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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希臘計畫2016年大幅度出售國有資產 

希臘政府將於明(2016)年出售包括比

雷埃夫斯港及塞薩隆尼基港等兩大港

口在內之國有資產，以籌資 35 億歐

元，所獲得資金將用於償還新援助貸

款及重組銀行。 

 

比雷埃夫斯港(可望於 2016 年初完成

交易)及塞薩隆尼基港(2016 年中完成

交易)計劃出售 67%股份中，另將簽署

14 個地區機場之租用特許協定(2016

年夏季前交付)。 
(2015-10-2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受經濟制裁及盧布貶值影響俄羅斯銀

行業經營日益艱難 

俄羅斯最大的貸款機構 Sberbank銀行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Bella Zlatkis 表

示，俄羅斯銀行業受到經濟制裁及盧

布貶值的衝擊，經營狀況日益惡化，

每周約有 2-3 家銀行面臨倒閉命運，

後續如經營困難的銀行持續增加，恐

對資本及流動性造成負面影響。

(2015-10-30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土耳其大選 執政黨爆冷贏回國會多

數 

土耳其今天舉行國會大選，開出 2/3

選票後，執政正義發展黨（AKP）得票

率超過半數，有望重新贏得國會多數

議席，並且能夠單獨執政，如此結果

將是強人總統艾爾段的一大勝利。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土 耳 其 頻 道

（CNN-Turk）報導，在開出約 69%選票

後，長期控制政權的正義發展黨拿到

約 52%選票。選前的民調預測，正義發

展黨的得票將在 40%至 43%，不到贏得

國會過半議席所需票數。 
 

根據上述初步結果，總統艾爾段

（Recep Tayyip Erdogan）所創建的

正義發展黨將可再度在 550 席的國會

取得多數議席，足以獨力組成政府。 

如此結果將意味艾爾段贏得重大政治

勝利，他一直希望能擴大總統職權，

持續在土耳其政壇扮演要角多年。正

義發展黨在 6 月的大選首度失去多數

地位，而且未能組成聯合政府，因此

再度舉行大選。 
 

根據初步開票結果，民族行動黨（MHP）

得票率為 11.3%。政論家認為，這個政

黨的支持者可能有不少轉移到正義發

展黨。 
 

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得票率

約 23%，親庫德族的人民民主黨則獲

10.7%選票，剛好達到取得國會議席的

10%門檻。 

 

不過，由於部分最大城市尚未完成開

票，結果仍可能出現不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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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土耳其多年來最重要的一場大

選，國家卻籠罩在日益惡化的安全與

經濟陰影中，陷於嚴重分裂，而且面

臨庫德族與伊斯蘭主義者暴力高漲，

以及對民主體制和經濟蹣跚不前的憂

慮。 
 

這次投票登記選民有 5400萬人，投票

率估計很高。土耳其在全國動用約 38

萬 5000名警察和憲兵，在庫德族居多

數的東南部地區安全戒備尤其森嚴，

投票所外處處可見裝甲車輛和維安警

察。(中央社 2015-11-02) 

 

脫離西班牙獨立 加泰隆尼亞啟動程

序 

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隆尼亞地區今天

宣示脫離西班牙獨立決心，議會通過

正式展開 18 個月的出走程序，這是這

個地區的最新攤牌行動，但馬德里中

央政府已誓言要全力阻止。 

 

加泰隆尼亞（Catalonia）議會表決時，

占多數的 72位獨派議員全都支持宣告

分離決心的決議案，獨派政黨希望踏

出這第一步後，這個地區能於 2017 年

成為獨立共和國。 

 

今年 9 月加泰隆尼亞舉行地方選舉

時，主張脫離西班牙獨立的政黨贏得

多數議席。 

 

不過，西班牙憲法並不允許任何地區

分裂，而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

領導的中間偏右政府已表示，將立即

設 法 在 法 院 封 殺 這 項 決 議 案 。 

(2015-11-9 中央社) 

 

   對抗人口老化 芬蘭全面改革健保

體制  

芬蘭 9日公布「健保改革計畫」，預計

將減少人口快速老化增加的成本，改

善芬蘭連續 3年來的經濟衰退。 
 

致力於推行芬蘭健保改革的波伊斯提

（Tuomas Poysti）指出，這次歷史性

的大改革，關係到超過 200億歐元（215

億美元）的組織重整開支，及 25萬名

員工和民眾的日常生活。 

 

由於總理席比拉（Juha Sipila）揚言

辭職，經芬蘭 3 黨執政聯盟密集協商

後，於 7 日凌晨順利達成改革協議。

這是芬蘭數十年來最重大的政策改

革，到了 2029 年將可撙節近 30 億歐

元的財政支出。 
 

芬蘭擁有 540萬人口，目前 65歲以上

老年人口佔全國人口比重的 19%，2030

年將攀升到 26%。人口快速老化，已導

致手術等保費最高的專科醫護成本飆

升，單是 2012年就上漲 5%。 

(2015-11-10 國際中心) 

 

蘋果擴大歐洲事業 愛爾蘭增千個職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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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政府今天(11 日)宣布，美國蘋

果公司 2017 年中前，將在南部科克

(Cork)的歐洲總部創造多達 1 千個工

作機會。愛爾蘭總理肯尼(Enda Kenny)

在推特(Twitter)上表示：「在蘋果公

司宣布於科克增加 1 千個職缺的那

天，和庫克(Tim Cook)相談甚歡。」 

蘋果執行長庫克今天造訪都柏林，並

與總理會面。 
 

歐洲事務暨資料保護部部長墨菲

(Dara Murphy)另在聲明中表示，蘋果

將「對設備進行十分龐大的投資」。

他說：「我很高興復甦的成果現在不

只在都柏林地區，而是在全國都有

感。」蘋果辦公室位在俯瞰科克市的

山區，目前在全愛爾蘭共有約 5 千名

員工。 (2015-11-11 中央社) 
 

亞太區域新聞 

印度將提氣候行動計畫 聚焦降低碳

強度 

全球第 4 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印度，

今天將向聯合國提出後 2020 年「氣

候行動計畫」。報導說，相關內容除

聚焦降低碳強度，也將詳述如何實

現 2020 年前的減排承諾。 

 

「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發自柏林的報導指，印度今天將向

位在波昂的聯合國機構提交後 2020

年「氣候行動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印度中央政府明天將在新德

里公布內容。 

 

2 日是印度國父聖雄甘地冥誕。報

導說，印度將對甘地力行的可永續

生活方式多所著墨。 

 

聯合國 12 月在巴黎舉行「氣候變遷

綱 要 公 約 第 21 次 締 約 方 會 議

（COP21）」，可望通過約束 2020 年

後減排的 1 項新氣候協議。 

 

「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196 個締約方須在 1 日前

提交「國家自主決定之預期貢獻

（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計畫，作

為最終談判達成全球協議的基礎。 

 

報導提到，印度的 INDCs 可望聚焦

降低碳強度（單位國內生產毛額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相關具體做法包

括透過有效使用能源、發展再生能

源、投入逾 3800 億盧比（約新台幣

1905 億 4700 萬元）基金從事造林、

在全國發展有效率公共運輸系統，

並針對農業、水資源和廢棄物管理

等不同領域採行一系列措施，來達

成減排目標。 

 

印度也將在 INDCs 中提供清單，詳

述印度如何依現有氣候變遷行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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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實現 2020 年之前的減排承諾。

