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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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台灣各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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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經貿資訊  

~~~~~~~~~~~~~~~~~~~~~~~~~~~~~~~~~~~~~~~~~~~~~~~~~~~~~~~~~~~~~~~    
 
1. 港連續 22 年膺最自由經濟體 
 
香港連續 22 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評選為全球最自由

經濟體。傳統基金會於 2 月 2 日公布 2016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2016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Report），香港今年總評分為 88.6 分，較去年低一分，但

遠高於全球平均的 60.7 分。在十項評估因素中，香港有七項取得 90 分或以上的

佳績，而在「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三方面更蟬聯榜首。傳

統基金會讚揚香港奉行穩健的經濟政策、市場高度對外開放、恪守財政紀律、擁

有穩定和透明的司法制度，且充分保障產權，令香港能夠保持國際商業樞紐和金

融中心的領先地位。相關報告及新聞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heritage.org/index/ranking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6/02/20160202 101757.shtml 
 
2. 港加簽署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 
 
香港於2月11日與加拿大簽署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進一步鞏固兩地經貿聯繫。

根據協定，雙方政府須為對方投資者提供多項保障，包括公正、公平和非歧視性

對待其投資、容許投資和收益自由轉移至外地等。協定也規定投資爭端可按國際

認可的規則解決。相關新聞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6/02/20160211 1032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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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資訊  

~~~~~~~~~~~~~~~~~~~~~~~~~~~~~~~~~~~~~~~~~~~~~~~~~~~~~~~~~~~~~~~    
 
1. 台灣經濟景氣概況和預測 
 

 台灣 12 月就業數據 
 
台灣「主計總處」於 1 月 22 日發布新聞稿，2015 年 12 月就業人數為 1,124.2 萬

人，較上月增加 7 千人或 0.06%；失業人數為 45.3 萬人，較上月減少 4 千人，其

中初次尋職失業者減少 2 千人；失業率 3.87%，較上月下降 0.04%，較 2014 年

同月則升 0.08%；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之失業率為 3.88%，較上月上升 0.04%。

2015 年就業人數平均為 1,119.8 萬人，較 2014 年增加 11.9 萬或 1.08%。失業人

數平均為 44 萬人，較 2014 年減少 1.7 萬人或 3.64%；失業率平均為 3.78％，較

2014 年下降 0.18%。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9126&ctNode=5624&mp=1 
 
 台灣經濟研究院 12 月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台灣經濟研究院 1 月 25 日指出，觀察近期景氣走勢，油價及全球股市下跌，使

國際經濟進入 2016 年便瀰漫保守的氣氛，主要機構也下修對 2016 年全球經濟成

長預測。其中美國升息後，經濟表現能否持續穩定，加上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等新

興經濟體持續降溫，以及中東地區政治紛擾等不確定因素，都為未來國際經濟投

下新變數。在台灣部分，雖然 2015 年底旺季效應拉抬消費，但貿易表現仍然不

佳，且 2016 年選後政局進入交接磨合期。綜合考量上述因素，使得台灣廠商對

景氣看法仍顯保守，台經院將 2016 年台灣經濟成長預測率修正為 1.57%，與 2015
年 11 月公布之 1.84%相比，降幅為 0.27%。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中華經濟研究院 1 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中華經濟研究院 2 月 1 日發布的 1 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簡稱 PMI）攀升 4.7%至 51.3%，由前月緊縮轉為擴張，主因是

農曆年前新增訂單與生產數量指數上升。五項組成指標中，新增訂單數量與生產

數量由緊縮轉呈擴張，人力雇用數量與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持續緊縮，供應商交

貨時間由下降轉為上升（高於 50.0%）。相關新聞稿及完整報告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cier.edu.tw/content.asp?mp=1&CuItem=20191 



 
 台灣「發展委員會」發布「當前經濟情勢」 
 
台灣「發展委員會」2 月 4 日發布「當前經濟情勢」簡報，結論如下： 
 2016 年初以來，先進國家經濟持續復甦，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國際

油價重挫，增添全球景氣疑慮。近來各國際經濟機構相繼調降今年全球經濟

成長率預測，顯示全球經濟仍潛存若干下行風險。 
 台灣方面，去年第 4 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0.28%，雖連續兩季呈現負成

長，但跌幅已較第三季縮小，且季調年率（Seasonally Adjusted Annual Rate）
回復正成長，顯示經濟出現止跌回穩跡象。展望今年，根據境內外主要機構

最新預測，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介於  1.5%~2.4% 間，可望優於去年的 
0.85%。 

 為因應全球經濟不確定風險仍高，台灣當局將加強「經濟體質強化措施」與

「消費提振措施」等的推進力道，擴大公共支出，並致力打造產業與出口新

模式，以穩定經濟發展。 
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s://www.ndc.gov.tw/News Content.aspx?n=8E8FA34452E8DBC2&sms=40C8F
F59B01AC562&s=7146BDF2A5213B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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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公布 2015 年 12 月份「商業服務業景氣指標」

