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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經貿通訊》2018年第 11期 

（2018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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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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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與亞投行簽署特別基金撥款協議 

 

香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

行」或 AIIB）於 10 月 22 日簽署「項目準備特別基金」的撥款協議。香港作為

亞投行的一員，將向亞投行「項目準備特別基金」提供 1,000萬美元資金，為低

收入國家提供支援。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22/P2018102200749.htm?fontSize=3  

 

 

2. 香港珠澳大橋 10月 24日通車 

 

港珠澳大橋於 10月 24日上午 9時正式通車營運。大橋落成後，不但成為粵港新

陸路口岸，也是首條連接港澳陸路交通的幹道，促進香港、澳門和珠三角西部的

經濟發展和聯繫。車輛取道大橋，可縮減往來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行車時間，減

省陸路客貨運成本和時間。原先由香港機場經陸路到珠海約需四小時，通車後則

只需 45 分鐘。預期大橋會將會發揮重要作用，促進珠三角西部以至大灣區內人

流、物流、資金流，以及技術協作。相關新聞公布及介紹短片請參閱以下網址： 

 

新聞公布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19/20181019_201647_654.html?type=

category&name=infrastructure  

 

港珠澳大橋介紹短片 

 全方位認識港珠澳大橋 https://youtu.be/LLw9ZPg6UvA   

 

http://www.hketco.hk/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22/P2018102200749.htm?fontSize=3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19/20181019_201647_654.html?type=category&name=infrastructur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19/20181019_201647_654.html?type=category&name=infrastructure
https://youtu.be/LLw9ZPg6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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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便利營商排名全球第四 

 

世界銀行（World Bank）10月 31發表《2019 年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9 Report），香港便利營商程度全球排名第四，較去年上升一級。該報告以十

項指標比較 190個經濟體在便利營商的整體表現，香港在「繳納稅款」和「申請

建築許可」兩項均排行第一，「取得供電」排行第三，「開辦企業」排行第五。

相關新聞公布和報告詳情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31/P2018103100992.htm?fontSize=3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19（英文網

頁） 

 

 

4. 香港與波爾多加強葡萄酒業合作 

 

香港與波爾多（Bordeaux）於 10月 27日簽訂諒解備忘錄，加強兩地在葡萄酒相

關教育和人力培訓合作。備忘錄鼓勵波爾多與香港相關培訓機構的夥伴合作，推

動兩地教育機構、酒莊和酒商提供培訓機會，以期滿足業界的人才需求。協作範

疇可包括聯繫活動、學生和員工交流計劃、獎學金、考察等。自 2008 年起，香

港與阿根廷、澳洲、智利、法國、德國、匈牙利、意大利、新西蘭、葡萄牙、羅

馬尼亞、斯洛文尼亞、西班牙和美國簽署相關葡萄酒合作協議。相關新聞公布請

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7/20181027_120105_664.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 

 

 

5. 香港與斐濟海關簽署合作安排 

 

香港與斐濟 10月 24 日簽訂海關互助合作安排，加強雙方在執法和便利貿易方面

的合作。在合作安排下，雙方通過資料互換，促進在便利貿易、進出口管制、精

簡程序等方面的合作，為合法商貿活動締造便利營商環境。香港海關至今與 25

個海關組織簽訂類似合作安排。相關新聞公布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4/20181024_181527_329.html?type=

category&name=law_order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31/P2018103100992.htm?fontSize=3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19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7/20181027_120105_664.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7/20181027_120105_664.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4/20181024_181527_329.html?type=category&name=law_order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4/20181024_181527_329.html?type=category&name=law_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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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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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灣經濟景氣概況和預測 

 

● 台灣 9月就業數據 

 

台灣「主計總處」10 月 22日發布新聞稿，9 月就業人數 1,144.9萬人，較上月減

少 1 萬人或 0.09%。9 月失業人數 44.7 萬人，較上月減少 1.4 萬人或 3.05%。9

月失業率 3.76%，較上月下降 0.11 個百分點，較去年同月亦降 0.01 個百分點；

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較上月則上升 0.01 個百分點。新聞稿詳細內容請參閲

以下網址：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435&ctNode=5624&mp=1 

 

 

●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台灣經濟研究院」10月 25日發布景氣動向調查月報，觀察近期國際情勢，儘

管美國今年以來經濟復甦力道強勁，推升就業市場與物價表現，使得利率攀升、

美元走強，但也間接導致資金從新興市場加速外流，加上近期地緣政治風險攀升，

影響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在台灣部分，受到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溫，傳統貨

品接單轉趨保守觀望，加以前期比較基準較高，出口增速明顯收縮，製造業廠商

對於當月與未來半年景氣看法多以保守看待；服務業方面由於傳統節慶消費旺季

已過，加上台股成交量萎縮，拖累相關業者對當月景氣看法；營建業方面年度公

共建設預算達成率與房屋開工率持續拉高，然不動產業 9月建物買賣移轉件數成

長有限，加上房市供給端不斷放大，與未來利率面臨變動的風險，影響廠商對景

氣看法以持平居多。調查月報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 「中華經濟研究院」10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11月 5日發布經季節調整後之 10月台灣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簡稱 PMI），續跌 2.1 個百分點至

51.8%。五項組成指標除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持平（指標值＝50.0%）外，其他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435&ctNode=5624&mp=1
http://www.tier.org.tw/forecast/foreca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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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皆高於 50%，顯示新增訂單、生產數量和人力僱用呈現擴張，而供應商交貨

時間亦上升。相關新聞稿及完整報告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www.cier.edu.tw/pmi 

 

