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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新聞！ 

 

 

國經協會創辦人暨榮譽理事長、中

信金控董事長辜濂松於臺北時間

12月 6日上午 9時 02分（美東時間

12月 5日晚上 8時 02分），病逝於

美國紐約紀念史隆凱特琳癌症研究

中 心 （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享壽 80歲。 

辜濓松董事長辭世時，夫人辜林瑞

慧女士、三位兒子中國信託慈善基金

會董事長辜仲諒、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辜仲、中租集團董

事長辜仲立及女兒辜仲玉偕其他家

屬隨侍在側，家屬決議儘速將大體運

回臺灣安葬。國經協會全體同仁聞此

噩耗，深感驚愕與悲痛。 

辜濓松董事長為臺灣最具國際影

響力之企業領袖之一、也是傑出的金

融企業家和經貿外交家，40 多年來

以愛國熱忱及豐沛國際人脈致力於

經貿外交，造訪的國家與政經官員不

計其數。1995年以行政院顧問身分，

隨 同 領 袖 代 表 參 加 APEC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袖會議，

並擔任臺灣 ABAC（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APEC企業諮詢

委員會」）企業家代表。在兩岸關係

本期目錄 
 

 頭條新聞…………………………………………………………… P.1 

 雙邊會議、出國考察團及研討會 

尼加拉瓜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會………………………… P.2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投資商機說明會………………………… P.3 

第 37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P.3 

2012年東協商業投資高峰會議…………………………………… P.5 

第 2屆台灣-埃及經濟聯席會議…………………………………… P.6 

第 12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P.7 

第 5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 P.9 

巴拿馬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會…………………………… P.11 

太平洋聯盟商機研討會…………………………………………… P.12 

 重要商情報導……………………………………………………… P.14 

 活動報導…………………………………………………………… P.20 

 中華民國簡介……………………………………………………… P.21 

國經協會電子報 

國經協會創辦人辜濂松病逝紐約，享壽八十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d6bd7f8f-a70d-451d-aca2-d26a340a81d7


2/22 

方面，辜濓松董事長對推展兩岸經貿

交流亦親力親為，他以三三企業交流

會會長的身分多次率團赴大陸考察

交流，2006 年更隨同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前往大陸進行「連胡會」，多

年來累積了豐厚的人脈關係。 

由於辜濓松董事長在推展臺灣實

質經貿外交的非凡成就，外交部特聘

其為無任所大使，他一生為國家、社

會和產業的卓著貢獻，亦備受各方讚

揚與肯定，1996 年 6 月獲頒外交部

「一等外交獎章」，同年 7月獲宏都

拉斯總統雷伊納親頒「莫拉桑勳章」；

1999 年 9 月榮獲巴拉圭總統鞏薩雷

斯頒贈巴國榮譽獎章「大十字國家功

績勳章」；2002 年 8 月、2009 年 3

月分別獲得總統府頒贈「二等景星勳

章」、「二等卿雲勳章」；2011年 5

月 榮 獲 美 國 艾 森 豪 獎 金 會

（Eisenhower Fellowships，簡稱 EF）

頒贈「傑出校友貢獻獎」，同年 10

月獲得亞太商工總會（Confederation 

of Asia-Pacific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簡稱 CACCI）

頒贈「傑出貢獻獎」；2012 年 4 月

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象徵企業界最

高榮譽的「旭日重光章」，表彰辜濓

松董事長多年來對提升兩國實質經

貿關係之無私奉獻。 

 

雙邊會議、出國考察團及研討會 

 

 

我中美洲友邦尼加拉瓜共和國

外交部長桑多士閣下伉儷（H.E. 

Samuel Santos López）、亞非大洋洲司

司長艾絲賓諾莎（Mrs. Rossana 

Eleonora Espinoza Ordóñez）及外交

部長私人顧問甘貝（Mr. Rodrigo E. 

