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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台灣政府採購研討會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eminar

6月11日， 歐洲經貿辦事處與台灣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首次舉辦歐盟台灣政府採
購研討會，由法國在台協會與捷克經濟文
化辦事處協辦，共計150人與會．

此次研討會旨在讓雙方就政府採購交換意
見與經驗，進而增進相互認識並且以提高
納稅人利益以及政府工程品質為最終目
標，尤其是透過擴大各國參與投標，帶來
更多競爭．

政府採購品質對於一經濟體之發展程度有
直接影響，政府採購品質佳有助於大幅提
升生活品質與經濟競爭力，相反地，若管
理不當，則將阻礙或嚴重削弱一國經濟的
發展潛力．
 
台灣新政府宣布未來八年將投入1300億
美元打造更為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包括擴
建桃園與台中機場、更新東部鐵路以及建
置無線高速公路等．

多年來，歐盟興建了多項品質一流之公共建設，如高
鐵、高效率機場、先進港口等，對於提升歐洲競爭力
有莫大貢獻．過去幾年，歐盟企業曾參與台灣多項政
府採購案，包括捷運以及水或能源供給工程．

歐盟是全球最大經濟體，政府採購總額佔GDP超過
10%．這塊市場已開放給台灣企業參與各項產業之建

設，而台灣企業在許多領域如資訊科技、公共設備或
工程等具有卓越競爭力．鼓勵歐盟與台灣公司參與雙
方之政府採購案是一長期共同目標，此外亦包括提供
適當之法令環境以利參與．

歐盟與台灣之雙邊關係穩定成長，除了貿易以外，交
流的範圍擴及至雙方皆有興趣的領域如科學研究、高
等教育、智慧財產權、標準規章與認證以及環境保護
等議題．除此之外，此次政府採購研討會將政府採購
加入歐盟與台灣日後密切合作的領域之一．

為參加此次研討會，有多位講者遠自
歐洲而來，包括：捷克交通部副部長

、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與服
務總署處長Bertrand Carsin、法國政府都
市規劃設計師 、歐盟
委員會政策規劃專員  與 

、歐洲公共行政研究院資
深研究員Rita Beuter．除此之外，台灣通
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同時亦是
歐洲商務協會採購與專案委員會主委黃
台芬女士，對於本次研討會貢獻良多．

本次研討會所有演講內容可以自歐洲經
貿辦事處網站免費下載，網址為 

 ．
請點選  
「歐盟與台灣」→ 「貿易法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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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This event was co-sponsored by the French Insti-

The aim was to exchang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n 

thanks to more competition through increased interna-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r, on the contrary, where 

-
vest US$130 bn over the next eight years to modernise 
Taiwan’s infrastructure, e.g. for extensions of the Tao-

-

-

or state-of-the-art harbours, that contributes to Europe’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ast, EU companies have suc-

-
-

represents more than 10% of GDP in the EU. This huge 
-

-

companies from the EU and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gov-

-

their participation.

these, the GP Seminar adds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歐盟政府採購概況

‧政府採購約佔歐盟GDP之17%，相當於2兆
歐元  
‧2002年有16%之政府採購案(以金額計)已
以23種語言刊載於歐盟公報(簡稱OJ)、政府
標案電子日報 (簡稱TED)
‧刊載於OJ之採購案預估總額由1993年之
590億歐元增加到2004年之2,700億歐元 
‧跨國採購佔10%
‧歐盟法規適用於30個國家：歐盟成員國、
挪威、冰島與列支敦斯登 

摘錄於 Rita Beuter 演說，標題為“歐洲政府採

購政策與經驗”

Viaduc de Millau 
Picture courtesy of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Photo F. de La M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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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on procurement

Extract from the presentation “Europea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between the EU and Taiwan.

-
-

-

Senior Partner at Baker & McKenzie Taiwan, co-chair of 
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pei’s Procure-

to the seminar.

-
ed free of charg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Eco-

Forth Road Bridge, Edinburgh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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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歐盟-台灣經貿投資概況 

6月 3日，歐洲經貿辦事處召開記者會，發表年度出版品「歐盟－台灣經貿投資概況」． 

本出版品中提到，依據台灣以美元計算的數字顯示，歐盟與台灣之間的貿易在2007年增加10% ，不過歐洲統
計局的數字仍停留在390億歐元．其中落差主要歸因於歐元匯率升高，不過這兩個數據也顯示雙邊貿易並未受
到太多匯率波動影響．

