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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協會祝您 蛇年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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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總統府 1月 31日深夜發出新聞

稿，確定內閣改組！據悉，陳揆日前

以健康為由，向總統馬英九提出辭

呈，馬英九勉為同意，內閣改組確定

「江、毛配」。新任行政院長由江宜

樺出任，交通部長毛治國升任副院

長。  

  黨政高層人士指出，江宜樺政務

歷練完整，作風穩健、長於協調溝

通，副院長任內主持穩定物價小組與

年金改革小組，主持消保會與食品安

全會，貼著民意與社會脈動同步呼

吸，將接下行政院長陳冲重任，成為

新任閣揆。  

  至於毛治國的任命，黨政高層均

表示，毛部長政務經驗豐富，專業與

視野兼具，內定升任行政院副院長，

未來即將擔起重任，成為江宜樺院長

的左右手。  

  黨政高層表示，陳冲自去年 2月

接任閣揆以來，面對歐債風暴下的嚴

峻國際情勢，以其專業財經背景和強

效的執行力，為台灣的經濟把關。我

國去年全年平均失業率 4.24％，為

四年來最低，CPI年增率也維持在 2

％以下，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之

下，已經實屬不易。(2012/02/01工

商時報) 

 

 

  財經內閣異動於 2月 3日定案，

由政務委員管中閔接任經建會主

委，華航董事長張家祝則接掌經濟

部。政院人士表示，張家祝雖無經濟

部會經驗，但有多位重量級人士向府

院高層推薦，他具有政府及企業的豐

富工作歷練，符合府延攬優秀ＣＥＯ

入閣的目標。目前負責財經政策的管

中閔，一手主導當前重大經濟政策，

被政院譽為「財經諸葛亮」。管中閔

本人昨天在答覆媒體詢問時也說，經

濟示範區已進展到一定程度，經濟動

能推升方案也逐步推動，上任後可望

很快交出成績單。  

    行政院表示，張家祝工作經驗橫

跨產、官、學、研各界，在學界曾任

交通大學教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所

長；在公務部門歷任交通部次長及民

航局長；並曾任中興工程董事長、中

鋼公司董事長、中華開發金控副董事

長等職，歷練十分完整。  

    政院人士表示，張家祝兼具政府

工作經歷及企業歷練，是少見具有理

論、業界經驗和政府實務的ＣＥＯ。 

張家祝掌經濟部 管中閔接經建會 

內閣改組 江宜樺任閣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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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張家祝在中鋼期間針對生產、銷

售、人才培育等進行徹底革新，讓中

鋼在金融海嘯時期仍維持穩定發

展；在華航任職時，除了強化公司各

項管理制度，並重新規劃華航行銷模

式，兩年內讓華航轉虧為盈，堪稱「創

意的改革者」，證明他備跨領域行政

與企業經營能。  

    對於外界質疑張家祝缺乏經濟

相關經驗，政院人士表示，雖然張家

祝過去未在經濟部服務，但「趙耀東

和孫運璿在就任經濟部長前，也非經

濟部出身」，卻憑藉國營事業經歷和

卓越的人格特質，交出漂亮的成績

單；在尋覓經濟部長的徵詢過程中，

多位重量級人士向府院高層推薦張

家祝，也使張家祝最終獲得青睞。 

  掌經建會的管中閔為現任負責

審理財經法案的政務委員，協助推動

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提出「中堅企業」

與「服務業示範區」等構想。政院表

示，為因應歐債危機，管中閔擔任「國

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的召集人，擬

定整體因應對策；在開放陸資來台審

查及發展兩岸特色金融業務等重要

業務，也都是由管中閔擔任跨部會的

溝通協調平台。  

    政院人士指出，去年十二月，為

因應美國財政懸崖對全球股市的衝

擊，管中閔臨危受命，擬定振興股市

方案，對穩定股市發揮相當成效，可

說是行政院的「財經諸葛亮」，也是

陳冲相當倚重的財經幕僚，與江宜樺

也合作愉快，未來職掌國家整體財經

政策擘畫及相關部會協調相信能落

實執行陳內閣所規劃的各項經濟與

金融方案。  

     至於現任經建會主委尹啟銘

與經濟部長施顏祥，府院則分別發出

新聞稿表達肯定與感謝。總統府同時

宣布，將聘任二人擔任總統府國策顧

問，並思考兩人在適當時機以不同職

務繼續在行政團隊中服務、貢獻長才

的可能性。(2012/02/04中國時報) 