僅美國、日本澳洲和歐盟國家等工

業大國須做此承諾。 

 

包括全球前 3 大碳排放國中國大

陸、美國和歐盟在內，已有 125 國

提出 INDCs。1 日為提交 INDCs 的

非正式期限，許多國家可望在未來

數週內提出。(中央社 2015-10-01)  

 

爭取特斯拉設廠 大陸暫領先印度 

印度總理莫迪提出「在印度製造」，

正式與中國大陸角逐「世界工廠」寶

座。即使莫迪先前曾拜會電動車鉅子

特斯拉，據報導，特斯拉尚未考慮印

度，反而計畫優先在大陸設廠。 

莫迪上台後，提出「在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引起世界關注，尤其正當

大陸工資上漲、經濟陷入低潮之際，

都希望印度能成為下一個市場及「世

界工廠」。 

為了達成「在印度製造」的目標，莫

迪上任後四處訪問，同時造訪大型企

業，其中也包括電動車翹楚特斯拉

（Tesla）。 

「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今

天報導，莫迪 9 月在訪問特斯拉位於

舊金山灣區（Bay Area）的製造廠時，

特別聚焦於特斯拉近來推出的家用鋰

電池電力儲備系統 Powerwall，主要是

為印度取得離網電力技術。 

此外，印度的空氣污染與大陸類似，

甚至更加嚴重，政府也逐漸強化對空

氣和污染的監管，因此特斯拉的電動

車在印度也很有潛力。 

不過，報導說，儘管特斯拉雇用了大

量的印度工程師，但根據前負責籌備

莫迪拜訪特斯拉的消息人士透露，特

斯拉尚無在印度設廠生產的計畫。 

反觀大陸的情況則與印度相反。根據

陸媒先前報導，鑑於大陸是全球最大

汽車銷售市場，去年就售出 2000 萬輛

汽車，且電動車可能成為大陸開始注

重污染防制下的明日之星，特斯拉已

計畫在大陸設廠。 

據報導，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日前已經結束與大陸當局的談

判，預料最近很快就會公布特斯拉在

大 陸 設 廠 的 計 畫 。 ( 中 央 社 

2015-10-25) 

 

解決燃油短缺 尼泊爾副總理訪印度 

尼泊爾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薩巴（Kamal 

Thapa）今天與印度總理莫迪會晤，並

強調尼泊爾將面臨重要節日來臨而短

缺燃油，但謹慎地不使用印度「封鎖」

邊境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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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印度網」（India.com）和「尼

泊爾時報」（Nepal Times）報導，在

尼泊爾新總理奧利（K.P. Sharma Oli）

19 日公開對印度封鎖問題很快獲得解

決表示信心之際，薩巴在尼泊爾駐印

度大使烏帕德希雅（ Deep Kumar 

Upadhyay）陪同下，與莫迪會面。 

 

報導說，薩巴就印度與尼泊爾關係近

來出現問題進行外交努力。 

 

不過，尼泊爾時報報導，目前尚不清

楚莫迪是否向薩巴保證可以解決印度

運送燃油和其他商品到尼泊爾的供應

吃緊問題，但薩巴訪問團成員並不期

待印度可以很快協助尼泊爾，讓燃油

等供應吃緊問題獲得緩解。 

 

稍早，薩巴也和印度外交部長蘇希

瑪．史瓦拉吉（Sushma Swaraj）、印

度內政部長拉傑納特．辛赫（Rajnath 

Singh）會面。他告訴印度官員，尼泊

爾的達善節（Dashain Festival）和光明

節（Tihar festival）即將來臨，希望印

度能協助緩解燃油等供應問題。 

 

尼泊爾時報指出，薩巴在用字遣詞時

非常小心，避免使用「封鎖」、「禁

運」等字眼來形容印度關閉與尼泊爾

間的主要關卡，以免得罪新德里。 

 

印度日前以尼泊爾發生動亂為由關閉

兩國邊界主要關卡，導致尼泊爾燃油

和相關產品極度短缺，印度並要求尼

泊爾政府與各方達成和平協議後，才

會開放邊境通行。 

 

印度當局此舉引起尼泊爾輿論的批

評，尼泊爾政府也批評此舉有「政治

目的」，並揚言向與印度有主權糾紛

的中國大陸進口石油。 ( 中央社 

2015-10-19) 

碧雅勝選 尼泊爾誕生首位女總統 

執 政 的 尼 泊 爾 共 產 黨 副 主 席 碧

雅‧班達里（Bidhya Bhandari）今

天被選為尼泊爾史上的首位女總

統。  

 

「 印 度 斯 坦 時 報 」 （ Hindustan 

Times）報導，53 歲的碧雅，以 327

票 擊 敗 尼 泊 爾 國 大 黨 （ Nepali 

Congress ） 候 選 人 谷 龍 （ Kul 

Bahadur Gurung），雙方差距 113

票。  

 

尼 泊 爾 國 會 議 長 馬 佳 （ Onsari 

Gharti Magar）在國會完成票數清

點後公布選舉結果，並表示，「我

要向新當選總統的碧雅道賀，並對

她 任 期 的 成 功 獻 上 最 誠 摯 的 祝

福。」  

 

根據尼泊爾國會人員透露，597 名

國會議員中，共有 549 名國會議員

參加投票，包括反對新憲法的馬德

西族議員（Madh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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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最近因為通過包容各宗教

及重劃選區的新憲法，引發馬德西

族人等族群不滿並發動示威，還引

發流血衝突。  

 

碧雅是在新憲法通過的 1 個月後

當選總統，她將取代尼泊爾於 2008

年取消君主制度後的首任總統雅

達夫（Ram Baran Yadav）。  

 

碧雅身為共產黨員，從學生時代開

始已從政 30 年，並在嫁給尼泊爾

共 產 黨 總 書 記 班 達 里 （ Madan 

Bhandari）後放棄從政生涯，不過

在丈夫 1993 年車禍過世後又重返

政壇，並曾擔任過重要的部長職

位。  

 

新當選的碧雅與尼泊爾總理歐利

（Khadga Prasad Oli）關係親近，

她獲得提名競選總統也是由歐利

推舉的。  

和歐利持同樣立場，碧雅也反對因

為新憲聯邦省區劃分而暴動的馬

德西省。  

 

由於新憲法不承認尼泊爾女性和

外國男子所生子女的公民權，引爆

婦女團體不滿與抗議，碧雅在就任

總統後也將面對這一切。 (中央社  

2015-10-28) 

印尼給台灣免簽待遇 最快 10 月適用 

印尼政府新增 30個國家及地區享有免

簽證待遇，最快將於 10 月實施，其中

包括台灣。未來台灣旅客赴印尼各

地，將不再需要繳交 35 美元的落地簽

證費用。 

 

印尼 6 月新增 30 個免簽證國家，加上

原有的 15 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共有 45

個國家和地區享有免簽證待遇。 

為提升外國遊客人數並增加印尼的外

匯收入，印尼政府近日再實施第二波

施免簽證待遇，再增加 30 個國家及地

區享有免簽證待遇，其中包括印度、

法國及台灣。 

 

根據新規定，旅遊免簽旅客停留印尼

期間不得超過 30 天，而且不能延長與

轉換其他停留身分。 

 

