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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情 

歐洲區域新聞 

希臘通過法案 求貸 166 億 

希臘議會周四（19 日）通過一項新的

緊縮法案，以便未來幾天內爭取債權

人向其發放 20 億歐元救助貸款，並為

獲取 100 億歐元的銀行資產重組資金

創造條件。 

希臘議會 300 名議員中有 290 人參加

了投票，法案以 153 票支持、137 票反

對獲得通過。在這次投票中，兩名執

政聯盟議員投了反對票。投反對票的

執政聯盟議員尼科洛普洛斯曾表示，

他不能接受法案中的一些「災難性」

條款，比如減少對無力償還住房貸款

者的保護等。 

一些分析家認為，由於未來幾周內希

臘議會還需要通過養老金體制改革等

一系列爭議性更高的緊縮法案，執政

聯盟的穩定性將面臨更大考驗。今年

夏天，希臘與債權人就第三輪救助協

議達成一致。根據協議，希臘必須實

施一系列嚴厲的緊縮和改革措施，才

能獲得避免債務違約所需要的 860 億

歐元救助貸款。(2015-11-21/新加坡成

報網) 

 

歐元主席：難民危機可能造成小申根 

歐元集團主席、荷蘭財政部長戴松布

倫(Jeroen Dijsselbloem)今天(27 日)警

告說，如果各國無法充分捍衛歐洲的

邊界，無法公平的接受難民配額，他

們可能會發現自己被排除在未來的

「小申根(mini-Schengen)」邊界之外。 

戴松布倫在比利時主要商業報「財經

新聞(L'Echo)和「時報(De Tijd)」今天

刊出的專訪中指出，如果只有少數國

家提供難民庇護的話，歐洲聯盟的免

護照申根區將無法運作。 

戴松布倫指出，只有幾個國家在難民

危機中背負沈重的負擔，收容最多的

難民，像是瑞典、德國、奧地利、比

利時以及荷蘭。 

戴松布倫表示，某些國家現在會說「這

不是我們的問題，是你們的問題，祝

你們好運」。戴松布倫表示，「這會讓

我們的團結承受巨大的壓力。」 

申根區 26 個成員國當中，許多國家，

尤其是較為貧困的東歐國家，都反對

歐盟執行委員會的難民配額計畫，要

求各成員國接納今年來抵達歐洲的難

民。 

戴松布倫表示，他的目的是要維護申

根區，不過，如果有國家不願意肩負

他們的公平配額，其他國家就必須自

行其是，因為移民湧入將會危及他們

慷慨的國家福利。 

戴松布倫呼籲各國，對捍衛歐盟外在

邊界進行更多聯合投資，並且對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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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和黎巴嫩的難民營提供更多支持。

(2015-11-27 日/ 中央廣播電台) 

 

英飛凌於奧地利擴大生產據點 

英飛凌落實推動工業 4.0 live——未來

連網化的生產製造。英飛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已啟用位於奧地利菲拉赫

(Villach)的全新廠房，做為製造和研發

基地。這項擴充計畫將透過總計 2.9

億歐元的投資與研究支出，持續進行

至 2017 年，其中，根據工業 4.0 概念

設計研發及生產環境是此次計畫的核

心重點。 

 

英飛凌執行長 Reinhard Ploss 博士表

示：「數位化，換言之即連接實體世界

與數位世界，是英飛凌的核心主題。

我們擁有數位化的相關產品與解決方

案，同時也看到利用數位化在市場中

獲得搶佔先機的龐大潛力。透過工業

4.0，我們將加速創新並提升生產力與

品質。在菲拉赫基地所研發的解決方

案將不僅應用於英飛凌遍布全球的企

業網絡，也將應用於我們和客戶及供

應商的合作之中。」 

 

落實工業 4.0 有助於提升企業競爭

力，受益於日益升高的連網化，並帶

來更高的效率。未來連網工廠的特徵

包括高度自動化、生產與物流作業的

深度水平與垂直整合，以及採用廣泛

的分析方法進行大數據分析。英飛凌

在兩個層面上協助推動連網與知識密

集生產的全球發展趨勢：一方面研發

及生產用於智慧型工廠的微晶片與感

測器，另一方面做為一貫大規模落實

工業 4.0 技術的企業。 

 

為充分發揮連網生產的潛力，也需要

具備專精技術的專家，能夠運用這些

技術並整合至現有的程序中。為此，

英飛凌將針對員工推出資格認定措施

並製訂新的工作需求：例如，所謂的

工作區域管理者在未來將可透過行動

控制主控台監視生產過程並管理各項

系統，並透過諸如平板電腦或是數據

眼鏡等視覺輔助系統支援資訊處理。

到 2017 年，英飛凌菲拉赫據點預計將

提供 200 個全新研發工作機會，其中

130 個職缺已招募到所需的人才。 

 

奧地利英飛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長 Sabine Herlitschka 表示：「工業 4.0

為我們帶來極大的機會，維持並強化

歐洲的工業生產。我們正在菲拉赫廠

房以『智慧 4.0』連接研發與生產，落

實工業 4.0，因此能更快速有效地為全

球客戶提供創新的產品。同時，我們

也正在打造未來工廠的具體範例。做

為英飛凌網絡中的創新據點，我們正

在展現年產 130 億顆晶片的知識密集

型生產據點的日常生產樣貌。」 

 

英飛凌做為半導體製造商也希望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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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能夠持續地開拓各項創新：英飛凌

是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生產 12

吋薄晶圓半導體產品的公司。其晶片

厚度僅相當於一張紙的厚度，但在正

面和背面都擁有電性活化的結構。根

據商業雜誌「trend」報導，在 500 家

受訪的奧地利企業中，英飛凌被評為

2014 年最研發密集的企業。多年來，

智慧型工廠的首要元素早在多年前已

應用於菲拉赫據點：該廠所有正在生

產的產品皆可永久且單獨地進行定位

追蹤。另外，每個成品皆提供日常生

產過程的測量數據，這些數據可整合

至持續進行的製程中，並針對後續的

產品情況進行最佳化。 

 

在新建的綜合大樓中，英飛凌正持續

結合感測器技術與通訊及資料處理系

統。因此，未來將能以更加自主的方

式進行生產的決策，如設備自行啟動

的狀態導向維護作業便是一例。另

外，相較於之前的設施，新建廠房的

智慧型能源與資源使用控制系統可減

少高達 15%的成本。因此，英飛凌正

實際展現讓生活更便利、安全且環保

的承諾。(2015/12/01 科技商情) 

 

俄羅斯限制聯邦與地方政府使用外國

軟體事 

為確保俄羅斯國家安全與科技發展，

俄羅斯總理 Mr. Dmitry Medevedev 甫

於本年 11 月 16 日簽署 NO.1236 號決

議並於 22 日公布於總統府網站，表示

自明(2016)年 1 月 1 日起，將限制聯邦

與地方政府採購外國軟體。根據該決

議內容顯示，爾後聯邦與地方政府僅

能採購俄羅斯國產的軟體，倘國內尚

無開發相同軟體的能力，始能向國外

購買。聯邦當局將著手建置一軟體資

料庫，要求政府採購招標單位招標時

將限制由資料庫內登記有案的軟體所

有者參與競標，如該等軟體無國產軟

體而需國外軟體參與競標時，則需事

先提出說明。 

 

