

泰前總理要紅衫軍先裝死 等大選贏

回來 

自我流亡、但仍深具影響力的泰國「紅

衫軍」反對運動領袖戴克辛，對不滿

軍政府鐵腕統治的支持者傳達的訊息

很簡單：現在先保持低調，稍安勿躁，

「裝死」就對了。 

 

路透社報導，曾任總理的戴克辛

（Thaksin Shinawatra）長年是泰北被

剝奪選舉權選區的政治領袖，他密切

關注泰國國內事件，力促希望其盟友

東山再起的支持者保持耐心。 

 

東北部烏隆省（Udon Thani）人氣頗高

的 紅 衫 軍 領 袖 管 猜 （ Kwanchai 

Praipana）告訴路透社：「我跟戴克辛

談的時候，他告訴我，再裝死一下下。」 

「他要我…等到下次選舉，下次選舉

就是我們勝利的時候，唯一的問題是

選舉會不會舉行。」 

 

管猜表示，他 1個月前跟戴克辛談過，

不過沒透露兩人談話的具體內容。戴

克辛 2006年在政變中被推翻，雖然為

了要避免因貪汙判刑而流亡海外，但

仍在泰國政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軍方去年又在政變中推翻戴克辛胞妹

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政府，儘

管目前軍方仍緊握權力，但戴克辛與

其盟友 2001年來每年大選都獲勝，農

人與政治反對者間的不滿情緒也日漸

高漲。 

 

軍政府刪減農村補助，而政變領袖兼

總理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本月

表示，2017 年 7 月「左右」之前，不

會舉行大選，重返民主的時程又一次

因故延後。 

 

「裝死」這番話，在管猜聽來，特別

地有感觸。他捲起袖子，露出上臂被

槍打傷的痕跡。這次政變前，示威者

癱瘓曼谷，他在鄉下的家中被開車經

過的人開槍打中。 

 

帕拉育禁止政治活動，紅衫軍運動因

此嚴重受限，一有異議份子活動跡

象，也隨即會遭軍政府鎮壓。 

管猜表示：「他們太欺負我們了。」他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5/09/07/5311s5092146.htm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5/09/07/5311s50921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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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說，他每天都得對當地軍方報告行

蹤。 

 

示威活動癱瘓泰國數月，期間不時傳

出暴力衝突之後，帕拉育發動政變，

禁止政治活動，表示他必須讓危險對

立的社會和解。許多泰國人、特別是

曼谷中產階級與都市菁英都支持軍方

介入。 

 

但泰國社會的嚴重對立仍在，戴克辛

家族在北部的大本營人氣依然居高不

下。 

 

被批評者抨擊為帕拉育試圖阻止戴克

辛家族東山再起的憲法草案，遭到軍

方指派的改革委員會否決。委員會建

議舉辦公投，如此可能公開考驗軍政

府的受支持度。(9/20 中央社) 

 

韓國總統朴槿惠改革勞動法面臨反對

聲音 

路透首爾 9 月 24 日（記者 Choonsik 

Yoo） - 26歲的韓國人 Kim Yoon-sung

在過去一年裡應聘約 120 家公司，但

一份工作也沒得到。她現在從事第四

份外包工作。韓國有很多年輕的畢業

生像她這樣。 

 

“我們這代人應聘 100多個公司還是找

不到工作已經成為常態，”Kim對路透

說道。“情況在變得更糟。” 

 

韓國僵化的勞動力市場越發被視為經

濟的拖累，總統朴槿惠稱需要進行“大

手術”。 

 

朴槿惠正在推進勞動法改革，這將是

近 20年來最大的一次改變。穩定就業

和按資歷支付薪酬的體系將被改變。 

朴槿惠希望讓企業更加容易地解雇表

現不佳者、根據表現支付薪酬、縮短

工作時間、放鬆外包規定和擴大失業

保險。 

 

她所在的執政黨希望在 12月結束的本

次議會會議期間通過勞動改革立法，

但面臨一些工會和主要反對黨的反

對。 

 

不過推動韓國成為工業國家的大企業

們支持更加靈活的勞動法。 

 

“這是很多年來我們首次試圖採取措

施處理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高麗

大學商學院院長 Kim Dong-one表示。 

有限的勞動力靈活性導致韓國更難打

造服務行業。年輕的畢業生渴望進入

大公司，因為薪酬更高，而加入小公

司的意願會低一些。 

 

韓國在世界經濟論壇整體勞動力市場

效率排名中位列第 86，在招聘和解雇

靈活性排名中位列第 106。日本在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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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中的排名分別為第 22和第 133。 

 

韓國兩大工會中更加咄咄逼人的韓國

民主工會總聯盟稱，改革將影響工作

保障和薪酬，破壞集體談判；該工會

誓言在明年 4 月的議會選舉中反對所

有執政黨候選人。 

 

該工會週三召集全國性的罷工，並在

首爾舉行集會，有數千人參加，一些

示威者與員警發生衝突。 

 

韓國反對黨新政治民主聯合要求勞動

法的改革與要求企業分享更多獲利和

增加招聘聯繫在一起。（9/24路透社） 

 

新興市場普遍減緩 越南經濟逆勢成

長 

金融時報報導，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的數據分析顯示，越南是

少數過去 1 年經濟成長率仍能超過

2010 年以來平均成長率的新興市場之

一。 

 

