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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本會辜名譽理事長濂松不幸於

民國一○一十二月六日病逝美國紐

約，本會全體理監事及工作同仁同表

哀慟，並對辜名譽理事長多年來戮力

推動及改善我國國際經貿環境    

之努力與抱負，表達無限之感佩及追

思。 

辜名譽理事長於民國八十九年

八月為整合國內拓展國際經貿關係

之資源與力量而創立本會，並擔任第

一、二屆理事長，期間除多次率團出

訪我國重要經貿夥伴，足跡更及於具

發展潛力之新興地區，如東歐、中亞

地區。在辜名譽理事長的領導下，本

會亦積極參與多邊經貿組織之活

動，如國際商會、亞太商工總會等，

為本會未來推動與各國之經貿關係

奠立堅實的基礎，更為國家開拓更寬

廣的國際空間。  

辜名譽理事長於民國九十七年

十月卸任本會理事長後，經全體理監

事一致敦聘為本會名譽理事長，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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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本會會務。辜名譽理事長的辭

世，不僅本會失去一位睿智的大家

長，社會也失去一位熱心公益的企業

家，國家更是失去了一位愛國的外交

家。他所建立的典範將長期令人緬懷

仰望並持續引領本會全體理監事暨

工作同仁為國家建立更好的國際經

貿環境而努力不懈。 

 

雙邊會議、出國考察團及研

討會 
 

 

「第 9 屆台匈經濟合作會議」於

12 月 5 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召開，會議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

協會黃副理事長博治與匈牙利投資

暨貿易局局長首席顧問 Mr. Károly 

Péter BUKVAI 共同主持，雙方共計

有 82 名來自企業界、公協會及政府

等單位之代表與會（我方 70 人、匈

方 12 人）。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陳副 

局長銘師、匈牙利外交部亞太司司長

Mr. Péter WINTERMANTEL 及匈牙

利貿易辦事處代表 Mr. Levente 

SZÉKELY 等人亦以貴賓身分蒞會致

詞。 

大會中邀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

發展協會市場研究處吳立民處長、匈

牙利投資暨貿易局 B 首席顧問及中

國輸出入銀行輸出保險部胡副理祖

望分別就「台匈雙邊貿易機會」、「匈

牙利投資環境」及「輸出入銀行業務」

為題進行演講。 

 

 

 

 

 

 

 
第 9 屆台匈經濟合作會議 

 
經濟部國貿局陳副局長銘師蒞會致詞 

 
外貿協會市場研究處吳立民處長蒞會演講 

第 9 屆台匈經濟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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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輸出入銀行輸出保險部胡祖望副理蒞

會演講 

 
雙方主席簽署聯合聲明並交換禮物 

 

下午本會為來訪之 7 位匈牙利廠

商代表舉辦分組一對一貿易洽談，共

計有 21 家台灣廠商與會，進行 44 次

貿易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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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拜會重要外賓 

 

 

澳洲 APEC 研究中心 Ken Waller

主任於 2012年 12月 4日下午拜會本

會李傳亮秘書長，雙方就澳洲與我國

業者在兩岸簽署 ECFA 後如何合作

打進中國大陸市場交換意見。 

 

澳洲 APEC 研究中心 Ken Waller 主任拜會

本會李秘書長傳亮 

 

 

為慶祝中華民國與越南互設代

表處 20 週年，加強推動雙邊合作、

鼓勵投資、解決雙方過去面臨之若干

問題，越南台灣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武進祿博士（兼任越南商工總會會

長）暨越南代表團乙行 19 人應我外

交部邀請，於 101 年 12 月 9-14 日訪

華，並參加 12 月 11 日上午假福華

飯店舉辦之越南投資說明會。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於 12月 10日

晚上 6:30 假福華飯店三樓江南春宴

請訪賓，出席之重要貴賓包括：駐越

南代表處黃代表志鵬、駐台北越南經

濟文化辦事處裴代表仲雲、經濟部國

越南台灣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武

進祿博士（兼任越南商工總會會

長）暨越南訪問團晚宴 

澳洲 APEC 研究中心 Ken Waller 主

任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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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貿易局陳副局長銘師、中央貿易開

發公司丁董事長廣鋐等。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後排）於晚宴中致詞，

前排左起中央貿易開發公司丁董事長廣

鋐、越南台灣事務委員會武主任委員進

祿、駐越南代表處黃代表志鵬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和越南台灣事務委員會

武主任委員進祿於晚宴中互相敬酒 

 

 

 

 

 

 

 

