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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國經協會第 4屆第 1次會員大會

已於今年 10 月 30 日(週二)上午 9 時

30 分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大樓 22 樓

舉行。由於本會第 3 屆理監事任期已

於今(101)年 9 月 30 日屆滿，依法已

於該次大會中，選出本會第 4 屆理事 

 

 

 

 

35 人、監事 11 人。本次大會除邀請

吳副總統敦義蒞臨致詞外，另 

亦邀請蕭前副總統萬長蒞會發表專

題演講，會後隨即召開本會第 4 屆第

1 次理事會議，選出本會第 4 屆常務

理事 11 人、副理事長 3 人及理事長

1 人。另亦召開本會第 4 屆第 1 次監

事會議，選出本會第 4 屆常務監事 3

人、監事會召集人 1 人。 

    選舉結果由王鍾渝當選理事長，

辜仲諒、簡漢生、黃博治當選副理事

長，另常務監事當選人為薛香川、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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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祝、吳東進，由薛香川常務監事擔

任監事會召集人。 

 
吳副總統敦義蒞會致詞 

 

 
外交部國經司戴副司長輝源、本會簡副理

事長漢生、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蕭前副總

統萬長、經濟部梁政務次長國新、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陳副局長銘師(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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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會議、出國考察團及研

討會 
 

 

巴西聯邦特區經濟發展廳國際

投資副廳長Apolinario Rabelo與國際

投資融資處主任Carlos Timo Brito於

本(101)年 9 月 30 日-10 月 3 日來台

訪問。為協助企業界拓展巴西商機、

瞭解該國經貿環境與投資貿易機會，

本會與巴西商務辦事處特於 10 月 1

日下午於本會 2 樓會議室舉辦 「巴

西座談會」，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

主持，巴西商務辦事處代表 Sérgio  

Taam 蒞會致詞，R 副廳長以「巴西

聯邦特區投資環境簡介」為題進行專

題報告，計有台巴雙方代表約 50 人

參加。 

 
國經協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開幕致詞 

 
巴西商務辦事處 Sérgio Taam 代表致詞 

 
巴西聯邦特區經濟發展廳國際投資副廳長

巴西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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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inario Rabelo 專題報告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巴西聯邦特區經濟發

展廳國際投資副廳長 Apolinario Rabelo、本

會簡副理事長漢生暨巴西聯邦特區經濟發

展廳國際投資融資處主任 Carlos Timo 

Brito(由右至左) 

 

 

 

第 3 屆台宏都拉斯經濟聯席會

議於 10 月 9 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假台北晶華酒店 4 樓第 5 貴

賓室舉行，會議由本會雙邊經貿事務

委員會李委員昌屏及宏都拉斯私人

企業聯合會會長 Ms. Aline Flores 共

同主持，宏國駐華大使館楊公使振華

(Alejandro Young Portillo)及外交部

國經司戴副司長輝源以貴賓身份蒞

會致詞。本會與宏都拉斯私人企業聯

合會(COHEP) 於會中重新簽署合作

協定；由宏國私人企業聯合會會長

Ms. Aline Flores 及本會雙邊經貿事

務委員會李委員昌屏見證簽署下完

成合作協議，締結雙邊合作管道。 

會中邀請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

所楊總監中傑專題簡報台灣資通訊

產業現況、中華整廠發展協會歐陽名

譽理事長禹簡報台灣食品加工機械

產業發展現況；宏國私人企業聯合會

會長並向台灣廠商簡介「宏國經貿環

境」，與會宏商則簡介公司業務。宏

國訪問團於本年 10月 7日至 11日訪

台，本次訪團成員另有宏京工商會

（CCIT）理事Mr. Miguel R. Mourra，

及宏國通訊協會 ASETEL 主席 Mr. 