中華民國駐印尼代表張良任表示，代

表處過去幾個月持續與印尼政府協

商，希望把台灣納入免簽，今天總算

實現了，為更多台灣民眾來印尼觀光

旅遊帶來很大的便利，除了省下 35 美

元的落地簽證費用外，在入關時也能

免除一些不必要的困擾。 

 

張良任說，印尼是一個大國，有幾百

種語言、人種，除了峇里島，印尼可

以體驗的地方相當多，歡迎更多台灣

民眾利用免簽來印尼走走、看看。 

 

印尼旅遊部長阿里夫（Arief Yahya）

日前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表示，從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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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事業的觀點來看，台灣是印尼推廣

國際旅遊潛在的目標之一。 

 

談到旅遊部今年對台推銷觀光的目

標，阿里夫說，他希望今年造訪印尼

的台灣旅客能達到約 20 萬人。直到 6

月為止，共有 9 萬名台灣旅客造訪印

尼，他希望下半年有 11 萬名台灣旅客

造訪印尼。 

 

除了國人熟知的峇里島外，印尼也希

望吸引台灣遊客前往像是巴淡島

（Batam）、龍目島（Lombok）、日惹

等地。(2015-10-7 中央社) 

印尼總統訪美 表態願加入 TPP 

儘管美國與印尼間的貿易分歧有多項

議題待解決，印尼總統佐科威今天在

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晤時表示，印尼

有意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歐巴馬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待來訪

的佐科威。 

根據白宮發布的資料，佐科威向歐巴

馬表示，印尼是開放的經濟體，是東

南亞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最大經濟體，

印尼有意參與 TPP。 

印尼是全球人口第 4 大國，也是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重要成

員國，在 RCEP 的影響力不輸中國。 

RCEP 計劃於今年底完成談判。 

而佐科威這次訪美，表達印尼加入 TPP

的意願，在美國與印尼之間貿易分歧

仍待解決的背景下，歐巴馬在公開會

晤時先讚揚佐科威在國內推動的一系

列改革，並指出雙方對如何增進兩國

經貿關係也有討論，強調這次會面有

助於增進兩國間的「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 

印尼和美國間的貿易往來這幾年並不

平順。今年初，美國貿易代表傅洛曼

（Michael Froman）親自出馬、與紐西

蘭聯手，告上世界貿易組織（WTO）

專家小組，指控印尼在包括蔬果花

卉、牛肉及雞肉設置進口限制，讓美

國產品受影響。 

而印尼也針對美國課徵印尼銅版紙反

傾銷稅向 WTO 提出磋商請求，9 月底

成案。 

根據 WTO 規則，爭議各方須舉行為期

不少於 60 天的磋商，以解決爭端；若

磋商未達成共識，印尼可要求 WTO 設

立專家小組審理。(2015-10-26 中央社) 

2016 年營商環境報告 馬來西亞排名

全球第 18 亞洲第 5 

中國報新聞網引述世界銀行最新公佈

的《2016 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馬

來西亞名列全球第 18 名，在亞洲排名

第 5。 

在亞洲經濟體中，新加坡維持排名第 1

名、韓國第 2 名、香港第 3 名、台灣

第 4 名、馬來西亞第 5 名，其他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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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世界排名，日本排名 29，中國

排名 90，印度排名 130。 

大馬在亞洲的排名，遠遠拋離泰國（第

49）、越南（第 90）、菲律賓（第 103）

以及印尼（109）的其他東協國家。 

馬來西亞在10項評比指標項目的平均

得分，分別是開辦企業（得分 95.34）、

申請建築許可（得分 81.1）、電力取得

（得分 90.05）、財產登記（得分

76.32）、獲得信貸（得分 70.00）、少數

股東保護（得分 78.33）、繳納稅款（得

分 84.31）、跨境貿易（得分 86.74）、

執行契約（得分 66.61），以及破產處

理（得分 62.49）。(2015-10-29 鉅亨網

新聞中心) 

泰國全球競爭力排名微降至第 32 名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最新公布

之 全 球 競 爭 力 報 告 （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2016）指

出，在列入調查之全球 140 個經濟體

中，泰國名列第 32 位，較去年排名下

滑 1 名。在東協十國中，僅次於新加

坡（第 2 名）及馬來西亞（第 18 名）。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商業系助理教授 Pasu 

Decharin 對此分析指出，本次評比總

體經濟環境是泰國表現最弱的一環，

而政府不穩定（即政變頻仍）為在泰

營商最大挑戰。另泰國在本次評比中

名列全球前30位之項目計有國外市場

規模，融資取得，出口值占 GDP 比重

及對外人直接投資之立法與保護。 

P 教授進一步指出，泰國若要提昇競爭

力排名，需持續改善基礎建設，特別

是發展物流網絡，強化鐵工路及空運

連結，以降低運輸成本。 (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 2015-10-13) 

TPP 光環加持 越南紡織業成大贏家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 12

個國家已達成協議，讓規模佔全球 4

成的巨大經濟體應運而生，尤其是越

南在 TPP 加持下，該國紡織業將成最

大贏家。 

越南紡織業發展了 20 年，近幾年以年

增率 15％以上的速度持續成長，紡織

所研究員劉育呈表示，尤其 2001 年與

美簽訂 BTA 後，越南與美國貿易關係

正常化，該國成衣出口至美國開始佔

有相當大的份額，以去年來說，紡織

出口額為 240 億美元，其中有 46％銷

往美國、16％到歐盟、13％至日本、8

％則到韓國。 

而當地政府也大力推動紡織業，目前

越南工商部正式通過2020～2030年紡

織品及成衣產業發展計畫，根據計畫

內容，越南政府目標今年相關產業國

產化比率達 55％，2020 年要達到 65

％，到了 2030 年則要達到 70％；此

外，2013～2020 年的年生產成長率，

目標將提升至 12～13％。 

為此政策，越南政府規劃多個工業

區，以 Rang Dong 工業園區來說，是

為了整合紡織成衣供應鏈的重大計畫



 

9 

案，目標是建成一座世界級的混合紡

織供應鏈創新模式的紡織供應城，而

總規劃面積約 2,109 公頃。 

劉育呈指出，如今隨著 TPP 通過後，

執行 TPP 的國家將調降紡織品進口關

稅為 0％，屆時越南紡織品輸往會員

國，將有更多營運的商機，以越南紡

織出口大宗美國來說，目前美國對越

南紡織品關稅稅率為 5％～25％，一旦

TPP 生效後，稅率降為 0，越南紡織品

輸美金額可望在 5 年內增加 1 倍，無

疑是最大贏家。(2015-10-24 東森新聞) 

