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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報告

提振經濟 強化經貿競爭力
經濟部全力落實「提振經濟列車」投資、消費、出口、節能及法規鬆綁
等五大面向重點工作；在區域經濟整合上，除在6月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簽署，7月並與紐西蘭簽訂經濟合作協定，為我國進一步融入國際
經貿體系重要里程碑。相信未來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下，定能提振經
濟景氣，強化經貿競爭力。

今

年以來全球景氣趨緩，國內經濟氛圍

營環境與強化經濟體質的法規制度面著手，經

由年初的樂觀轉趨為保守，面對這樣

濟部目前已成立工作小組並建置專案信箱廣

的經濟環境，經濟部針對主管業務中對提

納建言，藉法規鬆綁及制度改革，由根本來改

振經濟至為關鍵的業務提出「提振經濟列

善投資與產業經營環境，以為經濟永續基礎扎

車」，由投資、消費、出口、節能及法規鬆

根。

等五大面向進行深入檢討並充實精進相關作
為。

經濟部除在提振經濟上提出整合性作法
外，近期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也傳來好消息，

投資方面，以協助廠商加速排除投資障

6月21日已順利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礙為目標，目前已啟動產業關懷之旅，定期舉

議」，我業者將享有更好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

行會議邀集各部會與地方政府，逐案協調排除

市場，也擴大服務業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經營範

投資問題，預計9月底前促成投資2,500億元。

圍，有助於加速進軍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的腳

刺激消費上，經濟部首度整合六都及MIT、

步。同時7月10日並與紐西蘭正式簽署「臺紐

OTOP、觀光工廠、台灣精品與商圈美食等，啟

經濟合作協定(ANZTEC)」，是我國第一個與已

動「2013台灣購物節」活動，預計可創造240

開發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更象徵我國朝

億元的經濟效益。

向融入區域整合跨出重要的一步，對我國推動

出口搶單上，以螞蟻雄兵攻勢籌組海外展
團，派遣貿易尖兵協助廠商搶攤新興市場，預

與其他國家簽署經濟合作協定或參與區域性貿
易協定具正面意義。

期對新興市場成長將達2位數目標。另為有效

經濟部將持續推動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

落實全民節能減碳工作，推動與民生及產業相

合，以達到「壯大臺灣、連結亞太、布局全

關之「夏日節能衫推廣」、「產業節能輔導」

球」的經濟戰略目標，並於下半年將集中資源

等措施，預計將創造近350億元商機。

全力加速落實「提振經濟列車」重點工作，相

但我們所思考的，不僅是藉短期刺激活
動，來營造積極正面氛圍，更要從攸關投資經

信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下，定能提振經濟景
氣，強化經貿競爭力。

｜部長報告｜2013 JULY



主計總處預測全年經濟成長2.4％
主

計總處6月24日公布，預測我國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2.4％。主因全球經濟展望不如預

期，加上若干產業面臨國際市況不佳，另實質薪資減少與年金改革不確定性衝擊消費

信心等，使輸出與民間消費成長預測下修所致。觀察各國公布的今年首季經濟成長亦多不
理想，四小龍中以香港的2.8%最高，我國1.67%居次，南韓與新加坡分別為1.5%、0.2%。預測
102年我經濟成長將呈逐季上升，下半年表現可望優於上半年。

6月出口額264.8億美元 下半年樂觀
國6月出口額264.8億美元，出口年增

我

8.6%。在主要出口市場方面，6月台灣

對亞洲出口較去年同期增10.5%，對歐洲出口
回穩，較去年增7.1%；但對美國略減3.1%，主
要來自手機對美出口減少。進口方面，6月進
口年增6.8%，其中6月資本設備進口金額35.4
億美元，已連續2個月達35億美元，主要來自
電子業者持續擴充高階製程產能。全球景氣
緩慢復甦，下半年出口可緩步改善，估比上半
年表現好。

｜創新•樂活｜2013 JULY



提振經濟
列車

經濟部「提振經濟列車」全面啟動
針對投資、消費、出口、節能及法規鬆綁等5大面向，從攸關投資經營環境與強化經濟體質
的法規制度面著手，為經濟永續基礎扎根。

對全球景氣趨緩，國內經濟表現也不

面

如預期，為提振經濟，經濟部於6月28

日宣布啟動「提振經濟列車」，針對提振經
濟至為關鍵的投資、消費、出口、節能及法
規鬆綁等5大面向，分別進行深入檢討，充
實精進相關作為。
經濟部這次所提出的「提振經濟列車」，
不僅是藉由短期刺激活動，來營造積極正面氛
圍，更從攸關投資經營環境與強化經濟體質的
法規制度面著手，為經濟永續基礎扎根。
針對「提振經濟列車」各項重點工作，
經濟部規劃：

投資列車
鑑於民間投資是驅動經濟成長的
主要引擎，今年經濟部以1.2兆元為目
標，除將於9月舉辦「2013台商投資台
灣高峰會」及「2013全球招商大會」
 ｜創新•樂活｜2013 JULY

外，也會於10月籌組赴歐招商團；另為協助
廠商加速排除投資障礙，落實投資，經濟部
已啟動產業關懷之旅，預計赴產業聚落及中
小企業辦理至少30場深入訪談，並分別與六
大工商團體進行面對面座談，定期召開會
議，邀集各部會與地方政府，逐案協調排除
投資問題，預計下半年至少將協處30案，促
成投資2,500億元。

