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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祝您 蛇年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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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人民幣通匯業務正式在臺開

辦，兩岸交流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兩

岸貨幣清算機制上路後，兩岸廠商交

易往來，不再需要透過美元進行清

算，可為廠商省下龐大匯差及交易成

本。 

    人民幣納一般外幣業務 

   「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去

年完成簽署，我方指定臺灣銀行上海

分行做為我在中國大陸的新臺幣清

算行，而大陸方面則指定中國銀行臺

北分行做為其在臺灣的人民幣清算

行，雙方在 1 月 25 日簽署「關於人

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央行隨即發

布修正《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

法》，並於 1 月 28 日審核通過中國銀

行臺北分行申請成為人民幣清算

行，人民幣業務通匯業務正式啟動。 

    金管會指出，101 年 12 月 13 日

已函令廢止《銀行受理經許可來臺之

大陸地區人民開設新臺幣存款與外

匯存款帳戶及匯款之相關規範》，銀

行未來規劃人民幣商品，只要符合現

有外幣相關規定即可辦理。 

    國內 3 千多家指定外匯銀行

（DBU）目前所承做的外幣業務，全

都可以開辦以人民幣計價，包括存、

放款及其他理財商品等。而人民幣存

款利率不用送央行審核，也不須經央

行備查，銀行可逕行掛牌。 

    金融商品多元搶商機 

    依據央行修正的《銀行業辦理外

匯業務管理辦法》規定，國人每人每

次買賣人民幣現鈔，或每日透過帳戶

買賣人民幣之限額為人民幣 2 萬

元，每日匯款到大陸限額則是人民幣

8 萬元。銀行業者表示，本國人現在

不論是個人或公司、法人均可開立人

民幣帳戶，而已有「外幣綜合存款帳

戶」的民眾，不需另外開立人民幣帳

戶，可用現有帳戶直接結購、存入人

民幣，多了一種外幣資產配置選擇。 

    金管會指出，人民幣存款視為外

幣存款之一，自然也納入中央存款保

險範圍內，民眾的存款在新臺幣 300

萬元內，均可獲得全額保障。 

    國內銀行業者表示，人民幣業務

帶來的新商機，除人民幣存款、匯款

及放款外，還有人民幣衍生性金融商

品。不過，多數 DBU 在初期因產品

規劃時程，將先以人民幣存款為主，

未來金融機構也將推出更多元化的

人民幣金融商品，例如人民幣計價債

券、基金、保險等，供民眾選擇。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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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業務開放一次到位 

    金管會表示，此次我國開放人民

幣存匯業務，本國人與外國人（自然

人）一視同仁，均可辦理人民幣存匯

業務。 

    香港雖早自 2004 年即開辦人民

幣相關存、匯業務，但對象僅限於香

港居民。一直到去年 8 月 1 日，香港

金管局才開放「非香港居民」開立人

民幣帳戶。 

    金管會指出，人民幣視為外幣的

一種，目前在臺有固定住所的外國

人，可比照本國人，開立臺幣及外幣

帳戶，外幣中即含人民幣。在臺無固

定住所的外國人，如欲在 DBU 開立

含人民幣的外幣帳戶，目前亦無相關

限制。 

   臺灣具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潛力 

   臺灣和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極為

密切，大陸是臺灣第一大貿易夥伴，

臺灣則是大陸第七大貿易夥伴，2012

年兩岸貿易規模約 1,700 億美元。據

投審會統計，臺商赴大陸累計投資金

額達 1,233 億美元，常駐大陸的臺商

經理人、幹部及其家屬則超過 100 萬

人，臺灣人民赴大陸旅行人次年逾

280 萬人次，衍生可觀的兩岸匯兌需

求。 

   兩岸雙邊貿易金額龐大，但過去

須透過第 3 貨幣(美元)來進行交易計

價或結算，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上路

後，對於製造業、進出口貿易商等企

業來說，可直接以人民幣進行貿易收

付款項，不須再透過美元進行結算，

不但免除匯差損失與省下匯兌手續

費，交易流程也將更為簡化。貿易上

的密切往來，在兩岸人民幣直接通匯

後，使臺灣自然形成人民幣的資金

池，也因此具備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的優勢。 

    目前全球只有香港一個人民幣

離岸中心。香港自 2004 年開放人民

幣通匯迄今，人民幣存款金額已逼近

人民幣 6,000 億元，占港人存款近 1

成，其中，香港的人民幣計價債券（俗

稱點心債）規模近人民幣 4,000 億

元。雖然人民幣並未取代港幣，但已

成為香港人資產配置中不可忽視的

一環。 

    國內外金融業者指出，臺灣具有

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有利環境與

優勢，但仍需開發人民幣相關金融商

品，並強化人民幣回流大陸境內的機

制（如 RFDI、RQFII）。金管會表示，

兩岸主管機關未來將透過持續密切

溝通、協商與合作，擴大人民幣業務

在臺發展，以推升臺灣成為第 2 個人

民幣離岸中心。(2013/02/21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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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 