另外 4 個有著相同優異表現的都是東

歐國家，包括匈牙利、捷克、羅馬尼

亞及波蘭，且都受惠於油價崩跌與主

要出口市場德國經濟仍相對強韌。 

更甚者，這幾個東歐國家大多只是從

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衰落中復甦而

已。 

以 2008年到 2014年而論，羅馬尼亞、

捷克及匈牙利實質 GDP都未見成長，

但越南經濟則擴增 40％（是波蘭成長

率的 2倍強）。 

 

許多人相信越南的成功故事還將繼

續，其經濟成長率一路從 2012年的 5.2

％、2013 年的 5.4％到 2014 年增至 6

％。 

 

總經調查機構Consensus Economics彙

整的市場預測顯示，越南經濟今年將

成長 6.1％，明年再增至 6.2％。 

越南股市的非政府最大投資基金

Dragon Capital，其執行長史克里文

(Dominic Scriven ）更樂觀，預測越南

經濟今年將成長 6.5％，明年「逼近 7

％」。 

 

分析師將越南經濟的表現，歸功於越

南成功吸引到中國試圖淘汰的低薪類

就業。 

 

凱投宏觀的亞洲經濟學家李瑟（Gareth 

Leather）說：「越南受惠於中國的工資

上漲導致低階製造移出。」李瑟表示，

越南享有地理上優勢，更承襲中國式

的共產政府而政治相對穩定。(9/23工

商時報) 

 

人物：澳大利亞新總理特恩布爾 

澳大利亞內閣通信部長馬爾科姆·特

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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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自由黨領袖選舉中勝出，將接替

阿博特出任總理。 

特恩布爾將是 2013年以來澳大利亞的

第四位總理。從政前，他是一名律師

和商人，2008-09年在野的自由黨領袖

選舉中，特恩布爾以一票之差敗給阿

博特。 

據報道，他是澳大利亞政壇最富有的

人物之一；他在黨內人緣並不十分好。 

 

中間偏左 

在旁人眼裏，特恩布爾是稱職的內閣

部長，言談自信，在政壇各黨各派口

碑都很好。 

 

自由黨政治上傾向於保守，但作為通

信部長的特恩布爾，最為人知的卻是

其漸進的中間偏左觀點，尤其是對氣

候變化應對政策和同性婚姻的支持。 

黨內較右傾的同僚對這些觀點很不贊

同，有些人認為特恩布爾將來可能會

背離自由黨的核心綱領政策。 

 

過去數月裏，阿博特總理的民意支持

率下跌，特恩布爾成為取代阿博特的

主要人選。今年 8 月一項民意調查顯

示，澳大利亞選民最希望他當總理，

後面依次為阿博特和外長畢曉普。 

 

知名律師 

特恩布爾曾經是一名業績斐然的律師

和商人，曾多次名列《商業周刊》富

翁排行榜前 200 名，現在是澳大利亞

最富有的從政者之一。 

 

他在悉尼一個單親家庭中長大，小時

候上公立學校，後來得到一筆獎學

金，上了私立高中。 

 

從悉尼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特恩布爾

又爭取到羅德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

學繼續深造。 

 

特恩布爾曾在英國幾家媒體短暫當過

記者，包括《星期日泰晤士報》。 

 

他律師生涯中最輝煌的業績之一是

1980年代在「捉間諜」案（Spycatcher）

中為前英國軍情 5 處特工賴特（Peter 

Wright）擔任辯護律師。 

 

賴特曾寫了一本自己在 MI5 工作經歷

的回憶錄，英國政府禁止這本書在英

國出版，而特恩布爾成功地在法庭上

推翻了這道禁令。 

 

經商成功 

1990 年代，特恩布爾涉足科技產業，

與人共同創辦了澳大利亞當時最大的

互聯網服務供應企業之一，OzEmail。 

2004 年，他當選 Wentworth 選區國會

議員。那裏是他的故居所在，後來又

是他和妻子露西·休斯（Lucy Hughes）

安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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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是出任悉尼市榮譽市長（Lord 

Mayor of Sydney）的首位女性。 

特恩布爾在議會和黨內平步青雲，逐

級升遷，曾出席多個委員會，2007 年

還曾在霍華德政府任內擔任環境與水

資源部長。 

 

2008 年，他當選反對黨領袖，但一年

後領袖地位兩次受到挑戰；在第二次

選舉中以一票之差敗給阿博特。 

據信導致他敗選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氣

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對碳交易

的支持。 

 

特立獨行 

但是，圍繞一封據稱涉嫌貪腐但事後

證明系某高官偽造的電子郵件，他對

時任總理陸克文展開攻勢，最後導致

自己聲譽嚴重受損，黨內同僚和公眾

對他側目。 

 

入職阿博特內閣通信部長以來，特恩

布爾業績斐然，對公共政策掌控嫻

熟，陳述和辯論水平出眾，贏得不少

讚許。 

 

有學者評價他具備優秀領袖的特質，

但因為在全黨向右側移的時候他卻總

是站在左邊，因此在黨內不太受人喜

愛。 

另外，特恩布爾對同事的態度生硬、

出言不遜，也多受非議。 

 