據悉，國際著名軟體大廠 SAP、

Oracle、IBM 與 Microsoft 等將受到相

當大的衝擊，上述公司去年在俄羅斯

的銷售額近 14 億美元，市占率約為

75%，其中有近 3 億美元為政府所購

買。歐洲企業協會 (Association of 

Eueopean Businesses)則對此法案表

示，認為該決議將迫使部分企業暫停

投資或撤離俄羅斯市場。(2015-11-25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亞太區域新聞 

「習馬會」：兩岸領導人 66 年後首次

會面 

萬眾矚目的歷史性「習馬會」周六（11

月 7 日）下午在新加坡舉行。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與台灣總統馬英九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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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會面，微笑握手，氣氛友好，馬英

九更是笑容燦爛。習近平在與馬英九

會晤時說：「歷史將會記住今天」。 

馬英九說：「在我們背後的是兩岸分隔

超過一甲子的歷史」，「在我們手上是

永續和平的成果」。 

他表示，兩岸從對抗轉向和平合作，

「絕非朝夕之功」。 

這是自 1949 年中國內戰結束之後，兩

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受到全球關

注，有近六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

包括大批中國和台灣媒體已經在場等

候。 

在媒體拍照時間出現了小插曲，前排

的一些記者將手機抬得太高，擋住後

排攝影記者的視線，引起不滿。在兩

位領導人握手的時候，一些記者大喊

「把手機放下」！不過習近平和馬英

九並不受影響，繼續面向不同方向，

讓記者照相。 

在香格里拉酒店現場，習近平和馬英

九在記者鏡頭前握手長達兩分鐘，之

後各自向媒體揮手致意。 

在香格里拉酒店現場，習近平和馬英

九在記者鏡頭前握手長達兩分鐘。 

後來也有記者大喊，請兩位領導人揮

手，習近平和馬英九也非常配合。兩

分鐘的照相時間結束後，兩人一同步

出場地開始閉門會議。 

習近平：歷史將會記住今天 

習近平在與馬英九會晤時說：「歷史將

會記住今天」。 

習近平先發表談話，以「馬先生」稱

呼馬英九，談話中提到海峽兩岸隔不

斷的親情，指出「從 2008 年以來，兩

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表示

「過去七年台海局勢安定祥和」，進一

步的談到，正因為有這七年來的積

累，兩岸雙方才有今天歷史性的一步。 

習近平多次強調兩岸人民的情感，稱

「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分隔」，兩岸人民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他說兩岸關

係正「面臨道路和方向的抉擇」，現在

重要的是要保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成績「不得而複失」。 

習近平還說：「兩岸中國人有能力、有

智慧解決自己的問題。」表示將堅持

九二共識，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共謀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光榮的成果將

由兩岸人民共享。 

馬英九說：「在我們背後的是兩岸分隔

超過一甲子的歷史」，「在我們手上是

永續和平的成果」。 

他表示，兩岸從對抗轉向和平合作，

「絕非朝夕之功」。 

馬英九提五點主張 

馬英九並提出五點主張： 

第一，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兩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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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第二，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 

第三，擴大兩岸交流，增長互惠雙贏； 

第四，設置兩岸熱線，處理緊急事務； 

第五，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 

馬英九強調這五點主張不是為了「一

己之私」，「而是為了後代的幸福」。 

他指現今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的年輕

一代已經能夠友好地交流：「他們有熱

情，有創意，但是沒有仇恨，沒有包

袱」。 

馬英九在發言中稱，今日兩岸領導人

「伸手相握」，是「穿越了 66 年的時

空」。 

馬英九向習近平說，當前的兩岸關係

已經處於 1949 年以來最好的狀態。 

目前雙方展開了「七人對七人」的閉

門會談。 

歷史性會面 

這是自 1949 年中國內戰結束之後，兩

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按目前計劃，雙方將在周六下午在人

口以華裔為主、與兩岸均保持良好關

係的中立地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進行

約一個小時的閉門會談，計劃議程中

將不會達成任何政治或經濟協議。 

「兩岸領導人在 66 年來首次見面，引

來中外極度關注兩岸關係發展走向，」

BBC 中文網蔡曉穎在新加坡現場報導

說。「而今次會談的內容、格式都是重

點。」 

BBC 中文網東南亞事務特約記者李慧

敏從新加坡「習馬會」現場報道說，"

習馬會"即將開始，數百名記者已聚集

等候記錄歷史性的一刻。 

「習馬會」將在當地時間下午 3 時進

行，但香格里拉酒店現場在上午已經

聚集數以百計的記者。 

會場保安相當嚴密，據台灣媒體報

導，出於安全考慮，兩岸同意將現場

記者人數限制在 400 人以內，但預計

更多沒有得到會場採訪許可的記者將

會集結在會場限制區域外進行報導。

(2015-11-07  BBC 中文網) 

法國投入印度智慧城市和地鐵建設 

在中國大陸與日本爭相搶食印度高鐵

等基礎建設大餅後，法國也承諾提供

20 億歐元在印度多個城市建設智慧城

市，同時在班加羅爾耗資 2 億歐元興

建地鐵延伸線。 

「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網

站今天報導指出，法國駐印度大使芮

謝（Francois Richier）昨天出席由印度

工商聯合會、法國大使館和印度城市

發展部舉辦的「邁向智慧和永續城市」

研討會時，作以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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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謝指出，印度總理莫迪今年 4 月訪

問法國時，法國已經承諾投入 6 億歐

元在印度的「智慧城市」和與永續城

市發展等相關計畫上，包括再生能源

和改善能源效率。 

此外，法國之後又加碼到 20億歐元（約

新台幣 716 億元），在印度昌迪加爾

（Chandigarh）、納格坡（Nagpur）、邦

狄哲利（Puducherry）等城市推動「智

慧城市」建設計畫。 

在中國大陸經營成本上漲、經濟成長

驅緩後，印度被視為下個將起飛的龐

大市場，大陸和日本已經爭相到印度

爭取高鐵建設，並提供龐大貸款與援

助。(2015-11-04/ 中央社) 

 

澳大利亞否決中資購地計劃 

澳大利亞財長斯科特莫里森星期四宣

布，他將不會核准將斯金德曼有限股

份公司（S. Kidman & Co Ltd）出售給

任何一家外國買家，理由是此舉「與

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目前正在尋找

買主的這家公司，是澳大利亞最大私

營土地持有公司，在澳大利亞內陸控

制約 10 萬平方公里土地，該公司業務

主要是奶牛場及有關相關產業。 

競標方中除知名跨國企業外，還有中

國投資公司匯智資產管理 (Genius 

Link Asset Management)和上海鵬欣集

團有限公司(Shanghai Pengxin Group 

Co.)。競標金額高達將近二點五億美

元。 

外資收購在澳大利亞非常敏感。中國

資本發起的收購尤其受到爭議，因為

中國很多企業都是國企，涉及農業領

域的交易同樣更備受爭議。 

另外，中國目前已經是澳大利亞農業

的最大投資者，食品安全問題是澳大

利亞公眾擔心的另外一個問題。

(2015-11-20/美國之音) 