 

  臺灣證券交易所 25 日上午 11

時，在台北 101 大樓 9 樓會議大廳舉

行新卸任董事長交接典禮，新任董事

長為原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長李

述德，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長由吳

壽山接任。 

    證交所新任董事長李述德，民國

40 年生，淡江大學銀行保險學系學

士，美國曼卡圖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曾任財政部國庫署稽核、科長、專門

委員、主任秘書、財政部台北市國稅

局主任秘書、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

局副局長、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財

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局長，台北市政府

財政局局長、台北市政府秘書長，財

政部部長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

長。 

    李述德在交接典禮致詞中提

出，一個願景：流通證券、活絡經濟，

二個任務：企業籌資更便捷、大眾投

資更穩當，三個策略：企業資訊要透

明、交易機制更公正、金融商品更多

元，為未來工作努力方向，俾協助企

業及投資大眾降低成本、增加價值。 

    吳壽山主要學經歷為長庚大學

管理學院教授兼院長、交通大學講

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所長、

管理學報總編輯；曾任台灣財務金融

學會監事、台灣電力公司常務董事、

華南金控公司監察人、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顧問、財團法人中華經濟

研究院諮詢委員、交通部顧問，接任

櫃買中心董事會前任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董事長。(2013/2/25 自

立電子報) 

 

  南韓新任總統朴槿惠於 25 日宣

誓就職，立法院長王金平率領跨黨派

立委祝賀團前往南韓參加就職典

禮。王金平表示，希望台韓之間能更

密切合作，提升東亞地區和平穩定。

王金平下午與南韓國會副議長會

面，表達希望儘快簽署台韓投資保護

協定、司法互助協定，並早日開啟台

韓 FTA 協商。 

   立法院長王金平率領由國民黨團

首席副書記長林德福、民進黨立委林

佳龍、親民黨團總召李桐豪及台聯黨

團總召林世嘉等人組成的跨黨派立

委祝賀團，於 24 日中午啟程前往南

韓，參加新任總統朴槿惠的就職典

禮。 

   王金平會後受訪表示，他們的位

子被安排在南韓總統座位後面幾

李述德掌證交所 吳壽山接櫃買 

王金平赴朴槿惠就職  

並會韓副議長 盼啟台韓 FTA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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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整個就職典禮過程都看得非常清

楚，朴槿惠的演說深深獲得南韓人民

支持，場面非常熱烈。 

   王金平下午 2 時與南韓國會副議

長會面，談論多項台、韓之間交流議

題，除希望南韓能調整提升與台灣全

面交流的準則外，也希望能儘快簽署

台韓投資保護協定、台韓司法互助協

定，並早日開啟台韓 FTA 協商，進

一步提升台韓關係。他說：『(原音)

我們也期待他們對台灣更加的重

視，那兩國之間更加密切地交流合

作，相信這樣子對東亞地區穩定和平

比較可以期待，讓台、韓兩國可以更

加增強各種競爭力及經濟實力，還有

各種方面的互助，相信也會帶來我們

共同的發展。』 

    隨後，王金平親自舉行感謝茶

會，感謝南韓友人及各界協助台韓之

間的交流合作，也感謝這次協助他們

順利到南韓參加朴槿惠就職典禮的

所有相關人員。王金平一行人在南韓

短暫停留 24 小時，並於 25 日晚間 9

時左右返抵國門。 (2013/02/25 中央

廣播電台) 

 

