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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冊其實是於編著「世界各國與臺海兩岸政府之使領或實質關係演變時程及年表(1949-2003)」一書時，

所收集史料之彙整，或有參考的價值。 

茲以所錄日期甚多，雖經多次校對述，唯恐尚有誤疏漏，敬盼賢明之士惠予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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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出版品中所錄「日期」的歧異 
－以中華民國駐外代表機構為例－ 

 

壹、前言 

貳、就外交部五項出版品中所載之「日期」互為對比 

參、「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的含混 

肆、前引外交部五項出版品與其他出版品所載「日期」互為對比 

伍、外交部出版品所載駐外機構名稱之含混 

陸、結語與建議 

＝ ＝ ＝ ＝ ＝ ＝ ＝ ＝ ＝ ＝ ＝ ＝ ＝ ＝ 

 

壹、前言 

史者，「人、時、地、事、物」等五項之綜括也；史之可徵可信，繫於各項之正確與否，缺一即可能成

斷簡殘篇、莫衷一是，故其彙輯整治務必嚴謹。 

當今之官方文書及出版品為將為日後文獻，必成來世史家治史時所引據，故更應力求正確，不得殆忽。 

中華民國外交史的研究，理所當然地必需查考中華民國外交部出版品中彙輯的史料資訊。然而，中華民



2 

 

國外交部出版品中所彙輯史料資訊對某一事件發生的日期常有不一致之記述。 

貳、就外交部五項出版品中所載之「日期」互為對比 

日期岐異的混淆尤以中華民國政府在無邦交國家代表機構等之成立或設置為最。今僅以「外交部駐外使

領館沿革一覽表」、1 「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2 「世界各國簡介冀政府首長名

冊(90)」、3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4 「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5 等五書之所載者，試陳四例。 

 

【例一】駐墨西哥代表機構沿革： 

1)「民國六十二年一月設置」：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頁四二，「駐墨西哥商務代表辦事處」。 

2)「民國六一、一設立『駐墨西哥商務辦事處』，六三、十關閉辦事處。．．．民國八二、七、十四

設立『駐墨西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頁一百

零一，「駐墨西哥代表處(駐墨西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3)「我國貿協於 1989 年 4 月在墨京設『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墨西哥辦事處』．．．1993 年 7 月 14 日

                                                
1 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外交部檔案資料處編印，臺北：國家圖書館索書號 641.7 8564-2 69。 
2 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外交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3 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名冊(90)，外交部禮賓司編印，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出版。 
4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外交部編印，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出版。 
5 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外交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3 

 

我國於該國設立『駐墨西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十二月)，頁 25，「墨西哥合眾國」。 

4)「一九八九年我外貿協會在墨西哥市設立辦事處．．．一九九三年五月間，墨政府正式同意我在墨

京設立『駐墨西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世界各國簡介冀政府首長名冊(90)，頁 357，「墨西哥

合眾國，與我關係」。 

5)「民國六十一年元月，我在墨京設立商務辦事處，同年十月，墨西哥政府不同意我辦事處人員續留

墨境，雙方往來完全中斷。民國七十六『一九八七』年四月我國外貿協會在墨京與墨國企業家國際

事務協會簽署合作協議書，七十八年兩會先後互設辦事處。．．．民國八十二年七月我在墨京設立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兩國往來漸趨頻繁」：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頁二八七~二八八，

「我國與墨西哥關係」。 

 

【例二】駐墨爾本「遠東貿易公司」沿革： 

1)「我初於六十二年三月在墨爾本設置『遠東貿易公司』」：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頁一一三，

「我國與澳大利亞關係」。 

2)「我國於 1973 年 4 月在墨爾本設立『遠東貿易公司』」：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十二月)，頁 3，「澳大利亞聯邦」。 

3)「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五日設置」：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頁二，「駐澳洲美爾鉢遠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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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4)「民國六四、四在墨爾本設立『遠東貿易公司』綜理澳大利亞業務」：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

歷任館長銜名年表，頁一，「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件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

備註」。 

 

【例三】「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沿革： 

1)「我於六十八年八月在海牙設立『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頁一

九五，「我國與荷蘭關係」。 

2)「原為駐荷蘭孫逸仙中心。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改設立為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外交部

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頁二八，「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 

3)「(駐荷蘭孫逸仙中心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九日設置。六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著予裁撤，同日另改

設立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頁二八，「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  

4)「民國六八、八、二四設立『駐荷蘭孫逸仙中心』」：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

表，頁六十五，「駐荷蘭代表處(駐荷蘭臺北代表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例四】駐愛爾蘭代表機構沿革： 

1)「民國七七、七、十二設立『駐愛爾蘭自由中國中心』。．．．民國八四、八、十八更名為『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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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蘭臺北代表處』」：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頁六十一，「駐愛爾蘭代表

處(駐愛爾蘭臺北代表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2)「我國在該國立『駐愛爾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嗣於 1995 年 8 月 18 日更名為『駐愛爾蘭臺北

代表處』」：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頁 17，「愛爾蘭」。 

3)「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我在愛爾蘭設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一九九五年更名為『駐愛爾

蘭臺北代表處』」：世界各國簡介冀政府首長名冊(90)，頁 269，「愛爾蘭共和國，與我關係」。 

4)「我國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設立『駐愛爾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並於八十

四年更名為『駐愛爾蘭臺北代表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頁一八六，「我國與愛爾蘭

關係」。 

 

參、「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的含混 

日期的岐異不僅在上述「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等五書中出現，即使在「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

/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一書之中也屢見不鮮，試舉二例為証。 

 

【例一】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設立日期：  

1)「民國六二、十、十二設立『亞東貿易中心』」：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

頁十七，「駐紐西蘭代表處(駐紐西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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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六二、五設立『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

頁十八，「駐奧克蘭辦事處(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例二】駐哥倫比亞初設代表機構： 

1)「民國六九、六、十四設立『駐哥倫比亞遠東辦事處』」：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

名年表，頁九十六，「駐哥倫比亞代表處(駐哥倫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2)「民國六九、八在波哥大設立『遠東商務處』」：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

頁九十七，「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處巴蘭幾亞分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肆、前引外交部五項出版品與其他出版品所載「日期」互為對比 

日期的岐異也在「外交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等五書與外交部等之其他出版品中屢見不鮮，試舉六

例為証。 

 

【例一】「中華民國駐安哥拉特別代表團」設立狀況 

1)「1992 年 6 月 4 日我在該國設立『中華民國駐安哥拉特別代表團』」：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

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頁 3，「安哥拉共和國」。 

2)「我國於一九九二年六月正式設置駐安哥拉代表處」：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外交年鑑，頁一四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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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拉」。6 

3)「於(一九九三)年九月正式在安京魯安達設置『中華民國駐安哥拉特別代表團』」：中華民國八十

六年外交年鑑，頁一九八~一九九，「我國與安哥拉關係」。7 

 

【例二】中華民國政府與法國斷絕外交關係之日期： 

1)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五十三年二月十日發表聲明稱，「(法國)於今日經由外交途徑通知中)華民國政

府。法國已決定與匪偽政權互派代辦，即將與匪偽建交事付諸實施。。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法國政府

此舉已將中法邦交破壞無遺，無法再事容忍，爰決定自二月十日起與法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外

交部發言人談話、答詢彙編(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七月至五十三年六月)，頁二六~二七。8 

2)「(法國於)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承認中共並建交，我於同日與法國中止外交關係」：世界各國

簡介暨政府首長名冊(90)，頁 257，「法蘭西共和國，與我關係」。  

 

【例三】中華民國政府於 1972 年 8 月間關閉其駐阿根廷大使館之日期： 

                                                
6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外交年鑑，外交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7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外交年鑑，外交部編印，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出版。 
8 中華民國外交部於民國五十三年二月十日就我宣佈與法斷交事發表之聲明，外交部發言人談話、答詢彙編(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七月

至五十三年六月)，頁二六~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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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關閉其駐阿大使館」：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頁二七四，「我

國與阿根廷關係」。 

2)「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61)台人字第三七一號令 駐阿根廷大使館著自六十一年八月十五

日起即予關閉。此令」：外交部公報第三十七卷第三號，頁六。9 

 

【例四】中非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之日期有兩說 

1)「1962 年 4 月 13 日與我國建交」：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頁 9，

「中非共和國」。 

2)「兩國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協議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年鑑(中華民國五

十一年)，頁二九五，「我國與中非共和國」。10 

 

【例五】馬達加斯加廢止其與中華民國政府為設立特別代表團之協議的日期： 

1)「馬國於八十七年八月片面廢除兩國特別協議」：外交部公報及聲明彙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頁八七。11 

                                                
9 外交部公報第三十七卷第三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刊行。 
10 中華民國年鑑(中華民國五十一年)，臺北：中華民國年鑑社，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11 中華民國外交部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一日就外交部報請行政院准予裁撤我駐剛果民主共和國、駐安哥拉共和國及駐馬達加斯加共

和國等三代表處事發布之新聞稿，外交部聲明及公報彙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元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頁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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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十七年九月九日馬內閣會議中片面宣布廢止中馬『特別協議』」：中華民國年鑑(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頁四八○，「我國與馬達加斯加關係」。12 

 

【例六】中華民國政府於 1974 年關閉其駐委內瑞拉大使館之日期： 

1)中華民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於 1974 年 8 月 1 日關閉：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二月)，頁 39，「委內瑞拉共和國」。 

2)中華民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於「六三、十、九部令閉館」：中華民國駐外各公使館/大使館歷任館長

銜名年表，頁九二，「中華民國駐委內瑞拉共和國公使館/大使館歷任館長銜名年表歷任館長銜名年

表，備註」。 

3)「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九日(63)台人字第三三二號令 駐委內瑞拉共和國大使館著自六十三年八月

一日起關閉」：外交部公報第三十七卷第四號，頁 3。13 

 

伍、外交部出版品所載駐外機構名稱之含混 

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外交持續挫敗之下，仍設法於無邦交國家中以不計名義之委屈積極爭取設置代表機

構；各該機構於外交部內稱之為「駐(某國)代表處」或駐(某地)但辦事」等，但在駐地則另有名稱。外交部

                                                
12 中華民國年鑑(中華民國八十八年)，臺北：行政院新聞局，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13 外交部公報第三十七卷第三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刊行。 



10 

 

出版品中對於各該機構在駐地使用名稱，雖非本文討論重點，但亦酌為提及，以供瞭解；茲試舉三例為証。 

 

【例一】完全未提及各該機構在駐地使用名稱者   

    1)「我在維也納設有駐奧代表處」：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名冊(90)，頁 237，奧地利共和國「與我

關係」。 

2)「民國六九、十、二十設立『駐德國代表處』」：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

頁五十四，「駐德國代表處(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3)駐瑞典代表處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設置。六十八年十一月八日部令暫時中止業務」：外交

部駐外使領館沿革一覽表，頁三十。 

4)「1980 年 10 月 20 日我在巴黎設立代表機構」：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

月)，頁 13，「法蘭西共和國」。 

 

【例二】「駐某國或某地」是否為各該機構在駐地使用名稱一部分者 

1)「民國六一、五、二五設立『駐比利時中山文化中心』」：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

名年表，頁四十八，「駐比利時代表處(駐比利時臺北代表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2)「我國．．．在比京設立『孫中山文化中心』」：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頁一九四，「我國

與比利時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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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在同一書內對同一機構之名稱的不同記述 

1)「民國六九、六、十四設立『駐哥倫比亞遠東辦事處』」：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

名年表，頁九十六，「駐哥倫比亞代表處(駐哥倫比亞臺北商務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2)「民國六九、八在波哥大設立『遠東商務處』」：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

頁九十七，「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處巴蘭幾亞分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備註」。 

 

【例四】在同一書內對同一機構之名稱的不同記述 

1)「我國則於同(八十四)年九月在新德里設立『駐印度臺北經濟文化中心』」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

年鑑，頁一二三，「我國與印度關係」。 

2)「駐印度代表處(駐新德里臺北經濟文化中心)」：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外交年鑑，頁六九三。 

 

陸、結語與建議 

外交部出版品是屬官方史料之一種，且為研究外交史必備之典籍。正確的外交史研究繫乎史料之無誤。 

研究中華民國外交史必需查考中華民國外交部出版品；然中華民國外交部迄今出版之眾多書冊中對於各

事件發生之日期等，有不勝枚舉等的歧異；況且，日期在中華民國諸多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程序法

等均有其法定意義與效力。 

因之，外交部之全面從新查考各事件確期，應為一刻不容緩之事功；謹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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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交部當對日期記述先設定一準則，再調閱查考相關之公文及檔案，以確定日期；特別是「日差」