步日本後塵，韓國逾兩成公開發行企

業殭屍化 

長期低利率讓日本經濟殭屍化，同樣

的情況也在鄰近的韓國發生，統計數

據顯示，殭屍企業早已在韓國實體經

濟中橫行。 

據韓國財閥網(chaebul.com)統計，截

至 2014 年底止，190 家韓國國營或公

開發行企業有約 40 家，或約 21%的營

業利潤不足以繳稅與繳息，未來恐成

為韓國經濟的負擔。（韓國先驅報） 

所謂殭屍企業是指沒獲利能力、高負

債的企業，這些企業通常只能在低利

率環境苟延殘喘，凸顯長期低利率讓

經濟資源利用無效率，日本如此，韓

國亦然。 

殭屍企業未來都將成為銀行的壞帳，

韓國金融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of 

Finance）警告，南韓本土銀行明年獲

利將至少衰退一成，原因是壞帳準備

大幅增加。金研院還認為美國聯準會

（FED）醞釀升息，也是未來銀行不良

貸款增加的原因之一。（2015-10-30 韓

國經濟日報） 

美洲區域新聞 

加拿大變天！自由黨黨魁杜魯道將成

下屆總理 

加拿大國會大選 19 日舉行投票，由 43

歲的杜魯道（Justin Trudeau）領導的

自由黨獲得大勝，終結總理哈伯

（Stephen Harper）領導保守黨的 9 年

執政，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綜合外媒報導，前加拿大總理老杜魯

道（Pierre Trudeau）之子自由黨黨魁

杜魯道雖然在選情最初不被看好，但

在後來逐漸居上，成為史上第二年輕

的加拿大總理，帶領自由黨取得國會

多數，據《BBC》報導，雖然目前開票

仍未結束，但自由黨已至少取得 189

個席次，拿下國會 338 席中的過半席

次。這場大選是加拿大選舉自 1872 年

以來最長的一次選戰，為期共 78 天。 

經濟議題是本次大選關注焦點，原本

自由黨一直落後保守黨及新民主黨，

但據專家分析，選前一週選情發生劇

變，自由黨突然竄起，因為杜魯道提

出擴大預算刺激經濟、創造工作機

會，以及承諾立法為中產階級減稅。

和執政 9 年的保守黨今年遇上經濟上

半年成長率連 2 季萎縮的情形相比，

總理哈伯反而遭受批評。(2015-10-20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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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拉總統大選 莫拉萊斯宣布勝

選 

未擔任過公職、曾為電視喜劇演員的

莫拉萊斯，今天自行宣布贏得瓜地馬

拉總統大選；他的對手、前第一夫人

托瑞斯（Sandra Torres）已承認敗選。 

這場大選是在上任總統因涉貪遭罷

黜，民眾對當權者不滿沸騰之後舉

行。莫拉萊斯在 9 月的首輪投票拿到

最高票，但因票數未過 5 成，和第二

高票的托瑞斯進入第 2 輪決選。 

路透社報導，莫拉萊斯（ Jimmy 

Morales）所屬「國家整合前鋒黨」

（National Convergence Front）總部瀰

漫勝選氣氛，現場演奏起音樂，數十

人提早狂歡起來；另一邊的前第一夫

人托瑞斯（Sandra Torres）總部則是低

氣壓籠罩，現場鴉雀無聲，一大群記

者在現場守候。 

根據 7 成開票結果，原本是政壇局外

人的莫拉萊斯打著乾淨政府的承諾贏

得 72.4%選票，托瑞斯則只拿到約

27.6%票數。 

莫拉萊斯在篤定贏得壓倒性勝利後表

示：「身為總統，我接受了人民的付

託，這個付託是要對抗消耗我們的貪

腐。願主保佑你們，也謝謝你們。」 

36 歲的街頭小販佛恩特斯（ Ana 

Fuentes）表示：「我們厭倦了同樣的幾

張面孔。莫拉萊斯不是真能讓我信

服，我甚至沒去投票，但他是唯一選

擇。」(2015-10-26 中央社) 

娛樂用大麻 墨西哥法院設下先例 

墨西哥最高法院今天在 1 項里程碑裁

決中，敞開娛樂用大麻的大門，准許 1

個活躍團體種植、吸食自己的大麻。

法新社報導，西語字頭縮寫為 SMART

的團體的這項努力，獲最高法院法官 4

票對 1 票支持。 

支持這個團體的法官沙爾狄瓦（Arturo 

Zaldivar）說，墨西哥禁用大麻措施「偏

激」且「不相稱」。這項裁定准許 SMART

自製自吸大麻，不過不能販售。 

路透社報導，改革支持者紛紛點上大

麻菸來慶賀法院的判決。此判決並未

讓大麻使用合法化，但對 1 個長久以

來不願放寬毒品法的國家來說，等於

朝著大麻合法化，跨出了最大膽的一

步。 

27 歲的維權人士龔薩雷茲（Meliton 

Gonzalez）在法院外慶祝時說，「我們

都看到，毒品政策和拼命禁止只會讓

毒品走私犯賺飽飽，並犯下血腥罪行

來控制毒品市場」。更多這類裁定將會

在墨國設下司法先例。 

過去 10 年，墨西哥毒品相關犯罪死亡

人數已破 10 萬。 

墨國總統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na 

Nieto）表示，政府「尊重也承認」這

項裁定，這將「掀起討論，探討約束

吸食毒品這項公共衛生議題的最有效

規範」。潘尼亞尼托反對大麻合法化。

法新社報導，他說，他將指示衛生官

員向民眾解釋這項裁決。衛生部長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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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培茲（Mercedes Juan Lopez）強調，

這項裁決僅限於 SMART 這 4 名成員。 

儘管如此，她說，衛生部現將草擬新

規範以保護非大麻吸食者和兒童的健

康，政府也將研究進口種子的條款。

她告訴論壇電視台（Foro TV），「從我

們觀點看來，這絕對不代表大麻合法

化。這只是裁定這 4 人可吸食」大麻。

(2015-11-05 中央社) 

古巴墨西哥簽協議 兩國關係升溫 

共產黨執政的古巴在國際間遭孤立多

年期間，一路陪伴的墨西哥今天歡迎

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來訪，希望藉

由古巴與美國關係解凍，為古巴帶來

重大商機。 

路透社報導，這是華府和哈瓦那當局

去年12月歷史性地宣布關係正常化以

來，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首度

訪問墨西哥，在位於尤加丹半島

（Yucatan）風景如畫的殖民城市梅里

達（Merida）與墨西哥總統潘尼亞尼

托（Enrique Pena Nieto）會面。 

墨西哥和古巴兩國領導人簽署觀光、

農業、教育和移民等協議，之後預定

與墨西哥企業代表團會談。 

潘尼亞尼托向記者表示：「兩國政府都

同意創造有利條件，讓更多墨西哥企

業投資古巴。」 

卡斯楚讚揚墨西哥在冷戰時期展現的

團結情誼，期望彼此關係能更緊密。

他說：「我也很開心墨西哥企業對在古

巴做生意和投資感興趣。」 

潘尼亞尼托指出，兩國曾誓言要整頓

移民潮問題，但他並未提到相關的協

議細節。（2015-11-07 中央社) 

種植增加 巴西黃豆產量預估創新高

突破 1 億噸 

巴西農業部下屬的國家供應公司

（Conab）本月最新報告表示，其對巴

西 2015/16 年度穀物產量所做的第二

次調查預估顯示，巴西穀物、油籽等

農作物總產量最多將年增 2.1%達到

2.129 億噸，相比 2014/15 年度的產量

為 2.085 億噸，其中黃豆產量預估將年

增約 7%達到創新高的 1.028 億噸，高

於 10 月份預測的 1.001 到 1.019 億

噸。本次調查的期間是在 10 月 18 日

至 10 月 24 日。 

Conab 指出，今年巴西黃豆播種面積

將比上年提高多達 3.8%，因為巴西貨

幣貶值 30%有助於抵消今年來芝加哥

期貨交易所黃豆期價 14%的跌幅。巴

西黃豆播種面積的擴張主要是以犧牲

玉米面積為代價，因為黃豆種植收益

相對高於玉米。作為對比，美國農業

部本月預測巴西黃豆產量將達到 1 億

噸，與 10 月報告的預測相同。 

Conab 預計巴西黃豆單產將達到每公

頃 3,087 公斤，比上年提高 2.9%，因

為在包括第二號黃豆產區帕拉納州在

內的南部地區，受聖嬰現象的影響，

今年的降雨將會高於平均水準。Conab

也將 2015/16 年度巴西黃豆出口預估

調高到 5,500 萬噸，高於 10 月份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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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300 萬噸，因為巴西幣貶值增強了