消費列車
面對外在大環境不佳，擴大內需消費更

形重要。為吸引國內外消費者，帶動下半年

「夏日節能衫推廣」、「節能產品展售」、

買氣，經濟部首度整合六都及MIT、OTOP、

「節能設施建置（包含LED路燈、智慧電表

觀光工廠、台灣精品與商圈美食，啟動

及太陽光電系統）」、「產業節能輔導」、

「2013台灣購物節」，期間從7月到12月，

「省電折扣抽獎」及「節能減碳新生活運動

共13個系列活動，從北到南串連超過25,000

推廣」等措施，預計可新增節能120萬公秉

個商家提供10萬多個超值優惠商品，預計可

油當量，並創造近350億元商機。

創造240億元的經濟效益。

出口列車

法規鬆綁列車
要從根本來改善投資及產業經營環境，

我國經濟向倚賴出口甚深，為協助廠商

則有賴法規鬆綁和制度改革。據此，經濟部已

搶訂單，下半年經濟部將以螞蟻雄兵攻勢，

成立工作小組並建置專案信箱廣納建言，將優

籌組超過300個海外展團、促成6,500家以上

先針對不涉修法的行政程序簡化，即刻檢討施

買主來台，並派遣貿易尖兵前往22國26個城

行，如：擴充公司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辦

市及於12國14個城市據點設立商務中心，協

項目、簡化僑外投資審議流程等；並積極就企

助廠商搶灘新興市場。同時也針對我60個潛

業投資經營、經濟自由化等議題，加速檢討法

力市場及10個重點市場提供5折及2.5折輸出

規鬆綁改革，如：修正電業法、企業併購法、

保險優惠，全力協助廠商進軍全球市場，對

制訂有限合夥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等。經

新興市場成長2位數的目標。

濟部將持續蒐集各界建言，以半年為期，通盤

節能列車
節能所創造出來的效益是最多重的。

檢討各項法規及行政措施，並提出具體成果，
於年底前完成階段性法制作業。

經濟部繼5月宣布推動節能瓦斯爐與瓦斯熱

經濟部下半年將集中資源，全力並加速

水器及高效率馬達補助方案，預估可帶動相

落實這5部列車的重點工作，後續經濟部並

關產值達百億元後，為進一步有效落實全民

將展開一系列說明活動，希望帶領民間及企

節能減碳工作，將推動與民生及產業相關之

業共同參與，為經濟注入新的成長活力。
｜創新•樂活｜2013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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㔷⑤㷃⌜䚮⎸䚷㛎䳥虇䓝⒄㶠朢㐤幖朚䠋⌜䚮㷃虇朚␄㷃埤䖕䢇杫䚱㫼⛕㯮

㹤嬞沕伐ら宏ⅰ䵀虇屚厂伢䅮扷⋷䖒幖宙佁( h t t p : / / w w w . m o e a . g o v . t w ) 欥榐Ҹ
㹤嬞沕伐ら宏ⅰ䵀虇屚厂伢䅮扷⋷䖒幖宙佁( h t t p : / / w w w . m o e a . g o v . t w ) 欥榐Ҹ

ငᔼഋӒ७ంଢ଼ȶඪਏငᔼӖٙȷ
ငᔼഋӒ७ంଢ଼ȶඪਏငᔼӖٙ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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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䅮扷⋷〃㒋Ĳįĳ⋕⋒懣柲
έσၥհݲ
拼消費

⒒ᱡᚇᦧḈňŐ

ᆋᕏΆᐬᖯᆌᅘᆋᛈ☂Ὕᐬᖯᆌᐨᣃ

下半年創240億元經濟效益
ʮ͘Б351ᅇ˯༄ᐼझউ

䴻㾇悐攟⻝⭞䤅娵䁢炻㮹攻㈽屯㗗槭≽䴻㾇ㆸ攟䘬ᷣ天⺽㑶炻┇≽ˬ㈽屯↿干˭ẍ
2/3⃫⃮䁢䚖㧁炻ℐ朊㍸㋗䴻㾇ˤ⎎䁢㓡┬㈽屯䑘⠫炻∝忈⯙㤕㨇㚫炻䧵㤝㩊妶ᷣ
䭉䴻㾇㱽夷冯埴㓧䦳⸷炻ㆸ䩳ⶍἄ⮷䳬᷎⺢伖⮰㟰ᾉ䭙⺋䲵⺢妨炻⮯⃒⃰憅⮵ᶵ㴱

ȶĳıĲĴѮᢊᗊސȷੑາӖٙӒ७ňŐ

ᾖ㱽䘬埴㓧䦳⸷䯉⊾炻⌛⇣㩊妶㕥埴ˤ

ᣃ⁝ᜬᗔ⍢➳Ꮚᑋጙ⒭⁀ጰᗏᅗᦧḈዾጄᣂᅗ⒒ᱡⅅᠥᅗ╭ጙፇↅᦧḈጭ៦ᣌᢢ᭾ᐝᅙᑆ
ᒀᅗ⒒ᱡᆋᦧḈᐬᖯᆌᛵ᭘᪳ᅗ៦ᠥድᓲ፫ፇᏊᦧḈᜇᅗᬉ᪳ጄᎮᑧḋᦟᅗ⒒ᱡᣌឯ

ၥӖٙ

⍢ᑁፈᱣŎŊŕᅘŐŕŐőᅘ⟤ᐤጤ⇛ᅘᏄ⟠ℚ᪼ᡱᣋᅗ᭘᪳ᆋĳıĲĴᏄ⟠┠ᛦὓᆌᅗᴞḸᬙ
ĸ፸ᗭĲĳ፸ᅗᐩĲĴᣥᖗᐬ᠖᪳ᅗᬙᎫᗭᝨᒱ᱕ḐĳĶĭıııᣥ᪼ᤲᴀᗒĲıὈᑑᣥḐᣚ᳥᪼ᅗ
ᢤᎵᲐᱛĳĵı↝ፅᛵ⒒ᥳ᧟ᅙ

嬹ġġ⛕

㑪ġġ⛕

ᠥድᴀፖᦧḈᝂ፬ᅘᗬ⎃ᏫᯖᦧḈᅗጱᏋℚᑊ፵ፂᑧ

䚱㫼杫㎆虇炢⒄㐤幖

⋷䖒㑪⛕虇⅒懁㐤幖

ᐩᐹ✏፯ᐩᚇ⒒ᅙ⒒ᱡጌᧁᓕ

ᑋĸ፸ᩪᭆ᪳

⋷䖒㑪⛕⪶㢒
ᆋ ĳ ı Ĳ Ĵ⋼⪶⽴⛕⢧汣〶屖
Ꮔ⟠┠ᛦὓᆌᖗᐬ᠖᪳ᅗ᎔
ᅿ Ẩ Ꮔ ⟠ Ŋġ
䚱㫼杫㎆Ὶ㝔
㼆⪥㑪⛕⢧
ŔũŰűűŪůŨᆀᠥ᎐ḛᅗ⍢ᑁፈᱣᡐ⚆┠ᛦ᠖᪳ᅗᐂᛵ៦
⽴㫼Ⓩ╒容
╿⛕⡭╿㐤幖
ᢢ⒠ᱛᐨᏄ❣∛┠ᛦᦟᚻᅙ᱑ᖗᐬ᠖᪳ἡጱᎩ៘ᆋᥫᏄ
ᾼₐ㫼〶屖
⟠ᚇ⒒ŎŊŕẢᨆŨŰ❣∛ᆌᅗ᎐ᢢᔪ᭬⟇Ꮻᯖ፱៑ŎŊŕ