及「時差」等之有關處理尤須審慎；或可註明為事件發生之當地時間或臺北時間。外交部對於開辦駐外館

處有「設置」、「設立」、「成立」、「在(某國或某地)成立」、「對外正式營運」、「正式開館運作」等

等。茲以在國外開辦一代表處或辦事處而言，即由外交部報請行政院同意、發布機構設置之命令、任命館

長及屬員、館長與屬員之到任、遞交任命與駐剳函件或知會駐在國外交機關、尋覓及裝備辦公處所等基本

上是內部程序作業，所耗費時日可長達數月之久，且對於駐在地國民或僑民並無重大意義，是故當定該館

處正式對外營運之「開館」日期即可。同理有關個館處之停止運作或辦理結束，雖有「關閉」、「裁撤」、

「中止設立」等之述，何妨概定「閉館」或之「暫時閉館」日期。 

(二)外交部對於駐外館處之中文館名中應否加上「中華民國」或「駐某國或某地」宜予一致，其外文館

名亦宜有統一之稱號；至於駐地之中文譯名則應依照教育部國立編譯館編訂之「外國地名譯名」定名，14 以

避免造成「一國多譯」之窘境。 

 

 

 

 

 

                                                
14 外國地名譯名，教育部國立編譯館編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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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外代表機構之建制年表及疑考(1949~2006) 

 

有關中華民國派駐無邦交國家之代表機構的建制日期，理當查考中華民國外交部出版品中所彙輯

的史料及資訊；然該部諸多出版品中對某一建制發生日期常有不一致之記述，現僅試依「中華民國

九十三外交年鑑」、「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 (90)」、「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 (中華民國八

十七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 /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四書所載之者為主，輔以抽樣

而得外交部刊印之其他出版物；另亦參考行政院新聞局刊行之「跨越五十年行政院院新聞局設立五

十週年慶祝特刊」及「中華民國年鑑」各年次年鑑中有關「外交」及「國際關係」所載之資料等。  

茲為便於本查考錄之編列，茲以代碼表示所引書名及頁碼：  

A：「中華民國外交年鑑」；如所引資料源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外交年鑑」第三頁，為 A(93)3。 

B：「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名冊」；如所引資料源自「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 (90)」第三

頁，為 B(90)3。 

C：「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 /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如所引資料源自「中華民國駐外代表處 /

辦事處歷任館長銜名年表」第三頁，為 C3。 

D：「外交部駐外使領館一覽表」；如所引資料源自「外交部駐外使領館一覽表」第三頁，為 D3。 

E：「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如所引資料源自「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二月)」第三頁，為 E(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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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中華民國駐外各公使館 /大使館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如所引資料源自「中華民國駐外各公

使館 /大使館歷任館長銜名年表」第三頁，為 E3。 

G：「對外關係與外交行政」；如所引資料源自「對外關係與外交行政」第三頁，為 G3。 

H：「外交部公報及聲明彙編」；如所引資料源自「外交部公報及聲明彙編 (92)」第三頁，為 H(92)3。 

I：「外交部公報」；如所引資料源自「外交部公報 (第十七卷第三期)」第三頁，為 I(17-3)3。 

J：「中華民國年鑑」；如所引資料源自「中華民國年鑑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第三頁，為 J(88)3。 

K：「跨越五十年行政院院新聞局設立五十週年慶祝特刊」；如所引資料源自「跨越五十年行政

院院新聞局設立五十週年慶祝特刊」第三頁，為 K3。 

L：「外交部網站」。  

另年表「備註」欄所載諸事中有關日期者，因恐尚有其他說法，亦係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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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外代表機構之建制年表(1949~2006) 

 
               文獻 

 

日期 

 

中華民國駐外 

代表機構之建制 

A(93) 
2006/09 

刊行 

B(90) 
2001/09 

刊行 

C 
1998/12 

刊行 

D 

1980/02/20 

刊行 

其他抽樣之 

文獻紀錄 

(如有不同於 

前陳諸欄者) 

備       註 

「中華民國駐安哥拉特別

代表團」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 設立：

129 

1992/06/04

設立：39 

 1992/06 正式設

置：A(81)142 

中華民國與安哥拉於 1992/03

協議設立機構：A(81)142。 

1992/06/04 在該

國設立：E(87)3 

1992/09正式在該

國設置：A(87)153 

1993/09正式在該

國設置：A(86) 

198-199 

中華民國與安哥拉於 1993/03

協議設立機構者：A(86)198。 

「中華民國駐安哥拉特別

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2000/09撤處 

：129 
  

 該代表團之裁撤於 2000/08/ 

30 生效：H(89)86-87。 

「中華民國駐安地卡商務

代表團」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2/10派員

赴該國設團 

：315 

1982/10/15

設立：89  
  

「中華民國駐安地卡商務

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1983/01/01

撤離：315 

1983/01/01

閉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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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阿根廷臺灣商務辦事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2/08/10

設：317 

1973/01/06

設立：90 

1973/01/06

設立：37 

 中華民國於 1972/08/10 關閉

其駐阿大使館時，旋依阿國

外交部備忘錄設立者：A(83) 

265。 

中華民國駐阿根廷大使館於

1972/08/15 關閉者：I (37-3)6。 

「駐阿根廷臺灣商務辦事

處」更名為「駐阿根廷臺

北商務文化辦事處」之日

期 

 1995/08更名 

：317 

1996/01/26

更名：90 
 1994/08 更名：A 

(92)274 

 

駐澳洲墨爾本「遠東貿易

公司」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3/03設置 

：93 

 1975/04設立 

：1 

 1973/04在墨爾本

設立：E(87)3 

該公司綜理中華民國在澳大

利亞業務：C1。 

「駐澳洲美爾鉢遠東貿易

公司」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3/06/05

設置：2 

  

駐澳洲墨爾本「遠東貿易

公司」更名為「駐澳大利

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之日期 

1992 更名：

93 

1991/11/11

更名：3 

1991 更名：1 

 

1992/01 更名：A 

(83)102 

澳大利亞於 1991/03 同意中

華民國駐澳機構更名並在坎

培拉設代表處：A(80)94。 

駐澳洲墨爾本「駐澳大利

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遷駐澳京坎培拉之日期 

1992/05遷至

坎培拉：93 

 1992/01/07

「駐澳大利

亞代表處」

遷往坎培

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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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駐坎培拉)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92/05設立 

：3 

 

 

  

「駐美爾鉢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駐墨爾本)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2/05增設 

：93 

 1992/04/13

成立：2 

 

 此時開辦之辦事處係原駐墨

爾本之機構遷駐坎培拉時，

另再設立者：E(87)3。 

民國 61/04/13 成立「駐墨爾

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C2。 

「駐美爾鉢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更名為「駐墨爾

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之日期 

    

1992/04/30 更改

中文館名：H(81) 

51 

 

「遠東貿易公司駐雪梨分

公司」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1 增設：

93 

 1981 設立：3 

 
  

「遠東貿易公司駐雪梨分

公司」更名為「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駐雪梨分公

司」之日期 

  1983/04/13

更名：3 
 

  

「遠東貿易公司駐雪梨分

公司」更名為「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2 更名：

93 

1991/11/11

更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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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

雪梨分公司」更名為「駐

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1/11/11

更名：3 
 

1992/01 更名：A 

(83)102 

 

「外交部駐奧新聞處」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64 設立：

21-22 

  

「外交部駐奧新聞處」更

名為「駐歐陸辦事處維也

納分處」之日期 

   1965/05行政

院令更名：

21-22 

  

「駐歐陸辦事處維也納分

處」更名為駐奧地利「自

由中國新聞資料供應社」

(新聞局派駐)之日期 

   1972/02改名 

：21-22 

  

駐奧地利「自由中國新聞

資料供應社」(新聞局派駐)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2/01/31 在該

國設立：K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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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奧地利代表機構(含駐奧

地利代表處兼駐國際原子

能總署連絡辦事處、駐奧

地利新聞處及外貿協會駐

維也納辦事處)之「中國文

化研究所」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73/08/11

設立「駐奧

地利代表

處」：47 

1973/08/11

設置：22 

 在奧地利有一「中國文化研

究所」於 1969/08 成立：J(59) 

282；該研究所至 1973 年是

否即為中華民國駐奧地利之

機構，待查。 

有將中華民國於 1973 派駐奧

地利之機構錄為「駐奧(地利)

代表處」，其對外稱名稱當為

「中國文化研究所」者：E 

(87)3、C47 及 D22。 

駐奧地利「中國文化研究

所」更名為「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 /中國文化研究

所」之日期 

  1993/07/19

更名：47 
 

 奧地利 1992 於同意變更機構

名稱：A(93)164。 

「駐孟加拉台北代表處」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2004/03/01

正式運作：

102 

   2004/02/15 在達

卡籌設完成：H 

(93)37 

中華民國宣布於 2004/03/01

自即日起與孟加拉互設機構 

：A(93)417。 

「中華民國駐巴林商務代

表團」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7/04在該

國設立：114 

1977/04在該

國設立：75 

1976/02/21

設立：26 

1977/02/11

設置：16 

  

「中華民國駐巴林商務代

表團」更名為「駐巴林王

國台灣商務代表團」之日

期 

     中華民國與巴林於 2004/12

協議駐處正名：A(9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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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明斯克臺北經濟貿易

代表團」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6/07在該

國設立：120 

1996/07/04

宣布在該國

設立：77 

1996/07/23

設立：27 
 

1996/07/01 開始

運作：A(86)543 

中華民國與白俄羅斯於 1996 

/01/24 簽署協定，並於 1996 

/06/28 宣佈決定即日起互設

機構：H(85)47。 

1996/07/01 在該

國設立：A(90)131 

「駐明斯克臺北經濟貿易

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2006/01/03 關閉 

：L 新聞稿 2006/ 

01/03 

 

「駐比利時孫中山文化中

心」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2/05/25

設立：48 

1972/05/15

設置：22 

  

「駐比利時孫中山文化中

心」更名為「駐比利時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日

期 

1990/01更名 

：159 

 1990/05/09

更名：48 
 

  

「駐比利時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更名為「駐比利

時臺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6/03更名 

：159 

 1996/05/04

更名：48  
1996/03/28 更名 

：E(87)5 

該代表處於 2001/04 對內更

名為「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

表處」：A(93)159。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比

利時辦事處」(經濟部派駐)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4/07/08

設置：22 

  

「中華民國駐玻利維亞商

務及領務辦事處」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0/10/30

在該國設

立：325 

1990/12/26

設立：91 
 

1990/12/26 在該

國設立：E(87)5 

中華民國與玻利維亞於 1990

協議設立機構：G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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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西聖保羅之「遠東貿

易中心」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5/07/14

在聖保羅設

立：327 

1975/07/14

在聖保羅設

立：92；94 

1975/07/14

設置：38 

  

駐巴西聖保羅之「遠東貿

易中心」更名為「臺北商

務中心」之日期 

 1990/02/15

更名：327 

1990/02/15

更名：92；

94 

 
1990/03 更名：A 

(83)267 

 

駐巴西聖保羅之「臺北商

務中心」移駐巴京巴西利

亞並更名為「駐巴西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2/01/10

移至並改稱 

：92；94 
 

 巴西於 1991/12 同意中華民

國將該中心遷往巴西利亞並

更名：G208。 

巴西於 1991/09 同意中華民

國在巴西利亞設立「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B(90)327。 

駐巴西「臺北商務中心里

約熱內盧分中心」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0/06增設 

：327 

1990/03/24

設立：93 
 

 C93 作 1990/03/24 設立「駐

里約熱內盧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 

駐巴西「臺北商務中心里

約熱內盧分中心」更名為

「駐里約熱內盧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當與「駐巴西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駐巴京巴西利亞)

設立之日同時更名。 

「駐里約熱內盧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2002/12/20 閉館 

：A(91)767 

中華民國於 2002/07/31 宣佈

決暫關閉：H(91)261。 

「駐聖保羅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01/10

改設：94  
 此時開辦之辦事處係原駐聖

保羅之機構遷駐巴西利亞時 

，另再設立者：E(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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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汶萊遠東貿易文化中

心」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8/06在該

國設立：92 

1978/06在該

國設立：9 

1978/09/26

設立：4 

1978/09/26

設置：2 

  

「駐汶萊遠東貿易文化中

心」更名為「駐汶萊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6 更名：

92 

1996/07/01

更名：9 

1996/07/01

更名：4  

  

「駐汶萊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閉館之日期 

   

 

2006/03/17 關閉： 

L新聞稿2006/03/ 

17 

 

「駐汶萊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復館或對外營運之

日期 

   

 

