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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2019年年底迄今，新冠肺炎(COVID-19)已於德國造成7百多萬人確

診，死亡人數超過11萬人，感染及死亡人數雖然比起其他歐洲國家稍

微輕微，惟為防堵疫情，德國持續實施軟、硬封鎖，嚴重影響人民作

息，本處也奉示實施分組分流，保障同仁健康，以維持戰力對外提供

服務，而實體僑界活動必須縮小規模，甚或取消或延期，對於僑務之

推動影響甚鉅，例如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原本於2020年5月間在

法蘭克福舉行，籌劃工作均已備妥，卻因為疫情必須取消，期間有關

旅館及會議地點取消幾番週折，幸好未造成損失。2021年年會則改為

線上會議於5月30日舉行。 

疫情期間，僑社透過線上取代實體之接觸，彼此互動，以視訊方式舉

行教學或商務研討會或分享養生經驗等，甚為活絡。尤其去年中國禁

止進口臺灣鳳梨，引發僑界不滿，紛紛響應訂購臺灣自由鳳梨，雖因

實務考量作罷，惟充分彰顯僑胞以行動愛臺灣之凝聚力量。 

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上任以來，積極地運用新科技及新模式來強化對

海外廣大僑胞們的連結與服務；在僑委會的推動下，這本德國(德中德

南地區)臺商投資環境報告彙集德國經濟概況、商情及臺商等動態報

告，期能對有意赴德國中南部地區發展之臺商先進有所助益。 

特此為序 

 

駐法蘭克福辦事處處長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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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德國經濟概況 

一、 外貿方面 

(一) 「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對德國外貿造成巨

大影響，2020年商品暨服務出口金額約達1兆2,051億

3,900萬歐元，進口金額約達1兆253億7,500萬歐元，與

2019年相較分別減少9.3%及7.1%，衰退程度皆為自

2009年（出口-18.4%；進口-17.5%）以來所未有。2020

年德國外貿盈餘約達1,797億6,500萬歐元，與2019年相

比減少19.8%，金額為2012年以來最少。 

(二) 2020年德國對歐盟其他27個成員國出口共達6,346億歐

元，自歐盟地區進口亦達5,478億歐元，分別較前一年

衰退9.1%及7.7%。2020年德國對歐元成員國出口減少

10.4%，達4,410億歐元；自歐元成員國之進口也減少

9.0%，達3,729億歐元。至於歐盟內非歐元成員國，德

國對其出口減少6.0%，達1,936億歐元，自歐盟內非歐

元成員國進口也減少4.6%，達1,749億歐元。 

(三) 儘管「新冠肺炎」（COVID-19）危機造成經濟及進出

口衰退，汽車暨汽車零配件仍連續第11年成為德國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2020年出口總值達1,871億歐元，比

2019年減少16.7%。機器設備排名第二，金額達1,745億

歐元（-11.1%），化學產品排名第三，金額達1,113億歐

元（-6.2%）。前述三項產品占德國出口總值比重近

40%。在進口方面，資訊處理設備、電子暨光學產品是

2020年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商品，金額達1,145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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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2019年衰減3.5%）；汽車暨其零配件排名第二，進

口金額達1,104億歐元（-14.1%）；化學產品排名第三，

金額達795億歐元（ -8.4%）。2020年以德國的機械

（962億歐元）、汽車暨零配件（767億歐元），及化學

產品（318億歐元）的貿易順差（出超）最高。至貿易

逆差（入超）較高的商品則是原油暨天然氣（361億歐

元）及農產品（208億歐元）。 

二、 產業方面 

(一) 德國公司在全球最具價值企業排名中扮演次要角色，根

據經濟顧問公司Ernst & Young（EY）最新公布資料，在

全球100家最具價值公司中，德國僅有SAP軟體一家企業

上榜，亦是歐洲最具價值的高科技集團，全球排名第71

（2019年排名第50），市值1,600億美元。 

(二) 共計至少有13家德國公司躋身「全球300強」，最大的躍

升是製藥公司默克Merck（排名從252上升到193），市值

增長42%。德國郵政Deutsche Post（排名從283升到

245）則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危機

中受益於包裹快遞業務繁榮，市值增漲32% 。 

三、 投資方面 

(一)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競爭力報告，德國為歐

洲競爭力排名第三之國家，並在全球141個國家中排名第

七，僅次於新加坡、美國、香港、荷蘭、瑞士及日本。

在該報告103項指標中，德國在創新能力、中小企業穩定

及相關基礎建設等面向獲得高度評價。 

(二) 根據美國科爾尼管理顧問公司（A.T. Kearney）2020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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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投資信心指數調查報告（The 2020 Kearne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nfidence Index）顯示，德國連續五年