也有學者指出，特恩布爾較特立獨

行，對媒體大亨默多克不那麼畏懼

(9/14 BBC中文網) 

 

非洲區域新聞 

南非 5大產業極具成長潛力，可振興

經濟 

南非知名商業媒體 Business Day 本

(2015)年 9月 1日報導，根據南非麥肯

錫(McKinsey)管理顧問公司日前公布

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經過審慎評估

及篩選，共選出高階製造業、基礎建

設、天然氣、服務業及農業等 5 大區

塊，能替南非經濟成長注入動能，可

望貢獻經濟成長率超過 1 個百分點，

並在 2030年之前開創 340萬個工作機

會，供南非政府作為施政參考。其中

製造業最具發展潛力，目前製造業雖

僅占南非國內生產毛額 (GDP)的

13%，但若能提升到具全球競爭力的

水準，將成為上述 5 大區塊中最具成

長潛力部門，但應聚焦於發展本地廠

商擁有專長與智慧財產權的高端創新

性領域，如汽車及機器零組件等，此

外，目前南非服務業如營建業與金融

業出口到漠南非洲國家的市占率只有

2%，基期很低，成長空間無窮。目前

美國、英國、中國大陸在非洲的服務

業佔有較大市場，由於南非廠商具有



 

8 

專業能力，例如南非擁有知名的電信

商 MTN、銀行 Standard Bank 均可成

為非洲服務業的主要提供者，正如同

巴西在拉丁美洲服務業的市占率已高

達 26%，南非服務業在非洲的發展潛

力甚大。 

 

該報告亦指出，開發天然氣不僅可協

助充裕南非發電的能源需求，亦可發

展成繁盛的天然氣產業，在基礎建設

方面，該報告建議南非政府應建立更

有效率的開發機制，使民間企業能廣

泛參與並提供所需資金，有助於提供

需要斥資高達 1.2 兆南非幣 (約合

1,000 億美元)的龐大資金需求。該報

告結語強調，南非的優勢在於其生產

力水準與巴西及中國大陸相當，但若

欲成功發展上述 5 大區塊，政府與企

業必須加強合作，且重心應擺在執行

層面，才能落實。(9/1 Business Day南

非經濟組摘譯) 

 

南非商工總會(Sacci)對南非政府將建

立全國最低工資制度 

據南非媒體 Business Day 本(2015)年

9 月 25 日報導，南非商工總會(South 

Af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acci)對南非政府將建立全國

最低工資制度表示關切，認為將會對

企業界帶來不利後果，特別是對南非

中小企業。該會將致力推動包括依據

各地區經濟情勢相異及不同省份而設

定不同最低工資，以及任何工資調整

須與生產力連動，而非與通貨膨脹掛

勾之南非全國最低工資制度。 

 

該會並認為，在目前南非經濟不佳情

況下，制定全國最低工資制度並不適

宜，惟亦認為，南非政府幾已完全承

諾將致力推動建立全國最低工資制

度。南非副總統 Cyril Ramaphosa 本月

初在國會表示，南非政府、企業及勞

工界在建立全國最低工資議題上之諮

商進展順利，目前南非經濟發展及勞

動 委 員 會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r Council, 

Nedlac)刻正就規範範圍、執行機制及

實際之工資水準等進行討論。 

 

Sacci 為南非最大之商會，會員廠商家

數超過 2 萬家，透過南非工商聯合總

會 (Business Unity SA, Busa) 參與

Nedlac 之運作。 Sacci 總裁 Vusi 

Khumalo 並表示，由於簽證規定過於

嚴苛及勞資對立，許多公司獲利萎

縮，已經有許多會員公司因此退出該

會。(9/25南非經濟組摘譯 Business Day) 

 

美洲區域新聞 

哥倫比亞總統：半年內與叛軍簽和平

協議 

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 (Juan Manuel 

Santos)23 日表示，波哥大當局與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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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最大的左派叛軍「哥倫比亞革命

軍」(FARC)將在 6 個月內簽署最終和

平協議，以結束雙方之間長達半個世

紀的衝突。 

 

桑托斯與哥倫比亞革命軍領袖希梅內

茲(Timoleon "Timochenko" Jimenez)23

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主持一項儀式，

哥倫比亞政府與叛軍領袖簽署一項協

議，這項協議攸關雙方衝突期間所犯

罪行的司法審判；這個問題一直阻礙

波哥大當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之間和

平協商的進展。 

 

居間斡旋的古巴和挪威官員透露，這

項協議涵蓋一項廣泛的特赦，但赦免

對象不包括在內戰中犯下人道與嚴重

戰爭罪行者，也不包括涉及綁架、法

外處決和性侵害者。根據協議，將成

立一個特別法庭，由哥倫比亞與外國

法官負責對最嚴重罪行的審判。 

 

桑托斯說，他與希梅內茲已同意，未

來 6 個月內，雙方必須達成協商，並

簽署最終和平協議。他表示，要達成

這項目標並非易事，因為其間還有一

些棘手問題有待克服，但我們已指示

協商代表，必須儘快達成協議。 

 

針對這項和平協商，美國國務卿凱瑞

(John Kerry)讚揚，哥倫比亞政府與哥

倫比亞革命軍達成了歷史性進展。他

說，哥倫比亞人民和數百萬受害者如

今更加地接近和平了。 

 