台灣依然是歐盟第13大貿易夥伴，但是與歐盟貿易成長幅度卻不及其他貿易夥伴．歐盟對台灣出口總額低，
顯示貿易逆差仍存在，台灣扮演歐盟主要貿易夥伴的地位日漸衰退．

從出口結構中可以看出，歐盟對於台灣經濟成長至關重要．此外，歐盟亦成為台灣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佔
2007年所有外國直接投資之25%，新增投資達70億美元，相較之下，來自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佔19%，日本
則為 16% ．

歐盟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同時亦是台灣第四大出口市場，僅次於中國、日本與美國．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李
篤強調，台灣必須開放市場以便提供歐洲企業進入管道．台灣政府必須除去貿易障礙，尤其是對於歐洲食品
如肉類的限制，因為歐盟在這類出口具有高度利益．處長李篤表示，歐盟對於台灣經濟深具信心，也欣見兩
岸關係有正面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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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Energy-using Products (EuP) Directive on 
Taiwan industries and the responsive action of the IDB

-

Directive (Eco-design of Energy-using Products Direc-
tive, 2005/32/EC) has impacted Taiwan’s industries to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EuP Directive and 

Bureau (IDB) under the Taiwanese Ministry of Eco-

to Taiwan’s industries and initiated the “2008 Inter-

-

-

-

production. 

-

-

-

products/components, such as computers, PCBs and 

-

companies.

In order to integrate and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do-
-

-

-

-
-

-

any own-brand manufacturers (OBMs) be affected, but 

-

-

-
-

wards green products.

-



Energy-using Products (EuP) Directive

依歐盟統計資訊局(Eurostat)資料推估，2007年台灣銷往

歐盟境內的能源使用產品年產值應超過2,000億元新台

幣(第一階段14類優先管制產品)，尚不包含台灣廠商提

供美、日等跨國大廠產品零組件或為其代工，而最終產

品也將輸入歐盟之產值，故推估EuP指令對台灣產業的

影響可達6,000億元。

由於EuP指令之重要性及其可能影響的產品/產業範圍

廣大，故經濟部工業局為協助台灣產業有效因應歐盟

EuP指令，特於本(97)年度「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與清潔

生產輔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項下，積極提供產業

相關協助。具體作法包括：推動EuP指令之因應輔導、

開發因應技術工具、提供最新動態資訊及相關宣導訓練

等工作。其中，在工廠輔導部分，將以提供體系縱向輔

導、產品的橫向輔導以及查核輔導等3種輔導機制，輔

導家數逾400家，預計可影響之輸歐產值將達1,500億元

新台幣。

其中「體系輔導」擬遴選13家系統廠或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廠，提供該廠及其重要部件供應商，

完成輸歐產品之Eco-profile，以符合EuP指令之實施方法

與生態化設計要求。而「產品推廣輔導」，則是針對如

電腦、電路板、顯示器等重要關鍵產品/組件製造廠，提

供因應協助，並將相關經驗於同業中推廣擴散。「查核

輔導」則係針對歐盟已公告實施方法(含草案)之產品業

者，主動展開EuP指令因應符合性之查核，並提供未能符

合者相關輔導/訓練/諮詢等服務。目前，本計畫正經由

公開程序徵選輔導廠商，歡迎業界積極申請。

另為整合提高國內因應歐盟EuP指令之輔導能量，將開

辦EuP輔導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以培訓EuP輔導人員，並

進行輔導經驗的移轉。同時，將徵選具備EuP輔導能力

之輔導單位，共同參與輔導工作。此外，本計畫亦將推

展因應EuP的工具開發、實務研習會、技術手冊編輯等

工作，期能提供產業全方位之協助，以有效因應國際趨

勢，提高產業競爭優勢。相關徵選與活動資訊，敬請查

詢清潔生產資訊網(http://proj.moeaidb.gov.tw/cpnet/)。

基於全球市場結構的高度依存，故看似區域性的歐盟

EuP指令，卻牽制全球產業，特別是對以外銷為導向的

台灣產業。除了產品直接銷售歐盟的自有品牌業者受到

EuP指令的影響外，國內高比例提供零組件予跨國大廠

者，或為跨國大廠代工的相關廠商，也將因為最終產品

可能輸入歐盟市場，而逃不開EuP指令的規範。

放眼全球趨勢，歐盟EuP指令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企

業的環保實力以及綠色產品的開發，將是下一波的核心
競爭力，綠色市場的大門將歡迎已完成準備的贏家。
以台灣在全球整合供應鏈所占的位置，政府與產業絕
對必須積極努力，正視這股新興的綠色潮流。

歐洲經貿辦事處感謝經濟部工業局授權本處刊登此文
章 。 進一步EuP指令資訊請參考 

歐盟EuP指令對產業之影響及台灣工業局因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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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leo Masters大賽：台灣今年首度參賽
歐洲伽利略衛星創新應用大賽開放澳洲與台灣參賽