位居歐洲國家之首，並為全球第三大最吸引外國企業之

投資地。在德國綠地投資（green field investment）案件

最多的國家為美國，計有302筆投資案，其次是英國，有

185筆投資案。 

四、 就業市場方面 

(一)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2020年德國全年平均就業人口

約達4,480萬，除較2019年減少1.1%（7萬6,000人）外，也

較2018年減少0.2%。此一結果顯示，國內就業人口加上外

國移民勞工抵減社會人口老化的負面影響趨勢減緩，令自

2007年以來連續14年之就業人口增長暫告中止，即便是

2008∕2009年爆發金融危機時，德國就業人數仍繼續增

長。 

(二) 隨著2020年3月實行「新冠肺炎」（COVID-19）封鎖措

施，德國短時工申請數量在極短期間內便達到高峰，2020

年4月申請短時工之最高記錄近600萬人，相當於受僱總人

口之18%，超過迄今2008∕2009金融暨經濟危機所創紀錄

140萬人。2020年春季不僅大多數加工製造業申請短時工

（27%），更有為數眾多之餐旅等服務業（63%），即便夏

季解封，但此一趨勢仍擴及至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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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德國商情資訊 

一、 汽車暨零配件製造業 

(一) 汽車暨零配件製造業為德國的領導工業，廠商數量近千家， 

該業的國內從業人口超過82萬人，為德國產值最大的出口導

向產業。2020年至今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波及

全球，德國汽車產業因此首當其衝。單是德國國內各地的工

廠產線暫時停工，以及汽車經銷暫停業務，其損失就已難以

彌補。 

(二) 在生產方面，德國汽車產業去年的第二季產量，甚至一度出                    

現超過八成的降幅，其後各地產線雖已回穩，但是年度平均

產量已較前一年大減四分之一。根據德國汽車製造業同業公

會（VDA）資料顯示，該業因為此番疫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

衝擊。若加計價格與工作日數因素，德國全車與汽配零組件

業者的全年營收下降約17.8%。 

(三) 相對於燃油車或其他商用車的產銷窘境，電動車則形勢大

好。德國的防疫封鎖政策雖然對是項產業造成打擊，電動車

的生產、銷售仍能突圍向上；去年德國本地生產的汽車每六

輛就有一輛是電動車。 

(四) 2020年德國汽車與零配件產業的出口金額為1,871億歐元，雖

較前一年銳減（2019年：2,246億歐元），但仍以比重15.5%高

居德國出口產品總值的首位。2020年汽車暨零配件項目亦為

德國最重要的進口產品之一，進口金額高達1,104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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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由近五年德國汽車製造業的走向可觀察到市場趨勢，該業在

燃油車全車的生產與出口均呈現下滑，商用車與零配件兩大

項目亦同，唯有電動車生產緩步上升，近兩年尤其顯著。德

國政府接續已推出的電動汽車獎勵補助政策，在其上的發展

居功厥偉，官方並將陸續投資3億歐元建設公共充電基礎設

施。 

(六) 在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的架構下，歐盟實施歐洲

汽車廢氣排放標準（Euro 7）在即，將對作為歐盟市場領導的

德國汽車業，進一步帶來進行減廢排放作業的壓力。德國汽

車製造業同業公會（VDA）表示，隨著電動經濟的發展，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可望持續減少。至2025年，在電動車、替代

動力車、新型驅動方式以及數位科技上，該業的投資研發累

計將達1,500億歐元。 

二、 機器製造業 

(一) 機械製造業為德國第二大製造工業，出口比重近八成。2020

年該業占德國各項產業出口比重近14.5%，僅次於汽車業，為

德國產值領先的出口導向工業。2020年由於「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波及全球，德國機械製造業受到巨幅打

擊，國內外市場表現大受影響，該業不得不紛紛以減班或短

工時的方式暫渡難關，產能因此下降為72%。 

(二) 2020年全球經濟動盪不安，各國機械產業的產值與市場需求

均大幅下跌。儘管如此，德國機械業在全球生產大國排名中

位居第二；出口部分則仍能力保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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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對外貿易方面，機器製造業2020年出口總額達1,600億歐