哥倫比亞內戰開始於 1960年代，最初

是由名下沒有土地的農民起義而引

爆，後來也涉及左派叛軍、右派民兵

和毒品販子。50 年的衝突奪走了 20

多萬條人命，並迫使約 600 萬人逃離

家園。 

 

在古巴與挪威的居間調停下，2012 年

11 月，波哥大當局與哥倫比亞革命軍

開始在哈瓦那進行和平談判。 

 

哥倫比亞革命軍擁有 8,000名成員，是

哥倫比亞境內規模最大的左派叛軍組

織，也是拉丁美洲作亂時間最長的叛

軍團體。(9/24 中央廣播電台) 

 

央行干預 巴西美元匯率回貶 

巴西美元匯率今天先升後貶，中央銀

行多次進場干預，終場 1 美元兌巴西

幣 3.9914元作收，貶值 3.73%，為 2008

年 11月 24日以來單日最大貶幅。 

 

巴西匯市今天大起大落，美元匯率一

度升值 2.48%，達 1 美元兌巴西幣

4.2491 元，最低為 1 美元兌巴西幣

3.981元。這是巴西美元匯率連升 5天

後首次貶值。 

 

反觀昨天，中央銀行雖 3 次進場干預

http://find.sina.com.tw/news/%E5%8D%94%E5%95%86
http://find.sina.com.tw/news/%E7%BE%8E%E5%9C%8B
http://find.sina.com.tw/news/%E5%9C%9F%E5%9C%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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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卻無法改變巴西幣的弱勢，終

場以 1 美元兌巴西幣 4.1461 元作收，

創 1994 年巴西採用現行貨幣里奧

（Real）以來新高。 

 

巴西美元匯率近來強勁升值，主要受

國家財政敗壞和政治混亂影響所致。

投資人擔心繼標準普爾（S&P）之後，

其他國際信評機構也會降低巴西國家

主權信評，進而喪失投資級評等，令

已經陷入衰退的經濟更加惡化。(9/25 

中央社) 

 

白宮：歐巴馬將在紐約會晤古巴總統 

根據路透社快訊，白宮今天表示，美

國總統歐巴馬 29日將在紐約與古巴總

統勞爾．卡斯楚會談。卡斯楚正在紐

約參加聯合國大會。 

 

歐巴馬今天由華盛頓搭機飛往紐約

時，隨行官員披露這個消息。這將是

歐巴馬與卡斯楚第二次會談。 

 

前冷戰時期宿敵美國和古巴彼此仇視

超過半世紀後，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和美國總統歐巴馬去年 12 月

宣布融冰，今年 7月 20日終於恢復外

交關係。 

 

首度在聯合國發言的古巴今天稱讚古

巴和美國復交是「重大進展」；但也譴

責美國的貿易禁運，一直是阻礙古巴

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據古巴政府估計，禁運措施已經造成

高達 1210 億美元（約新台幣 4 兆 162

億元）的經濟損失。古巴已積極鼓吹

聯合國大會再度通過呼籲美國解禁的

提案。(9/27 中央社) 

 

聯大總辯論 巴拉圭挺台灣 

第 70 屆聯合國大會總辯論 28 日登

場，巴拉圭總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

讚許中華民國政府降低台海緊張的努

力，呼籲兩岸繼續務實對話與互動。

巴拉圭是今年聯大總辯論第一個為中

華民國執言的邦交國。 

 

卡提斯指出，巴拉圭歡迎中華民國政

府為降低台灣海峽緊張關係所作的努

力及貢獻，確保了東亞和平與穩定。

卡提斯還說，兩岸關係改善已獲國際

社會的肯定，巴拉圭政府呼籲台海兩

岸繼續務實對話及互利互動。 

 

聯大總辯論第一天除了秘書長潘基文

及本屆聯大主席丹麥議長李克托夫

(Mogens Lykketoft)致詞外，共有 35個

國家元首及首長發言。 

中華民國政府過去數年參與聯合國的

主軸都是以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

構及機制為主，並持續推案期盼友邦

發言力挺台灣。前兩年各有 16個友邦

的總統或首長在聯大總辯論支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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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外交部今年希望只多不少或至少

維持平盤。 

 

首度出席聯大總辯論的中國大陸國家

主席習近平排在第四位發言，但未提

及台灣議題或台海兩岸關係。 

 

今年適逢聯大 70週年，共有 144位國

家元首、行政首長及 46位部長參加聯

大總辯論。除了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及

習近平首度與會外，俄羅斯總統蒲亭

也是 10年來首次在聯大發言。 

 

總辯論今起進行到 10 月 6 日，共計 8

天(扣除 10月 4日週日)。(9/29 中央社) 

 

經貿投資訪問團 

第 15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第 15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5

年 9 月 3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由本會德國委員會朱主任委員志

洋與德國企業台灣委員會主席 Dr. 