衛星定位已經成為導航
的必要標準與工具．正
如同GPS之於美國、GLO-
NASS之於俄羅斯， 伽利
略則是歐洲所規劃建置
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簡
稱GNSS)．

為提供最先進精確的服
務，歐洲全球導航衛星
系統製造商期望能受惠
於伽利略衛星創新應用
大賽（ESNC）Galileo 
Mas te r s獎項得主所提
出的創新商業構想，孕
育更多創新衛星導航應
用．此項全球性的競賽
旨在鼓勵對科技愛好者
為伽利略研發新應用領
域．自2004年首度舉
辦以來，這項年度競賽
已經吸引歐洲各地超過
八百位參賽者貢獻他們
的創意，也因而奠定其
在衛星導航領域的智庫
地位．

歐洲伽利略衛星創新應用大賽堂堂邁入第五個年頭，今年還加入新參賽區域以及主題．今年的競賽時間是
從2008年5月1日至7月31日止，預計有超過80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專家提出創新構想．今年，Galileo Mas-
ters大獎首度跨出歐洲，有台灣與澳洲共襄盛舉．

總冠軍Galileo Masters 獎項主要針對公司、企業家、研究人員、研究機構以及大專院校．得獎者可以依照
個人喜好在歐盟27國中挑選育成中心，獲得長達12個月的使用權，將構想付諸研發．台灣首屈一指的研
發機構工研院，將把獎項頒發給最能將伽利略精準定位與時間訊號的特性與遊戲結合的參賽者． 

衛星導航的吸引力，從參賽人數之踴躍即可見一斑．台灣的參賽對於此競賽以及台灣的研究機構與創新研
發人員來說具有高度重要性．藉由參加歐洲伽利略衛星創新應用大賽，主辦單位期望台灣參賽者能規劃出
一個具有成長潛力的衛星導航應用市場．對於台灣的研發機構來說，此項競賽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讓台
灣的創意與國際社會接軌，對台灣的科技產業深具意義． 

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旨在服務民間而非作為軍事之用，而其定位以高緯度國家如多數歐洲國家為主，也是
其獨特之處．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應用範圍廣泛，包含無線通訊，醫療服務，運輸導航系統等．衛星導航
市場發展潛力無窮，預計在2025年，總計有31億人將使用這項科技，年產值達4,700億歐元

4月9日，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李篤與工研院院長李鍾熙召開記者會，宣布本競賽正式起跑．經濟部次長施
顏祥、ESNC主席Thorsten Rudolph 以及經濟部技術處處長杜紫軍也出席了記者會．

歐洲經貿辦事處預祝此項競賽圓滿成功，也期待看見台灣優秀參賽者提出具有創意的應用構想． 

相關資訊請見Galileo Masters網站：
http://www.galileo-masters.eu 

Picture above courtesy to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

-

-

-

-

-

-

-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e EETO wishes this competition great success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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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學生自製短片，將於AthenaWeb播放

AthenaWeb10

Athenaweb 是世界頂尖的科學資訊影音交流平台，成
立於2005年．此歐洲得獎入口網站提供科學家與科
學通訊專門領域一個獨特的平台，範圍包括各公共及
私人研究機構、實驗中心、大學以及電視電影界 (廣
播人、記者、紀錄片導演、獨立製作人、科學組稿編
輯等)．其貢獻網脈廣佈科學界、全球電視機構以及
多達800位註冊的專業使用者。

2008年七月底起，Athenaweb將會播放由政治大學學
生近期製作的一系列短片，此第一支在AthenaWeb上
播放的學生製作節目乃名符其實的”首映”。開拓新
的領域以及將科學主題帶入有趣的模式和創新的論述
都是Athenaweb首創的發展，接下來更將於今年度推
出一國際科學學生網路影片競賽。

AthenaWeb 係由歐洲委員會研究總署贊助成立，由布
魯塞爾媒體總部Lab To Media經營．歐盟對於此計畫
的贊助宗旨在於鼓勵科技傳播交流、展示各類頂尖的
科學電視素材、促進科學新知在電視及新媒體上流通
傳播、以及創造有利環境並使科學研究與創新能在
歐洲與其他地區蓬勃發展．政治大學與Athenaweb的
協議即為過去幾年來雙方良性合作的成果，特別是
2008年1月份在台北舉辦的國際年度科學傳播會議。
這項由政治大學學生所進行的短片製作計畫，是國科
會人才培育計畫的成果，宗旨在鼓勵主修科學相關學
科的大學生 (如科學、工程、醫學、農業等)盡情發揮
創意，製作屬於自已的影片．學生必須組隊參加、依
據主題撰寫劇本、拍攝影片，並且進行必要研究、訪
談、剪接以及配音． 