元，較2019年大幅下滑（-12.7%）。同時期進口額為670億歐

元，亦較2019年遽降（-13.8%）。 

(四) 由於全球市場表現不佳，德國對美國的出口連續第二年下降

（-9.3%）；美國儘管仍是德國機械業的首要買主國，但在其

上的獲利卻漸趨稀薄。 

(五) 歐盟27國市場對德國機械業一向最為重要，占該業超過四成

的出口比重。然2020年德國對該地區的出口較2019年遽減

15.2%，重創整體出口表現；對英國的輸銷下降甚鉅（ -

20.5%），主因則為英國脫歐結果的震盪影響。綜觀2020年產

業成績，唯有在第四季時，對東亞以及紐澳等地的出口止跌

回升，其餘全年均呈負數。 

(六) 再以產業分項來看，去年各類機械表現全盤皆墨。主要的十

二大類機械設備在進、出口方面，多呈現二位數的跌幅，尤

其是工具機單一類別的跌幅最大（進口：-37.7%、出口：-

29.4%）；唯有農業機械一枝獨秀，出口業績出現增幅

（1.0%）。 

(七) 根據德國機械製造業公會（VDMA）預測，工具機項目2021

年將能走出兩年來的低潮，估計營收將達126億歐元，成長增

幅達6%。至於電子、食品、物流，以及部分醫技機械項目，

有可望能取得較佳成績。此外歐洲地區預計將能走出疫情陰

霾，市場成長預計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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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化工製造業 

(一) 化工製造業為德國四大工業之一，占德國出口比重9.2%。

2020年第四季該業儘管出現亮眼佳績，但無論是生產、營收

方面，仍難以扭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的頹

勢，全年整體營收因之跌至1,896億歐元，與2019年相比下降

了4.4%。該業2020年出口總額達1,175億歐元（2019年：1,190

億歐元），較2019年略微降低。 

(二) 在生產方面，由於全球各國工業表現皆不理想，來自國內外

市場的需求均減弱，加上材料短缺和物流問題，2020年德國

化工業的成長率小幅下降（-0.8%）。倘加計化學製藥類，產量

跌幅亦近似（-1.0%）。生產設備利用率較2019年為低，略降至

81.2%。在就業方面，德國化工製造業的國內從業人口薪資所

得一向排名前沿，「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對該業的打

擊也較他業為少。因此2020年該製造業的從業人口不變，總

數約為46萬4,000人，全項產業合計製藥業的公司數量約為

1,700家。 

(三) 化學加工占該製造業產值的比重為五成五，化學製藥占比則

為四成五，且獲利逐年升高。在非製藥的化工部分共計五大

類，其中精密與特用化學品的比重最高（20.4%），次為塑料

化學品（12.8%）以及石化暨衍生產品（10.8%），洗滌劑與個

人清潔用品一項的比重持續降低（5.9%），無機基礎化學製品

殿後（5.6%）。 

(四) 在應用市場方面，德國該產業亦為出口導向，並以供應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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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為主，因此買主多為全球工業發達國家。若以產業分

類，塑膠加工、汽車製造、包裝業以及建築業四項，是為德

國化工製藥業的主要買家，直接進入消費品市場的化學製品

不足二成。 

(五) 德國化工製藥業的發展與其餘歐盟國家十分密切，兩者的產

銷成長曲線呈現連動。自歐盟成立以來，雙邊貿易的年度總

金額呈現翻倍成長，因此德國是項製造業的主要投資對象也

多為歐盟27國。 

(六) 在對外貿易部分，歐洲市場向來占該業總出口比重約六成五

（65.6%），2020年出現降幅，對歐盟國家的出口則已連續第

三年退步。亞洲（ 15.6%）、北美自由貿易聯盟NAFTA

（13.8%）、拉丁美洲（2.4%），以及非洲與大洋洲地區

（2.5%）則合計三成五；其中唯有對NAFTA以及中國大陸的

出口市場呈現逆勢成長。 

(七) 在前景方面，德國化工製造業公會（VCI）預估，該業景氣可

望大幅好轉，整體營收估計將能成長5.0%。若加計化學製藥

類別，且在產品價格與原料成本不變的樂觀前提下，整項產

業更將增長6.0%，整體營收預估上探2,000億歐元。VCI並表

示，工業客戶買主的發展意向，會是引領該業獲利成長的推

力所在。 

四、 電機電子製造業 

(一) 電子業向為德國工業強項之一，占全國製造業生產總額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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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超過一成（2020年：10.6%）。2020年該業的整體營收為