 

● 台灣 10月「物價變動概況」 

 

台灣「主計總處」11 月 6日發布 10月「物價變動概況」，10月消費者物價總指

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 CPI）較上月漲 0.08%，經調整季節變動因素後

跌 0.16%；較去年同月漲 1.17%，1至 10月平均較去年同期漲 1.60%。10月躉售

物價總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簡稱WPI）則較上月漲 0.20%，經調整季節

變動因素後漲 0.51%；較去年同月漲 5.95%，1至 10月平均較去年同期漲 4.01%。

詳細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479&ctNode=5624&mp=1  

 

 

● 台灣 10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台灣「財政部」11 月 7 日發布 10 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台灣 10 月

出口 295.7 億美元，較上月減 0.2%，較去年同月增 7.3%；累計 1至 10 月 2,796.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8.0%。台灣 10月進口 262.1億美元，較上月增 3.6%，較

去年同月增 17.6%；累計 1至 10月 2,396.1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 12.5%。相關

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81690 

 

 

2. 台灣近期經貿措施及法規更新 

 

 修訂來台人士的居留規定 

 

台灣當局 11 月 1 日通過修訂有關來台就學僑生和外地人在台停留的相關規定。

根據修正後的規定，未來來台投資、工作的外地人及來台就學之僑生，於工作結

束或畢業後，可以申請延長居留，由現行 6 個月延長為 1年。相關新聞請參閱以

下網址：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55091&ctNode=29710&mp=1  

 

 

  

http://www.cier.edu.tw/pmi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43479&ctNode=5624&mp=1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281&pid=81690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55091&ctNode=2971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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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經貿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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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貿易發展局活動資訊 

 

香港貿易發展局將於 2018年 12月在香港舉行下列展覽會及會議：  

 

 12月 5至 7日「香港貿發局創智營商博覽」

http://m.hktdc.com/fair/smartbizexpo-tc/    

 

 12月 5至 7日「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特許經營展」 

http://m.hktdc.com/fair/hkifs-tc/  

 

 12月 5日「亞洲電子商貿峰會」

http://www.hktdc.com/ncs/aes2018/tc/main/index.html  

 

 12月 6至 8日國際創意設計展覽「DesignInspire」

http://www.hktdc.com/ncs/aes2018/tc/main/index.html  

 

 12月 6至 7日「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http://www.hktdc.com/ncs/bip2018/tc/main/index.html  

 

如欲取得更多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在香港舉辦的活動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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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他在香港舉行的會議及活動資訊 

 

 2019 年 1月 21 日至 25日「StartmeupHK創業節」 

https://www.startmeup.hk/（該活動只提供英文網頁） 

 

 

 

http://m.hktdc.com/fair/smartbizexpo-tc/
http://m.hktdc.com/fair/hkifs-tc/
http://www.hktdc.com/ncs/aes2018/tc/main/index.html
http://www.hktdc.com/ncs/aes2018/tc/main/index.html
http://www.hktdc.com/ncs/bip2018/tc/main/index.html
http://www.hktdc.com/info/trade-events/EX/tc/%E5%B1%95%E8%A6%BD%E4%BA%8B%E5%8B%99.htm
mailto:Taipei.office@hktdc.org
https://www.startmeu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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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輯分享 

 

 「香港貿易物流樞紐 屹立不搖」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econ_diversity_series/20181016.html  

 

 「初創企業和新興科技 推動香港新經濟」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global_views_monthly_2018/2018110

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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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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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7月– 9月 2.8% 

對外貿易 整體出口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9月 +4.5% 

物價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變動百分率) 2018年 9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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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失業率維持 2.8% 

 

香港政府統計處 10 月 19 日公布，7 至 9 月經季節調整的失業率為 2.8%，與 6

至 8月相同。總就業人數減少約 7,800人至 3,874,600人；總勞動人口減少約 7,400

人至 3,992,400 人。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19/20181019_165240_403.html?type=

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econ_diversity_series/20181016.html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global_views_monthly_2018/20181101.html
https://www.hketco.hk/tc/news/media_report/global_views_monthly_2018/20181101.html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19/20181019_165240_403.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19/20181019_165240_403.html?type=category&name=school_work&t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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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 9月通脹 2.7% 

 

香港政府統計處 10 月 23 日公布，9 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2.7%，高於 8

月的 2.3%升幅；剔除政府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為 3.1%，同樣高於 8月的

2.6%。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3/20181023_163748_663.html?type=

category&name=finance&tl=t 

 

 

4. 香港 9月出口貨值上升 4.5% 

  

香港政府統計處 10 月 25日公布，9月份香港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均錄得按年升

幅，分別上升 4.5%和 4.8%。繼 2018 年 8 月份錄得 13.1%的按年升幅後，2018

年 9月份商品整體出口貨值為 3,750億港元，較 2017年同月上升 4.5%。繼 2018

年 8月份錄得 16.4%的按年升幅後，2018年 9月份商品進口貨值為 4,227億港元，

較 2017 年同月上升 4.8%。2018年 9月份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477億港元，相等於

商品進口貨值的 11.3%。2018 年首九個月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較 2017 年同期上

升 9.2%。商品進口貨值上升 10.9%。2018 年首九個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 4,217

億港元，相等於商品進口貨值的 12.1%。相關內容請參閲以下網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25/P20181025003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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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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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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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3/20181023_163748_663.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news.gov.hk/chi/2018/10/20181023/20181023_163748_663.html?type=category&name=finance&tl=t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0/25/P2018102500353.htm
mailto:sckwong@hketco.hk
mailto:sckwong@hketco.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