 

  國貿局戴組長、外交部王科長、

各位副理事長、各位顧問、各位理監

事： 

  今天本會舉行第 4屆第 2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承蒙各位顧問與理監事

撥冗出席，謹此表示誠摯的謝意，尤

其要對國貿局戴組長、外交部王科長

在公務煩忙中仍應邀蒞會指導表示

十二萬分的感謝。 

  本會辜榮譽理事長濂松不幸於

去年十二月六日辭世，承蒙理、監事

出席紀念追思會表決悼念及哀思，本

王理事長鍾渝理監事會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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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表本會向各位理監事表示最高

的敬意與謝意。(主席請全體與會人

員起立默哀 30 秒)辜榮譽理事長犧

牲許多個人的時間、金錢、甚至健

康，使本會有今天的基礎。我們也很

高興辜仲諒先生獲選為本會副理事

長，辜副理事長與辜榮譽理事長一樣

的熱心，也願意付出時間與精神協助

本會，本人在此特別表示謝意 

  近來雖然美國及新興經濟體穩

定成長，對全球經濟提供若干支撐，

惟面對歐洲主權債務問題，美國財政

懸崖(fiscal cliff)，以及中國大陸

經濟走緩等重大課題，各國政府之因

應策略仍存有高度不確定性，企業與

民眾對經濟前景信心脆弱，全球經濟

短期內難以明顯反彈回升。我國為出

口導向之小型經濟體，在全球需求持

續低迷不振的情況下，今年經濟成長

動能是否能夠升溫，實在不容太過樂

觀。行政院主計處預測 102年經濟成

長率 3.09％，平均每人 GDP 2 萬

1,006美元，要達到此目標，可能需

要加倍努力與些許運氣，畢竟國際大

環境不佳，加上我國財政艱困且日趨

嚴重，這是短期間內無法解決的難

題。反觀我們的鄰國如菲律賓、印尼

等東南亞國家，去年的經濟發展都繳

出亮麗的成績單，根據 IMF預測，印

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

的 2014年 GDP總和將達到 2兆 4360

億美元，首度超越台灣、南韓、新加

坡和香港等亞洲四小龍的 GDP總和 2

兆 4080 億美元。而經濟部 102 年度

除中國大陸外，鎖定印度、俄羅斯、

巴西、阿聯、越南、印尼、菲律賓、

墨西哥、土耳其、埃及等十大重點新

興市場為拓展出口核心，將輻射拓展

至週邊潛力國家與城市，力拚二位數

成長。 

  相信大家都知道，台灣一直是東

南亞國家重要的外來投資國，未來東

南亞新興經濟體仍將是我國對外貿

易與投資最主要的目標，政府與民間

都應該要同樣重視並且相互合作共

同加強拓展與東南亞國家之經貿合

作關係。 

  本人甫於 1月 21日至 25日參加

了亞太商工總會赴緬甸訪問團，透過

亞太商工總會秘書處之居中協助，在

訪問期間，1 月 22 日與緬甸商工總

會 (the Union of Myanmar 

Federati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簽訂兩會合作備忘

錄，緬甸成為國經協會第 83 個國

家，第 115個最新雙邊合作夥伴。本

人要感謝一年多來，我駐泰國代表處

經濟組持續的協助，也感謝亞太商工

總會數月以來努力促成本案。希望今

年內本會可以組團前往，召開民間第

一屆台緬經濟聯席會議，建立兩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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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 