Michael Fuchs共同主持，我經濟部沈

榮津常務次長及德國經濟暨能源部次

長Mr. Matthias Machnig以貴賓身分蒞

會致詞，台、德雙方代表近 160 人與

會。 

 

本次會議特別針對「工業 4.0：德國和

台灣-自動化和智能製造的合作夥伴」

為主題，安排多場相關專題演講，雙

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下： 

1. 「工業 4.0-西門子的觀點」：德國西

門子公司董事 Dr. Roland Busch 

2. 「生產力 4.0現況與展望」：我國經

濟部工業局吳明機局長 

3. 「利用工業 4.0-以科技提高品

質」：德國 Bosch Rexroth 公司工廠

自動化協理Mr. Charlie Chen 

4. 「推進智能自動化向台灣生產力

4.0 邁進」：工業技術研究院張所鋐

副院長 

5. 「數位化及其對貿易行為的影

響」：德國 Melchers 集團管理合夥

人 Mr. Dirk Sänger 

6. 「更智能、更環保的製造業」：台達

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海英俊董事

長 

7. 「工業 4.0-中小企業的看法」：德國

Igus 公司國際工具機產業總監 Mr. 

Lukas Czaja 

8. 「以物聯網的創新啟用工業 4.0」：

研華 Advantech 科技黃瑞南副總經

理 

 

本屆會議中，德國政府頒贈德意志聯

邦共和國一級十字勳章予我方台德經

濟合作會議前主席-東元集團黃茂雄

會長，感謝其多年來對促進台德雙邊

經貿交流之卓越貢獻。 

 

本會德國委員會朱主任委員志洋與德

國企業台灣委員會主席 Dr. Michael 



 

12 

Fuchs於會中共同簽署聯合聲明，雙方

同意明（105）年擇期在德國召開「第

16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雙方主席及重要貴賓合影(左一:東元集團黃

茂雄會長、左二:經濟部沈榮津常務次長、左

三: 德國經濟辦事處處長 Dr. Roland Wein、

左四:台方主席朱志洋總裁，右一:德國在台

協會處長Mr. Martin Eberts、右二:德國本會

經濟暨能源部次長Mr. Matthias Machnig、右

三: 德方主席 Dr. Michael Fuchs、右四: 德國

西門子公司董事 Dr. Roland Busch) 

 

我方台德經濟合作會議前主席-東元集團黃

茂雄會長(左二)接受德國在台協會處長 Mr. 

Martin Eberts(右二)頒贈德國政府頒贈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一級十字勳章 

 

第 29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第 29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於 104

年 9 月 4 日上午 9 時假澳洲北領地達

爾文會議中心（Darwin Convention 

Centre）舉行，由本會澳大利亞委員會

（ROCABC）鄒若齊主任委員及澳台

工商委員會（ATBC）理事長 Mr. Ross 

Maddock 共同主持，澳洲達爾文市市

長卡崔納‧鳳林(Lord Mayor Katrina 

Fong Lim)以貴賓身分蒞會致辭，本屆

會議以「基礎設施、投資和金融服

務」、「礦物和能源」、「旅遊與教育」

及「綜合農業企業」為產業分組討論

議題，台澳雙方共 143人出席。 

 

本屆會議應北領地政府(The Northern 

Territory Government)之建議增加論壇

時段，特邀請北領地商務部長暨亞洲

和 貿 易 部 長 彼得 ‧ 史 戴 爾 (The 

Honourable Peter Donald Styles MLA)

於論壇中做了精闢的專題演講，介紹

「夥伴關係—解開北澳大利亞的潛力

與機會」。 

 

會中雙方分別邀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翁文祺董事長簡報「中華郵政之

投資策略」;台灣中小企業銀行朱潤逢

董事長簡報「台灣對中小企業的支持

與融資」; 北領地基礎設施部首席執行

官 Mr. David McHugh簡報「北領地的

基礎設施發展」; 台塑河靜鋼鐵公司陳

源成董事長簡報「概論-台灣能礦產品

的進口及台塑集團的新發展產業」 ; 

FMG - Ironbridge Joint Venture 執行長

Mr. Simon Carter簡報「在澳大利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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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就近地區的鐵礦石」; 中國鋼鐵股份

有限公司羅博文管理師簡報「中鋼集

團於澳洲原料採購與投資概況」; 北領

地礦業和能源部地質調查執行處長Mr. 

Ian Scrimgeour簡報「北領地經濟發展

-資源的角色」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探採事業部胡雅折處長簡報「台灣

石油公司在澳洲探採活動現況及展

望」;嘉義大學李瑜章國際事務長簡報

「嘉義大學推動國際教育與發展國際

合作策略夥伴的展望」;北方領地旅遊

政策和規劃主任 Ms. Valerie Smith 簡

報「北領地的旅遊和投資」; 台灣糖業

公司農業經營處簡銘宏處長簡報「台

澳農業貿易及市場機會」;北方領地第

一產業和漁業部主要經濟專案主任

Ms. Lorraine Corowa 簡報「北方領地

綜合農業企業的投資機會」等 19位代

表發表專題演講。 

 

會後，澳台工商委員會安排我代表團

參觀查爾斯達爾文大學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及農業相關的芒

果園。台澳雙方議訂「第 30屆台澳經

濟聯席會議」亦配合「第 21屆台澳能

礦諮商會議」召開日期在高雄盛大舉

辦。 

 

 

第 29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左起駐澳大利亞

代表處李代表大維、澳洲辦事處代表 Ms. 

