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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港台經貿通訊》在每月中旬編製，摘錄港台兩地近期較重要的商

貿資訊，以供在台營運之港商、台灣各商會及有興趣赴港投資的台商等參閱，並

會上載至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網站（www.hketco.hk）中「經貿通訊」欄目。 
~~~~~~~~~~~~~~~~~~~~~~~~~~~~~~~~~~~~~~~~~~~~~~~~~~~~~~~~~~~~~~~~~~~~~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參與「台灣燈會」和「中臺灣元宵燈會」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經貿文辦）今年首次參與在南投縣中興新村舉行的全

台最大型的「台灣燈會」，展出香港美食造型模型，並透過一座 5 米高的大型影

音 LED 電視牆，播放介紹香港多元面貌的錄像和圖片，並有粵語吉祥語教學，

讓民眾藉由影音互動，感受香港豐富多元的面貌，深入了解香港的風土人情，讓

台灣民眾對香港的多元城市面貌有更深入的認識。經貿文辦的燈組設置在燈會南

燈區「友好城市」區域。「台灣燈會」2 月 14 日正式開幕，至 2 月 23 日結束。 
 
此外，經貿文辦今年亦再度以協辦單位的身份參與在台中市舉辦的「2014 中臺

灣元宵燈會」，並以「情味香江」為主題，展出一系列共 26 座以香港特色美食

為造型的精緻綵燈，如絲襪奶茶、蛋撻、咖哩魚蛋、腸粉、盆菜、車仔麵等等。

燈會 2月 9日至 2月 23日於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舉行。在 2月 14日元宵節當天，

經貿文辦會在燈會現場派發 3,000 份香港道地美食，包括絲襪奶茶、「鹹檸七」

（即鹹檸檬蘇打汽水）、叉燒酥、「菠蘿油」等，讓台中民眾品嚐香港美食，體

驗香港道地的生活文化。而在 2 月 23 日的閉幕晚會，經貿文辦會推出「香港之

夜」節目。屆時將有香港歌手杜德偉及謝安琪精彩演出，還有一場別開生面、糅

合傳統美感與現代創意的「女性長衫」時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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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束台灣旅客赴香港「網上快證」計劃 
 
香港入境事務處於 1 月 16 日公布，自 2012 年 9 月推出網上「台灣居民預辦入境

登記」免費服務（www.gov.hk/par）以來，廣受台灣旅客歡迎，而台灣旅客對「網

上快證」（iPermit）的需求因而下降，經考慮需求和成本效益後，決定於今年 3
月 1 日結束「網上快證」計劃。台灣旅客可繼續使用網上「台灣居民預辦入境登

記」服務、「香港入境許可證」或《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

訪港。現時處理「網上快證」申請的兩間特許航空公司和其代理機構亦將於 3

http://www.hketco.hk/
http://www.gov.hk/par


月 1 日停止有關服務。持有 2014 年 3 月 1 日前簽發的「網上快證」的台灣旅客，

仍可在兩個月有效期內訪港。相關資訊請參閲下列網址：  
http://www.immd.gov.hk/tc/press/press-releases/20140116.html 

 
2. 香港與韓國海關簽訂「認可經濟營運商」互認安排 
 
香港海關和韓國關稅廳 2 月 13 日簽訂「認可經濟營運商」互認安排，是繼中國

大陸海關及印度海關後，香港海關與其他海關當局簽訂的第三份互認安排。在互

認安排下，獲香港海關認證為「認可經濟營運商」的公司，其進出口貨物往來這

些簽署國時，可享有當地海關給予通關便利，例如減少查驗或獲優先接受清關等。

相關資訊請參閲下列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13/P2014021305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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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經濟景氣概況和預測 
 
 台灣「主計總處」12 月就業數據 
 
台灣「主計總處」於 2014年 1月 22日發布新聞稿，2013年 12月就業人數為 1,102.9
萬人，較上月續增 1 萬人或 0.09％；失業人數為 46.9 萬人，較上月減少 9 千人，

失業率為 4.08％，係 6 月以來最低，較上月下降 0.08％，較 2012 年同月亦降 0.10
％；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之失業率為 4.12％，較上月下降 0.03％。12 月勞動

力參與率為 58.55％，較 11 月下降 0.02％。2013 年平均就業人數為 1,096.7 萬人，

較 2012 年增加 10.7 萬或 0.99％。平均失業人數為 47.8 萬人，較 2012 年減少 3
千人或 0.54％；平均失業率為 4.18％，較 2012 年下降 0.06％。平均勞動力參與

率為 58.43％，較 2012 年上升 0.08％。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5469&ctNode=5624&mp=1 
 
 台灣經濟研究院 1 月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經院」）2014 年 1 月 24 日指出，就近期國際經濟情勢觀

察，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對於全球經濟表現多偏向正面看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經濟學人信息社(EIU)、世界銀行(WB)等機構也在 1 月不約而同上調 2014