巴西黃豆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雖然

最新預測值高於 2014/15 年度的出口

量 5,260 萬噸，但是仍然低於美國農業

部最新預測的 5,700 萬噸。 

德國漢堡的油籽分析刊物《油世界》

11 月的月報表示，2015/16 年度全球油

籽產量預計為 5.089 億噸，比上年減少

1,100 萬噸。油籽產量預計下滑的原因

在於黃豆產量將減少 400 萬噸，油菜

籽產量減少 400 萬噸，棉籽產量減少

500 萬噸。油世界預計 2015/16 年度全

球黃豆壓榨量將比 2014/15 年度增長

至少 1,500 萬噸。2014/15 年度全球黃

豆壓榨量已經比上年提高了 1,900 萬

噸。報告指出，由於其他植物油和油

粕供應不足，全球對豆油和豆粕的依

賴度正在提高。(2015-11-12 Money DJ) 

今年巴西通脹率預測為 9.99% 經濟

將衰退 3.1% 

巴西央行當地時間發佈的最新《焦點

調查》報告稱，金融市場分析師預測，

巴西 2015 年通脹率將高達 9.99%，衝

破 10%的大關指日可待，而經濟也將

衰退 3.1%。這表明巴西當前“高通

脹、負增長”的經濟格局短期內難以

改變。 

中新社報導，據金融市場分析師預

測，巴西 2015 年通脹率將從上周預估

的 9.91%上升至 9.99%，創 13 年來新

高。2002 年巴西通脹率為 12.53%。而

對於 2016 年，分析師預測通脹率為

6.47%，高於上周預估的 6.29%。這兩

個資料，均高於巴西政府今明兩年通

脹管理目標 4.5%的水準。  

伴隨著高通脹，巴西經濟下滑幅度也

將加大。分析師預測，巴西 2015 年經

濟將衰退 3.1%，高於上周預期的衰退

3.05%。若屬實，2015 年將是巴西 25

年來經濟表現“最糟糕”的一年。

1990 年巴西經濟曾下降 4.35%。對於

2016 年，分析師預測將衰退 1.9%，比

上周預估的衰退 1.51%更差。  

為抑制通貨膨脹，巴西央行於今年 7

月 29 日將基準利率提高至 14.25%，創

9 年來新高。分析師預測，到 2015 年

底前巴西仍將保持這個基準利率不

變，而到 2016 年底前，基準利率將從

上周預估的 13%上升至 13.5%。 匯率

方面，分析師預測，2015 年底前巴西

貨幣匯率將是 4 雷亞爾兌換 1 美元，

而到 2016 年底前將是 4.2 雷亞爾兌換

1 美元，與上周預期相同。  

至於進出口方面，分析師預測，巴西

2015 年外貿順差將從上周預期的 140

億美元上升至 146 億美元，而 2016 年

將從上周預估的 263 億美元提高至

290 億美元。 而利用外資方面，分析

師預測，巴西 2015 年利用外資額為

623 億美元，低於上周預期的 646 億美

元，而 2016 年為 600 億美元，與上周

持平。 (2015-11-16 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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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中東區域新聞 

UBER APP 於沙烏地阿拉伯大受歡迎 

沙烏地阿拉伯為全球唯一限制女性駕

駛的國家，因此女性出門上學、外出

工作、拜訪家人朋友、陪伴小孩上學、

外出購物等日常生活皆面臨極大不

便。許多家長恪遵傳統禮教，也不同

意僱用私人司機，也不願其女兒使用

大眾交通工具。因此，智慧手機和 APP

應用程式可說是沙國女性邁向自由的

救星，UBER 計程車 APP 在沙國尤其受

到歡迎。 

無論位在何處，乘客只要按鍵便可以

透過 UBER系統叫車。UBER APP系統可

顯示即將抵達的車號、車型、司機姓

名以及司機手機號碼，包括司機目前

位置、預計抵達時刻。UBER 亦可以同

時通知知會乘客家屬乘客將採用的路

線和目的地，讓家屬安心。送出叫車

需求後，UBER 將偵測乘客位置，和距

離乘客最近司機的位置。 

乘客若事後發現在車上遺失個人物

品，也可透過 APP 查詢司機電話和電

郵聯繫，安排取回遺失物。這是傳統

計程車所無法做到的。 

UBER APP公司於 2009年成立，目前在

沙國各大城市皆提供服務。因沙國特

殊國情，UBER 公司客戶有 80%皆為女

性使用者。UBER 在中東國家，例如阿

聯酋、埃及、約旦、巴林、卡達等皆

提供服務網絡。 

UBER APP 剛和沙國 LONDON CAB FOR 

TAXI 簽署合作協定。（saudigazette 

2015-11-03） 

埃及擬花 150 億美元建「水底博物館」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一個空前的博物

館計畫「海底世界」正在成形中，一

旦獲得支持，那麼在全球觀光中無疑

成為一個震撼彈—埃及打算在亞歷山

大港附近興建海底博物館，遊客可以

與這些沉在地中海的遺跡，親身接

觸！ 

與一般博物館不同的是，文物不是在

考古學者或博物館研究人員小心保護

下，冷冰冰的展示在櫥窗裡，取而代

之，遊客透過玻璃走道自己走到「海

底」。遊客不僅可見整個被淹沒的古

城、2500 件左右的石雕，還可以看到

因地震掉落到海底的文物。除了步

行，博物館也打算提供潛水艇服務。 

耗資約 150 億美元，計畫的目的在於

讓文物以原本的方式在當代重新示

人。埃及官方態度樂觀，「博物館將重

塑阿拉伯地區，因為這種博物館目前

世界上沒有人做過」，這個計畫勢必帶

來一定的觀光收益，促進埃及長時間

的經濟衰退。 

問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不這麼

認為，他們認為人類造成的汙染將會

帶進海底，網站上表示「亞歷山大港

口附近的水域現在已經是嚴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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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讓遊客很難看到文物，而且也已

經開始對其造成侵蝕」。（英國每日郵

報 2015-11-11） 

南非經商環境退步 4 名，全球排名第

73 

南非媒體 Business Day 本(2015)年 10

月 28 日報導，依據世界銀行甫公布之

2016 經 商 環 境 報 告 (2016 Doing 

Business Report)，南非在全球 189 個

調查國家中排名第 73，較去年退步 4

名。在非洲漠南地區，落後於模里西

斯、盧安達及波札那等 3 國。市場專

家指出，南非本年排名雖然退步，但

並非意謂其經商環境未有進步，而是

因為其他國家採行改革措施更力使

然。 

該報告包含多項的評估指標，包括設

立公司、電力供應及付稅之便利性

等。南非在破產清償債務及付稅便利

性方面表現較佳，與其他大部分國家

比較，在南非之公司僅需較少的時間

即可完成各項稅賦之申報。惟南非在

建造核准、獲得電力供應、執行合約、

產權登記及跨境貿易等方面之表現較

差，需再加以改進。例如在產權登記

的指標方面，南非之土地管理體制在

可信賴姓、透明性及所涵蓋之區域範

圍等事項，仍然遠落後於高所得國家

所設定之標準。南非並且為少數新申

請電力需要最長時間才能獲得供應的

國家之一，平均約需 226 天，漠南地

區之平均天數僅為 130 天。另外，南

非邊境貿易流程費時，就進口貨物而

言，平均約需 144 小時才能完成邊境

通關程序，遠高於全球平均之 87小時。 

(Business Day 南 非 經 濟 組 摘 譯 

2015-10-29) 