Catherine Jane Raper、北領地商務部長暨亞

洲和貿易部長 The Honourable Peter Donald 

Styles MLA、本會澳大利亞委員會主任委員

暨中鋼公司董事長鄒若齊先生、澳台工商委

員會（ATBC）理事長 Mr. Ross Maddock 

 

台澳雙方貴賓合影 

 

第 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為促進台韓兩國經貿投資合作關係，

本會於本（104）年 9 月 8 日至 10 日

組團赴韓國訪問，並與韓國全國經濟

人聯合會（簡稱全經聯, FKI）共同舉

辦「第 40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會

議於 9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假韓國

全經聯會議中心（ FKI Conference 

Center）舉行，由本會韓國委員會梁國

新主任委員與韓國全經聯韓台經濟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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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委員會 崔光州 委員長 （ Choi 

Kwangjoo, 斗山集團管理本部副會

長）共同主持，約 75位台韓代表出席

與會，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通商協力

局李相珍局長（Lee Sang-jin）、我駐韓

代表處石定代表特應邀以貴賓身份致

詞。 

 

本屆會議針對兩國產業發展與合作邀

請雙方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議題

涵蓋「加強貿易及投資合作」，以及「資

通訊產業」、「智慧城市」、「生技製藥

產業」、「觀光業」等領域之合作商機，

分別由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代表韓

基元、首爾台灣貿易中心主任曾棟

鐘、韓國 SK 集團智慧工廠計畫工業

4.0 Team 長林政祐、新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長（點晶科技公司董事

長）金際遠、韓國人類居住研究所研

究委員李在湧、韓國鐘根堂製藥公司

(Chong Kun Dang) 執 行 董 事 Mr. 

Soo-Young Choi、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

術發展中心總經理羅麗珠、韓國觀光

公社海外宣傳室長柳世準，以及台灣

觀光局首爾辦事處主任黃怡平等人針

對相關議題發表演說。 

 

9月 9日下午代表團參觀韓國Celltrion

公司，該公司生產生物仿製藥和其他

生物製藥，並已研發出首款仿自強生

公司治療風溼性關節炎生物製劑之生

物仿製藥。9 月 10 日上午代表團則參

觀韓國智慧城市代表—松島國際都

市，包括 G-Tower 展示廳、整合管理

中心及第 5 區自動廢棄物處理中心，

期望藉由實地參訪，在生技製藥及高

科技產業上相互學習並尋找合作商

機。 

 

全經聯於 2015年 9月 8日假三清閣舉行第

40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歡晚宴 

 

第 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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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主席交換禮品 

 

代表團參觀 Celltrion 公司 

 

代表團參觀松島 G-Tower 

 

代表團參觀松島 U-City整合管理中心 

 

第 11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第 11 屆臺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於 2015 年 9 月 15 日假台北世貿展覽

館第 2 會議室舉行，由臺匈經濟合作

會議代理主席暨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歐陽董事長禹與匈牙利工商總

會會長 Dr. László Parragh共同主持，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副局長淑媚、匈

牙利貿易辦事處代理代表 Mr. Albert 

János 及吉富投資控股集團劉總裁吉

人以貴賓身分蒞臨致詞，臺、匈雙方

代表近 70人與會。 

 

本屆會議針對「臺灣資通訊發展現

況」、「生技製藥」、「匈牙利經貿

環境簡介」及「歐洲投資成功經驗分

享」，安排相關專題演講，雙方講題

及演講人分列如下： 

 「臺灣軟實力發展概況與臺匈合

作機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國際處蕭處長美麗 

 「匈牙利國家貿易公司簡介」：匈

牙利國家貿易公司李亞洲銷售董

事夢依 

 「匈牙利經貿環境簡介」：匈牙利

貿易辦事處投資商務主任 Mr. 

Daniel Lorincz 

 「臺灣生技醫藥產業之全球化需

求」：杏國新藥股份有限公司蘇總

經理慕寰 

 「匈牙利提供安全及高品質的農

產和食品以及貿易機會」：吉富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獨家代理匈牙利

國家貿易公司)副總經理 Dr. Füle 

János Róbert & Mr. Gyula We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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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嘉集團歐洲成功經驗分享」：

友嘉實業集團朱總裁志洋 

 

臺匈經濟合作會議代理主席暨安口食

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歐陽董事長禹與

匈牙利工商總會會長 Dr. László 

Parragh於會中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以落實臺匈雙邊合作機會。 

 

雙方主席、重要貴賓與匈牙利訪華團合影(前

排左三:友嘉集團朱總裁志洋、前排左四: 吉

富投資控股集團劉總裁吉人、前排左五: 臺

匈經濟合作會議代理主席暨安口食品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歐陽董事長禹、前排左六: 匈牙

利工商總會會長 Dr. László Parragh) 

 

第 31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第 31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於

9 月 21 日假斯德哥爾摩召開，由瑞典

愛立信集團資深副總裁暨亞太區執行

董事長Mr. Mats H. Olsson及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石木標總經理共同主