    各界疾呼停建核四，經濟部長張

家祝表示，經濟部為台電主管機關，

現正執行行政院和立法院核定重大

計畫，需按計畫目標時程做好，核四

是否啟用，最後由人民公投決定。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邀請張家祝

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包括民主進

步黨籍立委蘇震清與陳明文、中國國

民黨籍立委李慶華、丁守中等人，皆

對核四議題表達關注。 

     李慶華質詢時不斷提出呼籲，希

望政府能傾聽民意、從善如流，主動

宣布停建核四，就可以免除核四公投

所造成的勞民傷財情況；假設政府能

盡快宣布停建核四，他也可以不用提

出核四公投案。 

     張家祝答詢指出，站在經濟部立

場，經濟部作為台電主管機關，正在

執行行政院和立法院核定的重大計

畫，一定要按照計畫目標時程做好，

但核四是否啟用，最後由人民公投決

定。 

     李慶華質疑，核四公投很可能會

在 8 月或 12 月舉行，目前僅剩數個

月到半年多的時間，若現在核四都不

安全，短期內怎麼可能從不安全變成

安全呢？ 

     張家祝表示，要做的工作分成兩

部分，即需改善原能會監造核四過程

經濟部長張家祝： 

核四安全 公投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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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缺失，並釐清民眾對核四的安

全疑慮，現正請外部專家協助重新檢

測核四。 

     張家祝說，若在公投前發現核四

安全有問題，「都會再向上報告，由

上面做決定」。 

     有關是否可能不舉行公投，直接

宣布停建核四，行政院長江宜樺 12

日表示，各種可能都在討論研究中，

李慶華詢及，行政院、經濟部是否把

停建核四做為考量方案之一？ 

     張家祝並未鬆口僅強調，行政院

長態度沒變，目前還是認為要先釐清

外界對核四安全的疑慮，才會進行公

投。(2013/03/13 中央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待/拜會重要外賓 

 

本會訂於本（102）年 4 月 2 日

至 4 月 19 日籌組經貿投資訪問團赴

巴西、秘魯、墨西哥暨薩爾瓦多四國

訪問並與本會對等單位巴西工業總

會（CNI）、巴拉圭生產暨工商聯盟

（FEPRINCO）、利馬商會（Lima 

Chamber of Commerc e）暨聯合墨西

哥市商會（CANACO）及墨西哥外

貿商務協會（COMCE）分別召開第

十一屆台巴西經濟聯席會議、第十一

屆台巴拉圭經濟聯席會議、第十一屆

台秘魯經濟聯席會議暨第十八屆台

墨西哥經濟聯席會議，針對雙邊經貿

投資交流與拓展資通訊產業合作議

題進行研討，藉以維繫我與各國民間

經貿交流平台。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於 2 月 27 日

中午假台北世貿中心聯誼社舉行工

作會議，特別邀請薩爾瓦多共和國大

使錢曾愛珠大使、巴西商務辦事處

TAAM 代表、墨西哥商務辦事處范國

松代表暨秘魯駐台北商務辦事處郭

棟及代表等餐敘，就本會訪問團行程

及產業議題交換意見。外交部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海司吳司長進木、外交部

國經司王科長怡萱、國貿局荀玉蓉科

長、數位內容推動辦公室洪雯娟副處

長、新北市電腦公會陳總幹事芬玉應

邀作陪。 

 

 

 

 

「2013 年赴巴西、秘魯、墨西哥暨薩爾

瓦多經貿投資訪問團」籌備會議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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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英商務協會主席辜董事長

成允於本(102)年3月4日中午假台北

君品酒店 17樓頤宮餐廳君品廳歡送

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駐華代表 Mr. 

David Campbell 並代表台英商務協

會與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致

贈感謝牌予 Mr. David Campbell 以感

謝渠 4 年任期對加強台英經貿實質

關係的貢獻。參加午宴的貴賓有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邱一徹處長、外交部歐

洲司鄭泰祥副司長、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江文若副局長、中鼎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余俊彥董事長、嘉新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張安平董事長、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石木標副總經理、雲朗觀光

股份有限公司盛治仁總經理、滙豐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李鐘

培總經理、台灣怡和集團張樑董事

長、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英國貿易暨

投資署署長 Mr. David Brown 及英國

貿易文化辦事處貿易政策處處長 Mr. 

Allan Bell 等。 

 

 

 

 

 

辜董事長成允以午宴歡送英國貿易文化辦

事處駐華代表 Mr. David Campbell 

 

 

 

 

 

 

 

辜董事長成允致贈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駐

華代表 Mr. David Campbell 感謝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商情報導 

 

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2 月出口 197.4 億美元，較上月

102 年 2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歡送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 

駐華代表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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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23.1％，較上年同月亦減 15.8％，

主因本月適逢農曆春節假期(去年於

1 月)，比較基礎不一所致；經調整季

節變動因素後，較上年同月增 2.1

％。累計 1 至 2 月出口 454.1 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增 2.0％。 