越方致贈禮品予本會王理事長鍾渝，左起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越南台灣事務委員會

武主任委員進祿、越南太原省人民委員會

楊主席玉龍 

 

 
貴賓於晚宴中合影-左起中央貿易開發公

司丁董事長廣鋐、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

事處裴代表仲雲、駐越南代表處黃代表志

鵬、本會王理事長鍾渝、越南台灣事務委

員會武主任委員進祿、越南和平省安盛不

動產公司武董事長維蓬、越南太原省人民

委員會楊主席玉龍、整廠協會張理事長金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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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省議會領袖訪

華團 Mr. Bob Delaney 一行（含駐多

倫多辦事處隨團陪同人員洪組長松

暉共）4 人於 12 月 17 日至 22 日訪

華，旨為促進安省與我國在經貿、科

技發展及學術文教等各領域之交流

合作，為示歡迎及重視，本會薛監事

會召集人香川於 12月 17日（星期一）

中午假台北世貿中心聯誼社設宴款

待，台灣經濟研究院洪院長德生、常

在法律事務所朱合夥律師麗容、皇隆

股份有限公司李執行董事昌屏、雄獅

集團顏總經理子欽、加拿大駐台北貿

易辦事處貿易投資處長 Mr. Allan 

Edwards、外交部北美司黃科長韋

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劉資深副總景

中、蔡宗垚副總及本會林副秘書長啟

松應邀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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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商情報導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2 月出口 261.0 億美元，較上月

增 4.9％，較上（100）年同月增 9.0

％；累計 101 年出口 3,011.1 億美元，

較上年減 2.3％，惟出口金額已逐季

回升。 

（二）進口 

12 月進口 219.8 億美元，較上月

增 2.3％，較上年同月增 1.6％；累計

101 年進口 2,707.3 億美元，較上年

減 3.8％。 

（三）出入超 

12 月出超 41.3 億美元，較上年

同月增加 18.1 億美元；101 年出超

303.8 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35.6 億美

元。 

重要經濟指標 

%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1 2012 

  Sep. Oct. Nov. Jan.-N

ov. 

GDP 4.03 -- 0.98 -- -- 

CPI 1.42 2.96 2.36 1.59 1.96 

Unemployme

nt rate 

4.39 4.32 4.33 4.27 4.24 

Export 12.3 10.4 -1.9 0.9 -3.3 

Imports 12.1 1.3 -1.8 0.1 -4.3 

Export orders 7.2 1.9 3.2 11.1 0.4 

Industrial 

production 

4.6 3.0 4.6 5.9 -0.3 

Monetary 

aggregate 

5.8 3.96 3.29 3.26 4.23 

加拿大國安大略省議會領袖訪問團 

午宴 

101 年 12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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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Stock 