http://www.immd.gov.hk/tc/press/press-releases/20140116.html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13/P201402130521.htm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5469&ctNode=5624&mp=1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 0.1％到 0.2％，環球透視機構(GI)亦分別上調美國及歐元區經

濟成長率 0.2％及 0.1％。在結構上，以美國為首的復甦格局仍然不變，歐洲經濟

也至谷底回升。而亞洲的部分，日本經濟持續穩步成長，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調整

已見初步成果，全球景氣較 2013 年底更為樂觀。反映在台灣廠商表現，根據台

經院對 12 月營業氣候測驗點調查結果，製造業及服務業均止跌回升，營建業的

部分則是持續上揚。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4 年 2 月 6 日發布 1 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urchase Management Index，簡稱 PMI）為 54.1％，較 2013 年 12 月指數微幅

上升 0.5％。存貨數量指數的攀升是本月台灣製造業 PMI 呈現擴張速度加快的主

因。PMI 組成之五項指標中，新增訂單數量、生產數量、人力雇用數量與現有原

物料存貨水準皆呈現擴張，供應商交貨時間維持上升（高於 50％）。完整報告

請參閲以下網頁：http://www.cier.edu.tw/ct.asp?xItem=20191&CtNode=272&mp=1 
 
 台灣「主計總處」1 月「物價變動概況」 
 
台灣「主計總處」2014 年 2 月 6 日發布 1 月份「物價變動概況」，1 月份消費者

物價總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為 103.19（2011 年=100），較 12 月漲 0.24
％，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 0.10％；較 2013 年同月漲 0.76％。1 月份躉售物

價總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為 96.89（2011 年=100），較 12 月漲 0.63％，

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 0.34％；較 2013 年同月漲 0.42％。詳細內容請參閲以

下網頁：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5531&ctNode=5624&mp=1 
 
 商業發展研究院 12 月份「商業服務業景氣指標」 
 
台灣商業發展研究院 2014 年 2 月 6 日初估 2013 年 12 月份「商業服務業景氣指

標」（Index of Service Industry，簡稱 ISI）為 100，燈號為代表景氣「穩定」的

綠燈；而 11 月 ISI 指數修正後為 100。12 月份在年節活動的帶動下，全球景氣

皆有好轉趨勢，且國際市場需求增加帶動台灣出口成長。在內需方面，由於年終

節慶刺激民眾消費意願，零售及餐飲業營業狀況持續活絡，使得商業服務業景氣

狀況穩步上揚。觀察 2014 年 1 月的景氣概況，在全球景氣持續回溫，民眾投資

信心持續上升，且農曆年節假期消費熱潮的帶動下，商業服務業景氣持續看好。

相關報導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cdri.org.tw/ContentView.aspx?ContID=e6a82cad-2ff7-4a62-9ef1-493c10270e3d 

 
 

http://www.cier.edu.tw/ct.asp?xItem=20191&CtNode=272&mp=1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5531&ctNode=5624&mp=1
http://www.cdri.org.tw/ContentView.aspx?ContID=e6a82cad-2ff7-4a62-9ef1-493c10270e3d


 台灣「財政部」1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台灣「財政部」2014 年 2 月 10 日發布 1 月份「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台

灣 1 月出口 243.1 億美元，較上月減 7.9％，較 2013 年同月亦減 5.3%；主因本年

1 月適逢農曆春節假期（上年為 2 月），比較基礎不一所致；經調整季節變動因

素後，較 2013 年同月增 0.1%。台灣 1 月進口 213.4 億美元，較上月減 11.8％，

較 2013 年同月亦減 15.2％；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較 2012 年同月減 3.6%。

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5061&ctNode=2449&mp=1 
 
2. 台灣近期經貿措施及法規更新 
 
 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台灣「勞工委員會」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於 2013 
年 12 月 10 日發布。其中第 31 條規定境外留學生正式入學修習科、系、所課程，

經就讀學校認定，得從事與其所修習課程與語言有關之工作；第 33 條規定境外

人士申請工作許可，應備之文件。另該修正案刪除原定須入學一學期及學業成績