南非刻正推動紙張和包裝紙箱等廢棄

物環保回收計畫 

據南非政府新聞通訊社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News Agency 本(2015)年

10 月 26 日報導，南非環境事務部長

Edna Molewa 頃表示，南非刻正推動

環保回收計畫，未來廢棄物管理制度

將會有重大變化，該部初步計畫是從

民生家計單位著手，宣導各家庭進行

廢棄物分類，特別是紙張和包裝紙箱

等廢棄物。 

Molewa 部長日前在豪登省 Tsakane 

體育場啟動「Ekurhuleni Clean City 

Programme」計畫時表示，該部曾在

2011 年作過相關調查，其結果顯示，

南非每年平均有 1.08 億噸廢棄物，其

中有高達 9,700 萬噸送到掩埋場，亦即

廢棄物回收率僅有 10%，因此該部須

積極推動環保回收計畫，以大幅減少

廢棄物送往掩埋場之數量，並推動發

展廢棄物回收產業，由於環保回收產

業商機潛力龐大，尤其是紙張和包裝

紙箱等廢棄物，其回收後之可再利用

價值甚高，伊預估南非不久就會有紙

張暨包裝紙箱回收工業。 

Molewa 部長指出，該部推動「廢輪胎

管理計畫」(Waste Ty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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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後，目前已有 31%之廢輪胎不送

往垃圾掩埋場，而是被廠商回收後再

利用，達到循環使用及環保之目的，

由於該計畫商機龐大，目前廢輪胎回

收產業已衍生出 200 家中小企業，並

創造大約 3,000 個就業機會，因此紙張

和包裝回收產業將比照「廢輪胎管理

計畫」推動，盼達到環保無污染，並

創造經濟成長雙贏之局面。(南非政府

新 聞 通 訊 社  南 非 經 濟 組 摘 譯 

2015-10-26) 

舉辦投資商情研討會 

如何解決國際商業糾紛－從國際商會

仲裁談起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國際商會（ICC）

合作，於本（104）年 10 月 6 日（星

期二）下午假君悅飯店君寓一舉辦「如

何解決國際商業糾紛－從國際商會仲

裁談起」，廣為邀請國內外具國際貿易

仲裁經驗之專家及廠商參與座談。 

在涉外合約中的爭議解決條約，通常

會約定若爭議無法和解，應以何種方

式解決爭議，一般常用的爭議解決方

式不外仲裁或訴訟。仲裁以當事人間

有書面仲裁協議為前提。仲裁約款通

常會載明仲裁地、適用的仲裁規則、

仲裁所用語文、以及仲裁人人數。而

台灣廠商在與外國廠商訂約時，若約

定用外國的仲裁規則或到國外仲裁，

最常見的是約定依 ICC(國際商會)的

仲裁規則仲裁。由於 ICC 仲裁規則及

程序，與國內廠商熟悉的我國仲裁法

相當不同，本座談會就 ICC 及其他國

際仲裁機構作普遍性的介紹，以廠商

(使用人)的角度出發，以對談的方式

探討 ICC 仲裁與 ADR 的實用議題，包

含：如何選任合適的仲裁人、以仲裁

及 ADR解決新興市場(如：東南亞、中

南美洲、中東)及中國大陸的經貿與投

資糾紛、仲裁裁決的執行力與限制、

費用如何計算、在選擇仲裁機構或訂

定仲裁契約時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等。 

會議由朱麗容律師，本會監事暨常在

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人擔任主持人，

會中邀請： 

-主講人：池仁馨女士，ICC 國際商會

仲裁與 ADR亞洲區主任 

-與談人： 

1. 李念祖律師，ICC國際仲裁院臺灣

委員兼理律法律事務所執 

行長； 

2. 范光群先生，萬國法律事務所特別

顧問； 

3. 陳孟豪先生，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顧問(美國紐約州律師)； 

4. 金延華先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資

深副總經理(法務長)； 

5. 王伯儉先生，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法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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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潘蕾蕾女士，昱晶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財務長； 

7. 王文輝律師，Allen & Gledhill 律

師事務所合夥人； 

8. 黃璽麟律師，K&L Gates 律師事務

所合夥人； 

9. 郭厚志律師，尚德長曜法律專利事

務所顧問 

當日出席廠商共計約 125人。 

 

 

 

 

 

 

 

 

(右起) 黃璽麟律師、金延華先生、范

光群先生、朱麗容律師、池仁馨女士、

李念祖律師、郭厚志律師 

 

 

 

 

 

 

 

 

(右起) 本會朱麗容監事暨常在國際法

律事務所合夥人、王文輝律師、王伯

儉法務長、ICC 亞洲辦事處池仁馨主

任、潘蕾蕾財務長、陳孟豪律師 

經貿投資訪問團暨雙邊會議 

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為加強拓展我國與捷克的經貿合作交

流 ， 本 會 與 捷 克 全 國 工 業 總 會

（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of the 

Czech Republic）特於本年 10 月 13 日

上午假台北世貿展覽館第 2 會議室舉

辦「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會議由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及捷克全

國工業總會會長 Mr. Jaroslav Hanák 共

同主持，經濟部卓政務次長士昭、捷

克貿工部主管貿易暨歐盟事務次長Mr. 

Vladimir Bartl、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 Mr. Vaclav Jilek 等人以貴賓身份

蒞臨致詞，雙方業者針對「物聯網」、

「歐洲經貿網(EEN)」、「網路資通安

全」、「綠能」等產業尋求合作商機，

台、捷雙方代表共逾 80 餘人與會。 

 

本屆會議針對下列議題邀請專家提出

報告： 

 「物聯網」：大同公司智慧解決方

案事業部市場暨策略規劃處楊處

長勝帆 

 「歐洲經貿網 – 捷克的角色與

服務」：捷克歐洲經貿網總協調人

Mr. Petr Hladík 

 「網路資通安全」：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資安科技研究所技術

研發中心吳主任建興、捷克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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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團成員 Mr. Vladimír Kebo  

 「綠能」：工研院綠能所梁組長佩

芳、 Mr. Jarek Dol á k(Managing 

Director, SVCS Process Innovation) 

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與捷克全國工業

總會會長 Mr. Jaroslav Haná共同簽署

聯合聲明，同意明（104）年在捷克布 

拉格舉行「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

會議」。 

 

 

 

 

 

 

 

 

左起: 經濟部卓政務次長士昭、本會黃

副理事長博治、捷克全國工業總會會

長 Mr. Jaroslav Hanák、捷克貿工部主

管貿易暨歐盟事務次長 Mr. Vladimir 

Bartl、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Mr. 