2007/03/01 復館 

，預計於 2007/ 03/ 

30 舉行復館揭牌

儀式：L 新聞說明

會紀要-亞太司- 

2007/03/20 

 

「中華民國駐高棉共和國

代表團」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0/07進駐

該國：11 

1970 設立：5 1970/07/09

設立：8 

  

「中華民國駐高棉共和國

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1975/04關閉 

：11 

1975/04/17

關閉：5 

1975/04/17

關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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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金邊臺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11/27

正式對外辦

公：11 

1995/01/03

設立：5 

 

1995/01/04 在該

國設置，1995/11/ 

27 正式運作：E 

(87)7 

中華民國與柬埔寨於 1994/ 

09/07 協議互設機構：A(84) 

587。 

1995/11/27 設立 

：H(86)55 

「駐金邊臺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閉館之日期 

 1997/07撤離 

：11 

1997/07/28

關閉：5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多

朗多辦事處」(經濟部派駐)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3/09/10

設置：32 

 該辦事處後併為「駐加拿大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

組」：J(81)502。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在

加拿大多倫多「駐加拿大

臺北中華貿易商會」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0/07在多倫多

成立並展開業務 

：J(69)324 

加拿大於 1979/06 批准中華

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派駐：J 

(68)358。 

該商會係由中華民國全國商

業總會與行政院新聞局共同

設立者：A(77)169；後併為「駐

加拿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新聞組」：J(8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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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加拿大多倫多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1/03設立 

：311 

1991/01/08

設立：85 

 

1991/08/08 正式

對外辦公：A(81) 

218 

中華民國與加拿大於 1990/10 

/22 簽署在加設立機構換文：

J(80) 483；並於 1990/11/15 宣

佈之：A(80)617。 

C85 作 1991/01/08 設立「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多倫多總

處」。 

駐加拿大多倫多之「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更名為

「駐加拿大臺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並遷往渥太華之

日期 

 

 

 

1993/08移駐

加京渥太華

並正式對外

運作：312 

1993/08/01

更名並遷駐 

：85，87 
 

1993/08/03 正式

成立：A(83)534 

 

 

1993/08/02

設立並遷移 

：88 

「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04在溫

哥華設立：

311-312 

1991/01/08

設立：86  
1991/09/01 正式

對外辦公：A(81) 

218 

 

「駐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8另設 

：312 

1993/08/01

另設：87  
 該辦事處係駐「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遷駐渥太華時，

另再設立者：B(90)312。 

「駐渥太華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07在渥

太華設立：

312 

1992/05/06

設立：88  
  

「駐渥太華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1993/08裁撤 

：312 

 

 
 該辦事處於「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遷駐渥太華後裁

撤：B(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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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智利遠東商務辦事處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5 在該國

設立：329 

1975/09/30

設立：95 

1975/09/30

設置：38 

1975/08 在該國設

立：A(92)279 

 

「駐智利遠東商務辦事

處」更名為「駐智利臺北

商務辦事處」之日期 

  1990/12/22

更名：9  
  

「駐智利臺北商務辦事

處」更名為「駐智利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0/12更名 

：329 

1992/06/26

更名：95  
1992/05/22 更名 

：E(87)9 

智利於 1992/05 同意更名：G 

208。 

「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辦

事處」(駐哥京波哥大)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0/08/26

正式成立：

331 

1980/06/14

設立：96 
 

1980/10在波哥大

設立：A(83)269 

 

1980/08 設

立：97 

「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辦

事處」(駐波哥大)更名為

「駐哥倫比亞臺北商務辦

事處」之日期 

 1990/08更名 

：331-332 

1990/11/27

更名：96 
 

 哥倫比亞於 1990/08 同意更

名：A(92)282。 

「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辦

事處巴蘭幾亞分處」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0/08/26

在巴蘭幾亞

設立：331 

1980/08成立 

：97 

  

1980/10在巴蘭幾

亞設立：A(83)269 

 

1980/06/14 在巴

蘭幾亞設立：E 

(87)9 

「駐哥倫比亞遠東辦事處

巴蘭幾亞分處」更名為「駐

巴蘭幾亞臺北商務辦事

處」之日期 

   

 

 該分處當於 1990 年間與「駐

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辦事處」

同時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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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蘭幾亞臺北商務辦

事處」閉館之日期 

 1991/07/01

關閉：331 

1991/07/01

關閉：97 
 

  

「中華民國駐薩伊共和國

代表團」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07/23

正式在該國

成立：150 

1991/07/23

設立：46 

 

1991/09在該國設

立：A(86)198 

中華民國與薩伊於 1991/06/ 

10 協議互設機構：A(83)106。 

中華民國籌辦開館人員於

1991/09 初抵薩，旋因該國動

亂而於是月撤往南非：J(81) 

492。 

「中華民國駐薩伊共和國

代表團」更名為「中華民

國駐剛果民主共和國代表

團」之日期 

  1997/06/23

更名：46 
 

 該代表團為配合「薩伊共和

國」變更國號而改稱「剛果

民主共和國」：E(87)9。 

「中華民國駐剛果民主共

和國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該代表團人員於 1998/08/16

因剛國內戰暫時撤離：B(90) 

150。 

中華民國於 1998/10 以該國

內戰不歇，決定短期內不復

派團：A(87)152。 

該代表團於 1998/11/15 正式

撤離：B(90)150。 

該代表團經准裁撤並自 2000 

/08/30 生效：H(89)86-87。 

2000/08/30 正式對外宣布裁

撤：B(9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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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剛果共和國

代表團」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08/15

設立：40  
1995/08/15 在該

國設立：E(87)11 

中華民國與剛果共和國於

1995/07 協議互設機構：B 

(90)152。 

「中華民國駐剛果共和國

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1997/09/12

裁撤：152 
1997/09/12

關閉：40  
1997/09/12 撤除： 

A(86)716 

中華民國於 1997/08/09 宣佈

擬暫予關閉：H(86)144-145。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象

牙海岸辦事處」 (經濟部

設，駐阿必尚 Abidjan)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象牙海岸與

中共政府建

交後)仍留：

153 

 

 

 A(93)稱經濟部在象牙海岸設

有商務辦事處：128。 

「駐賽普勒斯臺灣商務辦

事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3/01/06

設立：34 

1973/01/06

設置：16 

1972/03/10 在該

國設立：J(88)490 

 

1973/01/06 在該

國設立：E(87)11 

「駐賽普勒斯臺灣商務辦

事處」閉館之日期 

 1991/05關閉 

：79 

1991/05/01

暫時關閉：

34 

 
1991/05/01 關閉： 

E(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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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捷克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駐捷克斯拉夫首都

布拉格)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12在該

國設立：249 

1991/08/07

設立：49 

 

 中華民國與捷克斯拉夫於

1991/07/04 宣佈互設機構：A 

(81)540。 

該代表處之英文名稱為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Czeck and 

Slovak Federal Republic：A 

(81)845。 

捷克斯拉夫於 1993/01/01 裂

解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國。 

「駐捷克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駐捷克首都布拉格)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12在該

國設立：169 

1991/12在該

國設立：249 

1991/08/07

設立：49 
  捷克於 1993/01/01 自捷克斯

拉夫獨立。 

該代表處之英文名稱為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Czeck 

Republic：A(82)831。 

丹麥「自由中國新聞資料

供應社」(新聞局派駐)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3/07/15 在該

國設立：K171 

 

「駐丹麥遠東商務辦事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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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丹麥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05/06

設立：50 

 

1991/05/06 在該

國設立：E(87)11 

駐丹麥「自由中國新聞處」

及駐丹麥「遠東商務辦事處」

合併為「駐丹麥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1/04 合

併：A(93)166 

「駐丹麥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成立並納入「自由

中國新聞處」及「遠東商

務辦事處」之日期 

   

 

1991/04在該國成

立並納入：A(81) 

182 

 

「駐丹麥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丹麥臺

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5 更名：

166 

 1995/02/15

更名：50  
1995/01 更名：A 

(84)221 

 

駐惠夜基之「臺灣領務代

理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4/10/17

在惠夜基設

立：341 

1974/10/17

設立：99 

1974/10/18

設置：40 

1974/09/01 在惠

夜基設立：E(87) 

13 

 

「中華民國駐厄瓜多商務

處」(駐厄京基多)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77/05/01

在基多設立 

：341 

1977/04/12

設立：98 

1977/04/12

設置：40 

 厄瓜多於 1977 同意中華民國

在厄京及惠夜基設立機構：

G208。 

駐惠夜基之「臺灣領務代

理處」更名為「中華民國

駐厄瓜多商務處惠夜基分

處」之日期 

 1977/05/01

改為：341 

1977/05/01

更名：99 

1977/07/25

更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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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厄瓜多商務

處惠夜基分處」閉館之日

期 

 1998/10/31

關閉：341 

  1998/11/01 暫時

關閉：E(87)13 

 

1998/09/22 關閉： 

A(92)286 

「駐埃及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中華民國與埃及於 2000/12/ 

08 宣布雙方協議互設機構：

B(90)157。 

「駐埃及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閉館之日期 

     該辦事處未曾正式成立；中

華民國於 2002/07/31 宣佈決

暫關閉：H(91)261。 

「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

表團」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1 在該國

設立：100 

1971 在該國

設立：13 

 1973/01/06

設置：3 

 中華民國於 1971/05/15 令設， 

並於 1971/07/26 與斐濟宣布

設團：C6。 

「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

表團」閉館之日期 

 1976/02/29

關閉：13 

1976/02/29

關閉：6 

1976/02/29

關閉：3 

1976/02 撤回：A 

(88)109 

「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表

團」於 1976/02/29 關閉後改

設「亞東貿易中心」：B(90) 

13。 

「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

表團」更名為駐斐濟「亞

東貿易中心」之日期 

1976 改為：

100 

   1976/02/29 更名： 

A(78-79)156 

 

駐斐濟「亞東貿易中心」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6/04/13

設立：6 

1976/04/13

設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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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斐濟「亞東貿易中心」

更名為「中華民國駐斐濟

商務代表團」之日期 

1987/12更名 

：100 

 1988/03/26

更名：6  
1987/12/21 正名 

：A(78-79)156 

斐濟於 1987/12/21 主動宣布

更名：B(90)13。 

「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

表團」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7/12/21 在該

國正式設立：E 

(87)13 

 

「駐芬蘭臺北貿易文化辦

事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0/03在該

國設立：168 

1990/03在該

國設立：255 

1990/04/19

設立：52 

 1990/06/01 在該

國設立：E(87)13 

 

「駐芬蘭臺北貿易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芬蘭臺

北貿易文化辦事處」之日

期 

1992/12更名 

：168 

1992/12更名 

：255 

1992/11/25

更名：52 

 1992/12/01 更名： 

E(87)13 

 

「法華經濟貿易觀光促進

會」(新聞局派駐)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72/08/12

在該國設

立：157 

  1972/07設置 

：24 

  

「亞洲貿易促進會駐巴黎

辦事處」(經濟部派駐)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6/07設立 

：157 

  1975/08/13

設置：24 

  

「法華經濟貿易觀光促進

會」(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

之駐法代表機構)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80/10/20

設立：53 

 

1980/10/20 在該

國設立代表機構 

：E(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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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濟貿易觀光促進

會」(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

之代表機構)更名為「駐法

國臺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5/05/15

更名：53 

 

 「亞洲貿易促進會駐巴黎辦

事處」及「法華經濟貿易觀

光促進會」於 1995/05/15 合

署並更名為「駐法國臺北代

表處」：A(93)157。 

駐波昂之「遠東新聞處」(新

聞局派駐)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58/10設置 

：25 

  

駐波昂之「遠東新聞處」(新

聞局派駐)改為「遠東新聞

社」之日期 

    1973/12/31 改為： 

K171 

 

駐波昂之「遠東新聞處」(以

外交部為主所派駐西德之

代表機構)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0/10/20

設立：54 
   

駐波昂之「遠東新聞處」(以

外交部為主所派駐西德之

代表機構)更名為「駐德國

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之

日期 

  1992/09/23

更名：54 
   

「駐德國臺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更名為「駐德國臺

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7/07/01

更名：54 
   

「駐德國臺北代表處」遷

駐柏林之日期 

    1999/10/04 遷移： 

A(88)622 

1990/10/03 西德兼併東德，國

號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定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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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聞處漢堡分處」

(新聞局派駐)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64/10設置 

：25 

  

「遠東新聞處漢堡分處」

(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之機

構)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0/10/20

設立：56 
   

「遠東新聞處漢堡分處」

(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之機

構)更名為「駐漢堡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2/09/23

更名：56 
   

「駐漢堡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德國臺

北代表處漢堡辦事處」之

日期 

  1997/07/01

更名：56 
   

「遠東新聞處柏林分處」

(新聞局派駐)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65/01設置 

：25 

  