持，經濟部沈常務次長榮津、瑞典企

業 暨 創 新 部 次 長 Mr. Oscar 

Stenström、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策

略暨業務發展部副總經理 Mr. Fredrik 

Fexe應邀蒞會致詞，雙方代表共計 100

多位出席。會中針對以下議題發表專

題報告： 

1. 「Road to 5G」：瑞典愛立信集團政

府暨產業關係部副總經理 Mr. Ulf 

Pehrsson 

2. 「 IoT, Big Data and Cloud 

Development」：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孫黎芳副總

經理 

3. 「 Enabling the Nordic IoT 

Future」：TeliaSonera 電信公司副總

經理Mr. Hans Dahlberg 

4. 「 Make a City Smarter-Virtual 

Power Plant」：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

與環境研究所何無忌副所長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參觀

拜會 Ericsson愛立信集團、Sungard 數

據中心等單位，實地進行考察與交

流，為台瑞典雙邊產業交流與經貿關

係開啟新頁。 

 

「第 31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雙方主

席：瑞典愛立信集團資深副總裁暨亞太區執

行董事長 Mr. Mats H. Olsson(右)及中華電信

公司石木標總經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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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第 4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於 9

月 24日假赫爾辛基舉行，由芬蘭貿易

協會(FINPRO)會長Mr. Markus Suomi

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木標總經

理共同主持，駐芬蘭代表處林錦蓮代

表、芬蘭就業暨經濟部主任Mr. Severi 

Keinälä應邀蒞會致詞，雙方代表共計

50 位出席。會中針對以下議題發表專

題報告： 

1. 「Master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creasing Energy System 

Flexibility」：Aalto 科技大學應用物

理系教授Mr. Peter Lund  

2. 「 5G MTC Small Cell Testbed 

Development in Taiwan」：資訊工業

策進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張一介

副所長 

3. 「Industrial Internet in Business and 

Society -」：Tieto 公司工業網路部

銷售主任Mr. Olli Nurminen 

4. 「 Make a City Smarter-Virtual 

Power Plant」：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

與環境研究所何無忌副所長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參觀

拜會 Kalasatama 區創新中心、Digile

芬蘭科技創新策略中心、Nokia 公司

等單位。 

 

「第 4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雙方主席：

芬蘭貿易協會會長 Mr. Markus Suomi (左 2)

及中華電信公司石木標總經理 (右 5) 

 

第 3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第 3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於 9

月 25日假奧斯陸商會舉行，由奧斯陸

商會會長Mr. Lars Kåre Legernes 及中

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石木標總經理共

同主持，駐挪威代表處程其蘅代表、

挪威國會商務暨企業委員會成員 Mr. 

Jørund Rytman、創新挪威亞洲區主任

Mr. Svend Haakon Kristensen 應邀蒞會

致詞，雙方代表共計 45位出席，會中

針對以下議題發表專題報告： 

1. 「 New Technology for Electric 

Production in Rivers」：Deep River 

公司執行長Mr. Reidar Vestby 

2. 「e-Government」：More Software 

Solutions AS 公司主任 Mr. Frode 

Preber Ettesvoll 

3. 「 5G MTC small cell testbed 

development at Taiwan」：資訊工業

策進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張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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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長 

4. 「Global Partnerships」：Telenor 電

信公司Mr. Petter L. Johannessen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我代表團亦參觀

拜會 DNV GL 公司、The Bellona 

Foundation等單位。 

 

「第 3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雙方主席：

奧斯陸商會會長Mr. Lars Kåre Legernes (前

排右)及中華電信公司石木標總經理 (前排

左) 

 

薩爾瓦多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我中美洲友邦薩爾瓦多副總統歐帝茲

閣下（Excom. Sr. Ó scar Samuel Ortiz 

Ascencio）率領重要級訪問團於本

（104）年 9 月 6-10 日訪華，以加強

兩國經貿互動及帶動台商赴薩國投資

之意願。。 

 

為促進我國與薩爾瓦多雙邊經貿交流

與合作，本會於本（104）年 9 月 8 日

（星期二）午間假台北晶華酒店 1 樓

晶華會舉辦「薩爾瓦多經貿暨投資商

機說明會」，會議 由本會王理事長鍾

渝擔任主持人，會中邀請外交部柯代

理部長森耀及歐帝茲副總統閣下分別

擔任貴賓致詞，並由薩國經濟部蘿徳

里格絲次長擔任專題演講人，會中回

答與會來賓的提問，當日雙方出席人

數約 130人。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

歡迎詞 

 

外交部柯代理部長森耀致詞 

 

台灣經貿 

全年 GDP保 1？經濟部長：有困難會

努力 

行政院主計總處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

預測至 1.56%，立委關切全年「保 1」

是否有困難，經濟部長鄧振中今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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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當然有困難」，但經濟部會盡量

努力。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天邀請經濟部長

鄧振中業務報告並備詢。 

 

8月出口連 7黑，工業生產、商業營收

也連 4、6 個月衰退，由於主計總處 8

月已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至

1.56%，中國國民黨籍立委楊瓊瓔關切

全年經濟成長「保 1」是否有困難？ 

鄧振中表示，「當然有困難」，但經濟

部會盡量去努力。 

 

針對楊瓊瓔詢及近期企業員工放無薪

假人數較去年同期上升，鄧振中指

出，「沒有很明顯現象」，並引述勞動

部統計，截至 15 日止，國內共有 21

家、946人放無薪假，其中約 116人為

光電廠的員工。 

 