Vaclav Jilek 

第 15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第 15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於 104年 10月 5日上午假台北福華飯

店地下二樓福華廳 I 區舉行，由中華

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印度委員會施

顏祥主任委員及印度商工總會代表團

團長 Mr. Atul Shunglu共同主持，我

經濟部工業局蕭振榮副局長及印度－

台北協會趙志恆會長（Mr. Manish 

Chauhan）以貴賓身份蒞臨致詞，本屆

會議以「電子製造園區合作機會」、「汽

機車零組件暨紡織產業發展及合作機

會」及「投資商機」為討論議題，台、

印工商界代表共計 108人與會。 

會中雙方分別邀請台灣區電機電子工

業同業公會印度經貿委員蔡豐賜主任

委員簡報「印度台灣電子製造園區介

紹」;印度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公司合夥人 Mr. Dhiraj Mathur 簡報

「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Clusters」;印度信通

有限公司王炤程董事長簡報「印度汽

機車工業概況與印度信通」;工業技術

研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張舜

翔經理簡報「沉默的印度運動服飾商

機」;中鋼公司事業發展處賴永智處長

簡報「中鋼印度公司投資經驗」; 印

度商工總會代表團團長 Mr. Atul 

Shunglu 簡報「在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 Sri City董事長 Mr. Ramesh 

Subramaniam 簡 報 「 Sri City-An 

Integrated Business City: A World 

of Opportunities Awaits You」等 7

位代表發表專題演講。會後，大會在

主席致閉幕詞及交換禮物後圓滿閉

幕。  

 

 

 



 

18 

 

台印雙方主席交換禮品 

 

台印雙方貴賓合影 

台波(赫)企業論壇 

「台波(赫)企業論壇」於 2015 年 10

月 22日假波赫塞拉耶佛召開，由本會

黃副理事長博治與波赫外貿商會會長

Mr. Nemanja Vasić 共同主持，雙方共

約 27 人出席。會中安排 2 場專題演

講，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下： 

1. 「波赫投資環境介紹」：波赫外商

投資促進局 Ms. Nina Pobrić 

2. 「台灣與波(赫)之間的商業合作

機會」：駐匈牙利代表處經濟組周組長

國欽 

除參與「台波(赫)企業論壇」外，訪 

問團亦參觀拜會食品加工公司 KLAS 

d.d. Sarajevo、莫斯塔爾商工會、莫

斯塔爾 INTERA科技園區、赫塞哥維納

葡萄酒公司及鋼鐵建築加工廠 SIK 等

單位。 

 

 

 

 

 

本年 10 月 22 日在波赫塞拉耶佛舉行

「台波(赫)企業論壇」，左起本會黃副

理事長博治、波赫外商投資促進局 Ms. 

Nina Pobrić、波赫外貿商會會長 Mr. 

Nemanja Vasić、駐匈牙利代表處經濟

組周組長國欽 

 

 

 

 

 

台波赫雙方廠商交流 

台阿(爾巴尼亞)企業論壇 

「台阿(爾巴尼亞)企業論壇」於 2015

年 10 月 26 日假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召

開，由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與阿爾巴

尼亞商業總會會長 Mr. Luan Bregasi

共同主持，雙方共約 76人出席。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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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4 場專題演講，雙方講題及演講

人分列如下： 

1. 「阿爾巴尼亞經貿環境與機會」：

阿爾巴尼亞投資署主任 Mr. Daniel 

Guce 

2. 「阿爾巴尼亞能源概況」：阿爾巴

尼 亞 能 源 工 業 部 主 任 Mr. Agim 

Bregasi  

3. 「台灣食品機械產業概況」：安口

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食品

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歐陽董事長

禹 

4. 「台灣：明亮的夥伴」：雷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林總經理原 

除參與「阿(爾巴尼亞)企業論壇」外，

訪問團亦拜會阿國能源部、社會福利

與青年部、Tirana 市政府、肉品加工

公司 EHW 及訂製出口鞋公司 Donianna

等單位。 

 

本年 10 月 26 日在阿爾巴尼亞地拉那

舉行「台阿(爾巴尼亞)企業論壇」，右

起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阿爾巴尼亞

商業總會會長 Mr. Luan Bregasi、駐

義大利代表處高大使碩泰 

 

 

團員拜會社會福利與青年部部長 Mr. 

Blendi Klosi(左七) 

台羅(馬尼亞)企業論壇 

「台羅(馬尼亞)企業論壇」於 2015年

10 月 19 日假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

行，由本會黃副理事長博治與羅馬尼

亞電子及軟體產業協會會長 Mr. 

Alexandru Borcea 共同主持，雙方共

約 91 人出席。會中安排 2 場專題演

講，雙方講題及演講人分列如下：  

1. 「台灣軟實力發展概況與台羅合

作機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國

際處蕭處長美麗 

2. 「台灣之友善投資與經商環境」：

吉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匈牙利分公司

總經理 Mr. Levente Székely   

除參與「台羅(馬尼亞)企業論壇」外，

訪問團亦參觀拜會 Green Group、羅馬

尼亞國立資訊研究與發展學院、布加

勒斯特 POLITEHNICA 大學自動控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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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學院、羅國資訊社會部及 UTI 

Grup公司等單位。 

 

本年 10 月 19 日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

特舉行「台羅(馬尼亞)企業論壇」，左

起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國際處蕭

處長美麗、羅馬尼亞電子及軟體產業

協會會長 Mr. Alexandru Borcea、本

會黃副理事長博治、吉富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匈牙利分公司總經理 Mr. 

Levente Székely 

 

 

訪問團拜會 Green Group 洪執行長慶

齡(右一) 

第 1 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第 1 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假瑞士蘇黎世

(Zurich)舉行，由本次經貿訪問團團

長-友嘉實業集團朱總裁志洋及瑞方

瑞士瑞亞商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lexander Hagemann 共同主持，雙方

共約 74人出席，我駐瑞士代表處劉大

使邦治以貴賓身分致詞。 

本次會議主題「Doing Business in 

Taiwan ： Discover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Heart of Asia」，於大會中安排 4 場

針對「機械」及「生技」產業之專題

演講，及一場座談會，雙方演講人分

列如下： 

我方：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邱經濟參事柏青 

-友嘉實業集團朱總裁志洋 

-直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總經理明

哲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羅總經理麗

珠 

瑞方： 

-瑞士機械公會 Mr. Beat F. Brunner 

-瑞士生物科技協會執行長 Mr. Nic 

Alexakis 

- Posalux SA 執 行 長 Mr. Ren é 

Stössel 

本次經貿訪問團團長-友嘉實業集團

朱總裁志洋及瑞方瑞士瑞亞商會台灣

委員會主席 Mr. Alexander Hagemann

於會中共同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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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擇期在台北召開「第 2 屆台瑞

(士)經濟合作會議」。 

除參與「第 1 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

議」外，訪問團亦拜會瑞士貿易及投

資 促 進 會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S-GE)、瑞士聯邦蘇黎士

理工大學(ETH Zurich)、瑞士西北應

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Arts Northwestern 

Switzerland, FHNW)、瑞士信貸銀行

(Credit Suisse)等，團員亦分金融

組、機械組及生技製藥組分別參訪以

下各機構: 

金融組 

- 瑞士證券交易所(SIX Swiss Stock 

Exchange) 

- 蘇 黎 世 保 險 集 團 (Zurich 

Insurance Group Limited，ZURN) 

- Leonteq 證 券 公 司 (Leonteq 

Securities AG) 

機械組 

- Starrag AG 

- Rieter 公 司 (Maschinenfabrik 

Rieter AG) 

生技製藥組 

- 諾華製藥公司(Novartis) 

- Lonza集團(Lonza Group Ltd.) 