「遠東新聞處柏林分處」

(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之機

構)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0/10/20

設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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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聞處柏林分處」

(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之機

構)更名為「駐西柏林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2/09/23

更名：55 
 

  

「駐柏林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德國臺

北代表處柏林辦事處」之

日期 

  1997/07/01

更名：55 
 

  

「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柏林

辦事處」併入「駐德國臺

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之日

期 

   

 

1999/10/04 併入： 

A(88)622 

西德於 1990/10/03 兼併東德 

，國號仍為「德意志聯邦共

和國」，定都柏林。 

「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於

1999/10/04 遷駐柏林： A(88) 

622。 

「遠東新聞處慕尼黑分

處」(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

之機構)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8/08/27

設立：57 
 

  

「遠東新聞處慕尼黑分

處」(以外交部為主所派駐

之機構)更名為「駐慕尼黑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

日期 

  1992/09/27

更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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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慕尼黑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更名為「駐德國

臺北代表處慕尼黑辦事

處」之日期 

  1997/07/01

更名：57 
 

  

「駐萊比錫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0/09/06

設立：58  
  

「駐萊比錫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1992/11/01

閉館：58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西

德代表辦事處」(經濟部派

駐)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67 設置：

25 

  

「觀光局駐法蘭克福辦事

處」(交通部觀光局派駐)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1/06設置 

：25 

  

「駐希臘遠東貿易中心」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3/01/06

設立：59 

1973/01/06

設置：25 

  

「駐希臘遠東貿易中心」

更名為「駐希臘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0/12/28

更名：59  
  

「駐希臘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希臘臺

北代表處」之日期 

2003/07更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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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匈牙利臺北商務辦事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0/04在該

國設立：171 

1990/04在該

國設立：265 

1990/04/02

設立：60  
1990/04/02 在該

國設立：E(87)17 

 

「駐匈牙利臺北商務辦事

處」更名為「駐匈牙利臺

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5/10更名 

：171 

1995/10更名 

：265 

1996/01/06

更名：60  
1995/01/06 更名： 

E (87)17 

 

「駐新德里臺北經濟文化

中心」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09在該

國設立：101 

 1995/05/24

設立：8 

 

1995/09派員赴印

京設處，於 1996/ 

03 正式對外運作 

：A(85)135 

中華民國與印度於 1995/01/ 

11 及 1995/02/09 協議互設機

構：A(84)669。 

1995/05/31 在該

國設立，於 1995/ 

09 底正式運作：

E(87)17 

「駐耶加達中華商會」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1 在該國

設立：85 

1971/05/01

在該國設立 

：17 

 

 
 中華民國工商界與印尼工商

界於 1967/09/18 協議互設機

構：A (77)110。 

「駐耶加達中華商會」(以

外交部為主所派駐印尼之

代表機構)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2/07/04

設立：9 

1972/07/04

設置：9 
 中華民國與印尼於 1971 協議

互設機構：A(86)102。 

該商會後成為中華民國外交

部為主派駐印尼之機構： I 

(37-3)3。 

「駐耶加達中華商會」更

名為「駐印尼臺北經濟貿

易代表處」之日期 

1989/10更名 

：85 

1989/10/10

更名：17 

1990/01/19

更名：9  
 印尼於 1989/10 同意更名：G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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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愛爾蘭自由中國中

心」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8/07/12

設立：61 

 

1988/09在該國設

立：A(78-79)192 

 

1988/08在該國設

立代表機構：A 

(87)167 

駐愛爾蘭「自由中國中心」

更名為「駐愛爾蘭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1/05 更名：A 

(81)163 

 

駐愛爾蘭「自由中國中心」

更名為「駐愛爾蘭臺北代

表處」之日期 

  1995/08/18

更名：61  
  

「駐愛爾蘭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8/08在該

國設立：

153-154 

1988/08/29

在該國設立 

：269 

 

 
  

「駐愛爾蘭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更名為「駐愛爾

蘭臺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5 更名：

154 

1995 更名：

269 

 

 

1995/08/18 更名 

：E(87)17 

 

1995/07 更名：A 

(85)210 

「駐台拉維夫臺北經濟貿

易辦事處」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93/05正式

成立：118 

1993/06在以

該國設立：

87 

1993/01/04

設立：28 

 

1993/05/01 正式

成立並展開業務 

：A (82)687 

中華民國與以色列於 1992/11 

/11 協議互設機構：A(93) 

118。 

1993/06/01 在該

國設立：E(87)19 



38 

 

「駐台拉維夫臺北經濟貿

易辦事處」更名為「駐台

拉維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5/10/06

更名：28 
 

1995/09/11 更名 

：E(87)19 

中華民國與以色列於 1995/09 

/11 同意更名：A(93)118。 

駐義大利「遠東貿易中心」

(經濟部派駐)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78/11/14

設置：27 
  

駐義大利「臺北文化經濟

學會」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0 在該國

設立：162 

 1990/08/07

設立：62  
1990/08/07 在該

國設立：E(87)19 

 

駐義大利「臺北文經學會」

更名為「駐義大利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5 更名：

162 

 1995/06/14

更名：62 
 

1993/12 底更名：

A (83)190 

 

1995/03 更名：A 

(85)225 

「駐義大利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更名為「駐義大

利臺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6 更名：

162 

 1996/07/02

更名：62 
 

1996/04 更名：A 

(85)225 

 

1996/05/04 更名： 

E(87)19 

「中華民國駐牙買加商務

代表團」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 在該國

設立：355 

1992/08/29

設立：100  
1992/08/26 設立： 

E(87)19 

 

「中華民國駐牙買加商務

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1993/06中止

設處：355 

1993/06/09

閉館：100 
 

1993/06/09 中止

設立：E(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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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2/12設立 

：10 

1973/07/09

改設置：8 

 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於 1972/ 

12/28 關閉：I(37-4)13。 

「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財

團法人交流協會」於 1972/12/ 

26 協議互設機構。 

「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

處」更名為「臺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駐東京)

之日期 

 

 

1992/05/20

更名：19 

1992/05/20

更名：10 
 

 中華民國與日本於 1992/05/ 

15 換文同意改名：A(81)723。 

「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2/12設立 

：11 

1973/07/09

改設：6 

 中華民國駐大阪總領事館於

1972/12/28 關閉：I(37-4)13。 

「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

處」更名為「臺北駐大阪

經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2/05/20

更名：19 

1992/05/20

更名：11  

 中華民國與日本於 1992/05/ 

15 換文同意改名：A(81)723。 

「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

處福岡分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72/12設立 

：12 

1973/07/09

改設：6 

 中華民國駐福岡總領事館於

1972/12/28 關閉：I(37-4)13。 

「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

處福岡分處」更名為「臺

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福岡分處」之日期 

 1992/05/20

更名：19 

1992/05/20

更名：12 
 

 中華民國與日本於 1992/05/ 

15 換文同意改名：A(8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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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

處橫濱分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79/06/09

設立：13 

1979/06/09

設置：7 

 中華民國駐橫濱總領事館於

1972/12/28 關閉：I(37-4)13。 

「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

處橫濱分處」更名為「臺

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

濱分處」之日期 

 1992/05/20

更名：19 
1992/05/20

更名：13 
 

 中華民國與日本於 1992/05/ 

15 換文同意更改：A(81)723。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駐琉

球辦事處」之日期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中華民國外交部前以中琉文

經協會的名義在那霸設立辦

事處：L 新聞說明會紀要-日

本事務會-2007/03/15。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駐琉

球辦事處」更名為「台北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

分處」之日期 

   

 

2007/02/01 正式

掛牌：L 新聞說明

會紀要-日本事務

會-2007/03/15 

該辦事處將正式納入外交部

編制：L 新聞說明會紀要-日

本事務會-2007/03/15。 

「駐約旦遠東商務處」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7/05/15

在該國設立 

：89 

1977/06/03

設立：29 

1977/06/03

設置：17 

1977/06/03 在該

國設立：E(87)19 

 

「駐約旦遠東商務處」更

名為「中華民國(台灣)商務

辦事處」之日期 

  1992/04/16

更名：29  
 約旦於 1992/03/25 同意更名： 

A(93)114。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94/01/25

在該國設立 

：25 

1993/10/02

設立：14  
 中華民國與南韓於 1993/07/ 

27 協議互設機構：A(8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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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韓國臺北代表部釜山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2005/01/03 在釜

山成立，2005/03

初正式對外服務 

：L2005/01/31 

 

「中華民國駐科威特商務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6/02/13

設立：30 

 

1986/04/23 在該

國成立：A(77)126 

中華民國與科威特於 1986/04 

/23 協議設立機構：H(75)13。 

1986/02/13 在該

國設立：E(87)21 

該辦事處曾於 1990/02 伊拉

克侵入科國暫撤離，至 1991/ 

03 復館：C30。 

該辦事處曾於 1990/08 波斯

灣戰爭關閉，至 1991/03/27

復館：A(80)124-125。 

「中華民國駐科威特商務

辦事處」更名為「駐科威

特王國臺北商務代表處」

之日期 

 1996/08/26

更名：93 

 

 

1996/09/09 更名： 

E(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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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拉脫維亞臺北代表

團」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6/01因雙

方領事關係

終止後將總

領事館更名 

：171 

1996/01/19

將總領事館

更名：273 

1996/01/19

設立：63 

 

 中華民國與拉脫維亞先於

1991/11/06 及 1991/12 協議設

立機構，又於 1992/01/29 協

議建立領事關係；中華民國

於 1992/02 設駐里加總領事

館；中共政府於 1992/02/15

宣佈撤退其駐拉使館人員： 

G154。 

拉脫維亞於 1994/07/28 與中

共建交並中止與中華民國之

領事關係：B(90)273。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黎

巴嫩辦事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73/06在該

國設立：97 

1973/06設立 

：31 

1973/01/24

設置：17 

 該辦事處曾於 1976/05 業務

停頓，1977/08 恢復工作：D 

17。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黎

巴嫩辦事處」暫時閉館之

日期 

 1978/09暫時

結束業務：

97 

1978/09暫時

關閉：31 

1978/09/14

暫予結束：

17 

  

「中華民國駐賴比瑞亞商

務代表團」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88/07/06

設立：41 
 

1988/07/06 在該

國設立：E(87)21 

 

「中華民國駐賴比瑞亞商

務代表團」改制為大使館

之日期 

 

 

  

 
 中華民國與賴比瑞亞於 1989/ 

10/02 復交：E(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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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利比亞商務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0/03/19

在該國設

立：181 

1980/03/19

設立：42  
 利比亞於 1980 年同意中華民

國設立機構：G106。 

「中華民國駐利比亞商務

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1997/09/12

關閉：181 

1997/09/12

閉館：42 

 

1997/09/12 撤除： 

A(86)716 

該辦事處於 1982/10 被迫取

下館牌，僅能在室內改懸「中

華商務辦事處」：H(79)237。 

中華民國於 1997/08/09 宣佈

暫予關閉：H(86)144-145。 

駐盧森堡「孫中山中心」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5/03在該

國設立：161 

 1975/06/10

設立：64 

1975/06/10

設置：27 

  

駐盧森堡「孫中山中心」

更名為「駐盧森堡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2 更名：

161 

 1992/07/13

更名：64  
1992/05 更名：A 

(81)170 

 

「駐盧森堡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2002/07/31

暫時關閉：

161 

  

 
2002/12/03 閉館： 

A(91)761 

中華民國於 2002/07/31 宣佈

將暫關閉：H(91)261。 

「中華民國駐馬達加斯加

民主共和國特別代表團」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06/17

正式成立：

183 

1992/01/05

設立：43 
 

1991/06/17 正式

成立對外用運作 

：A (80)146 

中華民國與馬達加斯加於

1990/10/31 協議互設代表團 

：A(8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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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馬達加斯加

共和國特別代表團」閉館

之日期 

   

 

 馬達加斯加內閣會議於 1990/ 

09/09 片面廢止其與中華民國

間設立機構之協議：A(88) 

168。 

該代表團經准裁撤並自 2000 

/08/30 生效：H(89)86-87。 

中華民國於 2002/08/30 宣布

裁撤該代表團：B(90)183。 

「駐吉隆坡遠東貿易旅遊

中心」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4/08在該

國設立：29 

1974/10/19

設立：16 

1974/10/19

設置：11 

1974/08/03 在該

國設立：A(77)108 

 