Campbell）等人應我國政府邀請於本

（101）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來台訪

問。 

本會於本年 11月 8日（星期四）

下午假台北君品酒店 5 樓盧梭廳舉

辦「尼加拉瓜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

座談會」，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主

持，我外交部政務次長柯次長森耀以

貴賓身份致詞並全程聆聽簡報，工商

界人士約 50 位出席。我國與尼加拉

瓜簽署 FTA於 2008年 1月 1日起生

效實施。 

本次座談會由尼國外長桑多士

閣下親自簡報尼國經貿發展、投資環

境及尼加拉瓜運河草案等；尼國外長

於會中回答與會來賓的提問，並建議

大家可多利用尼加拉瓜發展局查詢

相關投資訊息。 

 

 

 

 

尼加拉瓜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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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長桑多士閣下簡報尼國投資環境 

外交部長桑多士閣下簡報尼國投資環境 

 

 

 

克國貿易投資推廣局董事長海

柔(Ambassador Rosalyn Hazelle)與克

國工商總會會長雷克(Mr. David Lake)

應我外交部邀請，於本(101)年 11 月

6-10日率領 6名企業家訪台，參觀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展示間、參加第一屆

台灣國際中草藥暨天然物生技應用

展、並拜會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宣德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嘉鴻遊艇集團等企

業。外貿協會亦於 9日舉辦聖克國投

資商機說明會，由克國投資推廣局海

柔董事長與克國商會雷克會長共同

主講克國經貿概況與前往克國之優

勢與商機，尋求兩國合作契機 

  

 

為拓展我國與韓國經貿合作交

流，本會與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

（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 簡稱全經聯）於本（101）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假台北世貿

中心聯誼社 33樓宴會 C廳舉行第 37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韓國全經聯名

譽會長姜信浩（Shin-Ho Kang）及全

經聯韓台經濟協力委員會委員長崔

光州（Kwang-Joo Choi）（斗山集團

管理本部社長）率領韓國多家知名企

業及研究機構等 30 多位代表來台參

第 37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投資商機說明會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d6bd7f8f-a70d-451d-aca2-d26a340a81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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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會議及相關活動。本會則由韓國委

員會王主任委員志剛擔任中華民國

代表團團長，雙方團員約 100餘人參

加。 

會議由王志剛主任委員與崔光

州委員長共同主持，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張俊福局長、駐台北韓國代表部丁

相基代表及全經聯姜信浩名譽會長

於開幕典禮中致詞。全體大會則由台

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黃啟瑞局長、台

北韓國貿易館梁章錫館長針對「投資

環境」發表專題演講；南僑集團陳飛

龍會長、斗山 Tower金鍾文部長針對

「美食/觀光」發表專題演講；桃園

航空城公司劉志明總經理、釡山港灣

公司車敏植副社長針對「交通運輸/

物流」發表專題演講。另外安排韓國

外國語大學康埈榮教授、韓國觀光公

社朴正夏部門經理及中華民國物流

協會陳立武理事長分別對上述議題

作簡短評論，藉此讓台韓企業界人士

對該議題有更深入的交流，以利拓展

雙邊經貿合作關係。 

 

11月 15日歡迎晚宴 

 
11月 16日開幕典禮：左起姜信浩前會長，

丁相基代表，崔光州委員長，王志剛主任

委員，以及張俊福局長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張俊福局長致詞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飛龍董事長

主講美食/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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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企業諮詢委員會於 11月 16

至 18日在金邊成功舉辦「2012年東

協商業投資高峰會議」，共有來自東

協及全球各國約 500位代表與會。本

會柬埔寨委員會楊主任委員克誠代

表本會參加高峰會。11月 16日開幕

典禮柬埔寨韓森總理發表專題演說，

大會討論議題包括「拓展東亞市場之

商機與挑戰」、「建立互聯之東協經濟

體」、「增進東協國家為具競爭力投資

樞紐中心之展望」、「柬埔寨，寮國，

緬甸：東協新邊境」、「賦權予中小企

業」及「展望：東協國家之未來」。 

 

 

 

柬埔寨韓森總理(右二)出席 11月 16日開

幕典禮 

 
東協秘書長Mr. Surin Pitsuwan 於會中發表

專題演講 

 
柬埔寨商務部部長 Mr. Cham Prasidh(左二)

主持「展望：東協國家之未來」議題討論 

 
東協企業諮詢委員會主席 Neak Oknha Kith 

Meng(渠亦為柬埔寨總商會會長)於 11 月

17日閉幕典禮中致詞 

2012年東協商業投資高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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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大皇宮廣場，人民悼念 10月 15日

去世之前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 

 

 

 

為增進我國與埃及之實質關係，

並促進兩國民間經貿之交流，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於本（101）年

11月 16日假台北君悅大飯店舉行

「第 2屆台灣-埃及經濟聯席會議」，

由國經協會埃及委員會主任委員趙

永全及埃及企業家協會（Egyptian 

Businessmen’s Association, 簡稱

EBA）代表歐姆朗女士(Mrs. Nabila 

Omran)共同主持，外交部亞西及非洲

司王司長建業以貴賓身分蒞臨致詞;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華研究

員紹強專題簡報「台-埃投資商機」；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李處長憲

政簡報「台灣汽車產業發展現況」；

歐姆朗女士Mrs. Nabila Omran 簡報

「埃及資通訊產業概況」；埃及汽車

公司(Egyptian Automotive Company, 

El Mesallamy)米沙朗彌博士 Dr. Ehab 

El Mesallamy簡報「埃及汽車產業市

場」，台、埃工商界代表共計 120位

與會。 

 