Jose Luis Rivera 及其他廠商代表一

行共六人，訪台期間由本會安排參觀

故宮博物院、拜訪納智捷汽車、統一

公司、安口食品機械公司、台大育成

中心，並參加雙十國慶酒會。 

 
雙邊經貿事務委員會李委員昌屏及宏都拉

斯私人企業聯合會(COHEP)會長 Ms. Aline 

Flores 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第 3 屆台灣宏都拉斯經濟聯席會議：左起

第 3 屆台灣宏都拉斯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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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駐華大使館楊公使振華(Alejandro 

Young Portillo)、宏都拉斯私人企業聯合會

(COHEP)會長 Ms. Aline Flores、雙邊會議

李主任委員昌屏及外交部國經司戴副司長

輝源

 
宏國訪賓拜訪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宏國訪賓參加雙十國慶酒會企業聯合會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前往尼泊爾

參加 10 月 3 至 5 日舉行之「第 26 屆

亞太商工總會大會」，此次會議共有

來自 22 國、約 250 位代表與會。10

月 3 日大會開幕典禮尼泊爾總統 Dr. 

Ram Baran Yadav 頒贈特別貢獻獎予

本會榮譽理事長辜董事長濂松，由王

理事長鍾渝代領。10 月 5 日第 81 屆

理事會議，本會顧問辜董事長仲諒當

選下屆亞太商工總會副會長。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與尼泊爾商

工總會會長 Mr. Suraj Vaidya 於 10 月

5 日簽署合作協議書，雙方並討論投

資及產業合作商機。 

 
第26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開幕典禮尼泊爾

總統 Dr. Ram Baran Yadav 頒贈特別貢獻獎

予本會榮譽理事長辜董事長濂松，由王理

事長鍾渝代領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左三)與尼泊爾商工總

會會長 Mr. Suraj Vaidya(右二)簽署合作協

議書 

 

第 26 屆亞太商工總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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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事長鍾渝參加第26屆亞太商工總會大

會第 81 屆理事會議 

 

閉幕典禮王理事長鍾渝代表本會辜榮譽理

事長濂松致贈禮品予尼泊爾商工總會會長
Mr. Suraj Vaidya 

 

 
尼泊爾大佛塔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

界遺產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國經協會、

南非聯絡辦事處於 10月 12日假台北

君悅飯店舉行「南非投資商機說明

會」，工商界代表約 75 人出席。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邱處長一徹、本會李秘

書長傳亮蒞會致詞，南非聯絡辦事處

史功畢代表致開幕詞，斐商標準銀行

林副總裁家豪主講「南非總體投資環

境介紹」，台灣金控（台灣銀行）陳

經理鴻主講「南非產業發展與投資商

機介紹」，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蘇

副總經理宥人主講「南非財稅法律環

境比較及運用」，非洲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關副總會長志成、非洲華文作家

協會趙會長秀英及福爾摩沙土地建

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黃董事長詠翰

分享投資經驗等。 

南非為「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 SADC）之

政經領導國，亦為進入南部非洲市場

門戶。我國在南非總投資金額約 20

億美元，去(2011)年台斐雙邊貿易總

額達 29 億美元，我國出口至南非達

14 億美元，我國自南非進口則為 15

億美元。 

 
說明會全體講者合照(左四:本會李秘書長

傳亮、左五:投資業務處邱處長一徹、右五: 

南非聯絡辦事處史功畢代表) 

 

南非投資商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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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聯絡辦事處史功畢代表致開幕詞 

 

 

 

第 19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於 10

月 22 日上午 9 時起假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101C 舉行，由本會越南委員會

主任委員黃世惠先生及越南商工總

會黃副主席文勇共同主持，越南商工

總會黃副主席文勇並介绍「越南最新

經濟投資發展概況、投資環境及鼓勵

投資政策」，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李副

處長聰貴及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

事處代表裴仲雲先生蒞臨開幕典禮

致詞，全體大會中邀請越南安江省黄

副省長世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

處蕭副處長柊瓊、越南三陽汽車有限

公司劉總經理武雄分別針對「越南安

江省的經濟潛力暨投資商機」、「台灣

農業發展經驗及台越農業合作機會」、

「台商在越南投資經驗談」等議題提

出報告和討論。 

 

 
第19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主桌貴賓－左起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裴代表仲雲、

越南商工總會黃副會長文勇、本會越南委

員會黃主任委員世惠、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李副處長聰貴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李副處長聰貴於大會開

幕典禮中致詞 

 

 
本會越南委員會黃主任委員世惠贈送禮品

予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裴代表仲雲 

第 19 屆台越工商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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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商工總會黃副會長文勇與本會越南委