（Index of Service Industry，簡稱 ISI）分數為 93，維持代表「趨向低迷」的黃藍

燈。推估 2016 年度 1 月 ISI 指標分數維持 93，2 月則回升至 94，仍將維持黃藍

燈，主因為國際油價持續低檔，台灣進出口表現不佳及亞洲貨幣競貶與中國大陸

景氣不明，間接影響商業服務業動能以及消費趨於保守。分析 2015 年 12 月商業

服務業景氣狀況，台灣 12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與上月相較下降 2.59 點至 81.61，
主因為衣著類、食物類與交通類下降幅度較大，影響整體商業服務業表現。12
月份商業服務業相關股價指數小幅提升，惟其成交量相較上月成長仍顯不足，顯

示證券市場動能不足；然台灣當局之提振消費措施，聯合網路購物平台業者，針

對 12 月歡慶聖誕，進行節慶行銷以刺激台灣商業服務業之提升。不過，全球經

濟情勢不佳直接與間接影響台灣，因此於證券市場、人力薪資與營運實況三方面

指數皆微幅下降，使得 12 月份商業服務業景氣維持「趨向低迷」狀態。相關報

導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cdri.org.tw/content/cycle/cycle01 in.aspx?CType=1&sid=49 
 
 
 



 
 台灣 1 月「物價變動概況」 
 
台灣「主計總處」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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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月跌 0.56％，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跌 0.22
％；較上年同月漲 0.81％。1 月份躉售物價總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較

上月漲 0.06％，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漲 0.44％；較上年同月跌 4.82％。詳細內

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39193&ctNode=5624&mp=1 

 
 台灣 1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 
 
台灣「財政部」2 月 16 日發布 1 月份「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速報」，台灣 1 月

出口 222.0 億美元，較上月減 1.6%，較上年同月減 13.0%。台灣 1 月進口 186.9
億美元，較上月增 1.4%，較上年同月減 11.7%。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mof.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281&pid=68987 
 
2. 台灣近期經貿措施及法規更新 
 
 台灣與義大利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生效 
 
台灣「財政部」2 月 15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台灣與義大利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

及防杜逃稅協定，經雙方完成相關程序後，於去年 12 月 31 日生效。該協定主要

由所得來源地對各類別所得提供合宜之減免稅措施，以消除重複課稅，甚至減輕

稅負；依據該協定第 30 條規定，其適用日期屬就源扣繳稅款（例如：股利、利

息、權利金），為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金額；屬其他所得稅款（例如：

結算申報稅款），為課稅年度始於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應課徵之稅額，相關內

容請參閲以下網頁： 
http://www.mof.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37&pid=6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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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貿活動快訊  

~~~~~~~~~~~~~~~~~~~~~~~~~~~~~~~~~~~~~~~~~~~~~~~~~~~~~~~~~~~~~~~    
 
1.  香港貿易發展局活動資訊 
 

香港貿易發展局 2016 年 3 月將在香港舉行下列展覽會及會議： 
 

 3 月 1 至 5 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http://goo.gl/Ct8mQS 
 

 3 月 3 至 7 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珠寶展」http://goo.gl/chxQOP 
 
 3 月 14 至 17 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影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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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所舉辦的活動資訊，請參閲下列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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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經貿統計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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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 年 10 月–12 月 3.3％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5 年 12 月 –1.1％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5 年 12 月 +2.5％ 
 

如欲了解更多香港的經濟數據，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3. 香港去年第四季失業率維持 3.3% 
 

香港政府統計處1月19日公布，2015年10至12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為3.3%，

與 9至 11月的數字相同，就業不足率則上升至 1.4%。同期總就業人數為 3,803,900
人，較 9 月至 11 月增加約 13,300 人；勞動人口增加約 5,800 人，至 3,925,500
人。儘管去年全年勞工市場整體保持穩定，但短期經濟前景有顯著下行風險，尤

其是訪港旅遊業持續弱勢。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school work/html/2016/01/20160119 164158.shtml 

 
3. 香港 12 月通脹 2.5% 
 
香港政府統計處 1 月 21 日公布，2015 年 12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2.5%，

稍高於 11 月的 2.4%升幅。剔除政府紓困措施影響後的基本通脹率為 2.4%，與

11 月相若。12 月通脹維持溫和，全年合計基本通脹率平均為 2.5%，低於 2014
年的 3.5%。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6/01/20160121 164029.shtml 
 
4. 香港 12 月出口貨值跌 1.1% 
 
香港政府統計處 1 月 26 日公布，2015 年 12 月香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跌 1.1%，

整體進口貨值則跌 4.6%。12 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 3,092 億港元，其中轉口貨

值按年跌 1.1%至 3,055 億港元，港產品出口貨值按年跌 8.1%至 37 億港元。同月

進口貨值按年跌 4.6%至 3,549 億港元，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457 億港元，相等於商

品進口貨值的 12.9%。經季節調整的數字顯示，2015 年第四季與對上一季比較，

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大致維持不變，其中轉口貨值也大致不變，港產品出口貨值則

下跌 2.2%。期內，商品進口貨值上升 0.2%。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6/01/20160126 165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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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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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