 

 

 

 

 

 

 

 

 
埃及企業家協會代表歐姆朗女士 (Mrs. 
Nabila Omran)、國經協會埃及委員會主任
委員趙永全暨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王司長
建業(由左至右) 
 

 

外交部亞西及非洲司王司長建業致詞 

 
埃及企業家協會代表歐姆朗女士 (Mrs. 
Nabila Omran)與國經協會埃及委員會主任
委員趙永全交換禮物 

第 2屆台灣-埃及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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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沙朗彌博士 Dr. Ehab El Mesallamy簡報 

 

 

 

「第 12 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於本(101)年 11月 19日在柏林「批發

商暨對外貿易協會」（BGA）會議室

舉行。會議由本會德國委員會主任委

員暨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先生和德

國企業台灣委員會主席 Mr. Michael 

Fuchs 共同主持會議。共有台、德工

商界代表及經貿官員 58 人與會，顯

示台德經濟合作會議受到雙方之政

府與相關業界之重視。 

會議首先由雙方會議主席黃茂

雄先生和 Mr. Michael Fuchs 致開幕

詞，接著特別邀請德國聯邦經濟暨科

技部次長 Ms. Anne-RuthHerkes、我

經濟部梁政務次長國新與我駐德國

代表處魏代表武煉蒞會致詞。R次長

指出，台灣是德國對亞洲貿易的第 5

大貿易夥伴，而德國是台灣歐洲最主

要的貿易夥伴，雖然歐洲地區面臨歐

債問題，但德國所受影響不大，仍是

台灣可信賴且穩定的貿易和投資合

作夥伴。我經濟部梁政務次長國新致

詞中說明台灣的能源政策和台德經

貿界未來可以合作的方向。台北德國

經濟辦事處處長 Dr. Roland Wein 在

會中報告 2012 年德國在台企業的信

心調查結果，及說明台德產業界在研

發方面合作的利基。大同公司的陳特

助貽評則說明台灣智慧電網的發展

計畫及商機，布魯塞爾「國際政治經

濟歐洲中心」經濟學者 Mr. Hosuk 

Lee-Makiyama 分析台灣與歐盟的經

貿關係及歐盟的亞洲政策。會議最後

由雙方主席代表簽署聯合聲明，並約

定第 13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3

年在台北舉行，中午由德國企業台灣

委員會提供與會者簡餐，並進行廠商

交流。 

11月 20日上午訪問團團員參觀

西門子燃氣渦輪機製造工廠及技術

研發中心，該公司研發之 H-Class複

循環燃氣渦輪機，甫獲德國工業創新

獎，創下 60.75% 全球最高運轉效率

紀錄，並符合環保標準。當日下午，

訪問團團員拜會 PSI公司，該公司主

要經營大型資訊系統整合業務，包括

工廠產銷及公共事業之營運管理等。

11月 21日上午團員參觀德國國會大

廈，國會大廈位於共和廣場上，柏林

圍牆旁，由 Mr. Paul Wallot 在西元

第 12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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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至 1894年間所設計，本次團員

主要參訪的是大廈的拱頂部份。拱頂

的設計是利用 360 個漏斗狀排列的

鏡子將日光引入大廈，且為了避免陽

光直射導至內部溫度升高，部份由電

腦控制的鏡子可改為反光鏡或遮光

鏡，而在漏斗的內部熱氣可以被導引

到建築的最高處，通過一個拱頂中心

的圓洞排出，非常符合綠建築的特色。

11月 21日下午團員赴 Berlin Partner 

Gmbh 拜會，該公司的業務主要負責

推廣柏林市，由計畫經理 Mr. 

Christian Treichel接待，除了簡報柏

林歷史、範圍、發展現況，也說明未

來的展望。 
 

 
「第 12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2年

11月 19日在德國柏林舉行 

 

 
出席 11月 19日舉行的「第 12屆台德經濟

合作會議」的貴賓合影 (自左而右 )Dr. 