員會黃主任委員世惠於大會中互贈禮品 

李副處長聰貴 

 

 
本會越南委員會黃主任委員世惠贈送禮品

予越南安江省黃副省長世能 

 

 
越南商工總會訪問團南下高雄參觀佛光山

合影 

 

 

 

第 2 屆台芬經濟合作會議於 10

月 23日上午 9時 30分假芬蘭赫爾辛

基Crowne Plaza飯店第 10-12會議室

舉行，會議由豐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張董事長宏嘉與芬蘭貿易協會

(FINPRO) 會長 Mr. Kari Häyrinen 共

同主持。我經濟部卓次長士昭及芬蘭

就業經濟部次長 Mr. Jouni Hakala 蒞

會擔任貴賓致詞，我駐芬蘭代表處曾

代表慶源亦蒞會指導。會中外貿協會

趙秘書長永全與芬蘭貿易協會會長

Mr. Kari Häyrinen 在雙方經濟部次長

見證下簽署合作備忘錄，此外，中鋼

公司李廣治專案工程師、工研院資通

所李業務總監仲琪、我經濟部投資處

史副處長美振、成功大學楊宏澤教授

分別於會中就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我

國資通訊產業發展現況、我國經貿發

展及投資機會、台灣智慧電網發展及

商機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說，芬方則就

芬蘭綠能產業發展現況、芬蘭未來學

習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說，下午由雙方

與會業界代表進行一對一產業洽談，

以拓展兩國產業合作商機。訪芬期間

訪團並拜會 Aalto Design Factory、

Nokia Siemens Networks、芬蘭科技

及創新基金(TEKES)等單位。 

 

第 2 屆台芬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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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主席-豐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張董事

長宏嘉於第 2 屆台芬經濟合作會議致開幕

詞。 

 
我經濟部卓次長士昭於第 2 屆台芬經濟會

議中擔任貴賓致詞。 

 
我訪問團成員拜會 Nokia Siemens 

Networks 公司 

 

 

本會配合經濟部 2012 年「北歐

多功能經貿訪問團」於 10 月 24-27

日於瑞典斯德哥爾摩進行參訪拜會

活動，10 月 24 日分別參訪 Ericsson

公司、Kista Science City，並於晚間

參加台商座談會；10 月 25 日上午參

加貿易洽談會及招商說明會，下午則

前往拜會 Atlas 公司及 Envac 廢棄

物處理公司。10 月 26 日前往拜會瑞

典投資局、瑞典貿易委員會，以及

Hammarby Sjöstad 生態城，當天晚上

則參加檢討餐會。 

 

 
訪問團拜會愛立信公司 

 

 
訪問團拜會瑞典投資局 

 

 

 

鑑於歐債危機對我出口動能及

產業衝擊至鉅，為協助我業者因應當

前極具挑戰的經濟情勢，本會於本

（101）年 10 月 26 日下午 2 時假台

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歐債危機對我

「歐債危機對我產業之衝擊與因

應」研討會 赴瑞典參訪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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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之衝擊與因應」研討會，共有

100 位與會者。本研討會由本會王理

事長鍾渝主持，並邀請到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吳副主任委員明機、法國

興業銀行銀行研究策略部門亞太區

主管 Mr. Guy Stear、台灣經濟研究院

研三所所長林欣吾博士、中國輸出入

銀行蕭俊民科長、中華民國企業經理

協進會盧理事長明光、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副總經理 Mr. Robert Irish，

分別從產業創新、融資與財務規劃、

併購與市場佈局、經驗分享等層面，

深入探討相關應變措施與規劃策

略。 

 
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致歡迎詞 

 

 
研討會與會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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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重要外賓 

 

 

 

智利商務辦事處代表 Pablo 

Balmaceda 與墨西哥商務辦事處代表

César Fragozo 於 10 月 2 日拜會本會

李秘書長傳亮洽談於今年 11 月底在

台合作舉辦太平洋聯盟研討會合作

籌辦事，並擬訂於 11 月 1 日於國經

協會進行另一次籌備會議。 

 

 

波蘭商業總會會長 Dr. Andrzej 

Arendarski 謹訂於本（101）年 10 月

7-12 日來台訪問，本會李秘書長傳亮

於 10月 12日設宴款待，席間華沙（波

智利商務辦事處代表與墨西哥商務

辦事處代表拜會 

設宴款待波蘭商業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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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貿易辦事處代表 Mr. Marek 