Market* 

8,155 7,610 7,438 7,246 7,468 

(資料來源: 財政部及經建會網站)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2 年的開國

紀念日。回顧去年，全球經濟不景氣

帶給我們嚴峻的考驗，英九要說一

聲：大家辛苦了！由於大家的努力，

我們平安度過了這艱辛的一年。如

今，全球經濟已經露出復甦的曙光；

展望新的一年，臺灣的經濟情勢一定

會比去年好。在經濟開始回溫的此

刻，我們更應該掌握時機、加速改

革、奮起行動，回應以下四個艱鉅挑

戰。 

  第一個挑戰，就是全球產業競爭

更加劇烈。過去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高

度集中於電子、資訊與通訊等產品，

並依賴昂貴的國外專利授權取得關

鍵技術。即使如此，這些產業仍然能

夠憑藉優良的品質管理與成本控制

能力，建立起高效率的代工體系，成

為國際供應鏈中重要的一環。如今隨

著全球經濟環境變遷，各國產業之間

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們這種代工模

式開始陷入困境。 

  第二個挑戰，就是區域自由貿易

區塊加速形成。由東協（ASEAN）

所倡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談判，即將在今年年初正

式啟動，計劃建構全球最大、人口超

過三十億、產值超過世界總產值四分

之一的自由貿易區。除此之外，中國

大陸與日本、韓國預定在今年三、四

月間正式啟動「東北亞自由貿易協

定」的談判，而美國也積極推動門檻

更高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

（TPP）。是否能搭上這班區域經濟

整合的列車，將是我國能否擴大經貿

版圖的關鍵。 

  第三個挑戰，就是人才培育與產

業需求的嚴重失衡。長期以來，我們

的大學校院雖然發展快速，但學術與

實務之間應有的密切結合，有待改

善。一方面，高學歷人才就業不易，

大學畢業生的薪資也原地踏步；另一

方面，產業卻普遍反映高階研發與基

礎技術人才的不足。產學之間這種落

差如果持續，我國未來的發展必將受

到嚴重影響。 

  第四個挑戰，就是少子女化與人

口高齡化造成的年金問題。過去十多

年來，臺灣的少子女化問題快速惡

化，從一年 30 萬新生兒降到約 20

萬。臺灣如今大約每 3 個青壯人口要

扶養 1 個老人或小孩；而十五年之

後，這數字將降到平均 2 個青壯人口

就要扶養 1 個老人或小孩，整個社會

的負擔將非常沈重。因此，各項退休

年金制度都潛藏了巨大的財務缺

口，全民健保的財務情況也可能更加

馬總統元旦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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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這些問題雖然並非迫在眉睫，

但如不提前面對，未來解決將更為困

難。 

  面對這些長期累積的結構性難

題，政府一定要全力以赴，協助勞

工、引導企業、帶領全民克服困難。

英九很清楚，處理這些艱難的結構轉

型與制度改革問題，不容易得到掌

聲；但政府一定會以向全民負責、向

子孫負責、向歷史負責的態度，為所

當為，克服困難，為臺灣奠定可大可

久的基礎。 

  首先，英九重申，我們一定要透

過創新加值，推動臺灣產業結構轉

型，使臺灣成為國際產業鏈中關鍵元

件和精密設備的提供者，在全球經貿

體系中建立起無可取代的地位。 

  英九最近走訪基層，觀察到許多

成功的案例，也看到臺灣人豐沛的生

命力。例如位於桃園縣中壢的東培工

業公司，是臺灣精密機械關鍵零組件

（軸承）最大的專業製造廠，不僅成

功打破外商產品在臺灣的長期壟

斷，更以自有品牌行銷全球。位於新

北市瑞芳的佰龍機械公司，是世界前

三大針織機械製造廠，擁有國內外數

百項專利，也以自創品牌行銷全球。

位於雲林縣虎尾工業區的元翎精密

工業公司，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小型

高壓鋼瓶製造商，也是全球少數汽車

安全氣囊氣體發生器的製造商。政府

目前積極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

畫」，就是希望培養出許多這種具有

關鍵技術以及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傑

出廠商；一般民眾對他們未必熟悉，

但他們卻是臺灣經濟體系中的「隱形

冠軍」（hidden champions）。 

  未來政府的產業政策，必須以增

加在地就業及提高人民所得為導

向。吸引外資的政策，要擺脫過度依

賴租稅減免或壓低勞動成本的傳統

思維，改以開放與友善的經營環境、

先進與完備的基礎設施，作為引進高

附加價值製造業與知識密集型服務

業的優勢條件。 

  以引導臺商回臺投資為例，我們

的重點是協助臺商建立在臺灣生產

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應該來自創新

加值，而非低廉的生產成本，更不能

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 

  第二、我們要破除保護主義的思

維，讓臺灣逐漸走向自由貿易島。我

們將在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同

時，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開拓新興市

場。現在，新加坡與大多數的貿易夥

伴都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所以出口

到這些國家的多數貨品，享有減免關

稅待遇。我國主要貿易競爭對手之一

的韓國，目前也在積極與貿易夥伴洽

簽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他們的出口

產品，比我國享有更多的關稅優勢。

相形之下，我們在這方面遠遠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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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急起直追，我國產業才能夠和貿