Michael Fuch、Ms. Anne-RuthHerkes、魏代

表武煉、梁政務次長國新、黃主任委員茂

雄、Dr. Roland Wein 

 

 
經濟部梁政務次長國新應邀在「第 12屆台

德經濟合作會議」致詞 

 

 
黃主任委員茂雄致贈禮品給德國聯邦經濟

暨科技部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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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德國經濟辦事處處長 Dr. Roland Wein

在「第 12屆台德經濟合作會議」發表專題

演講 

 

 
大同公司的陳特助貽評在「第 12屆台德經

濟合作會議」發表專題演講 

 

 
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並交換禮物 

 

 
團員於 2012年 11月 20日赴德國西門子燃

氣渦輪機製造工廠及技術研發中心合影 

 

 

 
團員於 2012年 11月 20日拜會德國 PSI公

司時合影 

 

 

第五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於本

(101)年11月22日下午在盧森堡商會

舉行，會議由盧森堡商會秘書長Mr. 

Pierre Gramegan與本會盧森堡主任

委員暨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先生共

同主持，共有台、盧工商界代表及經

貿官員30人與會。我駐歐盟兼駐比利

時代表處王副代表萬里應邀致詞，大

同公司的陳特助貽評則說明台灣智

慧電網的發展計畫及商機，盧森堡經

第五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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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外貿部新技術部門主管Mrs. 

Simone Polfer簡報盧國清潔技術產

業的現況與未來的發展。雙方與會代

表並就上述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及討

論。大會後進行廠商一對一洽談會，

藉以增進兩國企業代表合作商機。 

11月23日上午團員赴SES衛星公

司參訪，該公司擁有52個衛星，提供

世界各用戶資通訊頻道服務，規模龐

大，對於軌道與頻寬均有嚴格的要求，

屬於先進高科技產業，令人印象深刻，

當日下午由盧森堡商會安排團員赴

盧森堡歷史博物館 (3 Eechelen)參

訪。 
 

 
「第 5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於 2012 年 11

月 22日在盧森堡商會舉行 

 

 
我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王副代表萬里

應邀在「第 5屆台盧經濟合作會議」中致

詞 

 

 
盧森堡經濟與外貿部新技術部門主管 Mrs. 

Simone Polfer 在「第 5 屆台盧經濟合作會

議」發表專題演講 

 

 
黃主任委員茂雄與盧森堡商會秘書長 Mr. 

Pierre Gramegan 交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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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於 2012年 11月 23日赴盧森堡 SES衛
星公司合影 
 

 

 

應我經濟部邀請，巴拿馬工商部

次長Mr. José Pacheco 等乙行人於本

（101）年 11月 25日至 30日來台訪

問。為協助企業界拓展巴拿馬商機、

瞭解該國經貿環境與投資貿易機會，

本會特於 11月 26日假台北君悅飯店

舉辦「巴拿馬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

座談會」，由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主

持，我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邱處長一徹蒞會致詞，

巴拿馬工商部次長Mr. José Pacheco

以「巴拿馬:建立全球企業平台」為

題進行專題報告，並回答與會來賓的

提問，計有工商界人士約 70 位出

席。 

 

 

 

 

 

 

 

國經協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開幕致詞  

 

 

 

 
 
 
國經協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開幕致詞 
 

國經協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開幕致詞  

 

 

 

 

 

 

 
 
 
外交部柯政務次長森耀致詞 
 

 

 

 

 

 

 

 

 
 
巴拿馬工商部次長Mr. José Pacheco專題報
告「巴拿馬:建立全球企業平台」 
 
 
 
 

巴拿馬共和國經貿暨投資商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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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邱處長一徹致詞 

 

 

 

 

 

 

 

 

 
本會簡副理事長、Pacheco 次長及外交部柯
政務次長森耀(從左至右) 

 

 

為協助廠商進軍拉丁美洲市場，

拓展台灣與太平洋聯盟國家經貿投

資關係，本會與智利商務辦事處、墨

西哥商務辦事處、秘魯駐台北商務辦

事處、哥倫比亞對外貿易推廣局、西

班牙對外銀行台北分行暨中華民國

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於 11月 29日上午

假喜來登大飯店 B2 祿廳聯合舉辦

「太平洋聯盟商機研討會」，由本會

王理事長鍾渝主持，經濟部卓常務次

長士昭、外交部中南美司吳司長進木

暨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葉副

秘書長明水蒞會致詞，西班牙對外銀

行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 Alicia 

Garcia-Herrero 簡報「太平洋聯盟國

經濟發展概況以及與亞洲經貿投資

合作潛力」、智利駐台代表 Pablo 

Balmaceda、哥倫比亞對外貿易推廣

局駐新加坡代表 Jorge Montero、墨西

哥駐台商務代表 César Fragozo 暨秘

魯駐台代表 Gycs M. Gordon 等分別

介紹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暨秘魯

商機，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胡執行

長慶桐經驗分享「如何進入太平洋聯

盟四國(智利、哥倫比亞、秘魯及墨

西哥)市場」，與會者約計 150 人參

加。 

 