緯創攜手印商 印度代工製造 hTC 手

機 

（中央社記者康世人新德里 24 日專

電）台灣的緯創資通今天與印度最大

手機分銷商及智慧行動裝置製造商

Optiemus 集團宣布，在 5 年內投資 2

億美元，在印度製造代工包括 hTC 在

內的智慧型手機。 

雙方高層透露，這項投資第一階段合

作已進入尾聲，並將於明年第 1 季進

入第二階段，在德里近郊設立雙方合

資廠房，約於明年 3 月正式量產包括

宏達電（hTC）等在印度銷售的中階手

機。 

台灣最大代工廠之一緯創資通總經理

黃柏漙、負責印度合作的緯創泛美製

造總經理徐鴻貴及印度 Optiemus 集團

總經理祖立煦（Ravinder Zutshi）中午

在新德里共同宣布上述合資設廠製造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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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漙、徐鴻貴表示，雙方的合作方

式將是由 Optiemus 提供在地資源（人

力、設廠等），緯創負責協助傳授包

括工廠與生產線管理、品管等知識，

還有技術轉移及設計新產品。 

緯創目前已有約 10人的管理與技術小

組進駐印度。 

黃柏漙說，不擔心印度廠商把台灣的

製造技術與知識全部學去，因為緯創

很樂意協助印度廠商的成長，並且讓

雙方在適當的合作模式下共創雙贏。 

祖立煦則表示，除了在智慧型手機的

合作外，雙方還會視合作狀況，未來

納入包括平板電腦等智慧行動裝置的

合資製造。 

在雙方合作初步階段，祖立煦說，預

計先量產包括 hTC 等代工客戶的品牌

和 Optiemus 自有品牌的智慧型手機

1800 萬支，並在印度銷售；雙方還希

望這項合資事業，能發展成全球最大

智慧手機代工廠。 

不過，對於雙方合資事業的持股比

例，雙方都說根據協議必須保密，但

據悉，緯創持股不超過 4 成。 

這是繼台灣鴻海集團到印度投資設廠

後，台灣又一大廠在印度布局的重大

投資案，包括負責莫迪政府「印度製

造」（Made in India）政策的印度商工

部產業政策暨發展次長康特（Amitabh 

Kant）、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田中光

也都出席這場合資發表會。 

康特與祖立煦都稱讚台灣製造業的實

力、管理經驗、品質管控與創新研發

能力，並認為透過這樣的合作，可讓

「印度製造」政策真正落實，並壯大

印度製造業實力。 

康特還提到，中國大陸製造業的崛

起，很大程度受益於台商到當地投

資，且把技術與管理知識帶到中國大

陸；現在，印度也期待更多台商到印

度協助印度成長。 

田中光則表示，台灣擁有強的硬體製

造能力，印度有很強的軟體能力，雙

方可以互補並結合彼此的強項，今天

台灣和印度這兩家企業巨人的合作，

為雙方未來美好的合作開啟了新篇

章。(2015-11-24/中央社) 

中華民國政府恭賀緬甸大選順利舉行 

外交部今天表示，恭賀緬甸政府順利

完成國會及地方議會大選，中華民國

期盼台緬雙方未來在既有基礎上繼續

加強各領域的交流。 

 

根據外電報導，據緬甸已公布的官方

結果顯示，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已

贏得國會席次，其所屬的全國民主聯

盟（NLD）在目前開出的下議院席次

中囊括超過 9 成，在地方議會與上議

院也斬獲超過 8 成 5 的席次。 

 

外交部今晚發布新聞稿，緬甸國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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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議會大選已在 11 月 8 日舉行，中

華民國政府恭賀緬甸政府順利完成此

次具歷史意義的選舉，並讚揚緬甸人

民以和平民主的方式選出民意代表。

中華民國也期盼台緬雙方未來在既有

基礎上繼續加強各領域的交流。 

 

為強化與緬甸關係，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已分別在仰光設立辦事處，促

進雙方在經貿、農業及技術的合作交

流。 (2015-11-11/ 中央社) 

中信銀打亞洲盃 打進大馬開辦事處 

中信銀馬來西亞辦事處今（23）日正

式開幕，成為近 17 年來首家前進大馬

設點的台資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表示，馬來西亞金融監

管機構自 2010年逐步推動金融產業開

放，在此之前 10 餘年間未有外資銀行

取得銀行執照，馬來西亞金融監管機

構把關甚嚴。 

新進外資銀行必須為馬來西亞的金融

產業和經濟發展帶來獨特價值，才有

機會予以核准，這次突破諸多限制率

先進駐成立辦事處，顯示中國信託長

期的耕耘獲得實質肯定。 

馬來西亞政府近期積極推動經濟轉型

計劃，成效卓越，2014 年 GDP 成長達

6%，今年預估亦約有 5%至 5.5%的成

長，另一方面，馬來西亞是亞洲地區

主要的區域經濟組織「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CEP）及「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會員國，未來經濟發

展及外來投資之前景可期。 

台灣目前為馬來西亞第 4 大外資投資

地區，現有台商逾 1700 家，多數為製

造業及服務業，中信銀設點後，可提

供完整的金融服務。馬來西亞相對穩

定的政治局勢，友善的商業環境，經

濟政策規劃及執行之一致性，有利於

金融產業自由化發展。 

中國信託銀行總經理陳佳文表示，吉

隆坡辦事處的成立，除了代表主管機

關「亞洲盃」金融政策推動有成外，

對於中國信託銀行而言，更可有效連

結東南亞市場，並與中國信託銀行於

臺灣及海外據點串聯。 

藉由相關業務發展，加強與馬來西亞

政府機關之間的聯繫，使中國信託在

亞太地區布局版圖更加完整，提供客

戶所需的跨境貿易及海外融資等全方

位的優質服務，再朝有台商就有中國

信託的服務目標向前邁進歷史性的一

步。（2015-11-23/ 蘋果日報） 

 

美洲區域新聞 

彈劾總統 巴西政盪再起 

巴西國會下議院議長康哈 2 日接受巴

西反對黨所提，以違反有關財政責任

的法律為由，對巴西總統羅塞芙展開

彈劾程序的提案。 

在此之前，巴西朝野已進行數月之久

的政治操作。康哈同意展開彈劾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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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的程序意味，巴西朝野政黨的緊張

政治休兵狀態已經結束，全國可能進

入政治動盪的新階段。 

羅塞芙本人並未涉及震驚全巴西的國

有石油公司弊案，卻被控涉及大選期

間違規事例，以及為謀求政治利益而

粉飾國家財政狀況。羅塞芙及所屬執

政黨工人黨矢口否認這些指控。 

羅塞芙一年多前驚險連任，可能因為

擁有足夠的國會議員支持而最終得免

遭到彈劾，然而巴西原已面臨經濟陷

入衰退、國油弊案等問題，國會啟動

彈劾程序則使巴西本世紀以來此一最

嚴重的政治危機更難化解。羅塞芙的

民調支持度只剩下個位數。國油弊案

也是巴西歷來最嚴重的醜聞。 

巴西國油弊案牽連極廣，隸屬「民主

運動黨」的康哈也捲入。一名檢舉人

說，康哈曾經向他索賄 500 萬美元。

工人黨黨工則說，康哈企圖發動政

變，同意展開彈劾程序出於個人或政

治因素。 

康哈駁斥這項說法。他說：「彈劾程序

純粹基於技術因素。」康哈今年稍早

說，如果國會對羅塞芙展開彈劾程

序，巴西的民主政治將因此「倒退」。

這也是 1992 年以來，巴西國會首次對

現任總統展開彈劾程序。(2015-12-03

聯合晚報) 