易競爭對手公平競爭。 

  對外開放可以帶動產業結構轉

型，創造新的貿易機會，但難免要付

出一些代價。有些長期受保護的產業

不得不承受開放的衝擊，政府一定會

協助這些產業轉型。經過調適後的產

業，體質將會更好；而不敢面對競爭

的產業，體質反而會變弱。英九深

信，以臺灣產業的靈活創新能力，我

們一定可以重振臺灣經濟活力、維護

永續發展生機。 

  第三、我們要重整科技研發體

制、強化產學合作，使教育成為產業

技術研發的堅實後盾。苗栗縣竹南的

臺灣保來得公司，就是很好的示範。

保來得生產的微型馬達含油軸承，產

值與產量都是世界第一。他們與大學

進行產學合作，由學校開設客製化課

程，安排公司內總經理級幹部在校授

課，一方面，讓青年學子清楚瞭解產

業需求、學習工程技術；同時，也為

企業延攬優質專業的技術人才。 

  為有效因應挑戰，國科會、經濟

部與教育部，已積極研商「產學大聯

盟」與「產學小聯盟」等方案，以縮

短學用落差，同時也要推動並落實大

學轉型發展，調整評鑑機制，讓大學

能夠建立各自的特色。我們要破除大

學一味追求世界排名與期刊論文發

表篇數的迷思，讓大學能夠依據自己

的強項，針對教學、研究與實務技

能，規劃適當的發展策略。大學應該

與社會有緊密聯繫，促使學術、研究

機構及產業連結，展現大學引導社會

的責任，提升臺灣整體競爭力。 

  第四、我們一定要以同舟共濟的

精神推動年金制度的改革。臺灣是我

們的家園，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大家

一定要相互包容、體諒、合作與互

助，強者要幫助弱者，這一代要幫助

下一代，這才是永續發展的精神。長

期以來，我國的年金制度面臨「經費

不足、行業不平、世代不均」三大困

境。我們未來將秉持著「全面、務實、

漸進、透明」的原則改進年金制度，

讓這個制度更加公平，讓未來的世世

代代更有保障。 

  臺灣兩千三百萬人不分身分、地

域、職業與世代都在同一條船上，禍

福相依、榮辱與共。四年前我們面對

全球金融海嘯的重大衝擊，透過「政

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

三挺政策的良性循環，臺灣因而安然

度過經濟危機。因此，英九要懇切的

呼籲：我們一定要避免無謂的對立，

更不應挑起妒恨的情緒，絕對不能讓

社會繼續撕裂，一定要立刻停止空轉

與內耗。 

  當前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重

振經濟活力、重建民眾信心。英九深

知，政府乃是重建民眾信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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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團隊一定要政策明確、立場堅

定、行事果斷，以無比的魄力和行動

力讓民眾產生信心與信賴，引導社會

共識、整合社會資源，集中全力向共

同目標邁進。 

  在這關鍵的一年，政府各部會一

定要針對產業結構轉型、融入區域自

由貿易區塊、科研發展結合產業需

求，以及年金制度改革四項核心問

題，展現破解難題的決心與毅力。各

部會與各級政府也一定要打破成規

與舊習，全面檢討政府資源配置的合

理性，每一塊錢都要用在刀口上。凡

是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規劃要更周

延、溝通要更充分、執行要更細緻。 

  政府是一個整體，不能各自為

政，所以各部會一定要摒除本位主

義，更要能主動挺身為政策宣導辯

護，以化解疑慮、形成共識。各部會

更要全力提升行政效率，機關首長也

必須勇於任事。英九尤其要強調，政

府要主動為民興利，過去有些人批評

部分公務員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

的心態，不利政府提升效能。今後，

政府由上到下都要秉持「多做多對，

少做少對」的觀念，只要合法，不要

怕圖利人民，積極努力，做對人民、

對國家有利的事。我們要徹底檢討修

正不合理的法規，例如有些會計和採

購法規。這樣才能讓公務員不僅願意

積極任事，也有能力和彈性為民眾解

決問題；對於法規鬆綁的幅度和效

果，行政院和所屬部會尤其要貫徹實

施、定期檢討。 

  面對劇烈變動的全球政治經濟

形勢，所有公務員務必要有使命感，

更要有危機感與緊迫感，全體一心，

全力以赴。而執政團隊也一定要以破

釜沈舟的決心與勇往直前的行動

力，重振經濟的活力、重建民眾的信

心。 

  兩岸和平是亞太和平的基礎之

一，也是促進經濟發展與提振投資意

願的必要條件。過去四年半來，事實

證明改善兩岸關係與開拓國際空間

可以相輔相成，未來中華民國要繼續

在東亞扮演推動和平與促進繁榮的

建設性角色。 

  同時，在國際上我們一向珍惜與

美國的長期友誼，所以樂見歐巴馬總

統當選連任後立刻訪問亞洲，並發揮

維護東亞安全秩序的關鍵作用。我們

也將加速重啟與美國在「貿易與投資

架構協定」（TIFA）之下的協商，擴

大且深化兩國的經貿關係。最近我國

針對釣魚臺列嶼爭議提出「東海和平

倡議」，主張在「擱置主權爭議、合

作開發資源」的原則下，使東海成為

和平與合作之海。我國與日本正在進

行的漁業協商，就是一個關鍵的起

點。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陸續產生

新領導人，我們期待未來各方共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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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解緊張情勢，讓東亞能回到經

濟合作的正軌。 

  英九盼望與中國大陸新領導人

習近平先生，在鞏固「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的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和