ⴘġġ⛕
㧗䀟㔛㕰虇栫䪨㔡柳
㐤幖㧗䀟㔛㕰
㐤幖栫䪨㔡柳
⢿㝈㛎〫㑪⛕寤㵣
㐤幖㧗䀟䴰冒憌忳

ᯆᅜᑙᚤầᖬ᪓⒂ᦧḈᛵᅗ┯ᑺ᎔ᠥ᎐ᛵᆋẨ
ᆪŐŕŐőᆋ⃡⁆䚾ᆌᒑᑧ⋉Ჟᩅ▚Ꭹᾜ
㒐倛愵䖕⽴⛕⢧汣〶屖╙
愵䖕⋷䖒㑪⛕⪶㢒虇䷛仓
捬捜⪶㐤幖栫䪨↚㧗虇
┠Ꮔ⟠ᆌ᠖᪳ᅜ⋢ᑁᴘᴞ⏧ጛᐩᐹ᪺ℚᛵᅗ៦
⢿㑫容虇㾀⋴䚱㫼凩嗌
㼆⪥㑪⛕⢧虇朚䠋䃪⢷㐤
刌╥ら宏虇䡽⏜⾁愵䖕Ĵķ
幖㧗䀟Ҹ
ᶬᑁᤥ∛ᅘ⍆ᰂℚᦧḈᛵᆋ⟤ᐤጤ⇛ᆌᅗ᱑ᗥ⁘៦⒒
⧃㲰Ҹ

ᱡᜳᴞ⅚⍈ᛵᯆỔᅜᏀᏊᅗᆋᏄ⟠ŐŕŐőᦧḈňŐᆌ᠖᪳

㢮╻朚㢒峿虇戏桕䢇杫
扷㢒╙⢿㝈㛎〫虇ℬ↚㧗
⛞槛憟㧗‗⁴ⓣ㔡柳Ҹ

ᝢᒱ᱕ᐨᡎŐŕŐőᙏᤲᅘᭈ❢᱓ᅗ⓴␈⁘➳ᷤ⑹
ɖġϛѵᇄӴПࢇۺӓӣӫհȂளଢ଼ၥଢ଼Ȃጂ߳ႀԙϬԑၥҬߜཱིѮᄌĲįĳӐϯȄ
ᛵᐨᡎᝊ⋱᠖᪳ᅗᗬ⎃ᦧḈᅗ᠖ᶲᑊ፵⒒ᅗᲐᱛᙏ

ᤲℚᦧḈᜇ◬⛦ጴᔡᣃᅙ
ၥ݈ๅοġġӒ౨ܣ୦ᖒӫ݈ϛЖȈıĳĮĳĴĲĲĮĳıĴĲġġġငᔼഋཾሄᏲϛЖȈıĹııĮıııĳĶĸ
᱑ᖗᐬ┠ᛦ᠖᪳ᒱ᱕ድ⒒ᱡᡐ⚆ᔡᰤᑑṌᓗᑑΆự
ᑊ፵ፈᱣጦ

ጴ┠ᛦὓ᠖᪳ᅙᦧḈᑗᬌድᙏᤲḐ

ݲೣᚬဇ๊

ᣚ᳥᪼ᓲ፫ᦧḈᜇᏊᅗጌᴀᗒ◊ጴ ∿∿Ṍ₡
᫄Ồ᜴ᯟᅗ

ᚬ
ဇ
ϱ
ৠ

ᆪ⟤ᐤጤ⇛ĮᏄ⟠₼ᗾᲕᛦ
ᴞᬉ᪳┠ᛦ∻∮ᦧḈ᪼⍶ᅙ
 ݲೣ ፡ ᐌ

ⅽ㳲梊㫼㹤虇⨭梊䀟朚䠋虇ら㭚梊⾑⧃䲅䎼㯮⏅虇㔷⑤梊㫼卹䛀⒥
⏅㢘柟▗⪴㹤虇◇イ⢚⋶幖捠㓈㹷虇ℎ㎠⢚䍮⎸‚㫼仓俣㹤⏅㢃強⪩⋒
ⅽ㳲ₐ㫼℄庋㹤虇⨭℄庋″㞢プㆶ虇䶰⒥℄庋䮚〞虇⁴╙⇴⋷⋻▇㹊䖕Ὶ㝈■䠋ⷤ
㔷⑤㷃⌜䚮⎸䚷㛎䳥虇䓝⒄㶠朢㐤幖朚䠋⌜䚮㷃虇朚␄㷃埤䖕䢇杫䚱㫼⛕㯮

㹤嬞沕伐ら宏ⅰ䵀虇屚厂伢䅮扷⋷䖒幖宙佁( h t t p : / / w w w . m o e a . g o v . t w ) 欥榐Ҹ

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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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䅮扷⋷〃㒋Ĳįĳ⋕⋒懣柲 έσၥհݲ
2013台灣購物節由經濟部整合六都(台北、新北、
桃園、台中、台南、高雄)購物節及經濟部商圈、
觀光工廠、MIT、OTOP、台灣精品等系列活動，期
刺激消費、帶動買氣，活絡經濟。

消費列車
ᆋᕏΆᐬᖯᆌᅘᆋᛈ☂ὝᐬᖯᆌᐨᣃňŐ
系列活動
䴻㾇悐攟⻝⭞䤅娵䁢炻㮹攻㈽屯㗗槭≽䴻㾇ㆸ攟䘬ᷣ天⺽㑶炻┇≽ˬ㈽屯↿干˭ẍ
2/3⃫⃮䁢䚖㧁炻ℐ朊㍸㋗䴻㾇ˤ⎎䁢㓡┬㈽屯䑘⠫炻∝忈⯙㤕㨇㚫炻䧵㤝㩊妶ᷣ
䭉䴻㾇㱽夷冯埴㓧䦳⸷炻ㆸ䩳ⶍἄ⮷䳬᷎⺢伖⮰㟰ᾉ䭙⺋䲵⺢妨炻⮯⃒⃰憅⮵ᶵ㴱
ᾖ㱽䘬埴㓧䦳⸷䯉⊾炻⌛⇣㩊妶㕥埴ˤ

活動主軸-2013台灣購物節


2013購物節誓師大會(7月16日)

ၥ
Ӗٙ
活動期程：
7月16日至12月30日

經濟部期以領頭羊的角

嬹ġġ⛕
色，整合六都購物節，刺激內

㑪六都活動期程規劃
ġġ⛕

ⴘġġ⛕

台北購物饗宴(8月1日至9月15日)

䚱㫼杫㎆
虇炢⒄㐤幖
⋷䖒㑪⛕虇⅒懁㐤幖
需並吸引海外旅客來台觀光購

㧗䀟㔛㕰虇栫䪨㔡柳

高雄購物節(8月3日至9月30日)

物。訂於7月16日假台北君品酒
⋼⪶⽴⛕⢧汣〶屖
⋷䖒㑪⛕⪶㢒
㐤幖㧗䀟㔛㕰
新北商圈嘉年華活動(10月1日至10月26日)
䚱㫼杫㎆Ὶ㝔
㼆⪥㑪⛕⢧
㐤幖栫䪨㔡柳
店由經濟部及六都與各單位代
桃園購物節(10月1日至10月27日)
⽴㫼Ⓩ╒容
╿⛕⡭╿㐤幖
⢿㝈㛎〫㑪⛕寤㵣
表共同啟動購物節系列活動。
台南購物節(10月1日至12月30日)
ᾼₐ㫼〶屖
㐤幖㧗䀟䴰冒憌忳
㒐倛愵䖕⽴⛕⢧汣〶屖╙
⢿㑫容虇㾀⋴䚱㫼凩嗌
刌╥ら宏虇䡽⏜⾁愵䖕Ĵķ
⧃㲰Ҹ