  緬甸人口 6000 萬人，土地面積

為我國的 20 倍，向為東南亞重要的

稻米生產國。本人在與緬甸商工總會

高層會談時，表示，本會預計今年內

再度組團訪問緬甸，屆時將邀請國內

食品加工、包裝、醫療、鋼鐵、水泥、

銀行等產業業者參團。此一提議吸引

緬甸商工總會極高的興趣，並表示歡

迎本會於今年十月組團訪問緬甸。此

項計畫請各位理監事多多支持。本人

昨日也已向國貿局長官報告本案之

進展，也獲得國貿局長官的支持。希

望本會與緬甸商工總會所簽署之合

作備忘錄成為未來我國業者與緬甸

進行商務往來的重要橋樑及溝通的

平台。目前緬甸的發展已成為全球關

注的重點之一，過去兩國因政治上的

關係而無法接觸，現在有了接觸，所

以今天多花一些時間向各位報告緬

甸的現況。 

  今天的會議除了秘書處例行的

工作報告外，同時也將討論本會去年

之財務報告及今年的工作計畫及歲

入、歲出預算。另本會目前已與全球

82 國的主要工商組織簽署 115 個雙

邊合作協議或備忘錄。為使未來在推

動與各國的合作與交流更為順暢有

效，秘書處也重新提出「雙邊事務委

員會組織規程」，請各位支持並踴躍

表示意見。本人也要藉此機會請各位

理監事大力協助招募新會員，以擴充

本會會員陣容並充實本會自籌財

源。感謝各位理監事及顧問對會務推

動上的支持，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業成功，新春快樂！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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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會議、出國考察團及研

討會 
 

 

  本會於本（102）年 1 月 9 日假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聯誼社 33 樓舉行

「第 13 屆台灣 -印度經濟聯席會

議」，由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及印

度商工總會代表團團長（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簡稱 FICCI）莫迪企業董事

長 Mr. K.K. Modi 共同主持，我外交

部駐印度代表處田大使中光、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張局長俊福、印度台北協

會 羅 會 長 國 棟 （ Pradeep Kumar 

Rawat）及前駐印度代表翁大使文祺

以貴賓身分蒞臨致詞。 

  本屆會議以「台印產業合作關

係」為主軸，並針對「印度經濟現況

與新興投資機會」與「洽簽台印經濟

第 13屆台灣-印度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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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 ECA 展望」等議題進行研

討，邀請台印雙方專家與業者分別針

對上述議題發表精闢演說，包括中華

經濟研究院徐遵慈副研究員專題簡

報「洽簽台印經濟合作協議 ECA 展

望」、印度商工總會 Atul Shunglu 助

理秘書長專題簡報「印度投資環境介

紹」，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符銘財經濟

分析師就「印度-明日之星」為題就

印度產業結構與合作商機作深入剖

析，台、印工商界代表共計 150 位與

會。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率領我業界

代表前往緬甸參加 1 月 21 至 25 日亞

太商工總會赴緬甸訪問團，共有來自

8 國之 46 位代表參加此次參訪行

程。1 月 22 日訪問團團員與緬甸商

工總會進行座談會，本會並與緬甸商

工總會簽署合作協議書。 

透過亞太商工總會之協助，終於促成

本會與緬甸商工總會建構合作平

台，王理事長訪緬期間亦把握機會與

團員中來自南亞地區如尼泊爾、巴基

斯坦等多位商工總會會長和業界人

士熱絡交流，加強連繫建立網脈。對

於東協最後一塊處女地，寮國，亦盼

明年也能透過亞太商工總會在該地

區之影響力，協助本會與寮國全國性

商工總會進行接觸，並建立交流合作

平台。 

  重新對世界開放的緬甸，百業待

興，商機無限，惟基礎設施落後，金

融體系不健全與從業人員專業不

足，土地價格不斷上漲，以及政策與

匯率不穩，是高風險承擔經商標的。

但對台商而言，緬甸政府對於我官方

驗證之文件，均不予承認，必須以設

在第 3 國之公司名義提出申請，此為

我國與緬甸經貿投資發展的最大障

礙。 

  目前我外貿協會仍無法在緬甸

設立辦事處所，企盼緬甸政府能早日

核准設立，外貿協會屆時考慮增加駐

點人員，以提供最新商情，協助台商

赴緬甸拓展商機。 

 