Wejtko、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副組長

福生、中國輸出入銀行朱潤逢總經理、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林若蘭商務秘書、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都彥豪顧問、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郭君怡

經理皆應邀出席，就增進台波兩國之

雙邊經貿與投資關係進行交流。 

 

韓國經濟研究院院長崔炳日博

士偕該院副院長朴大植先生及研究

成員乙行 5 人於 10 月 17 日至 19 日

訪台，訪台期間，除拜會駐台北韓國

代表處外，亦拜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經濟研究院、外貿協會、台北市

中小企業協會、工商協進會及東元集

團等單位，以瞭解我國政府中小企業

政策、後 ECFA 大中華經濟圈合作商

機等議題。 

為歡迎該團來訪，本會韓國委員

會王主任委員志剛於 10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假台北世貿

中心聯誼社 33 樓國賓一廳宴請訪賓，

外貿協會趙秘書長永全、國貿局陳副

局長銘師、台灣經濟研究院洪院長德

生、駐台北韓國代表部丁代表相基、

外交部亞太司梁簡任秘書兆林、貿協

南港展覽中心康主任益智，以及本會

姚顧問鴻成與李秘書長傳亮應邀作

陪。 

 

 
韓國經濟研究院訪問團午宴 

 

王志剛主任委員致贈禮品給韓國經濟研究

院崔炳日院長 

韓國經濟研究院崔炳日院長致贈禮品給李

秘書長傳亮 

 

 

 希臘發展、競爭力、基礎設施、運輸

暨網路部國際經濟政策司長拜會 

韓國經濟研究院訪問團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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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發展、競爭力、基礎設施、

運輸暨網路部國際經濟政策司長 Dr. 

Nicholas Exadaktylos 由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林宜屏小姐陪同於本(101)年

10 月 23 日前來拜會本會簡副理事長

漢生，雙方就觀光、農產品及經濟等

議題交換意見，希望加強雙邊經貿關

係。 

 

 

 

    葡萄牙國會議員 Mr. Pedro 

Saraiva等一行四人於 101年 10月 23

日拜會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洽談如

何推動台葡萄牙經貿合作事宜。 

 

 

 

 

 

    臺北市高加索商務協會會長Ms. 

Nina Dascoli 於 101 年 10 月 23 日拜

會本會王組長道元及黃助理專員珮

慈，洽談如何協助我商掌握高加索地

區商機。 

 

 

 

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費克洛臨

時代辦 Carlos José Fleitas Rodriguez

於 10月 25日拜會本會王理事長鍾渝

對如何促進雙方經貿交流交換意見。

費代辦表達巴拉圭政府希望能盡速

重新出口牛肉至台灣、增加巴對台出

口額及出口項目以平衡巴拉圭對台

 葡萄牙國會議員拜會 

 臺北市高加索商務協會會長拜會 

 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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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貿易逆差。王理事長回應除增進雙

邊貿易額外，推動觀光與促進投資也

可促進台巴經濟合作，王理事長並表

示個人曾多次協助推動台灣投資巴

拉圭案，都因巴拉圭國內電價過高而

未能成局。此外如要吸引我國人赴巴

拉圭觀光，建議巴拉圭政府給於我國

人免簽待遇。 

 
本會林副秘書長啟松、王理事長鍾渝暨巴

拉圭共和國大使館費克洛臨時代辦 Carlos 

José Fleitas Rodriguez (由右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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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外交部今天表示，「台灣全民食