「駐吉隆坡遠東貿易旅遊

中心」更名為「駐馬來西

亞臺北經濟文化中心」之

日期 

 1988 更名：

29 

1988 更名：

16 
 

1988/09/02 已更

名：A(77)512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

化中心」更名為「駐馬來

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2/08/17

更名：16 
 

1992/07 更名：A 

(81)85 

馬來西亞於 1992/07/13 同意

更名：B(90)29。 

「中華民國駐模里西斯商

務代表團」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84/09/21

在該國設立 

：191 

1984/09/25

設立：44 
 

1984/09/25 在該

國設立：E(87)25 

中華民國與模里西斯於 1984 

/04 協議互設機構：H(77)60。 

「中華民國駐模里西斯商

務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2002/10/26 閉館： 

A(91)760 

中華民國於 2002/07/31 宣佈

暫予關閉：H(9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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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墨西哥商務辦事處」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2/01設立 

：101 

1973/01/06

設置：42 

1972/01在該國設

立：A(92)287 

 

「駐墨西哥商務辦事處」

閉館之日期 

  1974/10關閉 

：101 

 

1974/10：墨迫該

處人員離境：A 

(83)264 

 

1972/10墨不同意

辦事處人員續留

墨境：A(92)287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墨

西哥辦事處」(外貿協會設)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 於墨西

哥市設立：

357 

 

 

1989/04在墨西哥

市設立：E(87)25 

中華國民國外貿協會與墨西

哥企業家國際事務協會於

1987/04 簽署合作協議書，兩

會於 1989 年先後互設機構：

A(92)287-288。 

「駐墨西哥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7/14

成立：101  
1993/07/14 在該

國設立：E(87)25 

墨西哥於 1993/05 同意中華

民國在該國設立機構：A(83) 

264。 

「駐烏蘭巴托亞臺北貿易

經濟代表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2002/09/01

在該國設立 

：121 

  

 

2002/09/01 正式

成立對外運作： 

A(91)121 

中華民國與蒙古於 2002/09/ 

02 宣佈自 2002/09/01 起互設

機構：A(9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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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荷蘭「孫逸仙中心」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9/08/24

設立：65 

1978/02/09

設置：28 

  

駐荷蘭「孫逸仙中心」更

名為駐荷蘭「遠東商務辦

事處」之日期 

   1979/08/24

改設立：28 

  

駐荷蘭「孫逸仙中心」改

立「駐荷蘭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之日期 

  1990/07/24

改立：65 

   

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9/08在海

牙設立：161 

  

 
1979/07正式對外

工作：J(69)321 

 

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

更名為「駐荷蘭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0/09更名 

：161 

  

 
  

「駐荷蘭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荷蘭臺

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6/07更名 

：161 

 1996/07/12

更名：65  
1996/07/01 更名： 

E(87)25 

 

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

(駐奧克蘭/屋崙)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73/05在奧

克蘭設立：

95 

 1973/05設立 

：18 

1973/10/12

設置：12 

  

1973/10/12

設立：17 

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

(駐奧克蘭/屋崙)遷駐紐京

威靈頓之日期 

1981/07遷駐 

：95 

 1981/07遷駐 

：18  
1974/07 遷駐：A 

(7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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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紐西蘭威靈頓「亞東貿

易中心」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3/05 設立：E 

(87)27 

 

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

(駐威靈頓)更名為「駐紐西

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之日期 

1991/11 更名 

：95 

 1991/12/17

更名：17 
 

1991/08 更名：A 

(81)91 

 

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

屋崙分處」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82 復設：

95 

 1982/12設立 

：18 
 

 該辦事處係原駐奧克蘭(屋

崙)之「亞東貿易中心」遷駐

威靈頓後約一年，另再設立

者。 

「亞東貿易中心屋崙分

處」(奧克蘭/屋崙)更名為

「駐屋崙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之日期 

1991/11 更名 

：95 

 1991/11 更名 

：18 
 

1991/08 更名：A 

(81)91 

 

1991/12/17 更名： 

E(87)27 

「駐屋崙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奧克蘭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

日期 

  1992/04/13

更名：18 

 

1992/04/30 更改

中文館名：H(81) 

51 

 

1992/04/15 更名： 

E(87)27 

「中華民國駐奈及利亞聯

邦共和國商務代表團」(拉

哥斯)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04在拉

哥斯設立：

143 

1991/04派員

籌設：201 

 

1991/05/18

設立：45 
 

 中華民國與奈及利亞於 1990/ 

11/21 協議設立機構：E(8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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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奈及利亞聯

邦共和國商務代表團」自

拉哥斯遷駐奈國新都阿布

札之日期 

2001/09遷駐

並開始運作 

：143 

  

 

2001/09開始運作 

：A(90)152 

奈及利亞於 1991/12 遷都阿

布扎。 

中華民國於 2001/09 洽獲奈

及利亞同意將該代表團自拉

哥斯遷駐阿布扎：A(93)143。 

「中華民國駐卡拉巴總領

事館」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8在卡

拉巴設立：

143 

1993/08設置 

：201 

 

 
1993/08/17 在卡

拉巴設立：E(87) 

27 

 

「中華民國駐卡拉巴總領

事館」閉館之日期 

1997/09/12

關閉：143 

1997/12關閉 

：201 

 

 

1997/09/12 撤除： 

A(86)716 

中華民國於 1997/08/09 宣佈

暫予關閉：H(86)144-145。 

1997/09/12 關閉： 

E(87)27 

「駐挪威臺北商務處」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0 在該國

設立：167 

 1980/08/26

設立：66 
 

1980/09在該國設

立：A(77)158-159 

 

1980/08/26 在該

國設有：E(87)27 

「駐挪威臺北商務處」更

名為「駐挪威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2 底更名 

：167 

 1992/12/17

更名：66  
1993/01 更名：A 

(85)239 

 

「駐挪威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更名為「駐挪威臺

北代表處」之日期 

1999/10更名 

：167 

  

 
 中華民國行政院於 1999/10/ 

16 核定更名：A(8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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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阿曼王國商

務代表團」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77/03在該

國設置：116 

  1977/01/12

設置：18 

1977/03/31 在該

國設置：A(77)126 

 

「中華民國駐阿曼王國商

務代表團」閉館之日期 

1979/04關閉 

：116 

  1979/04/27

關閉：18 

  

「中華民國駐阿曼王國商

務代表團」更名為「遠東

貿易服務中心駐阿曼王國

代表辦事處」之日期 

    1978/09/06 改制： 

A(80)125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阿

曼王國代表辦事處」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9/09設立 

：116 

1979/09/06

在該國設

立：101 

1979/09/15

設立：32 

1979/09/11

改設：18 

1979/09/11 在該

國設立：E(87)27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阿

曼王國代表辦事處」更名

為「駐阿曼王國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1/07/01

更名：116 

1991/07/01

改名：101 

1991/06/14

更名：32 
 

1991/06/05 更名： 

A(80)125 

 

「中華民國駐巴布亞紐幾

內亞商務代表團」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0/02/12

在該國正式

成立：99 

1990/02在該

國設立：47 

1989/06/19

設立：19 
 

1988/07在該國設

立：E(87)29 

中華民國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於 1988/12/27 協議互設機

構：A(82)115。 

駐秘魯「遠東貿易中心」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8/05/19

在該國正式

成立：365 

1978/01/01

成立，同日

開館：102 

1978/01/04

設置：43 

 中華民國與秘魯於 1977/11

協議設立機構：J(6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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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秘魯「遠東貿易中心」

更名為「駐秘魯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0/11/05

改名：365 

1990/12/22

更名：102  

 秘魯於 1990 年後同意更名：

G 209。 

「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駐

馬尼拉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75/07/28

在該國設

立：49 

1975/10/08

設立：20 
1975/10/08

設置：12 

1975/07/28 開始

辦公：J(65)301 

 

「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駐

馬尼拉辦事處」更名為「駐

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89/12/20

更名：49 

1990/03/07

更名：20 
 

 中華民國與菲律賓於 1989/12 

/20 同意更改互駐機構名稱：

E(87)29。 

「駐波蘭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08在該

國設立：168 

1992/12在該

國設立：291 

1992/08/26

設立：67 
 

1992/08/26 在該

國設立：E(87)29 

中華民國與波蘭於 1992/07

協議互設機構，中華民國行

政院於 1992/08 核定在波設

處：A(82)212。 

「駐葡林觀察員基正」設

立之日期 

   1975/05/31

設置：29 

 中華民國駐葡公使館於 1975/ 

05/31 關閉：I(40-2)6。 

「駐葡林觀察員基正」裁

撤之日期 

   1977/06/25

裁撤：29 

  

「駐葡史觀察員克定」設

立之日期 

   1977/06/02

設立：29 

  

「駐葡史觀察員克定」裁

撤之日期 

   1978/08/31

裁撤：29 

  

「駐葡賴聯絡員基明」聘

任之日期 

   1978/01/01

聘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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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葡萄牙臺北經濟文化

中心」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07在該

國設立：156 

1992/07在該

國設立：293 

1992/11/27

設立：68  
1992/07/23 在該

國設立：E(87)29 

中華民國與葡萄牙於 1992 換

函協議互設機構：A (93)156。 

「駐澳門臺北貿易旅遊辦

事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08/16

設立：15  

1990/02/01 已在

澳門設立：A 

(78-79)713 

澳門於 1999/12/20 交予中共。 

「臺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協

調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7在該

國設立駐俄

羅斯代表處 

：119 

1993/07/12

正式設立：

107 

1992/11/01

設立：33 

 

1992/11/01 在該

國設立，1993/07/ 

12 正式開館運

作：E(87)31 

中華民國與俄羅斯於 1992/ 

06/29 在巴黎簽署正式成立交

往對口機構的協議，中華民

國與俄羅斯於 1992/09/08 宣

佈互設機構：A(81)122。 

「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

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駐沙

京利雅得)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02/13

設立：35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於

1991/01/06 簽訂效力回溯至

1990/07/19 之互設機構協議 

：B(90)109。 

「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

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吉達分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1/02/13

設立：36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於

1991/01/06 簽訂效力回溯至

1990/07/19 之互設機構協議 

：B(90)109。 

「駐塞內加爾經濟暨技術

合作辦事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原使館於

1972/04/12

關閉，另設 

：A(93)137 

1972/04/12

原使館關閉

改設：207 

 原使館於

1972/04/12

關閉，同時

改設立：48 

 中華民國於 1972/04/12 中止

與塞內加爾之外交關係，其

外交部於 1972/04/19 令駐塞

大使館於 1972/04/12 起關

閉：F172；I(37-2)5。 

「駐塞內加爾經濟暨技術

合作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1976/10/31

關閉：137 

1976/11 關閉 

：207 

 1976/11 裁撤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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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共和

國商務代表團」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69/03在該

國設立：86 

1969/03正式

設立：53 

1969/03/06

設立：21 

1969/03/06

設置：13 

1967/03在該國設

立：J(86)509 

中華民國與新加坡於 1968/ 

11/14 協議互設機構：B(90) 

53。 1964/03在該國設

立：A(80)88 

「中華民國駐新加坡共和

國商務代表團」更名為「駐

新加坡臺北代表處」之日

期 

1990/09/30

改名：86 

1990/09/30

更名：53 

1990/11/29

更名：21 
 

  

「駐斯洛伐克台北代表處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2003/08/01

在該國成立 

：172 

  

 

2003/08/01 在該

國正式設立並開

始運作 A(92)：

581 

捷克斯拉夫於 1993/01/01 裂

解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國。 

「駐南非共和國臺北聯絡

代表處」(駐斐京普里托利

亞)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8/01/01

設立：142 

  

 

 中華民國駐南非大使館於

1997/12/31 關閉。 

「駐約翰尼斯堡臺北聯絡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8/01/01

設立：142 
  

 
1998/01/01 設立： 

E(87) 33 

中華民國駐約翰尼斯堡總領

事館於 1997/12/31 關閉。 

「駐開普敦臺北聯絡辦事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8/01/01

設立：142 
  

 
1998/01/01 設立： 

E(87)33 

中華民國駐開普敦領事館於

1997/12/31 關閉。 

「駐德班臺北聯絡辦事

處」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8/01/01

設立：142 
  

 
1998/01/01 設立： 

E(87)33 

中華民國駐德班領事館於

1997/12/31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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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德班臺北聯絡辦事

處」閉館之日期 

   

 

1998/07/06 正式

裁撤：A(87)519 

 

1998/07/06 關閉： 

E(87)33 

駐西班牙「孫逸仙中心」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3/08在該

國設立：154 

 1973/10/05

設立：51 

1973/10/05

設置：29 

1973/08在該國設

立：E(87)33 

 

駐西班牙「孫逸仙中心」

更名為「駐西班牙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3/06更名 

：154 

 1991/02/23

更名：51  
1991/01經兩國同

意更名：E (87)33 

 