平發展，全面擴大與深化兩岸交流。

我們將加速「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FA）的後續協商，進一步放

寬陸資與陸生來臺及陸客自由行，近

期內還要通盤檢討與修正「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取消不合時宜的限制與

歧視性規定。政府也將積極推動兩岸

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以照顧每年來往

兩岸之間數百萬的廣大民眾，為兩岸

和平發展的制度化打下更堅實的基

礎。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

黃子孫，兩岸領導人都應該將確保臺

海永久和平當成首要之務。而兩岸交

流越制度化，兩岸人民對彼此的認識

越深入，兩岸的和平也就越鞏固，這

是我念茲在茲、全力追求的目標。 

  過去幾年，英九走訪了臺灣許多

角落，見證了我們臺灣人用創意、用

決心，共同攜手打拚出一片天的動人

故事。我在臺中市梧棲深入瞭解了宏

全公司，他們直接將生產線進駐到客

戶的廠房內以節省運輸和包裝成

本，因而躍升為臺灣第一大食品飲料

包材供應商；我在雲林縣崙背親自見

證了欣昌公司如何將臺灣錦鯉魚提

升為高價位的活藝術品，銷往全世

界；在臺東縣的美農社區，我看到返

鄉務農的年輕人發揮創意，將臺灣鳳

梨釋迦發揚光大，作成全球獨特的

「鳳梨釋迦冰淇淋」，更成為國宴甜

點之一；我也拜訪了臺南市新營的榮

剛公司，他們為全球航太、能源等產

業提供特殊鋼，客製化的產品已成為

這些產業不可或缺的材料，市場占有

率排在全球前十名。這些案例所展現

的，正是政府所推動的產業新方向，

也就是製造業服務化，以及傳統產業

特色化。 

  在臺灣，我們的土地上，我看到

人民如此勤奮進取、民間活力如此充

沛、年輕世代創意如此豐富、中小企

業企圖心如此旺盛，心中總是充滿感

動與希望。我相信，這些活力、創意

和企圖心，都將是我們重振臺灣經濟

的最大本錢。 

  各位父老鄉親，過去一年，是艱

辛的一年，我們攜手度過難關，也共

同創造了許多傲人的成績。例如，境

外來臺人次突破史無前例的 700

萬，到昨日為止已經超過了 730 萬，

比 4 年半前成長 88%，更在全世界獲

得 131 個國家及地區給與我國免簽

證或落地簽的待遇，是 4 年半前的兩

倍半，顯示國際社會對我們更友善、

更肯定。這些成果得來不易，也證明

了臺灣人的實力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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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父老鄉親請放心，未來不論

國際環境還有多少困難險阻，只要我

們大家堅定信心，攜手向前，秉持改

革的熱情，凝聚進步的動力，一定可

以為中華民族開創新的局面與未來。 

  「咱臺灣人不是咁哪靠景氣，擱

卡愛靠志氣和勇氣」（閩南語）；「人

愛志氣虎愛威，大家共條心，正實際」

（客語）。 

  值此新年開端，英九預祝大家來

年身體健康、闔家安樂、心想事成。

謝謝大家！(資料來源：總統府網站) 
 

 

 