 

 

國經協會訪問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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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事長與緬甸商工總會秘書長 Dr. Myo 

Thet 簽署兩會合作協議書 

 

 

 

 

 

王理事長於簽約儀式中致詞 

 

 

 

 

 

訪問團團員與緬甸商工總會出席人員合照 

 

 

 

 

 

 

仰光市一角 

 

 

 

 

 

 

 

 

 

巴基斯坦商工總會致贈王理事長巴國傳統

披肩與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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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拜會重要外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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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歐洲議會議員 Mrs. Rodi 

Kratsa-Tsagaropoulou 及希執政黨黨

紀委員會主席 Mr. Apostolos Kratsa

夫婦二人於本(102)年1月2日前來拜

會本會簡副理事長漢生，雙方就觀

光、旅館、農產品等議題交換意見，

希望加強雙邊經貿關係。 

 

 

 

 

 

 

 

 

  愛爾蘭國會友臺小組主席 Mr. 

John McGuinness 率領國會議員訪華

團一行 7 人於 1 月 7 日上午拜會王理

事長鍾渝，雙方就加強推動雙邊經貿

實質關係、促成經貿訪問團互訪等議

題進行交流與討論。 

 

 

 

 

 

 

 

 

 

 

愛爾蘭國會議員訪華團團長 Mr. John 

McGuinness 拜會王理事長鍾渝 

 

 

  土耳其貿易辦事處艾瑞康代表

Mr. İsmet Erikan 於本(102)年 1 月 11

日拜會本會王理事長鍾渝，雙方就直

航、免簽證、觀光醫療、農產品及經

濟等議題交換意見，希望加強雙邊經

貿關係。 

 

 

 

 

 

 

 

 

 

 

  巴拿馬私人企業國家委員會理

事長 Mr. Gabriel Diez、巴拿馬企業經

理 人 協 會 理 事 長 Mr. Roberto 

Troncoso 及巴拿馬農工商總會理事

長 Mr. Irvin Halman 一行三人於本年

愛爾蘭國會議員訪華團拜會 

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代表拜會本會 

希臘歐洲議會議員拜會 

巴拿馬企業領袖團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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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至 18 日應我政府邀請來華訪

問，本次訪華旨在強化我與巴國雙方

經貿合作交流，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於

1 月 14 日假台北世貿聯誼社 33 樓主

持午宴款待。巴拿馬駐華大使裴瑞

斯、外交部拉美司葉公使德貴、中美

洲經貿辦事處主任廖大使世傑、本會

李秘書長傳亮、前駐巴拿馬經濟參事

現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

組）黃助理教授任佑、新北市電腦公

會陳總幹事芬玉、青航股份有限公司

孫總經理杰夫、瞻營全股份有限公司

黃經理耀立作陪。 

 

 

 

 

 

 

 

 

 

 

  紐西蘭貿易發展局投資參贊兼

大中華區投資專員 Ivan Kinsella 於 1

月 28 日禮貌性拜會本會李傳亮秘書

長就兩國間目前經貿往來與未來展 

望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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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王鍾渝理事長與比利時瓦隆尼

亞外貿投資局局長 Mr. Philippe 

Suinen 於 102 年 1 月 30 日在台北簽

署合作備忘錄以推動台比兩國未來

實質經貿關係。 

 

 

 

 

 

 

 

 

 

紐西蘭貿易發展局拜會本會 

本會與比利時瓦隆尼亞外貿投資局簽

署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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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烏地阿拉伯前諮議員夫婦 Mr. & Mrs. 