優良，始得申請工作許可之規定。相關說明及條文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123&no=123&level=B 
http://laws.cla.gov.tw/Chi/FLAW/FLAWDAT0201.asp 

 
 台灣將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 
 
台灣當局為留用在台就學之境外學生，放寬香港或澳門學生畢業後工作居留一定

期間，得申請定居，且參酌世界各地移民制度與入出境及移民法，並為避免難以

預期之衍生人口，及提高投資移民所帶來之經濟效益，於 1 月 28 日發出公告，

建議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其要點

如下： 
 刪除香港或澳門居民其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在台設有戶籍者、匯入等值

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上存款滿一年者，得申請居留之規定；提高投資居留門

檻至新台幣 1,000 萬元。 
 為吸引及留用台灣所培育之高等教育人才，增列大學以上之香港或澳門學

生畢業後，經許可居留滿五年，且符合每年在台居留逾 183 日，以及最近

一年於在台平均每月收入逾台灣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兩倍者，得申

請定居。目前台灣的基本工資為新台幣 19,047 元，兩倍為 38,094 元。 
該修正草案之公告及新舊條文對照表，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5061&ctNode=2449&mp=1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123&no=123&level=B
http://laws.cla.gov.tw/Chi/FLAW/FLAWDAT0201.asp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021/ch02/type3/gov10/
num3/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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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貿易發展局活動資訊 
 

香港貿易發展局將在 2014 年 3 月舉行下列展覽會： 
 
 2014 年 3 月 3 至 7 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http://www.hktdc.com/fair/hkdgp-tc/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html 
 
 2014 年 3 月 5 至 9 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珠寶展」 
http://www.hktdc.com/fair/hkjewellery-tc/HKTDC-Hong-Kong-International-Jewelle
ry-Show.html 
 
 2014 年 3 月 24 至 27 日「香港國際影視展」  
http://www.hktdc.com/fair/hkfilmart-tc/香港國際影視展.html 
 
如欲取得更多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所舉辦的活動資訊，請至下列網址瀏覽：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展覽事務.htm，亦可致電 (886)-2- 
8788-4545 或發函至電子信箱 Taipei.office@hktdc.org 向香港貿易發展局台灣辦

事處查詢。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021/ch02/type3/gov10/num3/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021/ch02/type3/gov10/num3/Eg.htm
http://www.hktdc.com/fair/hkjewellery-tc/HKTDC-Hong-Kong-International-Jewellery-Show.html
http://www.hktdc.com/fair/hkjewellery-tc/HKTDC-Hong-Kong-International-Jewellery-Show.html
http://www.hktdc.com/fair/hkfilmart-tc/香港國際影視展.html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展覽事務.htm
mailto:Taipei.office@hkt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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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摘錄 
 

類別 指標 統計期 數值 
勞工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 10/2013–12/2013 3.2％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3 年 12 月 0.0％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3 年 12 月 +4.3％ 
 

更多香港經濟數據，請參閲以下網址：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2.  香港 2013 年末季失業率跌至 3.2％ 
 