台中購物節(12月1日至12月30日)

愵䖕⋷䖒㑪⛕⪶㢒虇䷛仓
㼆⪥㑪⛕⢧虇朚䠋䃪⢷㐤
幖㧗䀟Ҹ

捬捜⪶㐤幖栫䪨↚㧗虇
㢮╻朚㢒峿虇戏桕䢇杫
扷㢒╙⢿㝈㛎〫虇ℬ↚㧗
⛞槛憟㧗‗⁴ⓣ㔡柳Ҹ

系列1
系列2
系列1商圈大玩家
ɖ商圈大玩家
ϛѵᇄӴПࢇۺӓӣӫհȂளଢ଼ၥଢ଼Ȃጂ߳ႀԙϬԑၥҬߜཱིѮᄌĲįĳӐϯȄ
-短片
觀光工廠自在遊

-短片大挑戰
大挑戰 Ӓ౨ܣ୦ᖒӫ݈ϛЖȈıĳĮĳĴĲĲĮĳıĴĲġġġငᔼഋཾሄᏲϛЖȈıĹııĮıııĳĶĸ
ၥ݈ๅοġġ
ġ

活動期程：
7月1日至10月31日

ᚬ
ဇ
ϱ
ৠ

活動期程：
7月15日至9月15日

ݲೣᚬဇ๊
活動內容：

1.推廣民眾有關觀光工廠五感體驗遊程，
活動內容：
 ݲೣ ፡ ᐌ
增進一般消費大眾對觀光工廠之認識
邀請民眾實際走訪與體驗商
ⅽ㳲梊㫼㹤虇⨭梊䀟朚䠋虇ら㭚梊⾑⧃䲅䎼㯮⏅虇㔷⑤梊㫼卹䛀⒥
⏅㢘柟▗⪴㹤虇◇イ⢚⋶幖捠㓈㹷虇ℎ㎠⢚䍮⎸‚㫼仓俣㹤⏅㢃強⪩⋒
2.8月23日至8月26日假台北世貿一館，辦
圈特色，拍創意短片，記錄商
ⅽ㳲ₐ㫼℄庋㹤虇⨭℄庋″㞢プㆶ虇䶰⒥℄庋䮚〞虇⁴╙⇴⋷⋻▇㹊䖕Ὶ㝈■䠋ⷤ
理成果展示與廠商實體展售活動
圈之美，行銷商圈帶動消費
㔷⑤㷃⌜䚮⎸䚷㛎䳥虇䓝⒄㶠朢㐤幖朚䠋⌜䚮㷃虇朚␄㷃埤䖕䢇杫䚱㫼⛕㯮

參與業者：
參與業者：
㹤嬞沕伐ら宏ⅰ䵀虇屚厂伢䅮扷⋷䖒幖宙佁
( h t串聯全台100家觀光工廠業者
t p : / / w w w . m o e a . g o v . t w ) 欥榐Ҹ
全台28個商圈

ငᔼഋӒ७ంଢ଼ȶඪਏငᔼӖٙ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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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䅮扷⋷〃㒋Ĳįĳ⋕⋒懣柲 έσၥհݲ
系列3
ᆋᕏΆᐬᖯᆌ
ňŐ
系列4
系列1商圈大玩家 ᅘᆋᛈ☂Ὕᐬᖯᆌᐨᣃ
系列1商圈大玩家
台灣OTOP消費GO
就愛購台灣精品
䴻㾇悐攟⻝⭞䤅娵䁢炻㮹攻㈽屯㗗槭≽䴻㾇ㆸ攟䘬ᷣ天⺽㑶炻┇≽ˬ㈽屯↿干˭ẍ
-短片大挑戰

-短片大挑戰
2/3⃫⃮䁢䚖㧁炻ℐ朊㍸㋗䴻㾇ˤ⎎䁢㓡┬㈽屯䑘⠫炻∝忈⯙㤕㨇㚫炻䧵㤝㩊妶ᷣ

活動期程：
䭉䴻㾇㱽夷冯埴㓧䦳⸷炻ㆸ䩳ⶍἄ⮷䳬᷎⺢伖⮰㟰ᾉ䭙⺋䲵⺢妨炻⮯⃒⃰憅⮵ᶵ㴱
活動期程：
7月16日至9月18日

ᾖ㱽䘬埴㓧䦳⸷䯉⊾炻⌛⇣㩊妶㕥埴ˤ

活動內容：
串聯全台OTOP店家，授權通
路，舉辦實體及虛擬網路與壹

7月16日至8月21日

ၥӖ

活動內容：
ٙ
結合聯合得獎之台灣精品廠商
辦理行銷活動

元好康GO北中南東巡迴促銷活
動嬹

ġġ⛕

䚱㫼杫㎆
虇炢⒄㐤幖
參與業者：
全台250家OTOP店家
⋼⪶⽴⛕⢧汣〶屖
䚱㫼杫㎆Ὶ㝔
⽴㫼Ⓩ╒容
ᾼₐ㫼〶屖
㒐倛愵䖕⽴⛕⢧汣〶屖╙
⢿㑫容虇㾀⋴䚱㫼凩嗌
刌╥ら宏虇䡽⏜⾁愵䖕Ĵķ
⧃㲰Ҹ