墨西哥商務代表 César Fragozo、外貿協會

葉副秘書長明水、外交部中南美司吳司長

進木、本會王理事長鍾渝、經濟部卓常務

次長士昭、智利代表 Pablo Balmaceda、秘

魯代表 Gycs M. Gordon 暨哥倫比亞對外貿

易推廣局駐新加坡代表 Jorge Montero (由

右至左) 

太平洋聯盟商機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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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開幕致詞  

 

 

經濟部卓常務次長士昭致詞 

 

 

外交部中南美司吳司長進木致詞 

 

外貿協會葉副秘書長明水致詞 
 

 

西班牙對外銀行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 
Alicia Garcia-Herrero 

 

 

智利代表 Pablo Balmac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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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對外貿易推廣局駐新加坡代表 

 

 

墨西哥商務代表 César Fragozo 

 

 

秘魯代表 Gycs M. Gordon 

 

陸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胡執行長慶桐經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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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1 月出口 248.9 億美元，較

上月減 6.2％，較上年同月增

0.9％；累計 1 至 11 月出口

2,750.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 3.3％。 

（二）進口 

11 月進口 214.9 億美元，較

上月減 7.7％，較上年同月增

0.1％；累計 1 至 11 月進口

2,487.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減 4.3％。 

（三）出入超 

11月出超 34.0億美元，較上

年同月增加 1.9億美元；累計

1至11月出超262.6億美元，

101年 11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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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同期增加 17.6 億美

元。 

重要經濟指標 

%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1 2012 

  Aug. Sep. Oct. Jan.-Oct. 

GDP 4.03 -- -- 0.98 -- 

CPI 1.42 3.42 2.96 2.36 1.96 

Unemployme

nt rate 

4.39 4.40 4.32 4.33 4.23 

Export 12.3 -4.2 10.4 -1.9 -3.7 

Imports 12.1 -7.6 1.3 -1.8 -4.7 

Export orders 7.2 -1.5 1.9 3.2 -0.6 

Industrial 

production 

4.6 1.4 3.0 4.6 -0.9 

Monetary 

aggregate 

(M2) 

5.8 3.69 3.96 3.29 4.32 

Stock 

Market* 

8,155 7,410 7,610 7,438 7,490 

(資料來源: 財政部網站) 

 

 

教育部表示，台灣學生代表團參

加二○一二年第九屆國際國中科學奧

林匹亞競賽，在廿七個國家、一七四

名參賽學生中，共奪六面金牌。  

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今年在

伊朗舉行，台灣時間昨晚十一時頒獎。

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測驗題

目整合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地

球科學等學科，未滿十六歲都可以參

加，競賽總分達前百分之十者才能得

金牌。  

比賽領隊台師大數學系教授張

一知昨天接受越洋電話訪問時表示，

台灣二○○四年起參賽，每次都是「穿

金戴銀」，今年六名學生全奪金牌。  

得獎學生分別是新北市淡水國

中楊智翔、新北市竹林高中張賴和、

台中市居仁國中賴冠瑋、台中一中楊

哲寧、台南一中蔡昆霖、台南一中許

乃偉。  

蔡昆霖的爸爸蔡偉哲說，他和太

太只有專科畢業，為了替孩子解答，

他會先看一遍教科書，再和昆霖討論；

但孩子小六後，他的所學已無法應付。

昆霖從小就愛看科學讀物，也愛看英

文原文小說，小三就曾跳級小五，小

五又通過跳級七年級的考試，但考量

人格發展，沒有再跳級。  

楊智翔五歲時就學會算分數乘

除運算，現在雖然才國三，已學完高

三課程。楊媽媽說，她和楊父都只有

高職畢業，兩人對孩子教育態度採順

其自然，孩子都靠自己念書，常到圖

書館借閱科學人等科普書籍；未來考

慮就讀建中數理資優班或科學班。  

「人生不是只有讀書，還要有對

其他事物的感動，人生才是彩色的。」

擅長鋼琴、大提琴、桌球的楊哲寧說，

喜愛科學和藝術的媽媽曾告訴他，

「人生不是只會讀書就好」，從小就

常帶他到科博館參觀、聽大師演講、

看展覽、聽音樂會。  

就讀竹林中學的張賴和從小就

是國內外數學競賽常勝軍。張媽媽說，

科學奧林匹亞賽 我奪 6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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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幼稚園時就對數字很敏感，小學