Usama M. Al-Kurdi於 1月 29日(星期二)

前來拜會本會李秘書長傳亮，雙方就赴沙

簽證問題、台沙經濟合作面向及整體投資

環境等議題交換意見，希望藉以加強雙邊

經貿關係。 

 

 

 

 

 

 

 

 

左起為沙烏地前諮議員夫人 Mrs. Amal J 

Fatani、沙烏地前諮議員 Mr. Usama M. 

Al-Kurdi、國經協會李秘書長傳亮。 

 

重要商情報導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1 月出口 256.7 億美元，較上月

減 1.6％，較上年同月則增 21.8％，

主因上年同月適逢農曆春節，比較基

數較低所致；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

後，較上年同月增 5.2％。 

（二）進口 

1 月進口 252.0 億美元，較上月

增 14.7％，較上年同月亦增 22.3％；

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較上年同月

增 12.6％。 

（三）出入超 

  1 月出超 4.7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月略減 0.4％。 

 

重要經濟指標 

%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1 2012 

  Sep. Oct. Nov. Dec. 

GDP 4.03 -- 0.98 -- 2.4 

CPI 1.42 2.96 2.36 1.59 1.61 

Unemployme

nt rate 

4.39 4.32 4.33 4.27 4.18 

Export 12.3 10.4 -1.9 0.9 9.0 

Imports 12.1 1.3 -1.8 0.1 1.6 

Export orders 7.2 1.9 3.2 11.1 0.4 

Industrial 

production 

4.6 3.0 4.6 5.9 2.4 

Monetary 

aggregate 

(M2) 

5.8 3.96 3.29 3.26 3.67 

Stock 

Market* 

8,155 7,610 7,438 7,246 -- 

(資料來源: 財政部及經建會網站) 

 

 

  經建會委員會議表示，美國傳統

基金會所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

評分，台灣得分連續 4年上升，部分

反映行政部門推動經商環境改革的

成效，促使台灣仍能繼續保有與國際

接軌的優勢。 

  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於 1 月 10

日最新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調

102 年 1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經濟自由度指數 台灣得分連 4年上升 

 

原文網址: 經濟自由度指數 台灣得分連 4 年

上升 | ETtoday財經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12

2/155625.htm#ixzz2Jz4wbjdA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 

沙烏地阿拉伯前諮議員夫婦拜會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122/155625.htm#ixzz2Jz4wbjdA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122/155625.htm#ixzz2Jz4wbjdA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122/155625.htm#ixzz2Jz4wbjdA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122/155625.htm#ixzz2Jz4wbjdA
http://ec.tynt.com/b/rw?id=bGee2M3Q0r4iaCacwqm_6r&u=ETtodaynet
http://ec.tynt.com/b/rf?id=bGee2M3Q0r4iaCacwqm_6r&u=ET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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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台灣經濟自由度平均得分連續 4

年上升，由 2009年 69.5分推進至

2013年 72.7分；優於全球平均 59.6

分及亞太區域 57.4分。 

  在 10項評比指標中，台灣有 5

項指標屬「自由」指標，包括「財政

自由度」、「政府支出」、「經商自

由度」、「貨幣自由度」及「貿易自

由度」；另外，「勞動自由度」及「金

融自由度」2項屬於「較不自由」的

指標。 

  整體而言，台灣在「法治體系」

(rule of law)及「法規效率」

(regulatory efficiency)方面表現

優異，至於在「節制政府支出」

(limited government)及「市場開

放」方面(open market)等面向，則

屬相對持平。 

  經建會指出，由此次評比可看

出，在全球前 20名的排序中，以英、

美、瑞士等 OECD主要國家，占有 15

個名額，至於港、星、模里西斯及巴

林等 4個高排名者屬於微型島嶼經

濟體，也在 20名之列。 

  該單位表示，台灣經濟規模不大

不小，卻在全球排名中，能持續與

OECD前端班國家並駕齊驅，顯示國

家發展的長期策略的路線正確，經濟

發展動因此能持續歷新而不輟。

(2012/01/21 東森新聞雲) 