1,817億歐元，較2019年下降了4.4%。 

(二) 2020年全球電子業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影

響不一。在生產方面，德國電子業於該年遭逢重大打擊，生

產量降幅較2019年為甚（-6.1%），產能降低至78.4%。由於來

自國內與歐洲的訂單量大幅下降，申請短工時者一度高達20

萬人，等於將近四分之一的從業人口。 

(三) 在就業市場方面，2020年該業的從業人口總數約為87萬人，

較2019年略減。同時期德國電子業的一般性投資費用為73億

歐元，亦較2019年下降2.5%。 

(四) 在對外貿易方面，該業2020年出口總額為2,027億歐元，較

2019年下跌5.7%。同年進口額為1,899億歐元，較2019年略降

2.1%。 

(五) 在主要進口國方面，中、美兩國持續各位居對德輸銷的市場

冠、亞軍。另一方面，雖然2020年捷克、匈牙利以及斯洛伐

克三國銷至德國的總金額減少，但是對包含波蘭在內的東歐

Visegrád（V4）集團而言，對德國的雙邊貿易關係依舊穩定；

過去十年間，此四國向德國輸銷的總金額逐年上升。 

(六) 2020年德國電子業在其他歐洲國家的表現都不甚理想，在對

重要買主的法、英兩國方面，分別出現二位數的跌幅；對第

二大買主國的美國，其出口金額則已是連續第三年下降（-

9.8%）。整體而言，德國電子業2020年的出口表現在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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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呈現下滑的頹勢。 

(七) 德國電子業的生產附加價值高，其高值產品供應國內製造業

需求的比重近半數，占歐盟國比重近四成。以生產項目來看

所供應的產業，工業設備占八成為最大類別（80%），如：自

動化設備、能源科技與醫療技術；半導體類別的裝配性電子

產品超過一成（12%）；以及消費性電子類別將近一成，如：

家用電器、娛樂用電子、光電產品（8%）。 

(八) 由於電子業的科技應用發展迅速，唯有持續投資研發才能確

保收益，因此德國該業有八成企業在產品或製程上都有經常

性的創新發表，且三分之一的研發創新來自加工製造業者。

此外，德國電子業的研發人員比重高達從業人口一成

（10.6%），2020年專利登記件數超過1萬3,500件，獲利高而知

名度低的中小企業「隱形冠軍」占比則為17%。 

(九) 根據德國電氣電子製造商公會（ZVEI）月報顯示，2021年第

一季旗下會員的商業信心指數已漸趨樂觀，甚至出現兩年半

以來的最高點，可望緩步脫離「新冠肺炎」（COVID-19）疫

情帶來的困境，市場推力將來自非歐元區國家。 

五、 服務業 

(一) 根據德國批發及貿易商協會（BGA）資料，德國服務業人口

接近890萬，為德國就業市場的主力之一。這個產業人力需求

大，對於具有專業背景的人來說，就業市場潛力雄厚，隨著

服務業產業的發達，相關學校課程及訓練機構也不斷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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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二) 德國服務業的強項包括：資訊業、保險與資產管理、警衛安

全、清潔、房屋管理、物流、市場分析、產品行銷、租賃、

外燴及在職進修等。德國在服務業出口上亦表現亮麗，每年

出口金額接近2,000億歐元，全球排名僅次於美國及英國，在

諸如營建業上的出口，德國已經居於全球領導地位。網路設

計與服務之發展因為來自歐洲各地之年輕族群不斷匯流柏林

並與當地交流而有非常不錯的發展，加上政府單位在此方面

亦有協助推廣，將慢慢成為服務業中閃亮的明日之星。 

(三) 英國經濟學人曾報導指出，服務業與製造業間的界線已經越

來越模糊，也就是說服務業通常是與製造業分不開的，且是

未來市場的主流，這種情況在德國更是明顯，德國製造業名

列世界前茅，在其產品出口的同時，產品後續之定期維護、

諮詢服務、後續訂單、甚至操作人員之教育訓練等，都為德

國企業帶來相關服務業之出口佳績。德國服務業具有高度創

新性，服務項目日益寬廣，品質出眾且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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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德國臺商資訊 