㑪ġġ⛕

參與業者：
ⴘġġ⛕
預計60家廠商2000家門市共同

⋷䖒㑪⛕虇⅒懁㐤幖
參與

⋷䖒㑪⛕⪶㢒
㼆⪥㑪⛕⢧
╿⛕⡭╿㐤幖

愵䖕⋷䖒㑪⛕⪶㢒虇䷛仓
㼆⪥㑪⛕⢧虇朚䠋䃪⢷㐤
幖㧗䀟Ҹ

系列5
挺台灣 拼經濟 MIT微笑go購歡樂季

㧗䀟㔛㕰虇栫䪨㔡柳
㐤幖㧗䀟㔛㕰
㐤幖栫䪨㔡柳
⢿㝈㛎〫㑪⛕寤㵣
㐤幖㧗䀟䴰冒憌忳

捬捜⪶㐤幖栫䪨↚㧗虇
㢮╻朚㢒峿虇戏桕䢇杫
扷㢒╙⢿㝈㛎〫虇ℬ↚㧗
⛞槛憟㧗‗⁴ⓣ㔡柳Ҹ

ɖġϛѵᇄӴПࢇۺӓӣӫհȂளଢ଼ၥଢ଼Ȃጂ߳ႀԙϬԑၥҬߜཱིѮᄌĲįĳӐϯȄ

活動期程：
8月1日至10月31日

大購物中心等6大百貨商場，舉辦

ၥ݈ๅοġġӒ౨ܣ୦ᖒӫ݈ϛЖȈıĳĮĳĴĲĲĮĳıĴĲġġġငᔼഋཾሄᏲϛЖȈıĹııĮıııĳĶĸ

MIT微笑產品促銷活動及展售活動

參與業者：
活動內容：
ݲೣᚬဇ๊
1.舉辦「挺台灣 拼經濟 MIT微笑go
結合400家MIT微笑產品業者、10家
購歡樂季啟動典禮」

ᚬ
ဇ
ϱ
ৠ

連鎖通路業者、6家百貨公司、3家
 ݲೣ ፡ ᐌ
2.結合家樂福等連鎖通路及PChome等
網路平台業者共同參與促銷MIT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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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2013台灣購物節資訊請上
http://www.taiwanshopping.org/chaspx/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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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布局
新頁

「兩岸服貿協議」已於102年6月21日完成簽署。

ECFA服貿協議簽署

我服務業進軍大陸 掌握優勢
政府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對等、尊嚴、互惠」的原則，為確保符合我方最大利益，為
我國帶來五大效益。

「兩岸兩會第九次高層會談」已於今(102)

務通常不具實體，和一般常見的貨品進出口貿

年6月21日在中國大陸上海舉行，會中順利簽署

易性質有異，兩岸服貿協議乃按照WTO服務貿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兩岸服貿

易總協定(GATS)之規定，將服務貿易區分為4

協議)，為兩岸服務貿易的往來提供制度化基

種模式。但為不使兩岸服貿協議影響彼此的

礎，促進兩岸服務業相互投資與貿易，為兩岸優

勞動就業市場，規定WTO關於自然人移動的附

勢互補及競爭力之提升帶來效益。

件適用本協議，亦即本協議不適用於兩岸有關

兩岸服貿協議精神及規範

就業或居留之措施。故雙方的自然人暫時性移

兩岸服貿協議在序言中即列明，為加強海
峽兩岸經貿關係，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依據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世界貿易組
織(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經平等協商達
成本協議。
服務貿易係指「服務業的貿易」，但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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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不至於影響彼此的勞動就業市場。

何謂服務貿易？
服務貿易係指「服務業的貿易」
，由於服務通常
不具實體，WTO規定了跨境提供服務、境外消費、
商業據點呈現(即服務業的跨境投資)以及自然
人呈現等四種方式。

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規定服務貿易協議模式
說明

模式
模式一

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皆不移動，僅服務跨境移動，例如透過網路、電話等方式提供服務。

模式二

服務提供者不移動，由服務消費者至服務提供者所在境內接受服務，例如觀光、留學等。

模式三

服務提供者至服務消費者所在境內設立商業據點提供服務，這種情形即是服務業的投資，
亦是服務貿易的大宗，例如臺灣的銀行到大陸設立分行。

模式四

服務提供者以自然人暫時性移動之方式，至服務消費者所在境內提供服務，例如我方技術
專家至大陸工廠裝設機器之服務。

兩岸服貿協議市場開放內容

亮點1：電子商務
預期效益
我方電子商務業在福建省設立的合資企業，臺

部分共計有64項開放承諾，陸方則共計有80項

資股權比例最高可達55%，服務範圍可及於全中

開放承諾。我方開放內容約57%屬新增或擴大
對大陸開放項目，陸方開放內容則均超出其在
WTO承諾水準。

台灣服務業應走出去
針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
社會各界的諸多討論，經濟部長張家祝於6月
25日邀請業界代表包括網路家庭(PChome)詹宏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亮點

我方在市場開放承諾模式三及其他承諾

3

國大陸地區。

亮點2：文創產業
預期效益
●臺灣研發的網路遊戲產品內容審查(包括專家審
查)的工作時限由原本6個月以上，縮短至2個月。
●簡化臺灣圖書進口審批程序，建立臺灣圖書
進口快速通道。

亮點3：金融業(保險、銀行、證券期貨)
預期效益
●保險業方面，積極支持臺灣保險業者經營大
陸汽機車強制責任險。

志董事長、凌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劉瑞隆總

●銀行業方面，可申請在大陸地區發起設立村

經理、雷爵網路科技張厥猷董事長兼執行長、

●證券期貨業方面，我國證券期貨業者可參與

耕興公司黃文亮董事長、展昭國際林茂廷總經
理、集思會展事業群葉泰民執行長及新北市女
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陳清庚理事長等人召開
記者會，透過業界代表的現身說法，澄清大眾
對於市場開放的疑慮。各業者也均認同，臺灣
服務業應走出去，爭取中國大陸市場，進一步
競逐華文及全球市場。

善用同文同種優勢

提升競爭力

張部長同時表示，政府簽署海峽兩岸服

鎮銀行。
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機構經營。

務貿易協議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幫助臺灣服務
業業者爭取更廣闊的市場。中國大陸有13億人
口，而中國大陸個人年收入超過臺灣平均年所
得之人口亦有近3000萬。兩岸同文同種，臺灣
的服務業又發展較早，具有創意及人才方面
的優勢。未來在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後，臺灣的
服務業者可望利用這廣闊的市場，進一步壯大
我國服務業的實力。同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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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方對我方開放產業重點
行業

陸方承諾

開放重點

電子商務

我業者在福建經營電子商務持股比例可達55%，超越大
陸對各國現有承諾。

減少投資限制

證券

依照不同地區以及證券公司型態，開放持股比例提高
至49%，甚至可達51%；允許臺資金融機構以人民幣合
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方式投資大陸資本市場；為臺資證
券公司取得QFII資格提供便利。

減少投資限制
經營便利措施

銀行

臺灣的銀行可申請在大陸發起設立村鎮銀行；可在福
建申請設立異地支行；臺灣的銀行獲准經營人民幣業
務者，服務對象包括經第三地轉投資之臺資企業。

擴大服務範圍

保險

積極支持臺灣保險業者經營大陸汽機車強制責任險。

擴大服務範圍

文創產業

對進口臺灣研發的線上遊戲產品內容審查(包括專家審
查)的工作時限縮短為2個月；簡化臺灣圖書進口審批
程序，建立臺灣圖書進口快速通道；允許大陸電影片
在臺灣進行後製及沖印。

經營便利措施
擴大服務範圍

運輸

開放臺資在福建獨資經營港口裝卸及貨櫃場服務、臺
資獨資設立航空運輸銷售代理企業、可設立合資企業
提供城市間定期旅客運輸服務、可設立合資道路客貨
運兩用站及獨資貨運站。