（二）進口 

2 月進口 188.2 億美元，較上月

減 25.3％，較上年同月亦減 8.5％；

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較上年同月

增 5.7％。累計 1 至 2 月進口 440.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7.0％。 

（三）出入超 

  2 月出超 9.2 億美元，減少 19.6

億美元；累計 1 至 2 月出超 13.9 億

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0.0 億美元。 

 

重要經濟指標 

% Change on 

previous year 

2011 2012 2013 

   Jan Feb 

GDP 4.03 1.25 3.53 - 

CPI 1.42 1.93 1.15 2.97 

Unemployme

nt rate 

4.39 4.24 4.16 - 

Export 12.3 -2.32 21.6 2.1 

Imports 12.1 -3.81 22.4 5.7 

Export orders 7.2 1.1 18 - 

Industrial 

production 

4.6 -0.1 19.17 - 

Monetary 

aggregate 

(M2) 

5.8 4.17 2.99 - 

Stock 

Market* 

8,155 7,475 7,759 - 

(資料來源: 財政部及經建會網站) 

 

 

  二十國集團（G20）財經首長在

莫斯科會議上宣示「不會發生貨幣

戰」，對匯率態度轉趨強硬。英、法、

德力促共同打擊跨國企業逃稅 

    二十國集團（G20）財經首長 16

日於莫斯科繼續第二天會議，明白宣

示「不會發生貨幣戰」，對匯率態度

明顯轉趨強硬，同意不使用匯率手段

以達到競爭目的。此外，英、德、法

於會中力促 G20 國家共同遏制國際

企業的逃稅行為。 

    G20 財長經過週五徹夜協商

後，包括已開發與新興經濟體都同

意，不會發生貨幣競貶情形，試圖平

抑市場瀰漫全球貿易大國出現「貨幣

戰」的揣測，但並未點名批評日本積

極促使日圓貶值的政策，帶起這波含

亞洲國家在內的貶值風潮。 

    日圓今年以來已貶值七％，自去

年底採行積極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

策後，則已重貶二十％。日本財務金

融大臣麻生太郎稱，更強健的日本有

益於全球經濟。日本央行總裁白川方

明則表示，日本貨幣政策旨在終結通

貨緊縮、穩定經濟，達到可持續性的

成長。 

    G20 會後公報措詞已比先前草

《拒貨幣戰》 G20 轉強硬 反對競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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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更為強烈，接近七大工業國集團

（G7）12 日共同聲明內容，即支持

由市場決定匯率。根據路透報導，與

會官員看到的公報草案新版本，涵蓋

G20 承諾抑制匯率競貶，稱貨幣政策

將致力維持物價穩定與促進經濟成

長。 

    G20 財長並延後制定減債新目

標，顯示對全球經濟感到憂心。G20

由已開發和新興經濟體組成，經濟產

值(GDP)合計占全球 GDP 的九十％。 

    加拿大財長弗萊賀提（Jim 

Flaherty）受訪時表示，經週五深夜

討論後，公報措詞已較強硬，與會官

員希望避免任何貨幣爭論。法國財長

莫斯柯維奇直言，我們一致同意拒絕

陷入貨幣戰。 

    另外，英、德、法三國財長引用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分析，

明確指出相關法規漏洞，導致國際企

業得以運用避稅。英國將帶領一個國

際委員會，尋求重寫移轉訂價

（transfer-pricing）稅務規則，目前

該規則允許國際企業把獲利轉移到

較低稅負的國家。 

   英國財長奧斯本表示，希望企業

支付國家所規定的稅負；德國財長舒

伯勒則說，多國公司就像在地企業一

樣，必須支付公平稅負。(2013/2/17 

自由時報) 

 

   

 

 

 

 

 

    湯姆克魯斯在電影《關鍵報告》

裡戴手套操作透明觸控螢幕的場景

將成真，國內光電廠商「寶創科技」

（Polytron）今年底將推出全球首款

透明平板電腦與透明智慧手機，屆時

將以限量方式開放標售。 

    德國 Mobile Geeks 網站介紹這

款透明手機原型機，指手機採「可轉

換玻璃」，一種利用液體水晶分子顯

示圖像的彩色透明螢幕，連內部傳導

線路也是透明，雖然仍可見記憶卡等

零件但已近全透明。英國《每日郵報》

稱，三星與 LG 等韓廠也在研發透明

螢幕，但在手持裝置的耕耘有限。 

    寶創科技總經理游榮賢表示，花

約 4年與 1千萬元台幣才掌握全球首

全球首款 台研發「透明手機」 

年底將量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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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的透明技術。原型機無法隱形部