 一、德國臺商發展現況 

(一) 臺商組織 

德國臺灣商會聯合會GTCC係由來自臺灣或認同臺灣之德國各

地區臺灣商會組成，為民間非營利之國際工商社團聯合組

織。第28屆總會長為李孝文(任期2021.6-2022.5)。以加強德國

各地區臺灣廠商組織之合作聯繫與協調，共謀發展工商業及

開拓國際市場為宗旨。並為促進中華民國與德國經貿關係及

交流，建立溝通管道，維護臺灣廠商正當權益及良好形象，

提升國際地位，以增進共同了解促進經濟發展與合作。 

其成員有：德北臺灣商會、德東臺灣商會、德西臺灣商會、

德中臺灣商會、德南臺灣商會。參見該會官網網址：

http://www.taiwanhandelsvereinigung.de/tw/ 

(二) 臺商投資相關產業：主要以電子資訊科技產業為最大宗，其

次為機械業，汽機車零配件及運輸交通業、生物科技業、食

品業等產業。 

1. 電子資訊科技業（約111家）：包含技嘉科技（電腦及相

關產品）、華碩電腦、研華科技（車載電腦設計、研發

及銷售）、奇美電子（液晶螢幕）、南亞科技（電腦記

憶體）、上揚科技（汽車顯示器）、華碩旗下研揚科技

（單板及工業電腦、物聯網）、微星科技（電競筆記型

電腦）、友訊科技（網路設備產品）、研華科技（在慕

http://www.taiwanhandelsvereinigung.d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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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黑Innovation Hub-車載電腦設計、研發和銷售）、旺

宏電子（非揮發性記憶體）、臺灣半導體公司（晶片設

計）、404科技（工業通訊設備聯網產品）、宏碁集團

（電腦）、創見資訊（記憶體、隨身碟、外接硬碟等工

業電腦周邊產品）、中美晶投資Aleo（太陽能科技）、

臺達電（電源供應製造）、恆達科技（自動化高精密感

測儀器）等。 

2. 機械業（約13家）：包含上銀科技（傳動控制元件製造

與銷售-滾珠傳動）、建準電機工程（精密馬達、微型風

扇散熱模組）、友嘉集團（工具機）、東臺精機（加工

機）、復盛集團（空壓機）等。 

3. 汽機車零件業（約10家）：包含巨大機械（自行車）、

光聯輕電（E-Bike）、美利達（自行車）、久鼎實業（E-

Scooter）、三陽機車、光陽機車、建大輪胎、正新輪

胎、亞獵士科技、巧新輪胎等。 

4. 運輸交通業：中華航空、長榮航空、長榮海運、陽明

海運。 

5. 運動器材業：喬山健康科技（自創品牌Matrix、

Vision、Horizon分別搶攻商用、體育用品專賣店、家用

健身器材市場）、鉅明集團（全球第四大高爾夫球代工

廠，主要為高爾夫球桿頭）、清河國際HealthStream

（健身運動器材品牌商，自有品牌INTENZA，曾為德

國第一大品牌Kettler設計代工）。 

6. 生物醫學化工產業：陞霖科技（醫療設備）及亞諾法

生技（IT產業管理、用於研究和診斷的抗體）、長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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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集團（化工產品）、臺塑塑膠工業（石化工業）。 

7. 銀行業：臺灣銀行辦事處、第一銀行分行。 

 

 二、臺商投資德國的環境優勢： 

(一) 歐盟第一大經濟體：2020年德國人口總數為8,319萬人，為歐

盟會員國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國內生產毛額為3兆3,322億歐

元，名列歐盟第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每人

年平均所得達4萬1,213歐元。由於德國人口眾多，加上高所

得，人民消費力強，潛在商機龐大，各國廠商無不使出渾身

解數，推出最新商品，藉以立足德國，掌握全歐消費趨勢，

進而提升歐洲市場市占率。 

(二) 德國位居歐洲樞紐：德國位居歐洲運輸樞紐地位，北接波羅

的海、北海、丹麥及北歐諸國，東與波蘭為鄰，西接荷蘭、

比利時、盧森堡及法國，南界瑞士、奧地利及捷克，突顯德

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三) 交通網便捷：德國境內高速公路達4萬327公里、鐵路1萬1,978

公里、水路7,450公里，境內法蘭克福是歐陸第一大貨運暨第

二大客運航空運輸站，漢堡港係歐洲第二大也是全球第11大

貨櫃港，德國在海、陸、空四通八達的運輸網設施下，得以

迅速連結歐洲及世界。依據GTAI資料，德國公路及鐵路每公

里年運輸量分別為3,100億公噸及954億公噸，名列歐洲第一

名。德國因地處歐洲樞紐，加上境內基礎建設良好，交通網

便捷，成為東歐、西歐、南歐及北歐貨運運輸必經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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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視研發：德國屬世界科技領先國家之一，也是全球發明的