美國聯邦眾議院於 2013 年 1 月

1 日以 257 比 167 票，跨越 217 票的

門檻，表決通過「財政懸崖」預算案。 

美國聯邦眾議院在 2013 年第 1

天通過參議院提交的「財政懸崖」法

案，讓美國中產家庭避免加稅命運，

而總統歐巴馬也如願提高富人稅

賦，這是美國近 20 年來首度大幅加

稅。 

 歐巴馬兩年多來，與共和黨籍

聯邦眾議院議長貝納（John Boehner）

在財政預算上吵嚷爭鬥，這次國會通

過對年收入 45 萬美元以上家庭加

稅、暫緩 2 個月涉及國防部預算支出

削減等爭議，在新年伊始，華府政壇

終於暫時達成歷史性協議。 

 在整個「財政懸崖」協商中，

美國府會上演一齣政治惡鬥戲碼，包

括蓋洛普、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等多項民調顯示，若美國墜入

「財政懸崖」，認為共和黨該負最大

責任的比率大幅高於執政的民主黨。 

貝納在去年大選後第一時間進

入白宮與歐巴馬會談，從最初願意全

力合作解決「財政懸崖」，到 3 週後，

雙方碰觸敏感的富人加稅與社福支

出預算削減議題後，民主與共和兩黨

開始針鋒相對，甚至相互指責。 

然而，兩年多來看膩了白宮與國

會鬥爭戲碼的美國民眾，在眼見自己

荷包縮水的切身利益即將受損，再也

按耐不住火氣，民怨四起，而貝納為

首的共和黨也隨著談判僵局陷入兩

難。 

貝納於 2012 年 12 月 20 日耶誕

假期來臨前，提出年收入 100 萬美元

富人加稅版本，不被共和黨同僚接受

而無法付諸表決後，貝納即被迫在這

場「財政懸崖」爭鬥中淡出，他個人

政治聲譽也嚴重受損，美國媒體甚至

認為這次挫敗將危及他擔任新屆眾

議院議長地位。 

貝納退場後，扭轉僵局的重責大

任即落在參院民主黨多數黨領袖瑞

德（Harry Reid）與共和黨少數黨領

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肩上，

最後在擔任 36 年參議院老將副總統

拜登於去年 12 月 30 日傍晚接手，親

財政懸崖預算案 美眾院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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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掛帥與麥康奈磋商，終於在 2012

年瀕臨墜崖最後一刻，完成這項歷史

協議。 

拜登在跨年晚間出現在國會山

莊，笑容燦爛的向在場媒體說「新年

快樂」。 

這份最後一刻拚搏出來協議，暫

時舒緩美國財政壓力，而且歐巴馬至

少保住他競選連任時要對富人加稅

的承諾，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美國人

不會加稅，不過 2 個月後，華府又要

再度為削減支出、減赤等更複雜議題

廝殺，歐巴馬新任期挑戰將再度開

始。(資料來源：2013.01.02 中央社) 

 

 

行政院會 102 年 12 月 27 日通過

國家發展計畫，102 年經濟成長率目

標值 3.8%，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強調

「這不是膨風的數字」。陳揆也說，

此具積極性與挑戰性，充分展現行政

團隊強烈企圖心。  

陳揆強調，訂定類似計畫，本來

就應有企圖心，且企圖心是有根據

的，世界銀行 12 月 19 日最新預測，

台灣明年經濟成長率 4%，還高出我

國所訂目標。  

行政院會昨日通過國家發展計

畫（102-105 年）暨 102 年國家發展

計畫。這項計畫設定 102-105 年經濟

成長率平均 4.5%、105 年失業率

3.9%、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不超過

2%。  

102 年經濟成長率 3.8%、失業率

4.1%、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不超過

2%為努力目標。陳揆責成各部會積

極辦理。  

尹啟銘強調，102 年經濟成長率

挑戰 3.8%目標，是歷經五個階段，

包括參考主計總處預測值，加上經濟

動能推動方案的政策作為，學者專家

及政院高層，經建會委員會各階段討

論，最後行政院會拍板。  

尹啟銘說，未來將改善投資環

境、法規鬆綁，建構更自由化條件，

支撐未來四年 GDP 達 4.5%目標。其

中投入面將提升資本累積，規劃自由

經濟示範區，法規鬆綁讓產業創新加

值，提高附加價值。  

他指出，明年 3.8%成長目標，其

中 1.1%來自消費貢獻度，1.31%來自

民間投資，而 1.35%由外貿貢獻。  

經建會指出，102 年的年度計

畫，政策作為在掌握景氣復甦契機，

全力落實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並

動態檢討措施作為，加強推動台商回

台投資，激勵民間投資、提振民間消

費信心，並拓展新興市場，發揮強化

內需與擴增出口效益。(資料來源：

2012.12.28 工商時報) 

 

102 年 GDP 3.8%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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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昨日公布 11 月景氣燈號

續呈黃藍燈，這是繼今年 9 月以來，

連續第 3 個月亮出代表景氣轉向的

黃藍燈，景氣綜合判斷指數也從 10

月的 19 分，微增 1 分，來到 20 分。

經建會經研處長洪瑞彬說，國內景氣

最壞的情況已過去，不過復甦的力道

仍然微弱，明年還是不免有風險與挑

戰，但應可審慎期待。  

洪瑞彬指出，11 月金融面、生產

面、消費面指標持續改善，勞動市場

維持穩定，貿易面衰退情況漸趨和

緩，此外，領先、同時指標也皆微幅

上升，雖然上升幅度不大，但顯示出

國內已擺脫最壞的狀況，只是力道仍

薄弱。  

對 11 月景氣燈號，經建會指出，

小增 1 分的綜合判斷指數，是由製造

業銷售值由藍燈轉為黃藍燈，其他指

標燈號維持不變。  

由於央行總裁彭淮南曾指出台

灣景氣將會呈 U 型反轉，被問及黃

藍燈是否代表 U 型的底部，還得持

續一陣子，洪瑞彬認為，目前景氣狀

況，與以前 V 型比起來上升的力道

及速度差很多，希望不要在底部停留

太久。 

展望明年，洪瑞彬指出，根據聯

合國最新預測 2013 年全球經濟成長

率介於 0.2%至 3.8%，若美國財政懸

崖、歐元區更加惡化，加上中國經濟

硬著陸的話，全球經濟成長率將會向

0%靠近，僅為 0.2%，不過，若以上

3 者都沒發生的話，則可趨近於 4%，

故明年外在環境短期內仍充滿挑

戰。(資料來源：2012.12.28 中國時報) 