時就連爸媽催他睡覺，都還堅持解

題。  

教育部表示，在國際奧賽中獲金

牌者可獲教育部頒發獎金廿萬新台

幣，並可保送高中。(2012.12.10聯合

報) 

 

 

美國總統歐巴馬去年二月和矽

谷科技大廠的執行長餐敘時，曾詢問

蘋果創辦人賈伯斯美國政府必須做

些甚麼，才能讓 iPhone 的生產線回

到美國，賈伯斯回答外移的工作已經

回不來了。  

然而，賈伯斯過世後繼任的蘋果

執行長的庫克接受美國ＮＢＣ電視

台及彭博周刊訪問時表示，蘋果明年

計畫斥資一億美元將一條製造麥金

塔電腦（Mac）的生產線從中國大陸

拉回美國，這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美

國而言，是一大利多消息。  

庫克表示：「我們多年來一直致

力於在美國生產更多的產品。」他表

示將更多的就業機會拉回美國相當

重要，但未透露麥金塔電腦將在美國

何處製造以及生產數量。他說：「我

們將於明年把部分生產線移往美國。

這並不代表蘋果將自行生產，但我們

會和業者合作並投入自有資金。」  

庫克接受彭博商周專訪時說：

「我們一直在進行這項作業，也逐漸

接近目標。」業界先前已經傳出，蘋

果的代工夥伴富士康正計畫在美國

設廠。  

賈伯斯封殺的問題在庫克手中

復活，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歐巴馬政府

用租稅優惠吸引企業將生產線移回

美國，提振就業率；另一方面則是庫

克作風有別於賈伯斯，對待代工廠商

的態度有所不同。  

蘋果的計畫反映美國企業在國

內創造工作的壓力。庫克說：「我覺

得我們沒有責任創造某種特定類型

的工作，但的確有責任創造就業機

會。」  

直到九○年代末期，蘋果仍在美

製造並組裝許多產品。由於亞洲勞工

成本較低，蘋果陸續將生產線移往亞

洲。其實，生產線的費用占個人電腦

或智慧型手機的成本比例不高，真正

花錢的是晶片，庫克強調大部分晶片

都是美國製造。  

庫克強調，iPhone 和 iPad 的許

多零組件都已在美國生產，包含在肯

塔基州製造的顯示器玻璃。庫克表示，

除了在加州古柏迪諾興建新總部，蘋

果也在德州奧斯汀著手建造園區，也

在內華達州與俄勒岡州興建新的資

料中心，同時還擴建北卡羅來納州梅

登市的資料中心。  

蘋果 iMac電腦將回美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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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問到蘋果大陸委外代工

廠的勞資風波不斷，為何蘋果不完全

撤出大陸？庫克表示，「這與價格（工

資）的關係不大，主要跟技術有關。」

他表示，他相信美國的教育制度無法

培養出現代製造業所需要的足夠技

術人才。但他也表示，希望新的麥金

塔計畫有助於激勵其他美國廠商將

製造業務拉回美國。」(2012.12.7 聯

合報) 

 

 