擴大服務範圍
開放投資限制

技術檢測與分析

可在大陸設立獨資和合資認證機構、檢查機構和實驗
室，提供內外銷和當地檢測服務。在參與認證檢測活
動中得享有比照大陸業者同等待遇。允許兩岸檢測驗
證機構展開檢測數據的接受合作。

減少投資限制
擴大服務範圍
經營便利措施

我方對陸方開放產業重點
行業

我方承諾

開放重點
減少投資限制
經營便利措施

證券

大陸證券期貨機構按照臺灣有關規定申請在臺灣設立
代表人辦事處須具備的海外證券、期貨業務經驗為2年
以上，且包括香港及澳門；循序放寬大陸合格境內機
構投資者投資臺灣證券之限額，初期可考慮由5億美元
提高至10億美元等。

銀行

儘速取消大陸的銀行來臺灣設立分支機構及參股投資
的OECD條件；已在臺灣設有分行之大陸的銀行符合條
件者，可申請增設分行等。

減少投資限制
經營便利措施

保險

積極審慎修正有關大陸保險業在臺灣設立代表處及參
股評定之規定。

經營便利措施

觀光旅遊

開放陸資來台設立旅行社，但有家數及經營範圍限
制。

減少投資限制

開放大陸可以合資、捐助方式來台設立財團法人醫
院；未持有我方身分證明文件的自然人合計擔任董事
比例不得逾三分之一。

減少投資限制

醫療服務

開放大陸業者在臺灣獨資經營車輛、機械、電機、電
子、化工、度量衡、酒類產品及環境檢測的技術檢測
和分析服務。允許兩岸檢測驗證機構展開檢測數據的
接受合作。

減少投資限制
擴大服務範圍
經營便利措施

技術檢測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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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後，可減少兩岸有關服務貿易的限制性措

雙方參考WTO有關服務業漸進式自由化的

施，擴大兩岸服務業市場及規模。我業者將

精神，約定未來可在彼此同意的情況下，對

享有更好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有效擴

服務業市場之進一步相互開放進行磋商，促

大服務業對中國大陸出口之經營範圍，並有

進兩岸間的服務業貿易，並設有聯繫機制監

助於加速進軍中國大陸服務業市場之腳步。

督協議之執行。

當然政府亦會提供輔導措施，協助業者提升
競爭力，加強輸出能量。

兩岸服貿協議效益
兩岸服貿協議陸方在作出承諾的行業
中，同意減少臺商原有投資限制、擴大臺商
服務提供範圍及提供臺商經營便利措施。對
於大陸目前對外資限制較多，而我方具競爭
優勢之產業，例如電子商務、資訊業、線上
遊戲業、金融業、環保產業、物流及運輸業
等。整體而言，本協議可為我國帶來5大效

貨貿協議接著來，關稅減免助產業
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雙方可集
中心力，加速貨品貿易協議之協商。

區域整合不缺席，經合協議有望簽
服貿協議之簽署將向外界放送兩岸經貿
繁榮發展之強力訊息，加上臺星協議已完成
實質協商、臺紐今年7月10日完成簽署，可望
激勵更多國家與我洽簽經貿合作協議。

秉持「以臺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原則

中國大陸是臺商赴海外投資最多的地

益：

幫助人民做生意，提升臺灣競爭力
藉由將兩岸服務貿易的往來制度化，業
者能享有協議中的提高持股比例、擴大業務
範圍和貿易便利化等措施，可增加業者在大
陸的競爭力。

擴大陸資經營圈，穩健開放有配套
在我方的開放內容中，約57%屬新增或擴
大對大陸開放項目，預計能擴大吸引陸資來

區，簽署兩岸服貿協議後，將使臺商在大陸
對企業經營權有更多的掌控力、擴大經營的
業務或地域範圍，及在許可程序上享有更多
便利。協議的簽署只是促進兩岸服務貿易工
作的第一步，未來協議生效後的落實與策進
才是重點，政府仍將秉持「以臺灣為主、對
人民有利」的原則推動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工
作，持續強化服務貿易協議的執行成效並充
實相關內涵，爭取我方最大的利益。

臺投資，而行政部門對於相關開放已有完整
規範及配套措施。例如雙方約定WTO關於自然
人移動的附件適用於本協議，亦即本協議不
涉及對大陸開放勞工之問題。

合意磋商再開放，聯繫機制促執行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內容請至www.
moea.gov.tw及www.ecfa.org.tw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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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
援方案」擴大服務業輔導能量
為協助國內弱勢敏感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因應貿易自由化衝擊，行政院99年2月22日核定
「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方案適用於因政府與他國(或地區)簽定區域自由貿易
協定而須加強輔導產業、受衝擊產業及受損產業之企業與勞工，採取「振興輔導」、「體質調
整」、「損害救濟」三大策略，提供調整與支援措施。

研議修訂支援方案
因應新情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於102年6月21日簽署、貨品貿易協議正洽簽中），提供產
業充足之協助，經濟部刻正研議修訂「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具體規劃如下：

●99年核定方案係對於成衣、內衣、毛衣等17類22項產業，以及印刷、工具機、紙容器、
模具、食品、運動用品、車輛零組件、金屬製品及衛浴五金等9類產業與ECFA貨品貿易早
期收穫臺灣方面降稅清單267品項產品之相關產業，作為重點輔導項目，將對於施行3年
多之輔導內容進行檢視與滾動式檢討。

●對於近期簽署之服務貿易協議、未來貨品貿易協議洽簽後：
1.進行產業衝擊檢視評估，充分瞭解產業受衝擊情形以及需要協助事項。
2.召開跨部會「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產業輔導專案小組」研商因應作為，補強調整支援
措施及相關輔導資源。
3.依據上述研議結果重新調整「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內容。

擴大服務業輔導能量
經濟部目前已綜整各服務業主管機關掌握各項服務業因開放可能產生之影響及衝擊，並預為
編列相關經費提供調整支援措施，共同納至方案中以協助國內業者及勞工，未來方案完成修訂並
陳報行政院核定後，據以實施；後續同步規劃召開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輔導專案小組會議，針對
各單位提報之可能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服務業進行審議，以提供受影響之服務業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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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紐ANZTEC為我國第一個與已開發國家簽署之經濟合作協定。

第一個與已開發國家簽署經濟合作協定

臺紐簽ANZTEC

經貿跨出重要一步

臺紐簽署ANZTEC有利拓展雙方出口市場，提高消費者福利，為雙方帶來正面效益。同時ANZTEC顯示出我
國推動自由化的決心，對我推動與他國簽署經濟合作協定或參與區域性貿易協定具正面意義。

