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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景氣近來陸續傳出佳音，7 月，國

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最新報

告，表示「全球經濟發生了十年來規模最大

的同步好轉」，預估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分別為 3.5%、3.6%；8 月，IHS Markit 公

布最新預測資料，2017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也

從 5月份預測值上修 0.1個百分點，來到 3.1%，

顯示全球景氣持續回溫中。 

台灣也有好消息，8 月，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台灣 2017 全年經濟成長率，從 5 月預測

值 2.05% 上修為 2.11%，並預測 2018 年經濟

成長率為 2.27%；9 月，國發會發布 8 月景氣

燈號，在出口及製造業者展望趨於樂觀下，

8 月景氣告別黃藍燈，重返綠燈，景氣領先指

標更是連續第 3 個月上揚，顯示台灣景氣也

在穩步復甦中。

而 日 前 世 界 經 濟 論 壇（WEF） 發 布

「2017-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今年

台灣在 WEF 全球競爭力 137 個國家中，排名

全球第 15 名，亞太排名第 5 名，僅次於新加

坡、香港、日本與紐西蘭，領先澳洲及韓國，

雖然全球排名退步了 1 名，但仍可看出台灣

在全球評比中還是頗具相當競爭實力。

就在全球景氣一片看好中，不可諱言，

台灣仍面臨諸多困境與挑戰，其中尤以兩岸

關係、能源供應、一例一休、稅改等問題，

對台灣產業發展造成窒礙與緩步現象，亟需

政府正視與解決，新閣揆賴清德院長於 9 月 8

日上任，新團隊新氣象，期盼賴閣揆的行動

力能為政府帶來新動能，大破大立救經濟，

在此提出六大期待，包括：

（一）完成一例一休修法。企業界希望

爭取加班時數增加到 60 小時，將特休條款改

為兩年計算一次，讓勞資雙方透過協調，更

彈性運用。

（二）增加招商

引資能量。台灣吸引太

少外資，越南今年上半

年已經吸引 190 億美元

外資，但台灣今年到現

在還不到 50 億元，應

加強吸引外資來台投

資意願。

（三）讓企業免

於缺電噩夢。執政黨先前提出 2025非核家園，

但並不是要一蹴可幾，應該要循序漸進，而

不是直接放著可用的核電不用。盡快解決缺

電、缺水、缺人才的問題。

（四）活絡股市讓交易量增加到 1,500 億
元。建議實施股利所得分離課稅，吸引更多

人投入股市買賣。不要兩稅合一，合併到個

人綜合所得稅課稅，不要一條牛剝雙層皮。

（五）新稅改方案，營所稅應維持現行

17％即可，不要再拉高到 20％；綜合所得稅

最高課稅要從 45％降至 40％，若能直接降到

35％，這樣才有國際競爭力，不僅吸引外資，

也會吸引台資回台。

（六）讓房地產恢復正常交易，每年預售

推案總額達 1 兆元，讓房地產恢復市場機制。

今年是兩岸交流 30 週年，蔡英文總統於

國慶大典中以「更好的台灣」為題發表國慶

演說，對外向中國大陸喊話，應該珍惜 30 年

得來不易的成果及累積的善意；對內則正式

提出希望朝野領袖能坐下來談，一起開創更

好的台灣。即便「四不」並沒有為兩岸關係

帶來新突破，但希望「更好的台灣」真的能

夠被實踐，期盼台灣能夠上下一心，產業與

政府共同攜手努力，迎向更好的台灣，大破

大立救經濟。

期待更好的台灣 大破大立救經濟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賴正鎰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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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停電 談國家能源轉型計畫之挑戰
淡江大學經濟系　廖惠珠教授