分，未來將以手機品牌的印刷玻璃遮

掩，屆時整支手機就是透明玻璃加品

牌圖案而已。它比 iPhone 5 輕 25%，

螢幕解析度同 iPhone 5，可雙面觸

控、觀看。  

   寶創科技人員指，其原理是利用

LED 發光玻璃，上有許多 LED 光

點，每個點各有功能，取代電路板等

零組件。寶創下月會發表全球最大尺

寸的透明液晶電視，3 年內推可彎曲

的新手機。年底將先以自有品牌推出

透明智慧手機與透明平板各 1 萬

台，消費者可上網競標。  

    針對透明手機的可行性，研調機

構 DisplaySearch 大中華區總經理謝

勤益說：「以目前面板廠的技術可以

達成」。目前主要用在展示櫃、自動

販賣機等。(2013/02/19 蘋果日報) 

 

     

    美聯準會（Fed）量化寬鬆（QE）

政策正面臨緊縮。Fed 周三公布 1 月

底的會議紀錄，多位決策官員對無限

期實施QE的貨幣政策提出質疑，Fed

並計畫於 3 月下旬決策會議檢討 QE

的成效，種種跡象顯示 QE 很可能提

前退場、或縮小規模。 

 

    Fed 去年 12 月宣布加碼 QE3，

今年起每月購債額度增至 850 億美

元，同時宣示購債方案一路實施到失

業率降到 6.5％。Fed 今年元月底進

行今年首次決策會議，一如外界預期

會中決議續推每月 850 億美元的購

債方案，但外界焦點已擺在 QE 何時

退場？ 

 

    Fed 公布 1 月份決策會議紀錄，

顯示 Fed 內部對於續推 QE政策的策

略風險感到更加的不安。會議紀錄指

出：「有一些委員在會中提出看法，

主張決策委員會若是就資產購買計

畫的效益、成本與風險持續進行評

估，很可能會在認定就業市場前景已

大幅改善前，就縮減或結束相關購債

計畫。」 

 

    會議紀錄並表示，「許多官員對

於續推資產購買計畫的潛在成本表

示憂心。」儘管會議上也有許多官員

為 QE 政策護航，警告提前結束 QE

措施的風險，但鷹派勢力已明顯抬

頭。 

    Fed 計畫於 3 月 19 與 20 日的貨

幣會議檢討 QE 方案，種種跡象均指

向，這波刺激景氣復甦的實質利多政

策可能提前退場。 

 

    TD 證券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這

美 QE3 恐提前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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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會議紀錄顯示 Fed 的貨幣決策思

維不斷地在調整，同時曝露決策委員

會目前正處於近幾年來最嚴重的內

部分歧。」 

 

    包括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布拉德（James Bullard）與克里夫蘭

聯邦準備銀行總裁皮娜托（Sandra 

Pianalto）近來相繼發言表示，審度

情勢的變化後，Fed 可能有意縮減購

債的規模。 

 

    由於內部分歧加深，Fed 主席柏

南克下周在國會發表貨幣政策證詞

將吸引外界高度關注，市場將藉此推

測柏南克的立場與QE的可能退場時

點。(2013/02/22 工商時報) 

 

 

 

    國際經濟逐漸回溫！台灣經濟

研究院 25 日表示，近期美國經濟持

續改善、股市接近歷史高點、房市表

現佳，雖然財政問題仍未解決，但投

資及消費信心有所提振；另外，雖然

義大利選舉有不確定因素，但並未使

歐債問題進一步惡化；而日本新內閣

所提的財政經濟政策，對經濟基本面

的影響尚不明顯。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指

出，美國去年第四季的經濟成長年增

率為 1.5%，相較於去年前三季平均

2.37%的年增率，第四季經濟態勢成

長趨緩。內需方面，第四季民間消費

與民間投資年增率分別為 1.9%與

3.1%。而外需市場，美國出口與進口

年增率則分別為 1.4%與 0.5%。 

 

    此外，美國 2013 年 1 月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53.1 點，

較 2012 年 12 月指數上揚了 2.9 點。

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則

為 55.2 點，較 2012 年 12 月指數下

滑了 0.5 點，而最新 PMI 與 NMI 皆

超過 50 的臨界點，都代表經濟景氣

大致呈現擴張格局。 

 