中美洲南韓 FTA 談判 宏國拚產業合

作 

中美洲國家與南韓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5 年年中啟動，預定明年年中完成

談判，宏都拉斯希望能增加進口南韓

成衣原料以及促進汽車產業合作為主

的工業生產投資。 

 

中美洲國家與南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積極展開，今年 11 月將在薩爾瓦多進

行第 2 回合談判，談判重點集中在市

場准入、原產地規定以及貿易便捷等

議題，預定於 2016 年年中完成談判。 

根據經濟部駐外單位訊息，參與中美

洲國家與南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宏

都拉斯，希望協定簽署後，能增加南

韓進口成衣原料及汽車產業合作為主

的工業生產投資。 

對宏都拉斯而言，咖啡、棕櫚油、蝦

及水果是出口至南韓較具潛力產品；

南韓目前出口宏都拉斯產品，則以汽

車、電子、建築業以及機械設備為大

宗，南韓目前對宏都拉斯享有貿易順

差。(2015-11-12/中央社) 

 

中國將資助並建造阿根廷兩座核電廠 

中國將在阿根廷資助並建造兩座核電

廠，這筆交易價值達 150 億美元，突

顯盡管國內經濟放緩，但北京方面堅

持在拉美鞏固地盤。 

這筆交易達成之際，中國正推動出口

本土核電技術—往往通過提供廉價技

術和慷慨資金。就在上月，中資企業

在法國牽頭的一個項目獲得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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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建造英國首座新一代核電廠。

與阿根廷達成的協議意味著，中國將

為兩座新核電廠提供大部分資金。阿

根廷政府目前被全球信貸市場擋在門

外。 

中國和阿根廷達成核電協議之際，阿

根廷將在幾天後、即本周日舉行總統

大選，中間偏右和親商的布宜諾斯艾

利斯市長毛里西奧·馬克裡(Mauricio 

Macri)勝出的呼聲最高。預計他將廢止

現任總統克裡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

基 什 內 爾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實行的很多保護主義政策。 

第一座核電廠將耗資約 60 億美元，採

用加拿大坎杜(Candu)核技術。第二座

核電廠將採用中國自主研發的“華龍

一號”反應堆，北京方面正推動其出

口。根據「美洲對話」 (Inter-American 

Dialogue)的中國數據庫，布宜諾斯艾

利斯近年是北京的較大客戶之一，自

2007 年以來獲得 190 億美元貸款，用

於中國牽頭的基礎設施項目。 

雖然中國已開始縮減其對較高風險拉

美借款人（如委內瑞拉）的敞口，但

它去年向阿根廷提供一項 110 億美元

的貨幣互換安排，幫助支撐後者捉襟

見肘的外匯儲備。 

兩個反應堆均將由國有的中國核工業

集 團 (CNNC) 與 阿 根 廷 國 有 的

Nucleoeléctrica 合作建造。完工後，它

們將提供相當於阿根廷現有三座核電

廠核電裝機容量的電力，從而將阿根

廷 核 電 裝 機 容 量 擴 大 一 倍 。

(2015-11-18/英國金融時報) 

阿根廷新總統親商開放 巴西表歡迎 

巴 西 工 商 外 貿 發 展 部 長 蒙 泰 羅

(Armando Monteiro)23 日表示，阿根廷

選出親商派候選人馬克里 (Mauricio 

Macri)為下一任總統，對兩國的貿易關

係而言是一個好消息。 

蒙泰羅在走訪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時表

示，所有跡象都是正面的，馬克里已

重申巴西是戰略性夥伴，而且他也支

持南美貿易集團 ─ 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對其他國際網絡採取更開

放的立場，對巴西而言很高興聽到他

這麼說。 

南方共同市場是一個包括巴西、阿根

廷、烏拉圭、巴拉圭和委內瑞拉的關

稅聯盟。 

馬克里在他的當選記者會上已表示，

他將尋求暫停委內瑞拉的南方共同市

場會籍，因為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

(Nicolas Maduro)的社會主義政府被控

侵害人權。 

阿根廷是在 22日舉行總統大選第二回

合投票，結果反對派領袖馬克里擊敗

現任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andez)

欽點的接班人希歐里(Daniel Scioli)。 

而誓言將放寬對外貿易和美元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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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里，也將成為這個拉丁美洲第三

大經濟體自 1990 年代以來，經濟理念

最自由派的總統。(2015-11-24/ 央廣) 

美墨邊境建空橋 走五分鐘即可跨境 

美國與墨西哥邊境是全球戒備最森嚴

的國際邊境，但是從 12 月 9 日起，兩

國之間將出現一座航廈「跨境快線」，

透過這座空橋，赴美旅客只需走五分

鐘就可抵達美國邊境檢查哨。 

據美國媒體報導， 包括芝加哥億萬富

翁澤爾（Sam Zell）在內的一個投資集

團，在加州聖地亞哥建造了一個提供

全面服務的航空公司客運站，通過一

座被稱為「跨境快線」（Cross Border 

Xpress，CBX）的封閉式空橋，跨越

美墨邊境的鐵絲網，一路連結到墨西

哥原有的蒂華納國際機場（Tijuana 

International Airport）。  

旅客只需支付 18 美元即可走過長 390

英尺的封閉式空橋，再從蒂華納國際

機場飛往墨西哥三十多處目的地。

CBX 的 門 票 現 在 可 以 提 前 在

www.crossborderxpress.com 購買。 

預估蒂華納機場有 60%的赴美旅客將

成為目標客群，以去年數字估算可達

260 萬。目前旅客須耗費約十五分鐘才

能從機場開車抵達壅塞的邊境關卡，

接著還需等上數個小時，才能開車或

步行進入美國聖地亞哥。而透過機場

空橋，只需走五分鐘就可抵達美國邊

境檢查哨。 

該項目的投資者拉維亞達（Carlos 

Laviada）表示，CBX 將改變數以百萬

計的旅客的過境經驗，他透露，他們

是八年前就開始了這個項目的規劃和

審批，並得到了邊境兩側的一致支持。 

聖地亞哥地區商會主席及行政總裁、

聖地亞哥前任市長桑德斯（ Jerry 

Sanders）表示，「這將是美墨之間旅行

的一個很棒的新的選擇。」這個項目

被批准時，桑德斯還是聖地亞哥市當

時的市長。他預計 CBX 將是一個催化

劑，促進聖地亞哥及邊界兩邊的經濟

增長。(2015-12-9/大紀元快訊) 

 

非洲&中東區域新聞 

南非政府不擬調降「國家發展計畫」

欲達成經濟成長率 5.4%目標 

據南非媒體 Business Day 本(2015)

年 11 月 2 日報導，南非國家計畫委員

會(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主席

Jeff Radebe 頃表示，該委員會不會下

修「國家發展計畫」(NDP)所設定之

2030 年前每年經濟成長率達到 5.4%

之目標，委員會並將計畫重新釐定達

成目標之策略。渠並表示，在 2020 年

前將失業率從目前之 25.5% 降至

14%，以及在 2030 年前進一步降至

6%，仍然為既定目標。 

近來南非中央儲備銀行及世界銀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BE%8E%E5%A2%A8%E9%82%8A%E5%A2%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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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機構已紛紛調降南非本(2015)年