一、前言

今（2017）年 8 月 15 日全台大停電，共

計 592 萬戶受波及。台電公司提出電費補償專

案，總金額逾 3.6 億元。雖然事後政府說明大

停電，乃因中油公司天然氣供應中斷，導致台

電大潭電廠 6 部機組全面跳脫，才引發全台大

停電及後續分區輪流限電。但因 815 大停電之

前，還發生和平電塔倒塌，行政院要求各級公

務機關在下午一點到三點除緊急及必要情形

外，應關閉冷氣之事件，使得民眾擔心台灣正

式步入經常性缺電狀態。行政院為此成立「電

力系統總體檢小組」，於 9 月 15 日召開第一

次委員會議。此會議已定調，為確保我國整體

供電穩定，請經濟部儘速研議配合長期電源

需求，規劃電源開發方案及需求管理等可行

措施，讓備用容量率可達法定 15%。可見 15%

備用容量率，實乃確保全台電力穩定供應之根

本，在核四封存無法運轉發電，且新電廠又無

法及時併網供電下，全台仍面對缺電風險。小

英政府積極推展之非核家園能源轉型，已衝擊

台灣穩定供電能力。

另外，台灣也跟隨國際腳步，推動低碳

轉型與電力事業自由化。礙於篇幅限制，本文

擱下自由化議題，專注於非核與低碳轉型論

述。為了能源轉型，行政院定調 2025 年發電

來源占比為天然氣 50%、煤炭 30%，以及再生

能源 20%（以下簡稱 532 方案）。以下先闡述

轉型議題及 532 方案所面對難題，其次分就政

府部門與本刊工商業讀者提供些許建議，最後

為結語。

二、能源轉型面面觀 

( 一 ) 國際能源總署低碳轉型規劃方案
目 前 國 際 能 源 總 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以下簡稱 IEA）為了協助全球各國能源

轉型，定期性出版能源技術展望報告，希望

各國參考，以達到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 2 度

以內。圖一是 IEA 今（2017）年出版之能源技

術發展規劃圖。其中，最上面 RTS，乃參考情

 ▎圖一 :IEA建議增溫 2℃下應有之能源發展方案

資料來源 :Tracking Clean Energy Progress 2017, IEA,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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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Reference Technology Scenarios），是各國延

續既有發展路線所對應之碳排放量；而最下

面 2DS，則是各國積極推動各種減碳技術以控

制增溫攝氏 2 度（2 Degree Scenarios）而逐次

降低之碳排放量。由此圖可觀得，IEA 所建議

各種能源減碳技術應有貢獻，分別是再生能

源占 35%、碳捕捉與儲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以下簡稱 CCS）14%、燃料轉換 5%、

能源效率 40%，以及核電 6%。

（二）台灣現有能源轉型問題

台灣為了追求非核家園，停擺了可正常

運轉之核一 1 號機與核二 2 號機，從而間接造

成 815 大停電。雖然某些專家說 815 大停電是

電力供應系統問題，而非備用容量不足，但備

用容量本來就是因應整個電力供應系統不可預

測之缺斷電而準備的容量。若核電機組可全面

運轉，大潭天然氣機組就不會過度運轉，也比

較不會產生大停電。就算停電，其影響範圍也

會小很多。

（三）532 方案所將面對的主要難題
另外，為了落實 2025 年全面非核家園且

符合低碳發展方向之 532 方案，問題特多，以

下分三項說明 :

1. 電力穩定供應能力大打折扣

532 方案把太多的發電壓力集中在燃氣發

電。為了提供穩定電力供應，燃氣電廠除了需

負擔自身 50% 發電義務外，更需負擔許多替

補任務，包括替代燃煤電廠因空污嚴重而需減

少發電，以及替補再生能源因風不來、太陽因

黑夜、陰雨天而無法發電或少發電等任務。比

較悲觀的是，台灣自產天然氣占比不到 2%，

超過 98% 皆須仰賴進口。加上台灣屬獨立島

嶼，天然氣進口無法像歐陸或新加坡以管線進

口，而需進口較昂貴之液化天然氣，故需增建

更多的天然氣接收港，目前中油觀塘第三天然

氣接收港因環保抗爭而遲遲無法興建，最近擬

北移至八里台北港的替代方案也多抗議聲浪。

由於 2025 年距今僅 8 年，而液化天然氣接收

港因安全規範嚴格，因此由規劃至建設完畢可

運轉約需 8 年之久。若天然氣接收港環境影響

評估遲遲未過，屆時只有燃氣電廠卻無天然氣

可燒，必然會產生缺電問題。雖然全球天然氣

發電占比超過 50% 的國家不少，但這些國家

都是使用相對便宜的管線天然氣。另外，國際

經驗顯示，再生能源發電占總發電比例超過

20% 時，將明顯衝擊電力調度系統。依據 532

 ▎圖二 :國際天然氣價格之歷年走勢

資料來源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17, p52, IEA。

註 : 各國上標 1是液化天然氣，2是管線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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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由