- 環 瑞 醫 集 團 - 瑞 士 分 公 司

(Swissray Medical AG) 

 

 

 

 

 

 

 

 

 

 

第 1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瑞方主

席-瑞士瑞亞商會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Alexander Hagemann 致詞 

 

 

 

 

 

 

 

 

第 1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中方主

席-本次經貿訪問團團長-友嘉實業集

團朱總裁志洋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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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拜會瑞士貿易及投資促進會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S-GE) 

 

 

 

 

 

 

 

 

參訪瑞士西北應用科技大學 

 

 

 

 

 

 

 

 

參訪 Starrag 公司 

台灣經貿 

工研院4技術 獲全球百大研發獎肯定 

台灣科技研發能量及創新能力再度在

國際發光發熱！工研院今天(16 日)展

示在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獲獎的產品，包括高敏銳觸覺

感知穿戴式輔具、流體驅動緊急照明

等 4 項技術，這些得獎的技術都是利

用前瞻創新發明解決產業及人類的問

題，對人類未來生活將有重大助益。 

全 球 百 大 科 技 研 發 獎 (R&D 100 

Awards)有科技界奧斯卡獎之稱，工研

院已連續 8 年入圍並獲得肯定，今年

又以高敏銳觸覺感知穿戴式輔具、流

體驅動緊急照明、奈米纖維濾膜、

OLED 表面電漿耦合增益技術等 4 項

技術獲獎，工研院 16 日展示這 4 項先

進技術。 

 

工研院指出，「高敏銳觸覺感知穿戴式

輔具」是利用「觸力感側貼片」，隔著

衣物也能偵測動作的改變，在手受傷

時，只需要用一點點力量就能完成動

作。研發成員之一、工研院智慧系統

技術組工程師劉彥辰說：『(原音)我們

可以把它定義為是機器跟人溝通的界

面，就是人要做什麼，機器它知道你

要做什麼，會輔助你、幫你完成這件

事情。』 

 

「流體驅動緊急照明技術」則是運用

在消防系統上，在水流過的瞬間就可

驅動灑水燈，為打火弟兄照亮路徑，

目前已進入量產、並運用在消防器具

上。技術發言人、工研院智慧節能技

術組組長鄭名山說：『(原音)一般消防

人員拿著滅火器具的時候，已經沒有

手拿手電筒了，透過這個技術，消防

員在火場可以有很充足的照明，對消

防員的安全跟消防救災會很有幫助。』 

此外，「奈米纖維濾膜」將能有效去除

水中的鈉、鈣、鎂等金屬離子，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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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超過 3 成的工業廢水及生活污水的

處理成本，有效達到廢水循環，未來

期盼能進一步發展到海水淨化，改善

缺水問題。(2015-11-16 中央廣播電台) 

10 月外銷訂單 恐吞第 7 黑 

經濟部 20 日將公布 10 月外銷訂單統

計，儘管 9 月接單減幅已縮減，預期

10 月接單也可望較 9 月成長，但因去

年 10 月接單創歷年單月新高，基期較

高，10 月接單年增率恐吞下第 7 黑。 

iPhone 6S 系列新品市場需求持續強

勁，加上歐美耶誕拉貨需求，經濟部

認為，有助於組裝代工及相關產業供

應鏈接單持續暢旺。不過，因全球景

氣前景不明，設備投資趨於保守，中

低階手持行動裝置成長緩慢，加上國

際油價及鋼價低檔盤旋，經濟部憂

心，恐成為抑制接單成長不確定因素。 

根據經濟部調查外銷訂單廠商對 10月

接單看法，預期接單將較 9 月增加廠

商家數占 19.6%，持平者占 54.6%，減

少者占 25.9%，若以家數計算動向指

數為 46.8；若以接單金額計算動向指

數為 53.8，預期 10 月整體外銷訂單金

額將較 9 月增加。 

經濟部先前預期，第 4 季起每月接單

金額約介於 400 至 420 億美元之間，

儘管今年 10 月接單可望較 9 月接單

413.5 億美元成長，但因去年 10 月外

銷訂單金額衝上 449 億美元，創歷年

單月新高，10 月接單恐不樂觀，恐還

需視 iPhone 6S 是否持續挹注接單動

能。 

 

受到基期偏高影響，經濟部預期，10

月接單年增率恐續呈負成長，連續 7

個月衰退。(2015-11-14 中央社) 

 

104 年 10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0 月出口 239.4 億美元，較上月增 

6.2%，較上年同月減 11.0%；累計 1 

至 10 月出口 2,363.1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 9.6%。 

（二）進口 

10 月進口 178.2 億美元，較上月增 

3.0%，較上年同月減 20.0%；累計 1 

至 10 月進口 1,916.5 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 16.8%。 

（三）出入超 

10 月出超 61.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

增 15.0 億美元；累計 1 至 10月出

超  446.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135.9 億美元。 (財政部統計處201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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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貿易額 

 

10 月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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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4  -29.5  -11.0 2,363.1 -251.4  -9.6  

進
口 

178.2  -44.4  -20.0  1,916.5  -387.2  -16.8  

出
超 

61.2 15.0  32.4  446.6  135.9 43.7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
口 

7,817  -344 -4.2  74,491  -4,311 -5.5  

進
口 

5,820  -939  -13.9  60,370  -9,006  -13.1  

出
超 

1,997  595 42.5  14,121  4,755  50.8 

(財政部統計處 2015-11-09) 

重要財政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3 2014 

2015 

June Aug Oct 

GDP 2.23 3.77 - 0.52 -1.01 

CPI 0.79 1.20 -0.56 -0.45 0.31 

Unemployment 
rate 

4.18 3.96 3.71 3.74 3.89 

Export 1.4 2.7 -13.9 -14.77 -13.86 

Imports -0.2 1.5 -16.1 -16.69 -13.48 

Export orders 0.4 6.7 -5.8 -8.3 -4.5 

Industrial 
production 

0.7 6.4 -1.4 -5.46 -5.32 

Monetary 
aggregate(M2) 

5.8 6.1 6.3 6.01 6.50 

TWSE Stock 
Index 

8,612 9,307 9,323 8,156 8,554 

(資料來源：財政部、行政院主計處 201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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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基本資料                                         Updated November 12, 2015 

面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口 
2,344 萬 5,5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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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計畫 

歐洲以外地區（亞太、非洲、拉美、南亞、中東及國際組織） 

                                                                           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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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 
「從台灣參與TPP探討產業發展及外貿商機」

研討會 
台北 

23.  11月10日 多明尼加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24.  11 月 14-15 日 出席 B20 高峰會 安塔利亞(Antal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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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25.  12月 第4屆台沙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4 年年度工作計畫 

歐洲地區 
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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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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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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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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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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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羅馬尼亞企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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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波赫企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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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阿爾巴尼亞企業論壇 
地拉那（Tirana） 

25.  11 月 2-8 日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6.  11 月 9 日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7.  11 月 12 日 第 8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8.  11 月 19 日 第 17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