 

繼台灣政府 2013 年 1 月起確定

開徵健保補充保費後，美國財政部向

金融界及海外大戶祭出的 FATCA(俗

稱「肥咖條款」)，也確定 2014 年起

開始申辦海外銀行及企業大戶 2013

年的資產資料。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起，以下二種人士，將會被課稅，一

是凡是持有美國綠卡 (永久居民)、公

民 (有投票權)的「稅務居民」。二是

在美工作三年內加權平均年天數超

過 183 天以上的工作者，其在美國取

得的所有資產收入，二種人士被美查

課稅將統統跑不掉！ 

據最新消息指出，行政院已在近

日正式核定將由財政部與美國財政

部洽簽「美、台稅務交換協定」，預

計財政部應可在 2013 年 6 月底以前

和美國稅務局達成「稅務資料交換」

的協定，只待雙方簽署最後協議，按

進度美國即將正式向含台灣在內的

海外美國稅務居民進行「全球大查

稅」，而台灣銀行業也將按雙方的稅

務協定，將資料交給財政部，再由財

連 3 黃藍燈 景氣擺脫最壞情況 

美國肥咖條款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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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交予美國財政部。 

查稅通報 國內銀行業震驚 

由於美國全球查稅、追稅已成主

流，沒有任何美國國會議員敢站出來

反對，先前美國政府發文要求包括台

灣在內的全球 20 幾萬家金融機構，

應向美國國稅局通報海外美國人的

金融資料，引發國內銀行業的大震

驚。 

肥咖條款搞同儕懲罰效應 

因為 FATCA 規定，若金融機構

不配合辦理繳納客戶資料，未來該金

融機構只要有美國市場所得，就要被

美國政府扣 30%的重稅，肥咖條款甚

至搞「同儕」懲罰效應，若有一家銀

行沒跟美國簽 FFIA，其他跟這家公

司往來銀行也要課連帶 30%重稅。 

但按國內法令，一旦銀行任意將

客戶資料送交美國財政部，銀行業將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銀行法」

中的保密刑責，銀行界被美國政府

「掐死」，一度引發市場的恐慌。為

了爭取較合理的稅務交換條件，行政

院日前已正式通過，交由財政部與美

國財政部溝通，力促洽簽「美台稅務

交換資料」協定。(資料來源：

2012.12.24 聯合新聞網)  

 

 

 

 

 

縱貫中國大陸南北的京廣高

鐵，今天上午正式通車，往來北京與

廣州將因此從 20 多個小時大幅縮短

為 8 個多小時，並使相隔近 2300 公

里的兩地，形成「早吃茶、晚吃鴨」

的「一日生活圈」。 

京廣高鐵全長 2298 公里，行經

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

東等 6 個省市，沿途停靠包括保定、

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衡陽等

城市在內共 35 座車站，是全球營運

里程最長的高速鐵路。 

京廣高鐵系統設計時速達 350 公

里，營運時速為 300 公里。 

 由於工程浩大，全程分多階段通

車，其中武漢－廣州段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率先通車；鄭州－武漢段則

於今年 9 月 28 日通車；在僅剩的北

京－鄭州段今天通車後，京廣高鐵即

告全線通車。 

此外，京廣高鐵往南延伸至深圳

的廣深高鐵，已於去年 12 月 26 日通

車，且已行駛武漢直達深圳的列車。

京廣高鐵通車初期，北京與深圳之間

每天將有一列直通列車，加上廣深高

鐵未來將延伸至香港，預定 2015 年

完工，屆時北京與香港之間將實現高

鐵直通。 

 根據大陸鐵道部公告，京廣高鐵

京廣高鐵通車 兩地 8 小時可達 



15/18 

 

全程的二等座票價為人民幣 865 元

（約新台幣 4065 元），高於京廣空中

航線以往平日近 800 元的折扣票

價。而京廣高鐵通車後，京廣空中航

線票價除跌至 700 元外，更出現僅

460 元的超低價。 (資料來源：

2012.12.26 中央社) 

 

 