於 532 方案的再生能源主要來自於風力發電與

太陽光電，屆時，這兩項不可調度的電力，若

無足夠的儲能系統與智慧電網充分搭配，必將

發生類似德國在 2011 年間，斷電超過 20 萬次

之案例。

2. 電價一定會上漲且起伏波動大

532 方案另一問題是電價必上漲且起伏波

動大，若全球能源價格再漲，則電價將大幅上

漲。532 方案完全摒除核電，因而喪失核電可

穩定電價之機制。核電特色是初期建設成本

高，後續運轉燃料成本低（約占每度發電成本

的 1/10）。另外，核電所需鈾燃料體積特小，

一批次進口就可用一年半，因此一年半內不受

國際燃料成本波動影響。532 方案，天然氣占

比 50%。由於台灣超過 98% 的天然氣都來自

於進口的液化天然氣，其價格特高。圖二取自

IEA 剛出版報告，圖中最上面黃線就是日本液

化天然氣價格（亞洲天然氣價格基準），其他

則是各國管線天然氣價格。由於日本液化天然

氣價格與國際原油價格高度連動，若未來原油

價格再大幅上漲，我國電價勢必再大漲。

另外，532 方案中 20% 為再生能源發電，

雖然國際再生能源價格近年持續下降中，但目

前每度發電成本仍相對較高。經濟部公告 106 

年度再生能源的躉購費率，太陽光電與離岸

風電每度發電價格在 4 至 6 元間，皆高於台電

106 年 2 元之每度發電成本。未來 2025 年再

生能源主力是太陽光電與離岸風力，此兩較貴

的發電成本將反映於 20%再生能源發電成本，

而大大拉抬整體電價。由於躉購電價一次適用

20 年。近幾年及未來數年所購入仍昂貴之躉

購費率，都將反映於 2025 年前後電價。屆時，

若又碰到國際天然氣價格居高不下，則電價必

然大幅上漲。532 方案缺了可平抑發電成本的

核電，民眾必須面對更高電價。

3. 碳排放承諾不易履行

532 方案摒除核電，也同時失去核電沒有

空氣污染以及「零排碳」功能。其中最令人憂

心的是，無法達成碳排放承諾。核能、燃氣與

燃煤電廠的每度電碳排放量分別是 0、389 與

839 公克。雖然 532 方案納入 20% 零排碳的再

生能源，但燃氣與燃煤發電占比共 80%，仍產

生許多碳排放。台灣國際溫室氣體減量宣告

是，2030 年較 2005 年實質減碳 20%，擬將溫

室氣體年排放量由 2007 年最高峰 298 百萬公

噸降至 2030 年約 240 百萬公噸。298 與 240 這

兩數據看起來差異不大，僅 58百萬公噸而已，

但實質執行面則困難重重。台灣大多數工商業

者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主要來自電力使用。雖

然各級政府已經努力推動減碳逾 10 年，產業

界龍頭如中鋼、台積電與台達電等績優廠商也

都相當努力配合而頗有績效，但是業者的努力

卻很可能因為電力排碳量居高不下而功虧一

簣。台灣想達到國際溫室氣體降低之承諾，更

是難上加難。

或許有人會建議採行 CCS 以降低化石能

源排碳量。很不幸，目前國際看法，CCS 的技

術要到 2030 年才較成熟（圖一顯示 2030 年前

CCS 占比特低），已經來不及因應我國 2030

年的承諾，更別提 CCS 昂貴的成本了。也有

人認為，台灣非聯合國成員，不必遵守國際承

諾義務。但別忘台灣是國際貿易大國，任何國

際貿易制裁，都將重擊台灣經濟，讓我們損失

嚴重。就算沒有貿易制裁，近年國際日益重視

之碳標籤、碳足跡及 ISO 等品質規範都要求商

品符合低碳標準，若台灣仍遲遲無法降低電力

的碳排放量，必然不利我國商品出口，而降低

我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三、台灣能源轉型可思索之因應方案

815 大停電後，不少公民團體建議大量發

展綠能，並建設大型儲能裝置與分散式電源。

這些建議雖是未來應發展方式，但就目前缺電

急迫性而言，都緩不濟急。面對上述諸多難

題，筆者分就政府部門與本刊工商業讀者提供

一些因應建議，盼可稍解國內能源困境。

（一） 對政府部門之建議
1. 未來數年請充分使用核電以補足基載電力

核電機組起停彈性特低（需相當多日才

可運轉發電）且燃料成本低，因此國際發電業

都將核電機組設定為基載，持續提供穩定電

力。目前核一 1 號機與核二 2 號機都處於政治

停擺狀態，若萬一碰到電力系統意外事故而缺

電（如今年 815 停電），核能電廠無法即時啟

動運轉，故無法補足緊急缺口，就會發生停電

現象。未來數年諸多老舊電廠即將除役，在新

電廠無法及時補足下，電力都相當吃緊。建議

政府仔細探究藏在魔鬼中的細節，解決可能造

成停限電的各項可能細節問題，必要時，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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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使用核電補足基載電力以確保電力的穩定供