不受陰雨影響，101資訊月首日

參觀人次接近 12 萬人次，比去年同

期 11 萬人成長；下午參觀民眾陸續

進場，Win 8筆電和大尺寸電視展區

出現詢問熱潮。 

101資訊月今天在台北世貿一館

和三館正式起跑，儘管今日天公不作

美，主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表示，

首日參觀人次接近 12 萬，反而超過

原先預期，比去年資訊月首日 11 萬

人次還要高。 

公會不諱言表示，今天陰雨綿綿，

早上進場參觀人次較少，部分廠商向

主辦單位抱怨參觀人潮不夠踴躍。 

某家筆電大廠代表就指出，資訊

月首日天氣不佳，早上到現場攤位的

參觀人潮，就沒有去年同期多，也會

牽動今日早上筆電產品的銷售情

況。 

到了下午，參觀民眾陸續進場，

公會表示，13時 30分後，參觀人次

開始明顯上升，比往年要到 14時 30

分到 15 時之後人潮增溫的情況，還

要提早。 

公會表示，天氣不佳帶動資訊月

首日參觀人次增多，主要是民眾選擇

到資訊月現場參觀各類消費電子新

品，提升參觀人次。 

從產品熱度來看，公會指出，今

天參觀民眾對Win8筆記型電腦和大

尺寸電視產品詢問度相對高。 

記者現場觀察，下午人潮陸續進

場，筆電大廠攤位出現詢問熱潮，

Win 8筆電詢問度相對踴躍；大尺寸

電視展區民眾詢問度也不錯，不少民

眾詢問鴻海製造大電視產品的規格

與配裝內容。中華電信攤位銷售人員

表示，鴻海製造大電視銷售狀況的確

超乎預期，中華電信已向鴻海追加大

電視產品；現場民眾也向銷售人員詢

問鴻海大電視在一般公寓內搬運裝

配的細節。(2012.12.1中央社) 

 

 

海基會與中國大陸海協會今天

(11日)在廣州舉行 ECFA「兩岸經濟

合作委員會」第四次例會，雙方檢視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各項

工作推動進展，規劃下階段工作。 

  海峽交流基金會表示，ECFA早

資訊月首日參觀人次近 12萬 

兩岸經合會廣州圓滿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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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效益持續顯現，雙方積極落實兩岸

投保協議與海關合作協議；第八次江

陳會談(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與海

協會會長陳雲林主持的制度化協商)

簽署兩岸投保協議與海關合作協議，

雙方針對落實協議展開階段工作。海

基會也說，有關貨品貿易協議、服務

貿易協議的文本與市場開放等議題

持續協商，進展順利；服務貿易方面，

雙方安排數十個業務部門主管對市

場開放要求進行對口討論，就協議文

本多數條款達成一致。兩會在兩岸產

業合作也將持續深化，兩岸經貿團體

互設辦事機構獲得進展。海基會表示，

經合會是兩岸經貿領域制度化協商

的重要平台；面對全球經濟存在高度

不確定性，兩岸需要加強合作、優勢

互補，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繁榮兩岸經

濟。 

  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致詞時

表示，盼望兩岸儘早完成服務貿易協

議等協商，深盼 ECFA後續協商成效

比大陸與韓國等協商中的自由貿易

協定(FTA)更好。高孔廉說，兩岸目

前都面對國際激烈競爭，雙方不約而

同以政策推動產業結構轉型，令兩岸

的垂直分工、互利均衡，逐步變為競

爭大於合作，甚至形成重複投資和惡

性競爭，期望雙方從繁榮兩岸經濟發

展的策略高度，來思考如何結合彼此

的優勢，並且提出政策工具。高孔廉

提出 3點期許，一是儘速完成 ECFA

服務貿易、貨品貿易及爭端解決等後

續協議的協商；二是具體落實 ECFA

的相關工作，包括早收清單的執行，

以及新簽署的投保、海關合作協議的

執行；三為繼續加強兩岸經濟合作。 

  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常務副

會長鄭立中表示，有信心兩岸年底可

完成服務貿易談判，儘早簽署協議，

服務貿易協議文本已大體完成，服務

業部門開放基本達成一致；貨品貿易

協議文本還有部分條款待溝通。鄭立

中也說，有信心推動貨品貿易協議商

談在年內取得實質進展。(2012.12.11

中央社) 

 

 

緬甸國有媒體 11月 3日報導，

經過長期延宕，緬甸已立法通過新的

外國投資法內容，准許外國企業完整

擁有公司並提供減稅及土地長期租

賃。在緬甸政府亟於吸引外資，財團

想要保護其壟斷權利而小企業不想

被迫關門的爭論中，外國投資法自 3

月以來經立法與行政機關反覆討論

多次，11月 2日終於由緬甸總統登

盛批准。 

2011年 3月上任的緬甸總統登

盛，以其為首領導之準文人政府終結

了 50年軍隊統治。他執行經濟與政

治改革，已說服西方國家暫停經濟制

緬甸媒體報導新外國投資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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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引起各跨國公司對緬甸極大興趣。