物銀行協會」為擴大國際連結，與全

球食物銀行網絡結盟，使台灣成為這

個網絡的第 24 個會員國。  

   外交部晚間發布新聞稿表示，全

球食物銀行網絡（The Global Food 

Banking Network）總裁兼執行長克雷

恩（Jeffrey D. Klein）親自來台簽約，

外交部次長史亞平也到場見證，並肯

定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致力與國

際接軌，協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  

 據外交部轉述，台灣全民食物銀行

協會理事長劉宜民代表簽署、致詞時

說，協會將致力結合政府、企業及非

營利組織，透過各地食物銀行整合與

供給，達到「資源不浪費、台灣無飢

餓」的目標。  

 克雷恩除歡迎台灣成為會員國，也

強調將與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密

切合作，共同為緩解世界飢餓努力。  

 史亞平則說，農業為台灣發展強項

之一，面臨全球氣候暖化，導致糧食

危機之際，台灣更應在國際社會作出

貢獻。  

  根據外交部資料，全球食物銀行

網絡於 2006 年由加拿大、美國、阿

根廷、墨西哥的食物銀行組織共同發

起創立，旨在改善全球糧食資源整合

及分配，減少食物浪費，協助糧荒受

災國家或地區，落實國際人道關懷，

在國際間頗具聲譽。2012.10.01 中央

社 

 

要取得美國免簽證待遇，需符合

美國設定的多項條件，並不容易；但

中華民國經多年努力，終於成為美國

免簽證計劃的第 37 國。據指出，美

國在台協會（AIT）已忙著為這項免

台灣食物銀行協會 加入全球網絡 

 

美國免簽 台灣成第 37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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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活動積極進行宣導，期盼加強台灣

人赴美觀光、旅遊或留學等的消費。 

    美國免簽證候選國條件門檻甚

高，包括前一個美國會計年度內，這

一國家申請美簽不通過率低於 3％、

使用晶片護照、護照親辦比率高及雙

方互通反恐資訊、打擊犯罪等 4 項條

件。 

    近來年，政府全力爭取免美簽，

2010 年已將美簽拒簽率降低到 2.2％，

2011年更把民眾申辦護照改成親辦。

美國國土安全部今年 3 月初派員來

台，檢視桃園機場護照安全及國境管

理等作業，經多月評估，今年 6 月即

認為中華民國已完成數位護照驗證、

安全測試、台美入出境資訊交互認證

等重要程序。 

中華民國將正式納入美國免簽

證計劃，成為免美簽第 37 個國家，

也是亞太地區繼澳洲、紐西蘭、日本、

新加坡、汶萊和南韓後的第 7 國，對

國際地位和民眾出國旅遊的待遇具

有重大意義。2012.10.02 自立晚報 

 

 

   「2012 台灣國際奈米週」於 10

月 3日至 5日在台北世貿 1館B區盛

大展開，這是台灣規模最大奈米產業

展覽活動，今年堂堂邁入第 10 屆。

活動透過奈米科技展、國際產學論壇、

商機論壇、專利與法規說明會等豐富

內容，呈現奈米科技的多樣性，為國

內奈米產業開拓新商機。 

    台灣奈米科技展已邁入 10 周年，

不僅將奈米科技研發成果介紹給國

內外產業，也將奈米科技應用逐一推

廣至日常生活、工業製造、環境安全、

與生技醫療範疇，為台灣多項領域產

業開創新局。 

    根據工研院產經中心 IEK 最新

調查資料顯示，台灣金屬機械、建材

家電、紡織、塑橡膠、及樹脂塗料等

產業之奈米相關產品產值在去（2011）

年時達到新台幣 93.7 億元，並預估

2012 年台灣產業奈米相關產品產值

可望跨越新台幣百億元門檻。奈米國

家型科技計畫從第一期啟動迄今，廠

商投資金額已高達 300 億元以上，奈

米科技已成為產業加值升級的必備

技術。 

    該展中更設置「奈米原型產品展

示與體驗館」來呈現奈米科技之優勢

效益，其中包括：3C 產品應用、民

生科技應用、工業製造應用、環境與

安全應用、能源產品應用、奈米醫院

應用、與國科會奈米標章推廣等 7 大

領域，展出包括奈米手套、奈米薄膜、

奈米銀線、奈米塗料、以及近來相當

熱門的奈米 GZO 靶材透明導電薄膜，

並透過「奈米科技產學橋接服務平台」

促進奈米科技產業交流，為產、官、

台灣奈米科技展 開鑼 



14/17 

 

學、研再創奈米科技新商機。

2012.10.01 工商時報/黃志偉 

 

 