經過 13 年努力，台灣與泰國今

天終於簽署「台泰避免雙重課稅及防

杜逃稅協定議定書」，近期內，台灣

與泰國的投資公司與個人只要在

台、泰其中一地繳稅，即可避免被雙

重課稅。 

  中華民國駐泰國代表陳銘政、泰

國駐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代表堅薩

（Kriangsak Kittichaisaree）今天代表

雙方政府在台灣簽署「台泰避免雙重

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議定書」，中華

民國財政部長張盛和在場見證。 

  「台泰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

稅協定」1999 年 7 月 9 日就已簽署

完成，中華民國已完成國內法律程

序，但泰方一直未批准實施，後來因

為時空轉變，內容需要進行若干修

訂。  

經過 13 年努力，台、泰雙方終

於達成共識，以簽署議定書方式修訂

內容，這項協定將在雙方政府完成換

文後正式生效實施。  

 泰國內閣會議今年 6 月已通過

「台泰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

定議定書」。  

 「台泰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

稅協定」將在簽署後於近期內生效，

台灣與泰國的投資公司與個人只要

在台灣或泰國其中一地繳稅即可，避

免受到雙重課稅。  

 台泰避免雙重課稅實施後，將有

效促進雙方貿易與投資，提升台泰雙

邊實質關係。  

 台灣是泰國前 5 大投資國，旅居

泰國的台商約有 15 萬人，避免雙重

課稅協定生效後，將促進台泰經貿投

資，並加強各領域的交流合作。(資

料來源：2012/12/03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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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停辦多年之員工旅遊，今年恢復

舉辦，並選定傳聞的世界末日 12 月

21 日舉辦員工旅遊，當日暖陽乍現，

秋高氣爽，計有同仁暨眷屬 33 人參

加，本次旅遊目的地為風光明媚的後

慈湖及小烏來風景區。 

後慈湖長年為軍事管制區，於

2007 年 11 月始對外開放，因不受外

界干擾，仍保留完整林相與自然生態

環境。由於當地景觀酷似 先總統蔣

公浙江奉化老家風貌，生前老人家頗

員工旅遊暨慶生會 

台、泰避免雙重課稅 近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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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喜愛並經常造訪。 

 

 

 

 

 

 

 

 

 

後慈湖之美 

 

 

 

 

 

 

 

 

 

本會同仁暨眷屬於後慈湖合影 

小烏來風景區向以壯觀的瀑布

聞名，尤其小烏來天空步道在 2011

年 7 月開放入園以來，已吸引近 30

餘萬人來此觀看小烏來瀑布壯麗的

景觀，更是全台首座 70 公尺高的懸

空步道，設計理念以不同角度體驗瀑

布的美和近距離感受震耳欲聾的水

聲，讓人感受大自然的驚嘆。 

 

 

 

 

 

 

 

 

 

 

 

 

 

本會同仁於小烏來風景區合影 

晚上於新店之山東餃子館餐

敘，並為十二月份出生之同仁舉行慶

生會，十二月之壽星同仁計有四位，

分別為：國一組陸專員長欣、國二組

潘助理專員怡蓁、國三組李專員彩雯

及吳專員宛玲。 

 

 

 

 

 

 

 

 

 

本會 12 月份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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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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羅馬尼亞國慶、12 月 2

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國慶、12 月 5

日泰國國慶、12 月 6 日芬蘭國慶、

12 月 11 日布吉納法索國慶、12 月

16 日哈薩克共和國及孟加拉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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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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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印度餐廳 

Restaurant City Tel Address 

Saffron Indian Restaurant Taipei 02-28714842 台北市天母東路 38 之 6 號 

The Westin Taipei (3 F, 

Churchill Jazz and Cigar 

Lounge) 

Taipei 02-87706565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3 號 

Taj Indian Restaurant Taipei 02-87730175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07巷5

弄 3 號 1 樓 

Calcutta Indian Food Taipei 02-23893878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26號1

樓 

Ali Baba Curry House Taipei 02-25677163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56 號 2

樓 

Aaleja Indian Restaurant Taipei 02-27733227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 70 巷 5

弄 6 號 1 樓 

Out of Indian Indian 

Restaurant 

Taipei 02-23633054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13巷26

號 

Tandoor Indian Restaurant Taipei 02-25099853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73巷10

號 

Tandoor Indian Restaurant Taipei 02-23605004 台北市天母西路 13 巷 9 號 

Café India Taipei 02-28377365 台北市克強路 30 號 1 樓 

The Spice Shop Indian 

Restaurant 

Taipei 02-28737775 台北市天母東路 50巷 10弄 6

號 

(印度台北協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