 

 

  兩岸定期航班近日走完公文流

程，確定今年 3 月後兩岸直航班次將

從目前每周 558 班增至 616 班，且我

飛航大陸航點將從目前的 41 個，一

口氣增加到 54 個，大幅超越香港的

40 個航點，成為亞太地區進入中國

大陸的重要門戶，並有利於陸客直達

台灣，對我航空、觀光等相關產業將

是一大利多。 

  兩岸民航主管官員於 12 月完成

定期航線增班、增點協商，雙方同意

從目前每周共 558 班增至 616 班，大

陸新增銀川、呼和浩特、張家界、烏

魯木齊、西寧、海拉爾、麗江及威海

等 8 個航點，我方則增加嘉義 1 個航

點。 

  另外，現在各方每月有 30 班不

定期旅客包機繼續實施，而季節性不

定期旅客包機每周有 20 班，且實施

期間從現在的每年 5 至 10 月放寬為

3 至 11 月，台灣除馬公外，新增花

蓮、台東、嘉義及台南等 4 個航點，

大陸則新增洛陽、揭陽潮汕、梅州、

宜昌及武夷山等 5 個航點。 

台灣飛大陸航點 將超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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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官員表示，目前我飛航大

陸包機與固定航線的航點計有 41

個，僅較香港多一個，但航班每周

558 班，則遠較香港每周的 800 多班

少非常多。 

  不過，3 月後兩岸大兩會（海基、

海協）完成空運協議換文程序後，我

方將增加 8 個固定航線航點、5 個包

機航點，使航點數一口氣增至 54

個，足足多出香港 14 個，可成為亞

太地區進入中國大陸的重要門戶。 

  至於班次部分，因大陸空域相當

擁擠，可再釋出的容量有限，因此，

班次僅每周再增加 58 班，較香港少

近 200 班，未來我方仍會就航班、航

點部分，再與對岸協商增加可能性，

特別是我方希望大陸除上海等一級

城市外，完全開放二級城市不限航

班、航點。 

  交通部官員表示，未來航點擴增

至 54 個，幾乎大陸所有省分的省會

城市或自治區首府都已成為直航航

點，不僅有利於大陸團客直接來台旅

遊，也對未來持續增加陸客來台自由

行的城市，創造有利的條件。

(2012/01/21 聯合新聞網)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金溥聰於 12

月 31 日表示，台灣與美國雙方密切

協商後，已決定最遲在 3 月底以前重

新召開「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高階委員會議。  

  外交部發言人夏季昌表示，台美

TIFA 確定復談以後，接下來最接近

完成的經貿協議就是台星經濟夥伴

協議（ASTEP），以及台紐經濟合作

協議，目前兩項協議的談判仍持續進

行中，過程也相當順利，外交部樂觀

期待近期內就能再度傳出捷報。  

  金溥聰表示，本屆會議為第７

屆，輪至台北舉行，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副貿易代表馬倫提斯

（Demetrios Marantis）將率團到台

北，與經濟部次長卓士昭共同主持。

金溥聰表示，兩國正洽商確切日期，

一旦決定就會對外說明。金溥聰並表

示，雙方也正共同研訂全面性的議

程，以確保可就重要的貿易議題取得

具體進展。  

  經濟部長施顏祥表示，目前台美

雙方為即將召開 TIFA 會議共同研訂

全面性議程，以利優先貿易議題取得

最大的進展；經濟部次長卓士昭說，

將爭取將雙邊投資協定、技術性貿易

障礙協定列為洽談議程之一，希望透

過 TIFA 會議，能夠進一步表達台灣

3 月底前 台美重啟 TIFA 高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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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關切的議題，例如如何融入區域