馬英九總統國慶談話聚焦振興

經濟，工商界人士今天(10 日)表示，

馬總統了解企業關心的問題，接下來

更重要是政府的執行力。 

  馬總統在國慶大會上，以「不畏

艱險‧攜手向前」發表 101 年(2012

年)國慶講話，提出「改造產業結構，

提高薪資水準」、「排除投資障礙，擴

大就業機會」、「捍衛主權漁權，推動

區域和平」，及「深化民主法治，促

進兩岸發展」等四大努力方向。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

張平沼表示，總統演說內容非常貼近

事實，政府過去都有提出來，這次更

點出嚴重性。接下來需要執行力，再

講理論已經沒有用。 

  張平沼表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實施 20 年，將台灣產業帶到一個高

峰。過去的方案或許不能全部用於現

在，但可以檢討一下，找出適合的租

稅優惠或獎勵措施，帶動產業發展，

企業有獲利，才會幫員工調薪。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秘書長

蔡練生表示，從國慶談話可看到，總

統了解問題，但更重要是化為具體行

動，不能只喊口號、談方向，還要告

訴企業怎麼做。 

  蔡練生表示，過去企業往往不知

道政府在想甚麼，不敢投資，加上失

業多，薪水當然難成長。2012.10.10

中央社 

 

 

高雄市明年將舉辦亞太城市高

峰會（Asia Pacific Cities Summit，

APCS）。市長陳菊同時也宣布大會

主題是「城市挑戰、城市行動」，將

邀請大陸在內的全球百個城市市長

與代表參加，分享城市治理經驗。 

陳菊與創辦城市澳洲布里斯本市長

格萊姆‧庫爾克 (Graham Quirk)昨天

共同宣布，城市高峰會明年九月九日

到十一日，將在高市巨蛋體育館舉行，

預計將舉辦廿一場分組討論。 

陳菊說，市府已邀請今年倫敦奧

運幕後最重要的推手、倫奧籌備委員

會主席柯歐爵士 (Lord Sebastian 

Coe)擔任大會主題講者之一，分享倫

敦透過奧運建設，振興城市地區發展

與經濟的成功經驗。 

陳菊表示，高雄樂於分享從工業

港口城市轉型為生態宜居都會的「高

雄經驗」，同時將以環保優先的精神，

履行對地球友善環保的責任，也希望

藉此汲取更多國際經驗、學習他山之

石，再發展成為亞洲樞紐。 

高雄市副市長李永得、副議長蔡

昌達、布里斯本商務訪問團，及產官

總統國慶演說 工商界：落實更重要 

亞太城市高峰會 明年高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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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袖、代表，昨天皆出席記者會，

陳菊也特別感謝義聯集團贊助一千

萬元，並呼籲更多企業踴躍捐助，擴

大行銷高雄。 

庫爾克表示，他曾造訪高雄五次，

布里斯本與高雄市有著十五年深厚

的姊妹市情誼，他深信陳菊所帶領的

團隊，必將成功舉辦明年 APCS ，

進一步強化兩市與全球其他城市的

友好關係。 

市政府都發局長盧維屏指出，

APCS 是由澳洲布里斯本發起，每兩

年舉辦一次，歷次都有逾百城市參與

交流，過去也曾在美國西雅圖、中國

重慶、韓國仁川等環太平洋主要城市

舉辦，高雄去年終於擊敗韓國大田、

中國昆明等勁敵，成功爭取到二○一

三年的主辦權。2012.10.24 聯合報/

胡宗鳳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0 月出口 265.3 億美元，較上月

減 2.4％，較上年同月亦減 1.9％；累

計 1 至 10 月出口 2,501.3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減 3.7％。 

（二）進口 

10 月進口 232.7 億美元，較上月

增 0.8％，較上年同月則減 1.8％；累

計 1 至 10 月進口 2,272.6 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減 4.7％。 

（三）出入超 

10 月出超 32.6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月減少 0.9 億美元；累計 1 至 10

月出超 228.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加 15.8 億美元。 

重要經濟指標 

%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1 2012 

  July Aug. Sep. Jan.-Sep. 