企業界看見緬甸豐沛的自然資源，及

其與印度、中國為鄰之低成本的經濟

環境，大多數公司在確認投資前已經

期待新投資法多時。 

以緬甸語發行之國營報紙報導，

外國公司與緬甸國民或政府合資之

企業，只要雙方同意，將允許任何股

權比例之營運。外國人即可擁有百分

之百企業，無須任何當地夥伴，一如

1988年之舊投資法規定。但部分領

域可能會有限制。根據之前投資法草

案內容，某些被認為較敏感的領域包

括農業，外國人最多只能擁有百分之

50的公司股份，任何新設立之公司，

外國人則必須最少持有百分之 35的

股分。 

一國會消息來源本周告訴路透

社，關於受限領域的其他法規內容將

於稍後公布。一篇關於新投資法的文

章則表示，為了緬甸國家及人民的利

益，緬甸投資局可以容許外國投資者

經政府准許後進入受限制產業領域

投資。 

關於長期租賃 

按照新投資法，外國投資者可以

從政府或授權的私人擁有者手上長

期租賃土地，根據類型及投資額大小，

租期最高可達 50年，租約可以延長

2次，一次可延長 10年。舊投資法

沒有定義土地租賃期限，但實務上土

地租約通常為 30年，可延長兩次各

5年的時間。 

外國公司將有資格享有營運前

五年的租稅假期，其他形式的減稅則

視其投資是否有助國家利益而定--舊

投資法只允許三年的租稅假期。外國

生產公司可享有出口利潤最高達百

分之五十的減稅。生產利潤一年內再

投資於本業可被授予稅額豁免或減

稅。 

新投資法指出，生產可用於「促

進出口和進口替代」，而舊投資法僅

強調促進出口。如同舊投資法，新投

資法規保證根據此法成立之公司在

契約實施或延長期間不會被國有化。

之前某一版本之投資法草案內容曾

提及，假如公司因國家利益被國有化，

將可獲得補償，此條款現在已被移

除。 

然而，一條款內容說根據投資法

設立之公司在契約期滿前「不會在沒

有充分原因的狀況下」被停業。如同

舊投資法，外國投資者將可以在契約

期滿後將原投資金額撤回。新投資法

將取代 1988年 11月開始實施之舊法，

而根據舊投資法成立之公司現在將

受新投資法管理。 

關於緬甸銀行與威士卡(VISA)

簽約 

緬甸官員表示，三家私人銀行已

經與威士卡公司簽訂協議，可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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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自一月起使用信用卡及從自動

提款機提領現金。因為美國與歐盟懲

罰前任軍政府實施經濟制裁，迄今為

止外國遊客在緬甸仍被禁止使用信

用卡。在今年緬甸民主改革後，這些

限制被放寬，部份產業已開始接受使

用信用卡。Kanbawza銀行副董事長

Than Lwin表示，該銀行與威士卡簽

署的協定跟其他兩家合作銀行與緬

甸東方銀行一樣。他說該協議是一里

程碑，將特別促進觀光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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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本月慶生會於 11月 14日中午假

本會會議室舉行，11 月壽星同仁共

有 3位，分別為國二組陸熙姿助理專

員，負責國家包括中美洲國家，會務

組曾組長琳暨曾助理專員麗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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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巴拿馬國慶、11 月 9

日柬埔寨國慶、11月 11 日安哥拉國

慶、11 月 11 日波蘭國慶及 11 月 18

日阿曼國慶，以上各國國慶日，本會

已向本會對口單位發函致賀。 

 

 

 

 

 

 

 

 

 

 

 

 

 

 

 

 

 

 

 

 

 

 

 

 

 

 

 

 

國經協會入會申請表 

十一月份國慶日 

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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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 積 36,193平方公里 (12/2011) 人 口 2,322萬人 (12/2011) 

首 都 台北 首 都 人 口 265萬人 (12/2011) 

國 慶 日 10月 10日 電 話 國 碼 886 

幣 制 新台幣 匯 率 US$1=NT$29.46 (2011 ave.) 

US$1=NT$29.61 (9/2012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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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陳冲院長, 外交部林永樂部長, 經濟部施顏祥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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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經濟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 4,640億美元 經 濟 成 長 率 4.1%  

GDP per capita US$20,006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1.4% (2011) 

3%  (9/2012) 

失 業 率 4.4% (2011) 

4.3% (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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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8億美元 (較 2010年之 2,615億美元成長 11.59%) 

台灣出口金額在全球主要國家排名第 18位 

2,111億美元 (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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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億美元 (較 2010年之 2,505億美元成長 11.97%) 

台灣進出口金額在全球主要國家排名第 18位 

2,033億美元 (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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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5億美元 (2011) 

3,980億美元 (9/2012) 

我 對 外 投 資 36億 9,827萬美元 (2011)  

70億 3,607萬美元 (1-9/2012) 

外 人 投 資 49億 390萬美元 (2011) 

39億 2,363萬美元 (1-9/2012) 

外 人 直 接 

投 資 

存量: 561億美元 (2011累計) 

流入量: 19.6億美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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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外交部、國貿局、投審會、EIU、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經濟部統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