之經濟成長率預測，從先前預估之 2%

調降為 1.5%。Radebe 主席表示，政府

及民間部門需增加基礎建設之勞動密

集度，以增加民眾就業。此外，南非

總統組馬已於本年 9 月宣布國家計畫

委員會之新成員，該委員會計畫於本

(11)月開會，提供政府相關部門採行

NDP 之建議，預期經濟、教育及就業

將為最優先之課題。 

由於 NDP 之進展速度緩慢，飽受

外界批評。經濟專家認為 NDP 雖然立

意良善，有助南非經濟成長，但政府

之執行效率不佳，必需建立更明確之

目標及設定時間表以期完成相關工

作。此外，政府部門間欠缺溝通協調，

亦阻礙 NDP 之成效，例如內政部採行

嚴厲之新移民法措施，但因缺乏與觀

光旅遊部溝通，造成赴南非旅遊觀光

人士銳減，觀光旅遊業因而萎縮。另

外，國際貨幣基金亦持續呼籲南非政

府應大刀闊斧進行結構性改革，包括

教育及勞動部門等，俾提振南非經濟

成長。(11 月 2 日 Business Day 南非經

濟組摘譯) 

南非首都普利托利亞正進行高達 120

億南非幣之都市更新計畫 

據南非媒體 The Citizen 本(2015)

年 11 月 3 日報導，南非首都普利托

利亞在距離市中心北邊約 6 公里處進

行高達 120 億南非幣之都市更新計

畫，內容包括住宅及商用房產開發，

以及興建超大型地區購物中心等，預

計在開發階段約可以創造 4 萬 5 千個

工作機會。 

南非Rainbow Junction Development 

Company 執行長表示，該都市更新土

地開發案，包括將興建零售賣場 16.5 

萬平方公尺、商業辦公室 17 萬平方公

尺、住宅 12 萬平方公尺及飯店與會議

場所 6.5 萬平方公尺，以及教育、公園

綠地及休閒娛樂設施等，整體開發階

段則預計需長達 10 至 15 年，市府並

計畫未來在該地區興建捷運系統，成

為該開發案之另一重大優勢，未來可

望成為普利托利亞新地標之一。 

上述開發案之購物中心建造工程預計

將於明(2016)年初開始進行，但其周邊

道路之興建工程則已於本年 7 月開始

施工。該購物中心將吸引許多國際及

國內知名連鎖店與零售商進駐，提供

完整之零售、休閒娛樂等服務，將成

為普京頂尖之購物與休閒地點。 

(2015-11-3/ The Citizen 南非經濟組摘

譯) 

「海灣合作委員會」規劃參照歐洲申

根簽證，核發「GCC 共同簽證」 

「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6 會員國正積極研議，

仿照歐盟申根簽證之模式，於未來共

同核發「GCC6 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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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任何國家之人民倘獲核發

「GCC6 國簽證」，則可於「海灣合

作委員會」會員國內自由遷移，預料

此簽證制度將帶動「海灣合作委員會」

各國之觀光旅遊與經濟成長。 

「海灣合作委員會」各會員國於世界

各地大使館將可核發「GCC6 國簽

證」；在未來，許多希望前來沙烏地

阿拉伯之旅客，將可以「GCC6 國簽

證」入境沙國。 

對於沙國而言，為了滿足此簽證即將

帶來之觀光需求，目前急須提升飯店

與汽車旅館之服務水準，以符合觀光

客需求。沙國國內旅行社及觀光飯店

無不摩拳擦掌，準備迎接後續觀光商

機。 

「沙烏地商工總會聯合會」(Council of 

Saudi Chamber of Commerce, CSC)為

此 1 新制度之幕後推手，因為發展觀

光產業本身對於帶動沙國經濟成長，

裨益良多。 

根據相關統計，沙國觀光市場在 2014

年達到沙幣 1,030 億(相當於新臺幣

8,240 億元)，較 2013 年之沙幣 590 億

元(折合新臺幣 4,720 億元)，成長幅度

甚大。一般預期，在未來 2 年內，沙

國每年之觀光收益將達沙幣 1,500 億

元(折合新臺幣 1 兆 2,000 億元)，其中

1/3 來自國內消費支出，2/3 來自外國

觀光客消費。（2015-11-18/ 

saudigazette） 

 

經貿投資訪問團暨雙邊會議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為加強拓展我國與愛沙尼亞的經

貿合作交流，本會與愛沙尼亞商工會

（Eston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特於本年 11 月 4 日假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 101D 會議室舉辦「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會議由本會愛沙尼亞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暨青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孫

杰夫先生及愛沙尼亞國會友台小組議

員 Hon. Deniss Boroditś 共同主持，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邱顧問柏青以貴賓身

份蒞臨致詞，台、愛雙方代表共約 65

人與會。 

 本屆會議針對下列議題邀請專家

提出報告： 

 「台灣投資環境簡介」：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陳經濟副參事明祥 

 「如何與愛沙尼亞人做生意」：愛

沙尼亞萊納漢莎有限公司劉董事

總經理鑒 

 「如何與台灣人做生意」：泰豐貿

易股份有限公司徐總經理徵祥 

 「愛沙尼亞物流產業介紹」：Mrs. 

Julia Rahula （ Liner Manager, 

Greencarrier Liner Agency Estonia 

O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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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雙方代表進行貿易洽談會，雙

方團員就合作之項目及技術交換意

見，希望能進一步促成兩國產業界合

作之機會。 

左起: 泰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徐總經

理徵祥、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陳經濟副

參事明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邱顧問

柏青、本會愛沙尼亞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暨青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孫杰夫

先生、愛沙尼亞國會友台小組議員

Hon. Deniss Borodits、Hon. Mihhail 

Korb、Hon. Viktoria Ladonskaja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為加強拓展我國與奧地利的經貿

合作交流，本會與奧地利聯邦商會在

台機構-奧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The 

Austrian Commercial Office)特於本年

11 月 9 日下午假台北香格里拉遠東國

際大飯店 B1 怡東園會議室舉辦「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會議由本會理事-新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長金際遠博士及奧地利

商 務 代 表 辦 事 處 商 務 代 表 Mr. 

Christian Fuchssteiner 共同主持，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楊副局長淑媚、奧地利

台北辦事處代表 Mr. Albin Mauritz 等

人以貴賓身份蒞臨致詞，雙方業者針

對「物聯網」、「資訊與通信科技」等

產業尋求合作商機，台、奧雙方代表

共 73 人與會。 

  本屆會議針對下列議題邀請專家

提出報告： 

 「奧地利-作為通往中東歐戰略

門戶」：奧地利聯邦科學研究及

經濟部對外經濟交流司總司長

Mr. Franz Wessig 

 「台灣發展物聯網的機會與挑

戰」：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

訊研究所技術長王南雷博士 

 「在奧投資經驗分享」：東台精

機股份有限公司嚴璐總發言人 

 

本會理事金際遠博士與奧地利商務

代表辦事處商務代表 Mr. Christian 

Fuchssteiner 共同簽署聯合聲明，同

意明（105）年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

「第 9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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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本會吳秘書長立民、本會理事金

際遠博士(台方主席)、奧地利商務代

表辦事處商務代表 Mr. Christian 

Fuchssteiner(奧方主席)、奧地利台北

辦事處處長 Mr. Albin Mauritz 

 

第 8 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 

「第 8 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5 年 11 月 12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由本會盧森堡委員會主任委

員暨東元集團黃會長茂雄與盧森堡商

會國際貿易主任 Mr. Jean Claude 

Vesque 共同主持；我國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邱柏青經濟參事以貴賓身分蒞臨