    歐盟統計局（Eurostat）亦公佈

歐洲經濟成長數據，歐洲前三大經濟

體中，以德國表現稍佳，在 2012 年

第四季經濟成長年增率為 0.4%；法

國則在第四季出現負成長，為

-0.3%；英國的第四季成長年增率則

與前一季持平，同樣為 0.0%。至於

歐元區債務高曝險國家包括希臘、葡

萄牙、西班牙與義大利的經濟表現在

債務與撙節限制下，2012 年第四季

的成長年增率皆為負值，分別是

-6.0%、-3.8%、-1.8%以及-2.7%。 

 

    在綜合經濟觀察指標（ESI）方

台經院：國際經濟情勢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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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歐元區在 2013 年 1 月的 ESI 為

89.2 點，較前一個月份數值上揚 1.4

點，屬第三個月的持續上揚。而在構

成 ESI 的五個細項方面，包括零售

業、服務業、營建業、製造業與消費

者信心指數全部出現上揚，與歐洲央

行（ECB）行長宣示全力搶救歐元、

提振市場信心有關。 

 

    日本內閣府也公布 2012 年第四

季經濟成長年增率為 0.3%，綜合前

三季數據，2012 年日本經濟呈現下

半年不如上半年的格局。內需方面，

民間消費、居民與非居民投資成長年

增率在第四季分別為 1.1%、5.6%以

及-8.7%。而在外需方面，第四季出

口與進口年增率分別為-5.7%與

0.7%。 

 

    此外，台經院表示，繼 2011 年

日本出現 30 年以來首次的貿易赤字

後，2012 年將再度出現逆差，且逆

差金額更大，「安倍經濟學」貶值帶

動出口效果，但在 2012 年第四季尚

未發酵。 

    日本通貨緊縮疑慮持續，雖然日

本央行（BOJ）將未來通膨目標設定

在 2.0%的水準，但日本央行在 2013

年 1 月決策會議決定將日本通膨目

標由 1%升到 2%，並自 2014 年起啟

動無限期量化寬鬆措施。(2013/02/25 

台灣醒報) 

 

 

 

    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自由經濟

示範區初期重點為 3 大產業，智慧運

籌（物流）產業、國際醫療產業及農

產品加值運銷產業，示範區內將實現

人流、物流、金流的自由化。 

 

    行政院訂 27 日舉行政務會談，

以聽取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執行情形。 

 

    財經官員進一步指出，自由經濟

示範區將分兩階段上路，第一階段未

完成立法前，現行自由貿易港區先升

級，由中央指定，第二階段完成立法

後，再由地方提出申請。 

 

    前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在任時，為

示範區規畫了 5 大中心：亞太產業創

新整合中心、新世代國際物流中心、

國際人才培訓中心、亞洲重症與觀光

醫療中心、農產品加值運銷中心；示

範區在特別法通過後，由各縣市爭取

成立。 

 

    不過，5 大中心目前已調整為智

慧運籌（物流）、國際醫療以及農產

品加值運銷三大產業。 

 

「自由經濟區」 兩階段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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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金融服務業，並不列在初期

重點產業之內，經建會主委管中閔日

前曾表示，不會特別標舉金融服務

業，但示範區內金流鬆綁「自然不會

缺席」。 

 

   江宜樺說，將以自由化、國際化、

前瞻性的理念，在特區內推動法規鬆

綁，與市場開放，建立對外國人與外

資友善的環境，創造我國參與區域經

濟整合的條件，開展台灣新一波的經

濟自由化。(2013/02/27 經濟日報) 

 

 

    具有出口領先指標意義的外銷

訂單傳來好消息。經濟部於 26 日發

布 1 月外銷訂單金額 371.4 億美元，

年增率為 18%，為連續 5 個月正成

長。經濟部預測，1、2 月接單合併

計算仍有 5%以上成長率，顯示景氣

較去年好轉，接單趨於穩定。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我國自美國

地區的接單金額，連續 3 個月超越大

陸及香港接單，但經濟部統計處資料

顯示，今年 1 月，自大陸及香港接單

93.9 億美元，超越自美國接單 90.3

億美元，再度躍居我最大接單地區。 

 

    觀察個別接單地區的變化，1 月

來自大陸和香港、美國、歐洲訂單皆

較上月減少，分別衰退 1.1%、9.6%、

16.3%，至於東協和日本則較上月分

別成長 2.6%、1.5%。經濟部統計長

林麗貞表示，1、2 月為傳統接單淡

季，目前看來，多項因素有利於 3、

4 月接單。 

 