應。

2. 中長期 : 請仔細檢視 532 方案的可行性

國際能源安全定義是政府應提供人們穩

定且可負擔能源。532 方案實在無法讓台灣這

個獨立電網且需高度仰賴液化天然氣進口的區

域達到穩定且可負擔之能源安全目標。就算政

府想盡洪荒之力來提供，也將因外在情勢過於

惡劣而無法提供穩定且可負擔之電力。希望政

府再次檢視 532 方案，了解所有問題之嚴重性

與各種能源間的利弊得失，並在國家最大利益

前提下，尋求一個對我國最有利方案。圖三乃

德國多年來電力裝置容量與發電量走勢圖。德

國反核已超過 40 年，也早就建立非核家園共

識，但到今年核能發電占比仍高。比較圖三左

右兩圖可發現，核電（最下面黑色部分）在左

圖裝置容量占比已相當低，但在右圖發電占比

則高許多。顯示德國在走向非核家園路上，仍

充分使用核電機組，以基載發電方式運作，不

隨意停擺可運轉之核電機組。相形之下，台灣

卻停擺多座核電機組，實在非常不理智。

（二） 對工商業者之建議
1. 努力節能

上面分析顯示，台灣地區從電力穩定供

應、電價上漲或碳排放量三面向來看，都相當

不樂觀。企業界應及早因應。若每家企業都可

努力節能減碳，台灣或可度過此電力短缺危機。

2. 盡力參與台電之需量競價方案

近年台電提出需量競價方案以因應缺電

問題，用戶可以把節省下來的電賣回給台電。

今年缺電問題更嚴重，台電已將需量競價價格

拉高至每度 12 元。任何符合參與需量競價業

者（最低抑低契約容量 50瓩）皆可參與競標。

此方式已多次化解近年可能停限電危機。工商

業者可彈性調整生產作業流程，省下中午的電

賣給台電，多多參與此利人利己措施，一來可

自己多賺錢，二來也可降低需電恐急業者的停

限電風險。

四、結語

人世間凡事很難兩全齊美，多數決策需

「兩害權其輕，兩利權其重」，能源決策更

是如此。今年 9 月中旬日本原子能委員會，在

311 事件多年後，首次提出核能白皮書，正式

宣誓並呼應日本新能源政策，再次聲明 2030

年日本核能發電將占該年總發電比例至少 20%

以上。台灣、日本與英國都是先進已開發島

國，屬獨立電網，很難與他國的電網互通有

無。日本與英國在考量未來各種處境，並深思

熟慮下，都將核電納入未來重要的發電來源之

一。考量上述諸多困境，請政府多充分使用既

有核能電廠，以確保國家能源安全，也企盼工

商業界多多節能減碳，並響應台電需量競價措

施，度過缺電危機。

 ▎圖三 :德國多年來電力裝置容量與發電量走勢圖
資料來源 :h�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germanys-energy-consumption-and-power-mix-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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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301 調查會否點燃中美貿易戰？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杜巧霞研究員

一、前言

自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美國貿易保護聲

浪日高。中美間貿易失衡嚴重，美方將如何處

理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問題為各方關注的重要議

題。2017 年 8 月 14 日川普總統簽署備忘錄，

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可考慮是否對中

國展開貿易法第 301 條調查，主要是基於中國

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足可能損及美國利益，

如：中國對美商投資之限制、要求技術轉移及

其創新政策等可能使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受到

侵蝕。四天後（8 月 18 日）美國貿易代表萊

德海澤（Robert Ligthizer）宣布對中國正式展開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調查（以下簡稱 301 調