臺紐雙方正式簽署ANZTEC

出口市場、第13大進口來源，雙邊貿易額約

臺紐雙方係在WTO架構下，以會員身分

達12.07億美元（依我海關2012年統計）。

締約，雙方於2013年7月10日簽署「臺澎金

ANZTEC為我國第一個與已開發國家簽署之經

馬個別關稅領域與紐西蘭經濟合作協定」

濟合作協定，對促進臺紐雙邊合作具有極正

（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he

面之效益。另，依據雙方的個別研究結果顯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示，ANZTEC將可拓展雙方出口市場，提高消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費者福利，為雙方帶來正面效益。

Cooperation, 簡稱ANZTEC）。
我國為紐西蘭第12大貿易夥伴、第10大

ANZTEC協定共計25章，包括貨品貿易、
原產地規則、關務程序與合作、跨境服務貿
易、投資、政府採購、爭端解決、技術性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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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障礙、衛生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電子
商務、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體制性安排
及一般共通議題(前言總則、定義、一般例
外、透明化)，以及勞工、環境、原住民、影
視共同製作等合作議題。

議題涵蓋範圍廣泛
ANZTEC的25個章節中除一般FTA包含
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技術性貿易障礙
（TBT）、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
（SPS）、智慧財產權等共通章節外，亦納入

ANZTEC涵蓋議題廣泛，其協定內容係屬

WTO尚未涵蓋的議題，例如電子商務、競爭、

高品質與高標準，其簽署象徵著我國朝向融

勞工、環境等章節，擴大雙方合作事項之範

入區域整合，以達到連結亞太、布局全球的

圍。此外，考量臺紐產業結構及文化的異同

政策目標，跨出重要的一步。

點，雙方將原住民合作與影視共同製作亦納

ANZTEC特性

入ANZTEC，加強此等產業之合作關係，共同

首次與非邦交國洽簽之協定

推動產業之發展。有別於其他FTA，ANZTEC
首次將雙方之航空協定納入，未來雙方將於

ANZTEC為我國與非邦交國所簽署之第一

ANZTEC架構下定期檢討雙方航權事宜，這些

個經濟合作協定，也我國第一次與已開發國

都是國際間洽簽FTA的創舉，也讓ANZTEC的內

家簽署之經濟合作協定，具有示範性之指標

容更加豐富。

意義。

臺紐在紐西蘭威靈頓簽約、換文。
｜創新•樂活｜2013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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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布局
新頁

放之現況全部予以約束外，我方並進一步對

全面性市場開放
臺紐雙方在ANZTEC市場開放部分係屬高

紐西蘭開放由營利事業來臺設立外僑學校。

標準之自由化承諾，其中貨品貿易涵蓋包括

WTO-Plus之高標準協定

全面性貨品關稅之減讓，我方列入關稅自由
化範圍之稅則高達99.88%，紐方則是將100%
所有貨品列入關稅自由化之範圍，服務貿易
部分，雙方同意以負面表列方式進一步開放
之承諾服務貿易與投資市場，除雙方市場開

除貨品貿易及服務貿易外，TBT章及SPS章
強化雙方在相關議題的規範，亦增加未來雙方
可簽訂執行協議，就彼此有興趣之項目進行合
作。至於智慧財產權章，則是納入雙方應以商

談判成果
議

題

成

果

貨品貿易

1,810,943
我對紐出口主為工業產品。紐國99%以上之工業產品項目將於協定生效時立即降為零關稅，對我工業產品出口
1,798,480
紐國極為有利；農產品部分，排除稻米，另我方敏感產品可享有長達12年之調適期
1,796,557

政府採購

紐國尚非WTO政府採購協定（GPA）締約國，本協定生效後有助於我國廠商參與紐國政府採購市場

專業人士開放

紐國除開放其在WTO承諾之所有服務業別外，另開放專業、教育等服務業別，包括允許我華語教師赴紐教學

跨境服務

除原WTO承諾外，紐國進一步開放工程服務業、都市規劃與景觀建築服務業、研究與發展服務業、環保服務業
等部門

空運服務

臺紐間相互開放天空，客貨運班次容量無任何限制

投資

投資人與當地國政府間之投資爭端可經雙方合意訴請國際仲裁解決，投資保障更為完整，係國際間最先進之
投資協定規範

影視合作

透過協定享有雙方優惠待遇及合作進行人員、技術交流

原住民

紐國毛利族與我原住民族同屬南島民族，ANZTEC可增進雙方原住民族互動及交流，推廣原住民族觀光產業發展
與合作

智慧財產權

強化保護商標及地理標示等各項智慧財產權，使我國智慧財產法制益加健全穩固，對外商投資更具吸引力

競爭政策

促進市場公平競爭並強化消費者保護，以增進經濟效率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電子商務

數位產品免關稅、強化消費者及智慧財產權保護、法規透明化，均能有效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技術性貿易障礙

建立產品檢驗之相互認可程序，避免重複檢驗，使雙邊貿易更為便捷

檢驗與防檢疫

紐國為我水果及花卉之潛在外銷市場。藉由建立雙方檢疫諮商及對話，可拓展我優質農產品外銷紐國機會

關務程序

對於原產地採「自行具證」制度，且貨物進口前可向進口國海關申請預先核定稅則及原產地，增進國際貿易便
捷，並與國際接軌

貿易與勞工

尊重國際基本勞動原則與保護勞工權利，並透過合作與對話，加強雙方職場安全法規的管理及執行

貿易與環境

自由貿易需尊重國家環境政策，並遵守環保法規，共同合作創設良好制度促進永續發展。鼓勵有利環境之商品
服務自由貿易，可善用我產業優勢，參與促進全球環境保護議題 （環境商品總計13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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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法或其他法規對地理標示給予保護之規定。
前述章節都是以WTO為基礎，進一步深化雙方在
該等章節之承諾。台紐ANZTEC是一個持續進展
（ongoing）之協定，雙方未來將透過聯合委員會
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協定之執行情形，並進一步
討論相關經貿合作議題。

簽訂ANZTEC好處
紐西蘭在亞太地區的經貿布局極為完
整，自90年代起，就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
合，目前亦積極參與TPP談判，且紐西蘭屬
中型經濟體，臺紐簽署ANZTEC，將不致對國
內產業造成衝擊，並可提升我自由化動能、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簽署後，未來民眾購買奇異果將會更便宜。