致詞，台、盧工商界代表共計約 69 人

出席。 

本屆會議針對「資訊與通訊科技(ICT)」

及「金融」兩大產業主題，邀請兩國

多位專家發表相關專題報告，以促進

雙方技術合作及貿易機會。大會專題

報告包括： 

1. 「資通訊科技未來趨勢-大數據分

析及應用」：我國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據科技與應用研究所蕭暉議副

所長 

2. 「盧森堡─您最可靠的雲端中

心」： 盧森堡 Telindus Telecom 國

際業務部經理 Mr. Daniel Soriano 

3. 「從盧森堡到台灣-金融市場之合

作」：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吳壽山董

事長 

4. 「各產業如何透過盧森堡佈局

ICT 策略」座談 

主持人:盧森堡台北辦事處閔子雍

(Mr. Hugues Mignot)處長 

與談人:  

- 盧森堡 EBRC 國際業務部經理 

Mr. Jerry Probst 

- 管地亞洲有限公司(Gandi Asia 

Co. Ltd.) 營運長 Mr. Thomas 

Kuiper 

本屆會議中安排商機媒合，舉辦台盧

雙方廠商貿易洽談會，雙方業者針對

「金融」、「資通訊」、「能源」、

「汽車工業」、「企業顧問服務」、

「智慧產權服務」、「機械」、「交

通及物流」等產業尋求合作商機，進

一步促進產業合作與投資，以期共同

開拓歐盟與中國大陸市場；惟大多為

初步接觸，將再作進一步聯繫，以利

雙邊實質經貿合作。 

本會盧森堡委員會主任委員暨東元集

團黃會長茂雄與盧森堡商會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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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Mr. Jean Claude Vesque 於會中共

同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同意明（105）

年擇期在盧森堡召開「第 8 屆台盧經

濟合作會議」。 

雙方主席及重要貴賓合影(左一: 我國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邱柏青經濟參事、

左二: 東元集團黃茂雄會長，右一: 盧

森堡商會國際貿易主任 Mr. Jean 

Claude Vesque、右二: 盧森堡台北辦

事處閔子雍(Mr. Hugues Mignot)處長) 

 

「第 17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第 17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

議」於 11 月 19 日假台北世貿展覽館

舉行，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與比利

時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副署長 Mr. 

Michel KEMPENEERS 共同主持，經

濟部楊常務次長偉甫、瓦隆尼亞區政

府經濟部兼產業、創新暨數位科技部

長 Mr. Jean-Claude Marcourt、駐歐盟

兼駐比利時代表處董代表國猷、比利

時台北辦事處處長 Mr. Rik Van 

Droogenbroeck 等人以貴賓身份蒞臨

致詞，雙方業者針對「物聯網」、「工

業 4.0」、「行動科技」、「數位內容」、

「LED」等產業尋求合作商幾，台、

比雙方代表共逾 100 人與會。會中針

對以下議題發表專題報告： 

1. 「台灣經貿概況」：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陳主任秘書永章 

2. 「瓦隆尼亞–歐洲市場最佳合作夥

伴」：比利時台北辦事處瓦隆尼亞經

貿組王組長家齡 

3. 「台灣物聯網發展趨勢與解決方

案」：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網通系統

研究所馮所長明惠 

4. 「瓦隆尼亞資通訊產業發展趨

勢」：數位科技發展局產業情報經理

Mr. Carmelo Zaccone 

 

「比利時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副

署長 Mr. Michel KEMPENEERS 率領

30 人之資通訊產業訪問團於 11 月

18-20 日訪華，團員包括 16 家資通訊

相關產業中小型企業 CEO、新創公

司、研究機構代表以及產業新聞記

者，希望針對創新技術、應用、解決

方案、產業趨勢及未來商機，與我國

相關產業進行交流，尋求策略聯盟、

貿易投資等合作機會。 

除參加雙邊會議外，亦安排比方團

員參觀拜會鴻海科技集團、紡織產業

綜合研究所、資訊工業策進會、金寶

電子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神達電

腦公司等單位，增進對我國經貿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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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最新發展之瞭解。 

 

經濟部楊常務次長偉甫(站立者)蒞會

致詞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主任秘書永章發

表專題報告 

一對一貿易洽談會 

 

多明尼加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

會 

多明尼加總統府行政部部長貝拉

達應我外交部邀請，於本（104）年 11

月 9 日至 13 日率領 10 位代表來華訪

問，藉以加強兩國經貿合作實質關

係，促進我國對多明尼加之認識，協

助國內廠商拓展美洲市場。 

本會特於 11月 10日上午假台北世

貿聯誼社舉行「多明尼加共和國經貿

暨投資商機說明會」，由本會簡副理事

長漢生主持，邀請外交部柯政務次長

森耀擔任貴賓致詞，現場共計約 70 位

代表出席。 

多明尼加總統府行政部長貝拉達

(H. E. José Ramón Peralta)以「多明尼

加投資環境簡介」發表專題演講，多

明尼加製鞋廠商 B. Leather 公司總經

理貝穆德斯（Aquiles Bermúdez）簡報

「多明尼加皮革及製鞋業發展」，多明

尼加紡織廠商 Group M 及 CODEVI

公 司 總 經 理 卡 培 怏 （ Fernando 

Capellán）發表「多明尼加與海地的環

境介紹」簡報，我商永旺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蔡副總經理年芳經驗分享。 

本次說明會使投資人對多明尼加

投資環境有更多認識與瞭解，主要投

資產業包括製鞋、成衣、能源產業等。

多明尼加為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最

大經濟體，可以多明尼加當作通往美

洲的大門，台灣亦可做為多明尼加在

亞洲生意上可靠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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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全體貴賓合照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副理事長漢生致

歡迎詞 

多明尼加總統府行政部長貝拉達發表

專題演講 

 

「從台灣參與 TPP探討產業發展及外

貿商機」研討會 

本會對等單位利馬商業總會韋德

邁 (Jorge von Wedemeyer)會長於本

(104)年11月2-6日應邀訪華，除加強兩

國經貿互動，並藉以爭取秘魯支持我

國加入TPP。 

為使我商對 TPP 議題有更深入瞭

解，本會於本（104）年 11 月 3 日(星

期二)下午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二樓

第二會議室舉辦「從台灣參與 TPP 探

討產業發展及外貿商機」研討會，會

議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擔任主持

人，會中利馬商會 W 會長以「秘魯對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之觀

點」發表專題演講，中華經濟研究院

杜研究員巧霞簡報「臺灣參與 TPP 之

意義：爭取公平競爭與促進產業發

展」，並請嘜德股份有限公司洪董事

長慶忠經驗分享，分析加入 TPP 的關

鍵因素及潛在利弊，當日出席人數約

6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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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簡副理事

長漢生致歡迎詞 

利 馬 商 會 會 長 Mr. Jorge von 

Wedemeyer 專題演講「秘魯對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之觀點」 

 