經濟整合、加強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及

世界貿易組織等場域合作，屆時一定

在會中向美方再度表達台灣希望加

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意願。  

  對於 TIFA 談判的優先議題，美

方至今仍不願先亮底牌。美國在台協

會主席薄瑞光僅表示，談判方向除了

台美貿易以外，可能還包括如何排除

非關稅貿易障礙及開放市場，但細節

仍待雙方最後確認。  

  薄瑞光說，加入 TPP 對台灣來

說並不是急迫的議題，美方了解台灣

非常希望加入 TPP，但這項協議若要

增加新會員需徵詢所有成員同意，非

美國所能決定。  

  台美TIFA協定係於1994年在美

國華府簽署，雙方已召開 6 屆委員會

議，是雙方經貿的核心機制。唯由於

美國牛肉進口台灣出現爭議，因此

2007 年 7 月在華府舉行第 6 屆會議

後，即未再舉行。（2012/01/21 中時

電子報） 

 

 

  經濟部於 1 月 25 日召開台商回

台投資案件跨部會聯合審查會議，通

過威技電器等 2 家台商回台投資申

請案，投資總額約新台幣 216 億元。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這 2 家廠商

已赴海外地區投資達 2 年以上，經審

核符合國際供應鏈居於關鍵地位、屬

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

產業等要件之一，將核發符合台商資

格核定函。 

  不過，工業局僅願意透露其中 1

家廠商為威技電器，投資額約 10 幾

億元，已在台南找到土地，將興建廠

房，預計生產壓縮機、馬達等。 

  另 1 家投資約 200 億元的大廠，

官員則不願意透露廠商名字、產業別

及預計投資地點。 

  工業局表示，通過 2 個案件預計

投資總金額約 216 億元，可增加本國

勞工就業人數約 1500 人。 

  截至今年 1 月 25 日止，經濟部

已召開 6 次台商回台投資案件跨部

會聯合審查會議，共受理 16 件投資

案，預計投資總金額約 1500 億元，

可增加本國勞工就業人數約 2 萬

1000 人。(2012/01/25 中央社) 

 

 

  經建會於 1 月 28 日日發布去年

12 月景氣燈號，在金融、生產及消

費指標持續成長下，揮別黃藍燈，亮

出暌違 16 個月的綠燈，景氣領先指

暌違 16個月 景氣燈號亮綠燈 
2 台商回台 投資 21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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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也連續 5 個月回升，顯示當前台灣

經濟雖面臨日圓貶值等挑戰，但可望

漸入佳境。  

  經建會每個月都會依就業、出

口、股價等 9 項指標的走勢編製景氣

綜合判斷分數，再依分數高低對映燈

號。台灣自 2011 年 8 月揮別綠燈，

隨後的 16 個月總計出現 10 個藍燈、

6 個黃藍燈，於本次才又重現綠燈。  

  經研處長洪瑞彬表示，在金融、

生產及消費面持續成長，貿易指標逐

漸改善之下，去年 12 月景氣綜合判

斷分數升至 23 分，剛好跨過門檻，

由「黃藍燈」轉為「綠燈」，這說明

國內景氣已逐漸步入穩定。  

  12 月份的景氣領先指標（6 個月

平滑化年變動率）較前一個月回升

0.9 個百分點，已呈連續 5 個月的回

升，惟 12 月份的同時指標卻呈現連

續 7 個月的下滑，較上月跌 0.5％。  

  洪瑞彬表示，領先指標上揚，同

時指標下滑的相反走勢顯示景氣雖

可望漸入佳境，但仍具高度挑戰，這

些挑戰分別來自於美國的財政風

險、日圓的貶值衝擊及歐元區疲弱的

景氣，估計這些因素都將對我國今年

的貿易帶來影響。  

  洪瑞彬分析，去年來自日本的貨

品占我總進口 17.6％，而我對日出口

僅占我總出口 6.3％，顯示台日貿易

的互補性超過替代性，短期而言日圓

貶值雖可降低我國業者的進口成

本，但也會影響日客來台的消費，甚

至影響其來台投資的意願，這些後續

的發展都會影響台灣今年的經濟表

現。  

  經建會官員分析，OECD、歐元

區與亞洲五國在 11 月份的景氣領先

指標皆呈回升，惟日本的領先指標則

呈下滑。面對多變的國際情勢，往後

幾個月台灣景氣會否續亮綠燈？洪

瑞彬說：「往後的事情很難預測，但

綠燈是代表景氣已步入穩定，整體而

言，台灣今年經濟可望漸入佳境，值

得審慎期待。」(2012/01/29 工商時報) 