政府間合作

加速我產業結構調整、有利我經貿體制與國

ANZTEC也替各議題的主管機關建立起溝

際接軌。ANZTEC顯示出我國推動自由化的決

通平臺，讓雙方政府官員可在法制化的架構

心，對我國推動與其他國家簽署經濟合作協

下，經常性地針對各項議題共同研究討論、

定或參與區域性貿易協定具正面意義。

合作交流。

經貿利益

制度性保障

ANZTEC帶來的貿易自由化，可拓展雙方

ANZTEC對雙方政府均具拘束力，不僅提

出口市場、促進投資、提高消費者福利，為

供雙方更健全的經商投資的法規環境，亦讓

雙方帶來諸多經貿效益。

雙方的企業、組織及個人享有ANZTEC經貿的
優惠待遇及法律保障。
大事記
2011年10月25日駐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紐
西蘭工商辦事處共同發布新聞，同意就雙方簽署經
濟合作協定展開可行性研究。
2011年12月15日雙方駐處續聯合發表新聞，宣布完成
個別研究，將展開共同研究。
2012年5月18日：雙方同步透過彼此駐處發布新聞，
展開ANZTEC談判。
2013年7月10日雙方簽署ANZTEC「紐西蘭與臺澎金馬

臺紐簽署經濟合作協定，未來台灣製產品銷往紐西蘭更具競
爭力。

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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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活動

台灣平面顯示器展及台北國際光電週 聯合開幕
013年「台灣平面顯示器展」及「台北國際

2

展展覽區中特別成立3D列印專區，是台灣第

光電週」於6月18日在南港展覽館登場，由

一個3D列印展會，另設有生醫光電暨遠距醫

副總統吳敦義、經濟部次長杜紫軍、外貿協會

療專區，也是台灣獨一無二的生醫光電產業

董事長王志剛、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董事長石

B2B專業展覽；尤其，今年在LED照明展上發

大成、國際半導體設備材料產業協會東南亞區

布兩岸LED照明產品共通規格，藉由台北國際

副總裁何玫玲共同剪綵。

光電週與台灣平面顯示器展綜效，讓台灣的

本兩項聯合展，共有649家國內外廠家參

光電產業立足台灣、布局全球。

張部長出席「福島事故後的日本現況論壇」開幕
電公司與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在6月24日於

台

經濟部長張家祝於開幕致詞時提到，我國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舉辦「福島事故後的

政府在福島事故同年即提出「不限電、維持合理

日本現況論壇」，邀請前日本原子力技術協會

電價、達成國際減碳承諾」三大原則的能源政

最高顧問石川迪夫進行「福島事故的真相」專

策，進而達成「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

題演講，分別針對「福島事故後日本的核能展

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的目標。政府將

望」、「從輻射防護看福島事故影響」、「福

公開透明各項資訊，讓民眾瞭解停建與續建核四

島事故後的日本現況」等議題進行研討。

的影響，由人民做出理性自主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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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完成簽署
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經濟

務業者可望利用這廣闊的市場，進一步壯大

部部長張家祝除於6月21日召開協議簽署

我國服務業的實力。

針

過程、內容記者會外，於6月25日更邀請產業代
表現身說法，澄清大眾對於市場開放的疑慮。

6月25日出席業者包括網路家庭(PC home)、
電腦、遊戲、美容美髮及會展等，並均表示認同

張部長表示，兩岸同文同種，臺灣的

及支持臺灣服務業應走出去，爭取中國大陸市

服務業發展較早，具有創意及人才方面的優

場，進一步競逐華文及全球市場。同時政府亦會

勢，未來在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後，臺灣的服

提供輔導措施，協助業者提升競爭力。

濟部6月25日舉辦「風起雲湧，

經

企業雲端新視野」中小企業雲端

服務推動列車啟動大會，邀請全國中小
企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物流協會、
青年創業總會、台灣省商業會、玩具公
會、花店協會、連鎖加盟促進協會、連
鎖暨加盟協會、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等公協會共同參與。經濟部次長卓士昭
致詞時表示，本次大會邀請各界專家共
同分享雲端服務的應用實務，會場中也
有雲端服務解決方案展示攤位，可以讓

卓次長出席「風起雲湧，企業
雲端新視野」啟動大會

與會者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雲端服務應
用，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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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活動

ICT產業代表座談 張部長與會
濟部部長張家祝6月25日與國內ICT（資

座談會有12位ICT產業代表參加，包括宏

通訊產業）重量級產業界代表舉行座談

碁董事長王振堂、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聯發

會，內容聚焦人才、土地、投資、專利等議

科董事長蔡明介、宏達電研發與營運總經理

題，張部長會後指出，經濟部相當重視ICT產

劉慶東、宸鴻總裁孫大明、大立光執行長林

業界所提出各項建言，會立即著手檢討、評

恩平、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和碩董事

估，其中涉及到跨部會的議題，將儘速和相

長童子賢、廣達副董事長梁次震、可成董事

關單位協調；未來也會持續和產業界建立更

長洪水樹、友達總經理彭又又浪、台達電董事

暢通的溝通平台，解決業界所面臨的問題。

長海英俊，12家業者貢獻年產值達3.8兆元。

經

「商圈大玩家」拍創意短片活動起跑
鼓勵民眾走進商圈，刺激當地消費，經

為

「商圈大玩家」活動邀請民眾至新北

濟部自7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推出

市平溪等全台28個商圈拍下創意短片，不

「商圈大玩家—短片大挑戰」活動，並在6月

僅為自己記錄美好的回憶，更為商圈寫下難

26日由政務次長梁國新主持啟動記者會，梁

忘的體驗特色。民眾拍攝短片除可參加抽獎

次長致詞時表示，希望透過該活動讓更多民

外，更有機會與全民女神「阿喜」共同拍攝

眾親身體驗全台各商圈特色及魅力，也期許

商圈創意短片喔！詳情請上活動官網www.

各個商圈能透過服務加值發揮特色，創造更

gogo102.tw查詢。

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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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部長出席2013數位服務標竿企業頒獎典禮
數位時代》雜誌於6月28日舉行「數位服

《

本次「數位服務力大調查」除針對網路

務標竿企業頒獎典禮」，邀請經濟部長張

流量外，更利用有效服務品質指標，來全面檢

家祝出席頒發本次「數位服務力大調查」前三名

測各台灣品牌企業官網提供服務的能量與能見

廠商，張部長表示，網路商業化重新定義品牌企

度，今年由HTC宏達電奪得不分類冠軍，第二

業與消費者的關係，企業品牌透過串連各方訊息

名為中華電信，第三名則是7-ELEVEN統一超

企業官網，已扮演核心且不可替代的角色。

商。

資訊平台

102年7月1日起

臺中市政府受理轄區內之公司登記業務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其所在地在臺中市轄區內之本國公司」依權
責分工係由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辦理，考量臺中縣市已於99年12月25日合併升格
為直轄市，臺中市轄區幅員廣，且申請案件量已達平均每年受理5萬餘件。因此
自今（102）年7月1日起，設址於臺中市轄區內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
公司，其設立、變更登記之主管機關，由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改由為臺中市政府
受理，公司登記事項僅須就近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辦理，更可節省民眾親臨申辦
之時間成本，並且落實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及便民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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