香港統計處 1 月 20 日公布，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 2013 年 9 至 11 月的 3.3
％下跌至 10 月至 12 月的 3.2％。同期總就業人數增 17,700 人至 3,760,400 人，

總勞動人口亦增約 8,900 人至 3,878,800 人。不經季節性調整失業人數減 8,800
人至 118,400 人。勞工市場去年 10 至 12 月持續緊張。隨着勞工需求在接近年底

的節慶期間上升，總就業人數攀升至紀錄新高。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輕微下跌

至 3.2％，是 2012 年年底以來最低。相關報導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archive.news.gov.hk/tc/categories/school_work/html/2014/01/20140120_163434.shtml 

 
3.  香港 2013 年 12 月基本通脹 3.9％ 
 
香港政府統計處 1 月 21 日公布，2013 年 12 月整體消費物價按年升 4.3％，與上

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單次紓困措施之影響，基本通脹率 3.9％，較 11 月份的 4
％低，主因新鮮蔬菜價格升幅收窄所致。2013 年全年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

年平均升 4.3％。剔除所有政府單次紓困措施之影響，相應升幅為 4％。12 月基

本通脹輕微回落至 3.9％，主因基本食品價格和私人房屋租金升幅放緩所致。2013
年全年合計，基本通脹率平均 4％，低於 2012 年的 4.7％。輸入通脹仍然輕微，

加上去年新訂住宅租約租金升幅放緩，短期應有助減低通脹上行風險。相關報導

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archive.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4/01/20140121_163010.shtml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http://archive.news.gov.hk/tc/categories/school_work/html/2014/01/20140120_163434.shtml
http://archive.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4/01/20140121_163010.shtml


4.  香港 2013 年 12 月進口額微升 
 
香港政府統計處 1 月 27 日公布，2013 年 12 月香港整體進口貨值上升 1.8％，整

體出口貨值則與 2012 年同期相若。2013 年 12 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 3,109 億港

元，其中轉口貨值 3,063 億港元，升 0.1％；港產品出口貨值 46 億港元，跌幅 7.9
％。同期商品進口貨值 3,652 億港元，同比增長 1.8％。該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544 億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4.9％。2013 年全年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升 3.6
％，其中轉口貨值升 3.8％，港產品出口貨值則跌 7.6％。年內商品進口貨值上升

3.8％。全年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5,010 億港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2.3％。2013
年 12 月商品出口貨值與 2012 年同期相若，主要是由於比較基數較高。經季節性

調整後，出口在第四季錄得明顯的按季增長，反映外圍環境近月有所改善。相關

報導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4/01/20140127_164220.shtml 
 

 

~~~~~~~~~~~~~~~~~~~~~~~~~~~~~~~~~~~~~~~~~~~~~~~~~~~~~~~~~~~~~~~~~~~~~  

查詢 

~~~~~~~~~~~~~~~~~~~~~~~~~~~~~~~~~~~~~~~~~~~~~~~~~~~~~~~~~~~~~~~~~~~~~ 

如對《港台經貿通訊》所載內容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本辦經貿關係經理鄺紹昌先

生聯絡［電話： (886)-2-2720 0858 分機 19；傳真：(886)-2-2720 8658；電郵：

sckwong@hketco.hk］。 

+++++++++++++++++++++++++++++++++++++++++++++++++++++++++++++++++++++ 

免責聲明：《港台經貿通訊》是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爲公衆提供的資訊服務，

資料搜集自相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他機構等管道，僅供參考之用。所載資料已

經力求準確，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招致的

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 

若不欲再收到我們以電郵形式發放的《港台經貿通訊》，請以標題為「取消訂閱

通訊」的電郵至 sckwong@hketco.hk 通知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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