重要來源，從歷史來看，其發明產品影響人類較深遠的有Karl 

von Drais發明腳踏車、Carl von Linde發明冰箱、Gottlieb 

Daimler及Carl Benz發明汽車、Felix Hoffmann發明阿斯匹靈、

Manfred von Ardenne發明電視、Konrad Zuse發明電腦、Jürgen 

Dethloff發明晶片卡、Merck公司發明液晶、Petri AG公司及

Mecedes Benz公司聯合發明汽車安全氣囊、Fraunhofer研究機

構發明MP3技術等。目前之德國企業研發能力強，投入之研

發經費亦高，對現代化科技發展影響甚大。 

(五) 勞工及技術人員素質整齊：德國雙軌制職業教育世界聞名，

擁有完善研發機構及工業設施，學校與產業交流頻繁，學生

在校學習，並在企業實際操作，勞工及技術人員亦可在各地

職業訓練中心進修，進而培育高素質的勞工及技術人員。勞

工素質高一向是外國廠商前來德國投資之重要決定因素。 

(六) 政府及業者均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德國聯邦勞工暨社會事務

部曾舉辦國際企業社會責任會議，聯邦經濟暨科技部及聯邦

經濟合作暨發展部等其他政府機構均有次長層級代表出席，

充分顯示政府部門對此議題之重視與深入，會議副標題為CSR 

Made in Germany，亦讓全世界瞭解德國政府及企業共同對實

踐CSR的決心與成果。在此環境下，國際跨國公司更有信心與

意願前來德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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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商投資德國應注意事項 

(一) 勞動成本高：德國薪資水準較臺灣高出甚多，另外，雇主需

負擔員工退休準備金（月薪之18.9%）、失業（2.5%）、醫療

（法定費率為14.6%）及看護（約3.05%）等保險費用之半

數，其人力成本相當高，人力成本昂貴是臺灣廠商來德國投

資前必須謹慎評估之考慮因素之一。 

(二) 主要城市辦公室及一般住宅租賃及交易需求旺盛：德國七大

城市用地因投資與承租者需求急遽上升，使原本競爭十分激

烈的房市市場更是一屋難求。特別是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

投資吸引力最強的前三大城市（柏林、法蘭克福及慕尼

黑），交易及租賃需求旺盛，範圍包括辦公室、商業空間、

飯店與一般住宅，將促使投資成本上升。以柏林為例，一般

住宅租金已從2008年的每平方米5.60歐元漲到2020年的12.5歐

元，儘管整體租金仍低於慕尼黑或法蘭克福等城市，但漲幅

仍高達123%。 

(三) 工會影響力：德國工會組織健全，影響力大，甚至可能會影

響企業經營策略。另德國僱用法規缺乏彈性且繁複，從解約

條款到工資協定等規範有諸多限制。限制解約條款可保障勞

方不被資方任意解僱，但現行解約條款過於嚴苛，企業在經

濟不景氣時，無法即時淘汰工作不力之員工，也影響僱用新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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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臺 

為提供德中及德南地區僑胞便捷快速且免費僑務諮詢服務，特設

置本LINE帳號專線，以語言、圖文具影像等多元方式，讓僑胞可透過

網路快速且無須支付電話費用方式獲得各項僑務服務。 

歡迎僑胞朋友搜尋LINE帳號：Taiwan-Frankfurt，會有專人免費提

供諮詢服務與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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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在當地駐外單位聯繫資訊 

 一、駐法蘭克福辦事處 

     地址：Friedrichstrasse 2-6, 60323 Frankfurt, Germany 

  （一）經濟組 

    電話：+49-69-745720 

傳真：+49-69-745751 

電郵：frankfurt@moea.gov.tw 

  （二）僑務組 

電話：+49-69-745734 

傳真：+49-69-745745 

電郵：chennanchien@gmail.com 

 二、駐慕尼黑辦事處 

   地址：Leopoldstraße 28a/V, 80802 München, Germany 

 電話：+49-89-5126790 

 傳真：+49-89-51267979 

     電郵: muc@mofa.gov.tw 

 三、杜塞道夫台灣貿易中心 

   地址：Immermannstr. 33, 40210 Düsseldorf, Germany 

 電話：+49-221-78180 

 傳真：+49-221-781839 

     電郵: dsdf@taitra.org.tw 

 四、慕尼黑台灣貿易中心 

   地址：Sonnenstr. 1, 80331 München, Germany 

 電話：+49-89-512-6710 

 傳真：+49-89-512-67171 

     電郵: munich@taitr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