科學人才培育計畫的宗旨在讓學生能發揮所長，訓練
優秀科技與傳播媒體人才，著重於培養每位學生的專
業技能，同時善用現今發達的傳播科技．

從政治大學學生所製作的短片可看出，學生對於所選
科學主題具有深刻認識，同時在輕鬆的氣氛下展現團
隊合作默契．不過，在幽默之餘，學生並未忽略本計
畫所強調的科學主題．舉例而言，有一組學生以嘻哈

舞者詮釋核能發電的過程、還有學生以偵探片的手法
介紹粉塵爆炸的成因，另外有一部短片則是藉由一名
充滿抱負的歌手的故事，提供關於聲學效果的資訊．
即使是對於科學所知不多的觀眾，都能從日常生活中
找出解釋這些科學現象的答案． 

本計畫是由政大廣電系主任與國科會科學傳播計畫主
委關尚仁教授主持．廣電研究所學生兼專案助理顏雅
文表示，「由於劇本是我們自己撰寫的，短片中的場
景都是我們熟悉的地方如校園」 ．「此外，在密切
合作的過程中，也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日後在年度傳
播大會上還會再相聚」．

AthenaWeb 與科學人才培育計畫不但提供了有效介紹
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涵蓋國內外文化與教育等面向，
有助增進對於外國文化的認識．影片製作具有無限可
能性，每個人都有機會藉此發揮才能與創意．歐洲
經貿辦事處欣見Athenaweb與政治大學的這項創新合
作． 
政治大學學生所製作的影片將於近期在Athenaweb上
播放，網址為 http://www.athenawe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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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 by Chengchi University students on AthenaWeb 

-

independent producers, science commissioning editors, 
etc.). It has a broad network of contributing science and TV 

-

-

-

on AthenaWeb. Breaking new ground, and providing excit-

-

AthenaWeb is support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content on TV and new media, and setting the scene for 
scienc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o prosper in Europe and 

-

-

T -

-

required to form their own teams, create their own scripts 

do the necessary research, interviews, editing and dubbing 

-

-
-

-

-

-
-

director of the Taiwan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Since we write our own scripts, the scenes shown in the 

-

-

-
nite expansion, giving everyone an opportunity to harness 

the innova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Athenaweb and the 
NCCU.



admin-taiwan@ec.europa.eu

The Netherlands  Leiden 荷蘭   萊頓
萊頓位於荷蘭西部，而西部為
荷蘭的政治、文化與經濟中
心．萊頓是一個充滿活力、多
采多姿的城市，同時亦擁有悠
久豐富而曲折的歷史．

在16世紀，萊頓發展成為
印刷廠、出版社與書店聚集
的重鎮．到了17世紀黃金
時代，萊頓成為荷蘭第二大
城，而當時阿姆斯特丹則僅是最大的城市．後來，萊頓成為荷蘭的紡織業中心．羊毛生產 (“laken”) 相當發
達，很快地萊頓的羊毛成為歐洲最搶手的商品．曾是紡織貿易中心的拉肯霍爾( Lakenhal)，如今成為著名的美
術博物館．

在20世紀， 傳統羊毛產業逐漸沒落．如今，萊頓則以生命科學與服務業著稱．

漫步在悠美的歷史古城中，映入眼簾的是令人讚嘆的運河網絡以及旁邊的紅磚小道．萊頓有超過3,000座古
蹟，其中包含荷蘭最古老的劇院．萊頓一直是畫家的靈感來源，著名的荷蘭畫家林布蘭便是生於萊頓，且在
萊頓一直住到26歲，他的許多重要畫作便是在這段時間所畫的． 直到今日，這座美麗的城市以及那17世紀
建築仍是許多藝術家的最愛．

萊頓大學亦頗負盛名，成立於1575年，是荷蘭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女皇碧翠斯與王儲威廉亞歷山大皆就讀
於這所大學．萊頓大學以法律、語言與醫學院聞名．全世界最古老的植物園之一Hortus Botanicus，便位於大
學的大禮堂旁邊．園內種植了超過一千種不同的熱帶與亞熱帶植物． 
近年來，生命科學在萊頓的學術與商業界的重要性日增，而商業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連結正是促成其蓬勃發展
的主因．萊頓生物科學園區，是荷蘭最大的生命科學園區，如今已吸引許多台灣企業與研究機構的注意．

-

-

-

-

the services sector. 

-

instit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