    首先，1 月為科技產品淡季，因

此資訊及通信產品、電子產品、精密

儀器等 3 大接單貨品金額，均較去年

11、12 月的高峰期減少。惟晶圓高

階製程及晶片訂單暢旺，顯示全球對

手持行動裝置需求仍將持續。 

 

    其次，經濟部指出，1 月接單的

貨品包括塑膠及橡膠製品較上月成

長、化學品、基本金屬及機械則較上

月略減，顯示接單情況已有改善，有

利於未來接單穩定增加。 

 

    第三，國貿局在 3 月舉辦「台北

國際工具機」、「國際自行車展」、「國

際體育用品展」、「國際照明科技展」

等展覽；3 月底登場「全球採購夥伴

大會」將邀請 600 家買主來台。林麗

貞說，若洽談愉快，很快就會反映在

訂單上。 

 

    經濟部表示，今年 2 月因農曆春

節假期工作天數減少，估計 2 月接單

景氣好轉 外銷訂單連五月成長 

 

 

原文網址: 經濟自由度指數 台灣得分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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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約將低於 335 億美元，較 1 月減

少，年增率為負；但若合併 1 至 2 月

接單金額，排除春節因素，估計將有

5%以上的成長率，「可以有把握地

說，比去年好多了」。 

 

    觀察主要訂單貨品類別，1 月資

訊通信產品、電子產品、精密儀器產

品等前三大貨品接單，分別較去年

12 月衰退 12.6%、4.7%及 13.5%。 

 

    至於日圓強勢貶值是否影響我

接單？經濟部表示，目前廠商並未反

映日圓貶值的影響，暫時看來影響不

大，可以先觀察我機械貨品接單，因

我國部分機械品與日本互為競爭，日

圓貶值就有可能造成機械訂單的減

少。(2013/02/27 經濟日報) 

 

 

  經建會於 27 日發布元月景氣，

受生產、貿易表現不佳的影響，1 月

份景氣亮出黃藍燈，而去年 12 月經

修正後也由綠轉為黃藍，使得台灣連

亮 5 個月黃藍燈，惟領先指標已呈連

續 6 個月上升，顯示經濟前景雖具高

度挑戰，但可望漸入佳境。 

   經建會每個月都會依出口、生

產、股價等九項指標編製景氣綜合判

斷指數，再依分數高低對應不同燈號

以讓景氣走勢一目瞭然，去年 12 月

的綜合判斷分數原已升至 23 分，亮

出代表景氣步入復甦的綠燈，惟九項

指標之一的「製造業銷售值」經本月

修正後，讓綜合判斷分數降至 22

分，使得燈號又重返黃藍燈。 

   今年 1 月份受進口機械設備、非

農部門就業、工業生產等三項指標下

滑的影響，綜合判斷分數降至 19

分，所對映的燈號依舊是黃藍燈，這

是自去年 9 月以來所亮出的連續第

五個月黃藍燈。 

    經研處長洪瑞彬表示，近兩個月

燈號的走勢及變化說明當前景氣是

在緩步復甦，但仍有些不穩定，但他

強調全球經濟信心確實正在回復，但

美國舉債上限調高的財政問題尚待

協商、歐元區經濟持續衰退、日圓大

幅走貶等，都增添全球經濟的不確定

性。 

   經建會指出，去年 12 月包括經

濟合作既發展組織（OECD）及亞洲

五國的景氣領先指標皆呈回升，這已

是連續四個月回升，另外美國、歐元

區、日本、中國大陸的領先指標也呈

回升，顯示全球經濟信心正逐漸回

復。 

   洪瑞彬表示，1 月份台灣的景氣

雖續亮出黃藍燈，但景氣領先指標卻

景氣領先指標 連 6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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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呈上升，「6 個月平滑化年變動率」