「駐西班牙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更改西文名稱之

日期 

  1993/08/04

更名：51  
  

「駐斯里蘭卡臺北商務代

表團」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05成立 

：57 

1989/02/14

設立：22 
 

1989/06在該國設

立：J(78)471 

中華民國於 1988 年底獲斯里

蘭卡同意設立機構，並於

1989/03 派員前往工作：H(79) 

236。 

1989/02/14 在該

國設立：E(87)35 

「駐斯里蘭卡臺北商務代

表團」閉館之日期 

 1991/10/30

裁撤：57 

1991/11/18

關閉：22 

 

1991/10/30 關閉： 

E(87)35 

斯里蘭卡於 1989/09 不同意

該處人員延長居留：H(79)236 

-237。 

1991/10 撤離：A 

(81)95 

中華民國曾兩度裁撤其「駐

斯里蘭卡辦事處」： A(84) 

124。 1991/11/21 宣佈

裁撤：A(8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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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典之代表處的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73/08/02

設立：69 

1973/08/11

設置：30 

 有稱為「駐瑞典代表處」者：

C69；另該代表處對外名稱待

查。 

駐瑞典之代表處的閉館之

日期 

   1979/11/08

暫時中止業

務：30 

  

「駐瑞典臺北商務觀光暨

新聞辦事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81/09在該

國設立：166 

 1981/09設立 

：69 
 

  

「駐瑞典臺北商務觀光暨

新聞辦事處」更名為「駐

瑞典臺北代表團」之日期 

1994 更名：

166 

1994/01更名 

：305 

1994/03/25

更名：69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瑞

士代表辦事處」(蘇黎士，

經濟部派駐)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72/08/24

設置：29 

  

「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瑞

士代表辦事處」(駐蘇黎士)

更名為「臺北貿易辦事處」

之日期 

1991/11 更名 

：165 

  

 

  

「駐瑞士孫逸仙中心」(駐

洛桑)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9/04/27

設立：70 

1979/04/27

設置：29 

1979/07正式對外

工作：J(6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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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瑞士孫逸仙中心」更

名為「駐瑞士臺北經濟文

化代表團」之日期 

1990/06更名 

：165 

 1990/11/28

更名：70  
  

「駐瑞士臺北經濟文化代

表團」自洛桑遷至瑞京伯

恩之之日期 

1994 遷駐：

165 

1994/07遷至 

：307 

 

 
1994/06 遷往：A 

(83)197 

 

「駐瑞士臺北文化經濟代

表團日內瓦分處」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7/12設立 

：165 

  

 

1997/12/08 設立： 

E(87)35 

 

「中華航空公司駐泰國代

表辦事處」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75/09/10

在該國設立 

：59 

1975/10/28

設立：23 

1975/10/28

設置：30 

  

「中華航空公司駐泰國代

表辦事處」更名為「駐泰

國遠東商務辦事處」之日

期 

 1980/02/14

更名：59 

1980/02/14

更名：23 

1980/02/14

更名：30 

  

「駐泰國遠東商務辦事

處」更名為「駐泰國臺北

經濟貿易中心」之日期 

 1991/09/03

更名：59 

1991/09 更

名：23  
  

「駐泰國臺北經濟貿易中

心」更名為「駐泰國臺北

經濟貿易辦事處」之日期 

 1992/05/26

更名：59 

1992/08/01

更名：23  
 泰國內閣於 1992/03 同意更

改：E(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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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泰國臺北經濟貿易辦

事處」更名為「駐泰國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日

期 

1999 更名：

83 

 

1999/08/23

更名：59 

 

 

1999/10/13 正式

提升：A(88)93 

 

「駐安卡拉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08在該

國設立：117 

1989/08/01

在該國設

立：115 

1989/08/21

設立：37  
1989/08/01 開始

辦公：(78-79)604 

 

「駐安卡拉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更名為「駐安卡

拉臺北經濟文化代表團」

之日期 

1993/09升格 

：117 

 1993/11/16

更名：37 
 

 中華民國與土耳其於 1993/09 

/04 協議互設機構：A(83)550。 

「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杜拜商務辦事處」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1/12/06

設立：38 
 

  

「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杜拜名譽領事館」

設立或、於駐地成立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9/05設立 

：116 

1979/05設立 

：121 

1979/05/01

設立：38 

1979/06/22

設置：21 

  

「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杜拜名譽領事館」

升格為「中華民國駐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杜拜名譽總

領事館」之日期 

1980/07升格 

：116 

1980/07升格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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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杜拜名譽總領事

館」設立、於駐地成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0/07/11

設立：38 
 

  

「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杜拜名譽總領事

館」更名/改制為「中華民

國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

拜商務辦事處」之日期 

 1988 改為：

121 

1988/05更名 

：38 

 

1988/05 改為：A 

(77)12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於 1988/05

同意更改：A(93)116。 

1988/05/23 更名： 

J(77)448 

「中華民國駐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杜拜商務辦事處」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8 設有：E(87) 

37 

 

駐英國「自由中國新聞處」

(新聞局派駐)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50 設立：

31 

1950/06 設立：K 

168 

 

駐英國「自由中國新聞處」

(新聞局派駐)更名為駐英

國「自由中國中心」之日

期 

   1963 改名：

31 

1963/09 更名：K 

169 

 

駐英國「自由中國中心」(以

外交部為主派駐英國之代

表機構)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63 設立：

71 
 

1963 在該國設立 

：E(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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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英國「自由中國中心」

更名為「駐英臺北代表處」

之日期  

  1992/04/15

更名：71  
1992/10/15 更名 

：E(87)37 

「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愛丁

堡辦事處」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97/11/14 設立： 

E(87)37 

 

駐香港「中華旅行社」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3/03/07

設立：7 

1965/03/29

成立，隸屬

於駐菲大使

館編制之內 

，於 1973/03 

/07正式明令

設置：3 

 香港於 1997/07/01 交予中共。 

「大華貿易公司駐倫敦辦

事處」(經濟部派駐)設立、

於駐地成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4/07/01

設立：31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美國辦事處」(駐華府)設

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9/03/01

設立：72 

1979/03/01

改設：36 

 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館於

1979/02/28 閉館：F88。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美國辦事處」(駐華府)更名

為駐華府之「駐美國臺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314 

1994/10/10

更名：72 

 1994/11/28 舉行

啟用新名儀式：A 

(8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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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亞特蘭達辦事處」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79/03/01

設立：73 

1979/03/01

改設：36 

 中華民國駐亞特蘭達總領事

館於 1979/02/28 閉館。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亞特蘭達辦事處」更名為

「駐亞特蘭達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73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波士頓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82/11 恢復 

：313 

1982/10/23

設立：74 

 1982/11/10 恢復： 

A(77)161 

美國於 1983/11 同意恢復設

置者：J(74)409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波士頓辦事處」更名為「駐

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74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芝加哥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79/03/01

設立：75 

1979/03/01

改設：36 

 中華民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

於 1979/02/28 閉館。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芝加哥辦事處」更名為「駐

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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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關島辦事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91 恢復：

313 

1991/05/21

設立：76 
 

1991/05/20 恢復： 

A(81)212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關島辦事處」更名為「駐

關島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76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火奴魯魯辦事處」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79/03/01

設立：77 

1979/03/01

改設：34 

 中華民國駐火奴魯魯總領事

館於 1979/02/28 閉館。 

民國 61/03/01 設立「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駐檀香山辦事

處」：C77。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火奴魯魯辦事處」更名為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檀香山辦事處」之日期 

   

 

1992/04/30 更改

中文館名：H(81) 

51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檀香山辦事處」更名為「駐

檀香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77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霍斯頓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79/03/01

設立：78 

1979/03/01

改設：33 

 中華民國駐霍斯頓總領事館

於 1979/02/28 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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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霍斯頓辦事處」更名為「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休士

頓辦事處」之日期 

   

 

1992/04/30 更改

中文館名：H(81) 

51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休士頓辦事處」更名為「駐

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78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堪薩斯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85/01恢復 

：313 

1985/01/16

設立：79 
 

1985/01/15 恢復： 

A(77)161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堪薩斯辦事處」更名為「駐

堪薩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79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羅安琪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79/03/01

設立：80 

1979/03/01

改設：33 

 中華民國駐羅安琪總領事館

於 1979/02/28 閉館。 

民國 61/03/01 設立「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駐洛杉磯辦事

處」：C80。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羅安琪辦事處」更名為「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洛杉

磯辦事處」之日期 

   

 

1992/04/30 更改

中文館名：H(8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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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洛杉磯辦事處」更名為「駐

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80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邁亞密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88 底增設 

：313 

1988/08/27

設立：81 
 

1989/03/15 正式

對外營運：A(77) 

161 

駐美代表處於 1988/07/21 宣

布設此辦事處：A(77)479。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邁亞密辦事處」更名為「駐

邁亞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81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紐約辦事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79/03/01

設立：82 

1979/03/01

改設：35 

 中華民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於

1979/02/28 閉館。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紐約辦事處」更名為「駐

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82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金山辦事處」設立、於駐

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79/03/01

設立：83 

1979/03/01

改設：36 

 中華民國駐金山總領事館於

1979/02/28 閉館。 

民國 61/03/01 設立「北美事

務協調委員會駐舊金山辦事

處」：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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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金山辦事處」更名為「北

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舊金

山辦事處」之日期 

   

 

1992/04/30 更改

中文館名：H(81) 

51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舊金山辦事處」更名為「駐

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83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西雅圖辦事處」設立、於

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79/03/01

設立：84 

1979/03/01

改設：35 

 中華民國駐西雅圖總領事館

於 1979/02/28 閉館。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

西雅圖辦事處」更名為「駐

西雅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之日期 

  1994/10/10

更名：84 
 

  

「駐烏拉圭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設立、於駐地成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07在該

國設立：377 

1992/02/22

設立：104  
1992/07 設立：E 

(87)37 

 

「駐烏拉圭臺北經濟辦事

處」閉館之日期 

   
 

2002/12/18 閉館： 

A(91)768 

中華民國於 2002/07/31 宣佈

暫予關閉：H(91)261。 

「駐委內瑞拉臺灣商務辦

事處」設立、於駐地成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4 在該國

設立：379 
1974/10/14

設立：103 

1974/10/14

設置：44 

1974/07/25 在該

國設立：A(92)284 

中華民國外交部於 1974/10/ 

09 著令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於

1974/08/01 關閉：I(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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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委內瑞拉臺灣商務辦

事處」更名為「駐委內瑞

拉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之日期 

 1992 改名：

379 

1992/06/22

更名：103 
 

1991 更名：A(92) 

284 

 

「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駐越京河內)設立、

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2/11 在河

內設立：91 

1992/11 底主

管人員抵任 

：67 

1992/09/03

設立：24 
 1992 底在河內設

立：E(87)39 

中華民國與越南於 1992/06/ 

30 協議互設機構：A(93)91。 

「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設立、於駐地

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92/11 胡志

明市設立：

91 

1992/11 底主

管人員抵任 

：67 

1992/09/03

設立：25 
 1992 底在胡志明

市設立：E(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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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駐台代表機構之建制年表及疑考(1949~2006) 

 

有關與中華民國無邦交國家駐台代表機構的建制日期，理當查考中華民國外交部出版品中所彙輯

的史料及資訊；然該部諸多出版品中對某一建制發生日期常有不一致之記述，現僅試依「中華民國

九十三外交年鑑」、「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 (90)」、「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 (中華民國八

十七年十二月 )」三書所載之者為主，輔以抽樣而得外交部刊印之其他出版物；另亦參考「中華民國

年鑑」各年次年鑑中有關「外交」及「國際關係」所載之資料等。  

茲為便於本查考錄之編列，茲以代碼表示所引書名及頁碼：  

A：「中華民國外交年鑑」；如所引資料源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外交年鑑」第三頁，為 A(93)3。 

B：「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名冊」；如所引資料源自「世界各國簡介暨政府首長(90)」第三頁，為

B(90)3。 

C：「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如所引資料源自「我國與世界各國關係一覽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二月)」第三頁，為 C(87)3。 

G：「對外關係與外交行政」；如所引資料源自「對外關係與外交行政」第三頁，為 G3。 

H：「外交部公報及聲明彙編」；如所引資料源自「外交部公報及聲明彙編 (92)」第三頁，為 H(92)3。 

I：「外交部公報」；如所引資料源自「外交部公報 (第十七卷第三期)」第三頁，為 I(17-3)3。 

J：「中華民國年鑑」；如所引資料源自「中華民國年鑑(中華民國八十八年)」第三頁，為 J(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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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年表「備註」欄所載諸事中有關日期者，因恐尚有其他說法，亦係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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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駐台代表機構之建制年表(1949~2006) 