2015 年 B20 土耳其安塔利亞高峰會 

B20（Business 20）為推動企業界與

G20（20 國集團）代表進行對話的組

織，與國際商會（ICC）密切配合。2015

年 G20 高峰會主辦國土耳其為配合

G20 舉辦，土耳其商品交易總會

(Türkiye Odalar ve Borsalar Birliği, 

TOBB) 與 ICC 於 11 月 14-15 日於土

耳其．安塔利亞盛大召開 2015 年 B20

高峰會，邀集全球 41 國、560 名企業

領袖及代表共聚一堂，從企業角度提

出建言，提交 G20 成員領袖。本會吳

秘書長立民亦受邀出席旨揭年度企業

盛會。 

會議開幕由土耳其商品交易總會主席

Rifat Hisarcıklıoğlu 先生及土國副總理

Cevdet Yılmaz 致詞，審視年度工作小

組之工作成果後，舉行交接儀式，將

任務交予下屆會議主辦國：中國，中

國 B20 主席姜增偉先生（中國貿易促

進委員會會長）代表接棒，2016 年

G20/B20 高峰會預計 9 月在杭州舉行。 

本會吳秘書長立民（右）與亞太商工

總會會長 Jemal Inaishvili（左）合影 

土耳其商品交易總會主席 Rifat 

Hisarcıklıoğlu 先生致詞 

 

接待重要外賓 

比利時國會議員訪團歡迎午宴 

比利時聯邦眾議院「荷語基民黨」

黨 團 主 席 Mr. Servais 

VERHERSTRAETEN 率領之 7 人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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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期間來華訪

問，以增進對我國經濟情勢與產業環

境之瞭解。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於 11 月 6 日

假台北君品酒店以午宴款待比利時國

會議員訪團，並邀請比利時台北辦事

處處長 Mr. Rik Van Droogenbroeck、比

利時台北辦事處瓦隆尼亞經貿組王家

齡組長、資訊工業策進會國際業務處

蕭美麗處長、神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張樂羣副總經理、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薛水添副總經理、點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金際遠董事長、嘉義市政府楊博

仁顧問等重要賓客與會。 

年來比利時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商

機，台灣可為比商拓展中國大陸及亞

太市場之最佳合作夥伴。餐會中雙方

就協助建立民間交流平台、排除貿易

與投資障礙，以推動產業合作等議題

進行討論。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前排右三)主持

午宴，歡迎比利時國會議員團訪華 

 

 

西班牙經濟競爭部創新暨競爭總司副

總司長 

西班牙經濟競爭部創新暨競爭總

司 副 總 司 長 Mr. Manuel Garrido 

Moreno 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邀請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來華訪問，以增進

對我國經濟情勢與產業環境之瞭解，

有助於推動兩國經貿合作關係。 

G 副總司長於 11 月 5 日前來拜會

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雙方就如何加

強推動雙邊貿易與投資，以及透過台

西雙邊經濟合作會議之運作促成產業

合作等議題進行交流與討論。 

午間由本會簡副理事長假台北世

貿聯誼社主持午宴，歡迎 G 副總司長

訪華，並邀請西班牙商務辦事處處長

Mr. Borja Rengifo 暨秘書長 Mr. Andrés 

Rodes、友嘉集團朱志洋總裁、大同股

份有限公司林和龍資深副總經理、泰

豐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徐徵祥總經理、

皇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智強執行

長、經濟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施

煥旭組長、嘉義市政府楊顧問博仁等

重要賓客與會，增進雙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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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右 5)、西班牙商

務辦事處處長 Mr. Borja Rengifo(右

4)、友嘉集團朱志洋總裁(右 2) 

 

「德國經濟辦事處新任處長賀安德

(Mr. Andreas Hergenroether)」拜會本

會 

德國經濟辦事處為德國駐外商會 

(AHK)在台之分支機構，為提供德商

豐富在地經驗、世界經貿最新資訊及

客製化服務，並協助其連結在地資源

之機構。新任處長賀安德(Mr. Andreas 

Hergenroether)於本(104)年 11 月初到

任，於 11 月 30 日前來拜會本會吳秘

書長立民，雙方就明年「第 16 屆台德

經濟合作會議」及如何加強推動雙邊

貿易與投資等議題進行交流與討論。 

賀處長建議「第 16 屆台德經濟合作會

議」可於明年 9 月底柏林國際軌道及

交通運輸設備展 (InnoTrans)期間辦

理，結合官方及民間企業可壯大訪

團，吳秘書長對此表示支持，透過雙

方合作，實質發揮會議溝通平台之功

效，有助於推動兩國經貿關係。 

德國經濟辦事處處長 Mr. Andreas 

Hergenroether(左)，本會吳秘書長立民

(右)合影 

 

台灣經貿 

張盛和：恐攻影響第 4 季出口 

第 4 季出口旺季不旺，財政部長張盛

和今天表示，11 月出口「沒有改善」，

前 3 週仍是雙位數衰退，坦言可能與

巴黎恐怖攻擊有關。 

 

張盛和今天赴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就所

屬附屬事業單位、土銀年度預算進行

專案報告，並備質詢，會前針對 11 月

海關進出口發表看法。 

 

張盛和表示，巴黎恐攻後，法國的觀

光客掉了 3 成，旅館也受影響，「這些

都是意外」，原本以為年底是歐美消費

旺季，但恐攻後，觀光產業都受到衝

擊，但強調這是突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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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 4 季是否會比第 3 季更差？張

盛和表示，目前僅看到 11 月，他無法

預測第 4 季全季的出口表現。

(2015-11-25 中央社) 

 

台灣開放資料有成 國際評比世界第

一 

政府推動「資料開放」(open data)有

成，獲得開放知識基金會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2015 年開放資

料指標評比全球第一名，對台灣政府

開放資料政策給予肯定。行政院副院

長張善政今天(9 日)表示，接下來希望

地方政府也能進一步開放資料，包括

交通、環保等資訊。 

 

行政院長毛治國上任後力推政府資料

開放，並呼籲各部會配合，且和民間

團體合作推動資料開放。根據開放知

識基金會今年的評比，在 122 個開放

資料的國家中，台灣由去年的第 11 名

躍升至世界第一，是對政府開放資料

政策的一大肯定。 

 

開放知識基金會根據 13項指標進行評

比，包括政府預算、國家統計、選舉

結果、地理圖資等，台灣多數名列前

茅；不過，在採購招標、天氣預報和

水質等指標仍有待加強。 

 

張善政表示，台灣這次排名世界第

一，歸功於政府政策、業界配合和社

群參與 3 大因素；他希望接下來由地

方政府動員，開放更多資料。張善政

說：『(原音)這 2 個月(成長速度)平掉

了，表示釋出速度變慢，假使平掉是

長期現象，因為大家口袋都清乾淨

了，那後面資料項目就會減緩，當然

國際競爭力就會降低，但這因為是中

央政府的，所以地方政府必須動員，

我提醒的就是中央要制定一些規範，

讓地方政府把資料釋出來。』 

 

張善政指出，今年 1 月開放資料有

3,400 件，目前已經成長到 1 萬 2,200

件，可見與毛治國大力呼籲有關，他

也在思考是否舉辦縣市之間的開放資

料評比。 

 

張善政也表示，希望之後接手的政府

能夠繼續維持這樣的好成績。 

 

 

 

104 年 11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1月出口 221.3億美元，較上月減

7.5%，較上年同月減16.9%；累計1至

11月出口2,584.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10.3%。 

（二）進口 

11月進口 193.8億美元，較上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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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較上年同月減13.7%；累計1至

11月進口2,110.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16.5%。 

（三）出入超 

11 月出超 27.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

減 14.3 億美元；累計 1 至 11 月出

超  473.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121.4 億美元。(財政部統計處2015-12-07) 

進出口貿易額 

 

11 月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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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3 -45.1  -16.9 2,584.3 -296.5  -10.3  

進

口 

193.8  -30.8 -13.7  2,110.4  -417.9  -16.5  

出

超 

27.5 -14.3 -34.2 473.9  121.4 34.4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

口 

7,188  -942 -11.6  81,676  -5,256 -6.0 

進

口 

6,294  -559  -8.2  66,668  -9,621  -12.6  

出

超 

894  -383 -30.0  15,008  4,365  41.0 

(財政部統計處 2015-12-07) 

 

 

重要財政指標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3 2014 2015 

Aug Oct Nov. 