較上月提升 1.4 個百分點，並且「同

時指標」也轉為連續五個月上揚，這

說明台灣今年的經濟可望漸入佳境。 

   展望台灣景氣，洪瑞彬表示，這

次的景氣反彈有點「拖泥帶水」，很

難做明確的描述，但整體而言，今年

經濟確實在緩步復甦中而具高度挑

戰，但仍值得審慎期待。 (2013/02/28

工商時報)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日前

以季刊大幅報導台灣，強調可望成為

全球最主要的雲端運算基地。為加強

雙方合作，新任總裁查卡巴提於 2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期間訪台，代表歐

銀與我方簽永續資源「合作諒解備忘

錄」，大幅拓展我國廠商對外商機。  

   EBRD 發行的「貿易通匯」季

刊，日前以高科技島為題，報導台灣

的資通訊產業，以及台資銀行的貿易

金融業務。  

   報導並以宏達電、華碩、BenQ、

友訊、群創、Edimax、Optoma 等全

球知名品牌，說明台商在全球消費性

電子及資通訊產業的影響力，強調台

灣可望成為全球最主要的雲端運算

基地，也是很好的合作對象。  

   外交部表示，為強化雙方的合作

關係，EBRD 新任總裁查卡巴提

（Suma Chakrabarti）一行 4 人於 3

月 1 日拜會馬英九總統，並會晤外交

部部長林永樂及中央銀行副總裁楊

金龍。  

  查卡巴提在台期間代表歐銀，與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簽署永續資源

「合作諒解備忘錄」，發掘雙方在歐

銀相關倡議下的合作機會，並出席外

貿協會 3月 1日在台北國賓大飯店舉

行的「歐銀中亞商機說明會」。  

   歐銀迄已執行 3,654 項、總額

2,194 億歐元的投、融資案，外交部

表示，歐銀近 3 年來每年均投入約百

億美元開發資金，商機非常龐大，相

當值得台灣廠商爭取。(2013/02/28

工商時報) 

 

   渣打集團首席行政總裁冼博德

說（Peter Sands），台灣有來自大陸

的觀光人口，配合內需增加、高科技

產業出口反彈等因素，帶動今年台灣

經濟成長率可上看 3.9%。 

    英國「金融時報」與渣打銀行合

辦，首次在台灣舉行的「台灣經濟高

渣打首席行政總裁：台經濟成長上看 3.9% 

 

歐銀新任總裁首度應邀訪華  

讚譽台灣可成全球雲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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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將於 3 月 14 日在台北寒舍艾

美酒店舉行，馬英九總統將蒞臨，並

邀請國內外政府官員、學者專家針對

台灣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出建言，幫

助台灣面對來自全球的挑戰。 

    曾帶領渣打集團度過金融海嘯

的冼博德，這次也受邀來台，他將針

對全球經濟變動下，銀行所扮演的角

色與責任提出建言，幫助台灣金融業

者在全球經濟中站穩腳步。 

    會中特別針對台灣順應人民幣

國際化潮流，要如何發展成為另一個

人民幣離岸中心，及人民幣業務開辦

後對台灣企業的影響，提出討論。 

    開年以來，全球經濟表現轉趨樂

觀，冼博德認為，雖然潛在歐債危

機，仍可能拖累經濟成長，不過中國

大陸、美國的經濟復甦，極可能為歐

債問題帶來緩衝，英國「金融時報」

亞洲總編輯 David Pilling 也表示，台

灣經濟可能受惠於中國大陸、美國經

濟復甦而有所成長，因此峰會上，將

深入探討兩岸更緊密經濟合作的策

略，並分析潛在的好處和困難。 

    渣打銀行台灣區總經理康暉杰

（Ajay Kanwal）也表示，與國際上

首屈一指的商業新聞機構—英國「金

融時報」，合辦這次高峰會，將使台

灣成為國際的關注焦點。此次高峰會

提供一個平台，讓台灣的政策制訂

者、商界領袖、國際經濟學家以及金

融專家，一同討論變化不斷的全球經

濟形勢，有助於台灣突破重圍，取得

成功。 

    開春以來，各界對台灣經濟發展

皆樂觀看待，主要是出口反彈、內需

增強、中國大陸觀光人口增加，而國

內外匯指定銀行（DBU）人民幣業務

在農曆年前宣布開辦，更為金融業打

入一劑強心針—不論民眾投資、企業

資金調度造成影響，更是台灣發展人

民幣離岸中心，提升金融競爭力的新

機會。(2013/03/06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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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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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為感謝我駐外單位對國經協

會工作之指導與協助，本會於春節前

航空郵寄春聯捲軸乙份贈送各駐外

國經協會入會申請表 

國經協會新春祝褔 

致贈春聯予我駐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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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聊表謝意並敬祝全體駐外人員

及眷屬新春愉快。 

 

 

    本月慶生會於 2月 6日中午假本

會會議室舉行，2 月壽星同仁共有 2

位，分別為國一組孫副組長小玲，負

責國家包括荷比盧及瑞典，會務組會

計簡小姐麗蘭。 

 

 

 

 

 

 

 

 

 

 

 

 

 

 

 

 

 

 

 

 

 

 

 

 

 

 

 

 

2 月份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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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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8 億美元(至 201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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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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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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