 

文獻 

     日期 

 

各國駐臺代表機構之建制 

A(93) 
2006/09 

刊行 

B(90) 
2001/09 

刊行 

C(87) 
1998/12 

刊行 

其他抽樣之 

文獻紀錄 

 (如有不同於 

前陳諸欄者) 

備       註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Argentina Trade 

and Cultural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92/07 在華

設立：317 

1992/07 在華

設立：3 

1992/04/08在華設

立：J(87)519 

 

1992/05 派員來華

主持：G207-208 

1992/07/09正式對

外辦公：H(81)54 

「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Australian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81 在台設

立：93 

1981/10 在台

北設立：3 

 1981/10 上旬正式

辦公：H(70)27 

 

「奧地利商務代表團台北辦事處」(Austrian 

Trade Delegation, Taipei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0/12 在我

國設立：164 

 1981/10/30在

華設立：3 

1981/05 在台北設

立：J(70)347 

 

「奧地利商務代表團台北辦事處」更名為「奧

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Austrian Trade 

Delegation)之日期 

1995/08/28更

名：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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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貿易協會駐華辦事處」(Belgian Trade 

Associatio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79/08/18在

華設立：5 

 自 81至 92年間各年次出

版之「中華民國外交年

鑑」，於「中外關係」及

「駐華外國機構名錄」中

均稱「比利時貿易協會駐

華辦事處」；參見：A (81) 

167，859；A(82)190，

848；A(83)183，851；A 

(84)203，919；A(85)216- 

217 ， 954 ； A(86)221- 

222 ， 943 ； A(87)174- 

175，675；A(88)190，

786；A(89)180，725；A 

(90)171，673；A(91)190，

775；A(92)194，711。 

「比利時貿易協會駐台辦事處」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9 在我國

設立：159 

   A(93)內之「各國駐台機

構名錄」中稱該辦事處為

「比利時台北辦事處」

(Belgian Office Taipei)者 

：608 

編著者註：於 2007/06/15

經向該辦事處查詢得知

其使用「比利時台北辦事

處」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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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商務暨金融代表處」(Bolivian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Representation)設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2/04/29在

我國設立：

325 

1992/04/29在

我國設立：5 

 中華民國與玻利維亞於

1990 協議設處：G208。 

「巴西商務中心」(Brazil Business Center)設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0/03 在華

成立：327 

1990/03/01在

華設立：7 

  

汶萊派駐簽證官駐我國專責簽證之日期                   

 

2000/05 派員

駐華：9 

 2000/06 派員：A 

(91)103 

 

「汶萊—台灣貿易旅遊代表處」(Brunei 

Darussalam Trade and Tourism Office)設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2002/10 在台

設立：92 

  2002/10/08在台正

式設立：A(91)103 

2002/09/12中華民國與汶

萊簽署汶國在台設處協

定：A(91)103 

「高棉代表團」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1/10 常駐我國 

：A(84)111 

 

「高棉代表團」關閉之日期    1975/04 關閉：A 

(84)112 

 

「駐台北金邊經濟文化辦事處」(Phnom Penh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12/15來

華成立：11 

1995/12/15在

華設立：7  

中華民國與柬埔寨於

1994/09/07 協議互設機

構：A(84)587。 

「駐台北金邊經濟文化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1997/08/02關

閉：7 

1997/07/28 關閉：

H(86)55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6/10 在台

北設立：311  

1986/10/25在

我國設立：9  

1986/11/28正式在

華設立：J(76)413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高雄分處」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Kaohsiung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09 試辦設立 

：J(85)438 

該分處何時關閉，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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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外交部外銷推廣局(ProChile)辦事處」

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5 在台設立：

A(92)279 

 

「智利外交部外銷推廣局辦事處」更名為「智

利駐華商務辦事處」之日期 

   1989 更名：A(92) 

279 

 

「智利商務辦事處」(Chilean Trade Office,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 在華設

立：329 

1989/09/22在

華設立：9 

  

「哥倫比亞商務辦事處」(Colombia Trade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5/07在

台北設立：

332 

1993/05/07在

華設立：9 

 該商務辦事處未登記為

外國 駐在機構 ： J(86) 

552。 

「哥倫比亞商務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1992/12 暫時

停止運作：

331 

 2002/12/20 關閉：

A(91)279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11 在我

國設立： 

170 

1993/11 在華

設立：249  

1993/11/18在

我國設立：11  

 中華民國與捷克斯拉夫

於 1991/07/04 宣佈互設

機構協議：A(81)540。 

捷克斯拉夫於1993/01/01

裂解為捷克與斯洛伐克

兩國。「捷克經濟文化辦

事處」即係捷克之駐台代

表機構。 

「丹麥商務辦事處」(Danish Trade 

Organizations’ Taipei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83/08 在我

國設立：166 

 1983/08/10在

我國設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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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商務辦事處」(Ecuador Trade 

Organization, Taipei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83/03 在我

國設立：341  

   

「厄瓜多商務辦事處」閉館之日期   1988/07 關閉 

：341 

 1988/07 暫時關閉 

：A(92)286 

 

「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Fiji Trade and 

Tourism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7/06 派員

來華設立，

1997/12/15開

館：100 

1997/12/15開

館：13 

1997/06 來華

設立：13 

  

「芬蘭工業暨運輸辦事處」(Office of Finnish 

Industry and Transport)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91/02 在我

國設立：168 

1991/02/01在

華設立：255 

1991/02/01在

華設立：13 

  

「芬蘭工業暨運輸辦事處」更名為「芬蘭外貿

協會」(The Finnish Trade Association)之日期  

 1993/01 更名 

： 225 

1993/02/01更

名：13 

  

「芬蘭工業暨運輸辦事處」更名為「芬蘭商務

辦事處」(Finland Trade Center)之日期  

   1995/07 更名：A 

(9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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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外貿協會」更名為「芬蘭商務辦事處」

(Finland Trade Center)之日期  

 1995/07/01更

名：255 

1995/07/01更

名：13 

 自 84至 92年間各年次出

版之中華民國外交年

鑑，於「中外關係」及「駐

華外國機構名錄」中均稱

「芬蘭商務辦事處」；參

見 ： A(84)226 ； A(85) 

241，955；A(86)241，944- 

945；A(87) 185，675；A 

(88)201，787；A(89)193，

726；A(90) 181，674；A 

(91)200，775；A(92)204，

711。 

「芬蘭商務辦事處」更名為「台灣芬蘭貿易中

心」之日期 

2001 更名：

168 

   A(93)內之「各國駐台機

構名錄」中稱該辦事處為

「芬蘭商務辦事處」者：

608。 

編著者註：2007/06/15 經

向該辦事處查詢得知其

係使用「芬蘭商務辦事

處」且從未使用「台灣芬

蘭貿易中心」之名者。 

「法亞貿易促進會」(France Asia Trade 

Promotion Association)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78/10 在台

設立：157  

  1978/11/20在

華設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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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文化科技中心」(Taipei Frenc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Center)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

日期 

1980 設立：

157 

  1980/01 在台北設

立：J(69)321 

 

「法國文化科技中心」更名為「法國在台協會」

(French Institute in Taipei)之日期 

1988 更名：

157 

  1989/02/01 更名：

H(78)37 

 

「法亞貿易促進會」、「旅遊簽証組」與「法國

在台協會」合署辦公並統稱為「法國在台協會

(French Institute in Taipei)之日期 

1993/02/01合

署辦公並統

稱：157 

 1993/02/01併

入：13 

  

「德國經濟辦事處」(German Trade Office,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1/05/26在

我國設立：15 

  

「台北德國文化中心」(German Cultural Certre)

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63/06 在我

國設立：15 

  

「德國在台協會」(German Institute)設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該協會係處理德國在台

領事等項業務。 

該協會於 2000/02/01 成

立：Taipei Times 

E-service。 

「希臘共和國外貿促進會駐華名譽代表辦事

處」(Office of Representative A. J. Hellenic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xports)設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9/01/01設

立：17 

  

「希臘共和國外貿促進組織駐華名譽代表辦

事處」關閉之日期  

   2000/12/01停止運

作，2001/01/01 正

式關閉：H(8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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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貿易辦事處」(Hungarian Trade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8 在我國

設立：172 

1998/07 在台

北設立：265 

1998/07/23在

華設立：17 

  

「印度－台北協會」(India-Taipei Association) 

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07 在台

設立：101 

 1995/03 在華

成立：17 

 中華民國與印度於 1995/ 

01/11 及 1995/02/09 換文

協議互設機構：A(84) 

669。 

「駐台北印尼商會」(Indone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to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

期 

1971 在台北

設立：85 

1971/06/01在

台北設立：17 

1971/06/01在

華設立：17 

 中華民國工商界與印尼

工商界於 1967/09/18 協

議互設機構：A(77)110。 

中華民國與印尼於 1971

協議互設機構：A(93) 85。 

「駐台北印尼商會」更名為「駐台北印尼經濟

貿易代表處」(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之日期 

1995/01 更名 

：85 

1995/01 更名 

：17 

1995/01 更名 

：17 

1995/01/01 更名：

J(86)508 

 

「愛爾蘭投資貿易促進會」(The Institute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of Ireland)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9/08 在我

國設立：154 

1989/08/01在

華設立：269 

1989/08/01在

華設立：17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貿易辦事處」(Israel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aipei)設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7 在台

設立：118 

1993/08 在華

設立：87 

1993/07/29在

華設立：19 

 中華民國與以色列於

1992/11/11 協議互設機

構：A(93)118。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貿易辦事處」更名為「駐

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之日期 

  1995/09/11更

名：19 

 中華民國與以色列於

1995/09/11同意將互駐之

辦事處更名：A(9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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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貿易推廣辦事處」(Italian Trade 

Promotion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09 來華

設立：271 

1989/09/11在

華設立：19 

 義大利於 1989/09 同意其

外貿協會來華設立「義大

利貿易推廣辦事處」：

A(93)162。 

「義大利經濟文化推廣辦事處」(Itali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motion Office)設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 設立：

162 

1995/01 義大

利外交部駐

我國辦事處

正式成立：

271 

1995/03 更名 

：19 

 1994 義大利外交部派員

來台設處：B(90)271。 

「義大利經濟文化推廣辦事處」更名為「義大

利經濟、貿易及文化推廣辦事處」(Italian 

Economic, Trade and Cultural Promotion Office) 

之日期   

義大利經濟

文化推廣辦

事處於 1995/ 

09 兼併義大

利貿易推廣

辦事處並更

名：162 

1996 更名：

271 

1996 更名：

19 

 

  

「牙買加經濟發展局駐華辦事處」(Jampro Ltd, 

Jama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約於 1988 年在台

北設立：A(77)680 

該代表處於 1989 年後未

續設，參見 A(78-79)之

「各國駐華機構名錄」。 

「牙買加商務暨貿易辦事處」設立或開館對外

營運之日期 

 

 

1991/11 來華

設立：355 

   

「牙買加港務局駐華商務辦事處」(Jamaica 

Commercial and Trade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

營運之日期 

 

 

  1991/11/21在台北

成立：A(81)642 

本列所錄該辦事處之中

英文名稱：A(8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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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買加商務暨貿易辦事處」關閉之日期  

 

1993/06 我國

予以撤銷：

355 

 

 

 中華民國於 1993/06/09

請牙買加關閉該辦事處： 

H(82)82-83。 

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Interchange 

Association, Taipei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於

1972/12/26 協議互設機

構。 

該事務所於 1972/12 設

立。 

日本「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Interchange 

Association, Kaohsiung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

營運之日期 

    該事務所於 1972/12 設

立。 

「約旦商務辦事處」(Jordanian Commercial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7/11/28在

我國設立：19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Korean Mission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11/25在

我國設立：25 

1993/11/25在

華設立：21 

1993/11/21在台北

設立：A(91)99 

中華民國與南韓於 1993 

/07/27 協議互設機構：

A(8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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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共和國駐華代表團」(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設立、於駐地成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該 代 表 團 曾 於

1922年至1994年 

間在台北設立：

A(82)852，A(83) 

854 

中華民國與拉脫維亞先

於 1991/11/06 及 1991/12

協議設立機構，又於

1992/01/29 協議建立領

事關係，中華民國於

1992/02設駐里加總領事

館；中共政府於 1992/02/ 

15 宣佈撤退其駐拉使館

人員：G154。 

拉脫維亞於 1994/07/28

與中共建交並中止與中

華民國之領事關係：

B(90)273。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辦理簽證等

事項之日期 

   1977 委辦：A(83) 

98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行政部」(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Malaysian Airlines System)設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2 設立：A(83) 

98 

 