GDP 2.23 3.77 0.52 -1.01 0.57 

CPI 0.79 1.20 -0.45 0.31 0.53 

Unemployment 

rate 

4.18 3.96 3.74 3.89 3.90 

(10 月) 

Export 1.4 2.7 -14.77 -13.86 16.9 

Imports -0.2 1.5 -16.69 -13.48 13.7 

Export orders 0.4 6.7 -8.3 -4.5 -5.3 

(10 月) 

Industrial 

production 

0.7 6.4 -5.46 -5.32 -0.84 

(1-10

月) 

Monetary 

aggregate(M2) 

5.8 6.1 6.01 6.50 6.4 

(1-10

月) 

TWSE Stock 

Index 

8,612 9,307 8,156 8,554 8,502 

 (資料來源：財政部、行政院主計處 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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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基本資料                                         Updated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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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為 2,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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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為 2,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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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6.1 億美元 (至 201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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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億 2,276萬美元( 2015.1~10) 

93億 9,9692萬美元(不含大陸地區) ( 20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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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 億 3,689 萬美元 (1952~2015.10) 

流入量: 36 億 8,905 萬美元 (2015 01~10)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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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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工作計畫 

歐洲以外地區（亞太、非洲、拉美、南亞、中東及國際組織） 

                                                                           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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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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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月21日 史瓦濟蘭王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9.  5月27日 第14屆台蒙(古)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0.  6月6-14日  第9屆國際商會(ICC)世界商會大會 義大利．杜林 

11.  6月14-17日 第20屆台印(尼)經濟合作會議 雅加達 

12.  6月23日 第8屆台阿(根廷)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3.  7月24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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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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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9月2-6日 第29屆台澳(洲)經濟聯席會議 澳洲 

17.  9月8日 薩爾瓦多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台北 

18.  9月8-10日 第40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首爾 

19.  9月15-18日 出席國際商會(ICC)印度亞太諮詢會議 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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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1日 
出席亞洲太平洋盆地地緣經濟整合之現況與

展望國際研討會 
厄瓜多 

23.  10月29-30日 第29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香港 

24.  11月10日 多明尼加經貿暨投資商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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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4 年年度工作計畫 

歐洲地區 
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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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第 15 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2.  9 月 15 日 第 11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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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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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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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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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0 月 4-8 日 
赴瑞士、義大利經貿訪問團 

赴義大利參訪 
米蘭 

18.  10 月 13 日 第 14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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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19.  10 月 17-20 日 
赴羅馬尼亞、波赫、阿爾巴尼亞訪問團 

赴羅馬尼亞參訪並舉辦台羅(馬尼亞)企業論壇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20.  10 月 21-24 日 
赴羅馬尼亞、波赫、阿爾巴尼亞訪問團 

赴波赫參訪並舉辦台波(赫)企業論壇 

賽拉耶佛(Sarajevo)、 

莫斯塔爾(Mostar) 

21.  10 月 24-28 日 

赴羅馬尼亞、波赫、阿爾巴尼亞訪問團 

赴阿爾巴尼亞參訪並舉辦台阿(爾巴尼亞)企業論

壇 

地拉那（Tirana） 

22.  11 月 4 日 第 4 屆台愛(沙尼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3.  11 月 9 日 第 8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4.  11 月 12 日 第 8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5.  11 月 19 日 第 16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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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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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暫定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  1-6 月 第 13 屆台星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2.  3-6 月 第 25 屆台泰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3.  3-6 月 第 16 屆台馬（來西亞）經濟聯席會議 吉隆坡 

4.  3-9 月 2016 年拉丁美洲經貿投資訪問團 墨西哥、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薩爾瓦多 

5.  4-6 月 第 21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台北 

6.  5-6 月 第 15 屆台蒙經濟聯席會議 烏蘭巴托 

7.  6-11 月 第 16 屆台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新德里 

8.  4-8 月 第 3 屆台聖(多美普林西比)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9.  6-11 月 台巴西第 12 屆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0.  9-12 月 第 30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1.  9-12 月 第 41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2.  (相機) 

1-5 月 

第 2 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 仰光 

13.  (相機) 

4-8 月 

第 3 屆台柬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4.  (相機) 5-6 月  第 21 屆台印尼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5.  (相機) 6-10 月 第 23 屆台菲經濟聯席會議 台北 

16.  (相機) 6-11 月 第 1 屆台斯（里蘭卡）經濟聯席會議 斯里蘭卡 

17.  (相機) 6-11 月 第 5 屆台孟(加拉)經濟聯席會議 孟加拉 

18.  (相機) 9-10 月 埃及、以色列經貿訪問團 開羅、台拉維夫 

19.  (相機) 9-11 月 亞太商工總會第 30 屆會員大會 台北 

20.  (相機) 11-12 月 第 23 屆台沙經技合作會議 台北 

21.   亞太商工總會大會預備會議 台北 

22.  1-12 月 其他配合外交部辦理經貿合作業務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105 年年度暫訂計畫 

（歐洲地區） 

                                                                    

No. 暫定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  3-11 月 第 6 屆台土(耳其)經濟合作會議 伊斯坦堡 

2.  4-6 月 第 18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3.  4-11 月 第 15 屆台捷(克)經濟合作會議 
捷克 

布拉格 



 

31 

No. 暫定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4.  4-11 月 第 12 屆台匈(牙利)經濟合作會議 
匈牙利 

布達佩斯 

5.  5-6 月 第 22 屆台法經濟合作會議 法國巴黎 

6.  5-11 月 第 6 屆台俄(羅斯)經濟合作會議 俄羅斯莫斯科 

7.  6-7 月 第 5 屆台義(大利)經濟合作會議 義大利羅馬 

8.  6-7 月 第 17 屆台英(國)商務協會聯席會議 台北 

9.  6-10 月 第 22 屆台荷(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0.  6-11 月 第 16 屆台德(國)經濟合作會議 德國法蘭克福 

11.  6-11 月 第 9 屆台奧(地利)經濟合作會議 奧地利維也納 

12.  6-11 月 第 9 屆台盧(森堡)經濟合作會議 盧森堡市 

13.  9-11 月 第 4 屆台葡(萄牙)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4.  9-11 月 第 5 屆台芬(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5.  9-11 月 第 32 屆台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6.  (相機) 第 2 屆台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7.  (相機) 第 14 屆台波(蘭)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18.  (相機) 第 20 屆台西(班牙)經濟商務合作委員會聯席會議 台北 

19.  (相機) 第 2 屆台克(羅埃西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0.  (相機) 第 3 屆台喬(治亞)經濟合作會議 提比里(Tbilisi) 

21.  (相機) 第 4 屆台挪(威)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22.  (相機) 第 5 屆台保(加利亞)經濟合作會議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