GDP 4.03 -- -- -- -- 

CPI 1.42 2.46 3.42 2.96 1.96 

Unemployme

nt rate 

4.39 4.31 4.40 4.32 4.23 

Export 12.3 -11.6 -4.2 10.4 -3.9 

Imports 12.0 -3.2 -7.6 1.3 -5.0 

Export orders 7.2 -4.4 -1.5 1.9 -1.1 

Industrial 

production 

4.6 -0.10 1.4 3.0 -1.5 

Monetary 

aggregate 

(M2) 

5.8 3.80 3.69 3.96 4.43 

Stock 

Market* 

8,155 7,187 7,410 7,610 7,496 

(資料來源: 財政部網站) 

 

 

 

依據越南加入 WTO 時之承諾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對外開放國內

零售及配銷市場」，彼時各界預測，

將有眾多經驗豐富、資本雄厚之外國

零售商湧入市場，與本土業者展開劇

烈競爭。 

越南零市售協會估算 2012 年越

南之零售市場規模高達 1,130 億美元，

101年 10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越南加入 WTO 後開放零售業市場現

況及所面臨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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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潛力龐大，自然成為外商之目標。

目前，越南人口近 9,000 萬人，全國

零售業系統儘管已有 600 家超市、

100 多個大賣場及 1,000 多家便利商

店等，惟仍未能充分滿足國民、尤其

是在河内、胡志明及海防等大城市消

費者之需求，故近年在越南各地、特

别是城市地區，湧現國內外各種品牌

之超市及便利商店。 

「連鎖加盟店」係目前外商經營

越南零售市場之主要型態之一，美國

肯得基炸雞（KFC）、Pizza Hut、Round 

Table Pizza、Hard Rock Café及香港、

新加坡、泰國等地之業者不僅在食品

餐飲方面以連鎖加盟方式經營，在其

他零售貨物及服務方面亦多以此模

式進駐越南市場。如美國 Yum Brands

集團之KFC品牌自 1997年起進駐越

南市場，迄今已開設 1,000 家連鎖店，

至 2015 年開店目標數量將再增加 1

倍，在速食連鎖業之市占率高達 60%，

而該集團之另一品牌 Pizza Hut，目

前在越南境內亦有 20 家連鎖店。 

越南工商部統計顯示，已有 70

個國際連鎖加盟品牌在越南登記營

運，多數連鎖加盟店之目標客群為年

輕人及中產階級。在越南，連鎖加盟

型態之企業發展速度極快，因享有品

牌高知名度之優勢，往往能超越其他

競爭者而迅速搶占市場。美國駐越南

大使館官員表示，連鎖加盟型式讓國

際品牌及當地加盟業者雙方均能獲

雙贏，除可增加收入、得到就業及培

訓機會、發展品牌，並能提供消費者

更多選擇，惟須注意者，合作加盟之

雙方均具備落實執行合作契約之意

念與能力，才能維持品牌品質。 

值此越南零售業對外開放市場、面臨

外商鉅大競爭壓力之際，越南有識之

士呼籲以，一方面中央暨和各地方政

府固應實施能合法保護本國業者之

措施，另一方面，越南企業本身更需

要自立自強，積極提高服務品質，透

過聯營合資以充實貨品及服務內容，

加強經營策略，俾提高競爭力，而不

致被自由化浪潮所淘汰。越南經濟學

者黎登營表示，現在正是越南本土零

售商考驗自己經營手腕之機會，如何

避免浪費人才及資本，以降低成本，

從而制訂更合理之經營計畫，並落實

展開各項經營策略，俾向消费者提供

更優質之服務。（資料來源：駐越南

代表處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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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本月慶生會於 10月 15日中午假

本會會議室舉行，9 月、10 月壽星同

仁共有 3 位，分別為國二組楊淑芳專

員，負責國家包括墨西哥及南美洲國

家，國二組溫靖榆助理專員，負責國

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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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括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尼

泊爾，國三組陳啟元助理專員，負責

國家包括蒙古、馬來西亞、汶萊、吉

里巴斯、巴布亞紐幾內亞、緬甸。 

 

 

謹檢附本會入會申請書資料如

附件，敬請有意佈局全球之我商踴躍

加入國經協會，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10 月 1 日奈及利亞國慶、10 月 3

日德國國慶、10月12日西班牙國慶、

10 月 26 日奧地利國慶、10 月 28 日

捷克國慶及 10月 29日土耳其國慶，

以上各國國慶日，本會已向各國駐台

單位及本會對口單位發函致賀。 

國經協會入會申請表 

十月份國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