馬來西亞「文化貿易交流中心」(Friendship and 

Trade Exchange Centr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84 在華增

設：29 

 1983 增設：A(83) 

98 

 

「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Malaysian 

Friendship and Trade Certre, Taipei)設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7/07 改組 

：29 

1987/07 合併

行政、商務機

構並更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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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里西斯外銷發展投資局駐華辦事處」(The 

Mauritius Export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Authority, Taipei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88/03 在華

設立：191 

 

 1988/03/21在台北

正式成立：A(77) 

442 

中華民國與模里西斯於

1984/04 協議互設機構：

H(77)60。 

「模里西斯外銷發展投資局駐華辦事處」閉館

之日期 

 1992/12 關閉 

：191  

 1992底撤裁：J(82) 

494 

 

「墨西哥駐華商務辦事處」(Mexican Trade 

Services)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0/06 來華

設處：357 

1990/06 在我

國設立：25 

 

 中華國民國外貿協會與

墨西哥企業家國際事務

協會於 1987/04 簽署合作

協議書，兩會於 1989 年

先後互設機構：A(92) 

287-288。 

「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

(Ulaanbaatar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2003/02/17在

台北設立：

121 

   中華民國與蒙古於 2002 

/09/02 宣佈自 2002/09/01

起互設機構：A(91)641。 

「荷蘭貿易促進會台北辦事處」(Netherlands 

Council for Trade Promotion, Taipei Office)設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1 在我國

設立：161 

 1981/01/09在

我國設立：25 

  

「荷蘭貿易促進會台北辦事處」更名為「荷蘭

貿易暨投資辦事處」(Netherlands Trade and 

Investment Office)之日期 

1990 更名：

161 

 1988/11 更名 

：25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New Zealand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7/10 在華

設立：95 

1987/10 在我

國設立：43 

1987/10 在我

國設立：27 

1988/04/11正式開

幕：J(77)446 

 

 



79 

 

「奈及利亞駐華商務辦事處」(Nigeria Trade 

Office in Taiwan, R.O.C)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92/11 在台

北設立：201  

1992/11/11 在

我國設立：27  

 中華民國與奈及利亞於

1990/11/21協議互設機構 

：C(87)27。 

自 81至 92年間各年次出

版之中華民國外交年鑑， 

於「中外關係」及「駐華

外國機構名錄」中均稱

「奈及利亞駐華商務辦

事處」；參見：A(81)863；

A(82)160，854；A (83)159 

-160，850；A(84)177，

919；A(85)191，953；A 

(86)197 ， 951 ； A(87) 

151，678；A(88)168，

790；A(89)159，728；A 

(90)152，677；A(91)171，

778；A(92)170，714。 

「奈及利亞駐台商務辦事處」設立或開館對外

營運之日期 

1992/11 在台

北設立：143  

   A(93)內之「各國駐台機

構名錄」中稱該辦事處為

「奈及利亞駐華商務辦

事 處 」 (Nigeria Trade 

Office in Taiwan, R.O.C)

者：611 

「挪威商務台北辦事處」(Norwegian Trade 

Office,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 在我國

設立：167 

1989/10 在華

設立：289 

1989/10/03在

我國設立：27 

1989/09 在華設立 

：J(8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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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商務台北辦事處」更名為「挪威貿易委

員會台北辦事處」(Norwegian Trade Council)

之日期 

1992/11 更名 

：167 

1992 底升格 

：289 

  該辦事處之挪籍人員於

2002/06 撤離，由台籍僱

員運作並受「挪威貿易委

員會東京辦事處」之督

導：A(93)167。 

「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The Sultanate of 

Oman Commercial Office, Taipei/ Oman 

Commercial Office, Taipei )設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1/06 在華

設立：101 

1991/10/07在

我國設立：27 

1991/11/01在台北

正式成立，1991/ 

11/25 正式受理商

業文書證明：H 

(80)132 

自 81至 92年間各年次出

版之中華民國外交年鑑， 

於「中外關係」及「駐華

外國機構名錄」中均稱

「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

事處」；參見：A(81) 118，

864；A(82)141，854；A 

(83)133 ， 850 ； A(84) 

146，918；A(85)160，

952；A(86)144，940；A 

(87)115-116，673；A(88) 

133， 785；A(89)119，

724；A(90)125，672；A 

(91)139，773；A(92)140，

709。 

「阿曼王國駐台商務辦事處」設立或開館對外

營運之日期 

1991/11/01在

台北成立：

117 

   A(93)內之「各國駐台華

機構名錄」中稱該辦事處

為「阿曼駐華商務辦事

處」(Commercial Office of 

the Sultanate of Oman- 

Taiwan)者：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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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共和國駐華代表處」(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約於 1988 年在台

北設立：A(77)677 

該代表處於 1989 年後未

續設，參見 A(78-79)之

「各國駐華機構名錄」。 

中華民國與帛琉於 1999/ 

12/30 建交。 

「巴布亞紐幾內亞駐華名譽代表處」(Office of 

Honorary Representative of Papua New Guinea)

設立之日期 

1990/05/20在

台北設立：99 

1990 在台北

設立：47 

1990/05 在我

國設立：29 

 

 

中華民國與巴布亞紐幾

內亞於 1988/12/27 協議

互設機構：A(93)117。 

「巴布亞紐幾內亞駐華名譽代表處」更名為

「巴布亞紐幾內亞駐華名譽總領事館」

(Honorary Consulate General of Papua New 

Guinea)之日期           

1994/08 更名 

：99 

 

1994/06 提昇 

：47 

1994/08 更名 

：29 

 A(93)之「各國駐台機構

名錄」內未列有「巴布亞

紐幾內亞駐華名譽總領

事館」者。 

「秘魯駐中華民國商務辦事處」(Peru 

Promotion an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genc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約於 1988 年在台

北設立：A(77)680 

 

秘魯「太平洋盆地貿易推廣暨諮詢辦事處」

(Peru Promotion an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genc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8/08 在華設立 

：A(92)289 

 

秘魯「太平洋盆地貿易推廣暨諮詢辦事處」閉

館之日期 

   1989 關閉：A(92) 

289 

 

「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Commercial Office 

of Peru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4/07 在華

設立：365 

1994/05/03在

我國設立：29 

1994/05 恢復在華

設處：A(92)289 

中華民國與秘魯於 1977/ 

11 協議設處：J(6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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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亞洲交易中心」(Asian Exchange 

Center, Inc.)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6/03/16在

華設立：49 

1976 在我國

設立：29 

1976 年初在華成

立：J(86)510 

 

菲律賓「亞洲交易中心」更名為「馬尼拉經濟

文化辦事處」(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之日期  

 1989/12/20更

名：49 

  中華民國與菲律賓於

1989/12/20 同意更改互

駐機構名稱：A(81)81- 

82。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高雄分處」(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Extension Office 

in Kaohsiung)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3 增設 

：29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台中分處」(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Extension Office 

in Taichung)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7/09 增設 

：29 

  

「華沙貿易辦事處」(Warsaw Trade Office)設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5/07 在我

國設立：168 

1995/07 在台

北設立：291 

1995/11/02在

華成立：29 

 中華民國與波蘭於 1992/ 

07 協議互設機構：A(93) 

168。 

「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

表處」(Moscow-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

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6/12/15正

式成立：107 

1996/12/15台

北設立：31 

1996/12/15在台北

成立，1997/04/25

正式對外運作：A 

(91)142 

中華民國與俄羅斯於

1992/06/29在巴黎簽署正

式成立交往對口機構的

協議，並於 1992/09/08 宣

佈互設機構：A (81)122。 

「沙烏地阿拉伯商務辦事處」(Saudi Arabia 

Trade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0/09/05在

台設立：31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

伯於 1991/01/06 簽訂效

力回溯至 1990/07/19 之

互設機構協議： B(90) 

109。 



83 

 

「新加坡駐台商務代表辦事處」(Office of the 

Singapore Trade Representative in Taipei)設立

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9/06 在台

北設立：86 

1979/06 成

立：53 

  中華民國與新加坡於

1968/11/14換文同意互設

機構：B(90)53。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Singapore Trade 

Office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9/08/01在

我國設立：

C(87)33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代表辦事處」更名為「新

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Singapore Trade 

Office in Taipei)之日期               

1990/09 更名 

：86 

1990/09/30更

名：53 

   

「斯洛伐克駐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Slovaki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pei)設立或開

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2003/09/01在

台北設立：

172 

  2003/11/06正式運

作：A(92)622 

 

「南非聯絡辦事處」(Liaison Office of South 

Africa)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8/01/01在

台北設立：

142  

 1998/01/01在

我國設立：33  

  

西班牙「塞萬提斯商務文化推廣中心」(Centro 

Cervates de Promocion Comercial y Cultural)設

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4/03/25在

我國設立：

154 

1974/03 在華

設立：303 

1974/03/25在

華設立：39 

  

西班牙「塞萬提斯商務文化推廣中心」更名為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Spanish Chamber of 

Commerce)之日期 

1982/03 更名 

：154 

1982/03 更名 

：303 

 1992 更名：J(86) 

534              

                 

 

「瑞典工商代表辦事處」(Swedish Industries 

and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82/12 在我

國設立：166 

 1982/12 在我

國設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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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工商代表辦事處」改制為「瑞典貿易委

員會台北辦事處」(Exportadet Taipei, Swedish 

Trade Council)之日期 

1991/07/01改

制：166 

 1991/07/01改

名：35 

  

「瑞士商務辦事處」(Trade Office of Swiss 

Industries)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2/11 在我

國設立：165 

1982/11 在台

設立：307 

1982/11/25在

我國設立：35 

  

「泰航行政辦事處」(Thai Airways International 

Ltd. Administration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76/02 在我

國設立：35 

  

「泰航商務處」(Thai Airways International 

Ltd., Commercial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

之日期 

  1980/06 設立 

：35 

1980/04 設立：H 

(81)59 

 

「泰航行政辦事處」更名為「泰國貿易經濟辦

事處」(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之

日期  

   1993/09/10 更名：

H(81)59 

泰國內閣於 1992/03 同意

更改：H(81)59。 

泰國駐華機構更名為「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

(Thailand Trade and Economic Office)之日期  

  1993/09/07更

名：35 

  

「土耳其經濟代表團」(Turkish Economic      

Mission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12 在台

設立：117 

   中華民國與土耳其於

1993/09/04 協議互設機

構：A(83)550。 

據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

事處人員告知：土耳其駐

華機構成立之初，曾短期

使用「土耳其經濟代表

團」之名，後改稱「駐臺

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惟確切之更名時間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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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Turkish 

Economic Mission in Taipei)設立或開館對外營

運之日期 

 1993/12 在華

設立：115 

1993/11 在我

國設立：37 

 歷年來出版之中華民國

外交年鑑，除 83 年度

外，自 84 至 93 年度者，

均於「中外關係」列稱「土

耳其經濟代表團」，但於

「各國駐華機構名錄」中

則稱「駐臺北土耳其貿易

辦事處」；參見：A(83) 

134，850；A(84) 147，918- 

919 ； A(85)161 ， 952- 

953；A(86)145，942；A 

(87)116，674；A(88)133，

786；A(89)121，725；A 

(90)126，673；A(91)140，

774；A(92)140，710；A 

(93)117，607。 

「英國貿易促進會」(Anglo-Taiwan Trade 

Committee)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76/02/01在

華設立：39 

 該促進會於 1989/06 設立

「簽證服務處」 (Visa 

Handling Unit) ： A(81) 

161。 

「英國教育中心」(Anglo-Taiwan Education 

Center)設立或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89/04 設立：A 

(81)161 

 

「英國貿易促進會」更名為「英國貿易文化辦

事處」(British Trade and Cultural Office)之日期 

  1993/10/15更

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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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高雄分處」(British 

Trade and Cultural Office in Kaohsiung)設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該分處當於 2000 年間設

立，參照 A(88)787 及 A 

(89)726。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Taipei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79/04/15設

立：37 

 「美國在台協會」總部於

1979 /01/16 在華府成立。 

「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Kaohsiung Office)設立或開館對外

營運之日期 

  1979/04/15設

立：37 

 「美國在台協會」總部於

1979 /01/16 在華府成立。 

「萬那杜駐華經濟文化辦事處」設立或開館對

外營運之日期 

   1993/09/20 籌備：

A(83)558 

該辦事處後未設立。 

中華民國與萬那杜於 

1992/09/24簽訂互相承認

公報，但未曾完成建交之

舉。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Vietnam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設立或

開館對外營運之日期 

1993/07 在台

設立：91 

1993/07 在台

北設立：67 

1993/07/10在

我國設立：39 

 中華民國與越南於 1992/ 

06/30 協議互設機構：A 

(8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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