鄧振中強調，若有放無薪假廠商，相

關輔導團將立刻進廠，在財務、行銷、

生產製造等方面提供企業協助。 (9/24 

中央社) 

 

元大寶華：台灣呈現滯留式經濟成長 

元大寶華綜經院今天下修今年經濟成

長率預測至 1.15%，並預測明年為

2.30%，董事長梁國源指出，之前失焦

式成長造成結構性的遲緩，目前台灣

呈現滯留式的經濟成長。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國

源指出，台灣目前的經濟狀態，就好

像是有冷、暖鋒互相影響，週期性的

暖鋒就是電子產業的大單，或許對經

濟有短期助益，但沒有積極驅逐掉冷

鋒的因素，造成趨緩的經濟停滯狀態。 

梁國源強調，年初起，股、匯、債、

原油價格波動性較 2014年升高，反映

市場不確定性大增，而中國大陸悲觀

的經濟數據頻仍，救市及改革政策加

深市場焦慮，導致全球金融市場陷入

動盪，反映經濟不確定性主要來自於

中國大陸與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 

 

元大寶華指出，民間消費部分，因經

常性平均薪資小幅調升，且消費者物

價指數持續下跌，提高實質購買力，

加上勞動市場人力供不應求，維繫消

費意願，對今年民間消費成長率由 6

月預測值 2.47%上調至 2.77%，明年則

為 2.27%。 

 

元大寶華解釋，民間投資方面，上半

年製造業存貨率處於 2009年後最高水

位，去庫存壓力大，抑制廠商投資意

願，而 2016年重大投資能見度尚不明

朗，因此對今年民間投資成長率預測

值維持在 6 月的 2.73%，明年預測為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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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方面，受到全球景氣降溫，台灣

多重結構性問題拖累，令電子、非電

子品出口惡化；其次三角貿易成長趨

緩及陸客人數銳減降低服務輸出，加

上全球景氣低迷、美元走強抑制新興

國家買氣、缺乏殺手級電子產品，暗

示台灣電子產品出口動能疲弱。 

 

不過，iPhone 6s上市可望維持高營收

市占率，帶動台灣蘋果相關供應鏈，

且 2015開始產品具有少量多樣化特性

的物聯網及穿戴式裝置快速成長，應

該能支撐台灣電子零組件需求，因

此，元大寶華預測輸出成長率由 6 月

的 3.59%下修至 0.31%，明年預測為

1.79%。 

 

元大寶華分析，受到颱風與暴雨影

響，9月蔬菜交易行情暴漲，短期食物

類價格漲幅恐擴大，所幸能源價格下

跌直接抑制物價，預測下修今年消費

者物價指數至-0.21%，明年為微幅上

漲 0.82%。 

 

美元兌新台幣匯率部分，考量 9 月美

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下調聯邦資金利率的預

測，以及美元已非利差交易首選，美

元不易過於強勢，元大寶華預測 2015

年美元兌新台幣匯率均價修正至

32.2，明年預測則為 33.4。(9/23 中央

社) 

 

104年 9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9月出口 225.4億美元，較上月減

5.8%，較上年同月減14.6%；累計1至9

月出口2,124.0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9.4%。 

（二）進口 

9月進口 173.0億美元，較上月減

13.4%，較上年同月減24.4%；累計1

至9月進口1,738.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16.5%。 

（三）出入超 

9月出超52.5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7.1億美元；累計1至9月出超385.7億

美元，較上年同期增121.1億美元。 (財

政部統計處2015-10-07) 

進出口貿易額 

 

9月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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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4 -38.6 -14.6 2,124.0 -221.6 -9.4 

進口 173.0 -55.7 -24.4 1,738.4 -342.7 -16.5 

出超 52.5 17.1 48.4 385.7 121.1 45.8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口 7,344 -575 -7.3 66,683 -3,958 -5.6 

進口 5,635 -1,224 -17,8 54,554 -8,123 -13.0 

出超 1,709 649 61.2 12,129 4,165 52.3 

(財政部統計處 2015-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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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濟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3 2014 

2015 

May June Aug 

GDP 2.23 3.77 0.64 - 0.52 

CPI 0.79 1.20 -0.73 -0.56 -0.45 

Unemployment 

rate 
4.18 3.96 3.62 3.71 3.74% 

Export 1.4 2.7 -3.8 -13.9 -14.77 

Imports -0.2 1.5 -5.4 -16.1 -16.69 

Export orders 0.4 6.7 -5.9 -5.8 -8.3% 

Industrial 

production 
0.7 6.4 -3.5 -1.4 -5.46 

Monetary 

aggregate(M2) 
5.8 6.1 6.9 6.3 6.01 

TWSE Stock 

Index 
8,612 9,307 9,701 9,323 8,156 

(資料來源：財政部 2015-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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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基本資料                                         Updated October 8, 2015 

面積 36,193平方公里 人口 
2,346萬人 

(2015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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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為 2,124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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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月為 1,738.4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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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3億美元 (至 2015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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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億 7,386萬美元 (1952~2015.08) 

流入量: 13億 8445萬美元 (2015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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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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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 第25屆台泰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延至2016年) 

23.  10月29-30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24.  11月9日(延期) 第21屆台越(南)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延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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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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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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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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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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波赫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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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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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