 

  在韓元等亞洲貨幣競貶下，國際

資金撤出亞洲，轉往美元避險，新台

幣兌美元匯率於 1 月 28 日重貶 3.1

角，收 29.560 元，4 個多月來低點。

未來亞幣若貶勢不止，新台幣趨貶的

壓力仍大。 

  亞洲貨幣近來的貶值走勢，肇因

於日本自民黨勝選，首相安倍晉三以

寬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支出，刺激經

濟成長，引發日圓貶值。統計自去年

9 月 28 日迄今，日圓重貶 14%，韓

亞幣競貶 台幣趨貶壓力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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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期約升值 1.7%。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銀行（央行）

22 日結束為期 2 天的金融決策會

議，宣布 2014 年無限量購買資產，

並將通貨膨脹目標訂為 2%；日圓近

來在亞洲匯市一度貶破 91 日圓兌 1

美元，帶動韓元在內的亞洲貨幣新一

波的競貶潮。 

  一位歐系外商銀行的外匯交易

室主管坦言，日圓貶值，韓元走升，

將侵蝕南韓出口業匯回海外營收的

價值。南韓央行擔憂，日圓貶值已使

南韓汽車、鋼鐵等工業受到打擊，未

來將傷及南韓出口及實質經濟活動。 

  韓元近兩個交易日來加速貶

值，今天日圓匯價一度貶破 91 日

圓，觸及 2 年半低點，拖累韓元走

勢。在外資出脫韓股，將資金匯出之

下，韓元創 16 個月來新低。 

  韓元今天在亞洲匯市貶值近 20

元，貶至 1093.5 韓元兌 1 美元，重

貶 1.74%，貶幅居亞幣之冠。而新台

幣匯率也在外資匯出下，重貶 3.1

角，貶至 29.560 元的 4 個多月來的

低點，貶值 1.05%居次。 

  至於新加坡幣、泰銖、印尼盾、

人民幣今天也走貶，分別貶值

0.73%、0.22%、0.21%、0.04%。 

  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長梁

國源分析，新台幣匯率升貶須視日圓

及外貿競爭對手國的匯率而定。他

說，日圓是此波帶動亞洲貨幣貶勢的

發動者，另外，外貿競爭對手國的匯

率也是左右新台幣走勢的重要參考

指標。 

  一位大型公股行庫的外匯交易

員預期，一旦日圓、韓元貶勢未歇，

新台幣貶勢也不會終止。台灣出口產

業與南韓出口商品部分重疊；一旦韓

元走貶，預料新台幣匯率也將趨貶。

(2012/01/28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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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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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海地國慶、1 月 26 日澳

大利亞國慶、1 月 26 日印度國慶、1

月 31 日諾魯國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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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份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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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面 積 36,193 平方公里  人 口 2,330 萬人 (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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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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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江宜樺院長, 外交部林永樂部長, 經濟部張家祝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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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經濟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 4,640 億美元 經 濟 成 長 率 1.25%  

GDP per capita US$20,374 

US$20,006(201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1.93%  

1.42%(2011) 

失 業 率 4.24%  

4.3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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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為 3,011.1 億美元 (較前年同期下降 2.3%) 

台灣出口金額在全球主要國家排名第 1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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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為 2,707.3 億美元 (較前年同期下降 3.8%) 

台灣進出口金額在全球主要國家排名第 1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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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 億美元(至 2013 年 1 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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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億美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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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