查），如果調查屬實，未來美國可能對中提高

關稅 1、設定進口限額或其他任何可能的貿易

限制措施。惟在 USTR 宣布將正式調查前（8

月 15 日），中方學者、官方媒體及政府發言

人等已經對外表示：川普政府的作法為單邊保

護主義，可能點燃中美間貿易戰，其結果將是

雙輸，故強烈呼籲美國回歸多邊貿易體制。

然而就在同一天，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er 

Ross）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表示：美國智慧財

產權每年被侵犯而造成的損失達 6,000億美元，

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3%，其中最主要的侵

害來源為中國，因此中美雙方對彼此貿易失衡

議題顯然有極不同的認知與看法。

美國貿易法第 301 條屬於美國國內法，

自 1995 年 WTO 成立以來，由於 WTO 已有爭

端解決機制，美國已經很少使用。然而美國除

了對中國展開 301 調查外，在今（2017）年 4

月川普總統也指示商務部依據 1962 年貿易擴

展法第 232 條，對美國進口的鋼鐵是否已威脅

到國家安全展開調查，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

美國自中國進口的鋼鐵價格偏低，以致引起美

國業者恐慌，要求政府採取限制行動。但是

2017 年 7 月當「中美百日計畫諮商會議」召

開時，川普又拒絕了中國將自主消減鋼鐵產能

的建議，看來中美間貿易摩擦已不是雙方可輕

易解決的問題了。

的確，不管從理論上或近日雙方主要人

士之發言來看，中美間的貿易失衡不但有著相

當複雜之因素，亦涉及彼此經濟體制之差異，

未來雙方若無法體會此種差異而相互調整或妥

協，則彼此相互報復的貿易戰很可能無法避

免。我國以及很多東亞國家為亞太供應鏈體系

中的重要參與者，中美間貿易戰如果開打，供

應鏈中的任何成員恐怕均無法倖免。本文主要

藉由美國現已展開 301 調查案，探討中美對彼

此雙邊貿易失衡的主要看法，以顯示雙方對此

問題認知之差距，同時可藉此推測其未來之可

能發展，最後再針對我國業者提出幾項建議，

以盡量降低可能被貿易戰火波及之程度。

二、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高漲之成因

（一）美國貿易赤字持續之風險

美國的對外貿易，不管是經常帳或商品

帳貿易赤字已持續有數十年之久，其原因相當

複雜，有其消費大於生產、儲蓄不足、經濟發

展階段與經濟結構的問題，也與當前國際經貿

與貨幣制度為美元本位制密切相關，而目前美

國最大的貿易赤字來源為中國，雙方再有制度

差異之問題，因此使美國貿易赤字問題更加複

雜。由於問題十分複雜，歐巴馬政府時期雖曾

致力於推動「五年內美國出口倍增計畫」、「投

資美國」（Select USA）以及鼓勵先進製造業

回美投資等政策，美國商品與服務貿易赤字

從 2009 年到 2016 年仍持續成長，由 2009 年

的 3,837.74 億美元，到 2016 年成長為 5,047.93

億美元。年年巨額的貿易赤字，使美元流出美

國，在美元大量被國外掌握下，美元價位可能

受國外影響的不確定性日高，為了強化美元的

穩定與安全性，美方乃致力消減貿易赤字。

就中方言，中國呼籲美國回歸多邊貿易

體制，實乃因該體制為當前維持國際貿易秩序

的重要機構，且各項規範均係由美歐等主要國

家主導，基於自由開放的國際主義而建立的多

邊貿易規則。如果以該體制自成立以來，在過

去 70 年間的確促進了全球貿易與分工之積極

發展，而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快速成長更是受惠

於該體制的最佳典範言，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

的確是維繫全球貿易與發展的重要原則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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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故中國不論是官方或學界均認為應回歸多

邊貿易體制。然而不一樣的是，當前美國長年

累積的貿易赤字對美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已經形

成風險，而且中國的快速成長還威脅到美國的

領先地位，因此美方不得不檢討為何中國經濟

可以持續十幾年快速成長？兩者間有何不同？

結果發現中國實為國家導向型的經濟體，兩種

體制在市場化程度方面仍有相當差異，此外中

國對 WTO 的入會承諾也尚未完全落實 2。

（二）中美經貿體制與生產結構之差異

中美間制度性差異的問題主要源自早期

中國為實施中央計畫型經濟的共產主義，中央

政府掌握了國家所有重要資源，由政府集中

調配與運用，使其生產成本明顯偏低。自從

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雖然快速發展，中

國對外貿易亦快速成長，尤其自 2001 年中國

加入 WTO 後，更吸引大量的外人直接投資進

入，協助其經濟與技術進一步成長；然其國有

企業與一黨專政體制幾乎不受影響，政府對某

些重要產業與重要資源之配置仍然有干預能

力，因此在某些產業有產能過剩與價格偏低的

問題。而美國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市場，市場

化程度高，中美雙邊貿易失衡乃迅速擴大。

2016 年美國有 7964.93 億美元商品與服務貿易

赤字，其中對中國赤字達 3659.42 億美元，佔

45.9%。中國則有 5097.76 億美元貿易順差，其

中對美順差達 2505.57 億美元，佔 49.2%，彼

此互為最大的貿易失衡對象。

然而美國為全球科技水準與國防軍備最

先進的國家，服務業佔 GDP 總額達 79.5%，每

人 GDP 產值達 57,400 美元（依購買力平價指

數計算），中國則為農、工業產值佔比仍達

51.6% 的新興市場國家，美中雙邊貿易的失衡

應該與彼此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亦有重要關係；

因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

成熟經濟體，製造業生產成本已無法與新興市

場化國家相比，傳統製造業因而外移，就業市

場已發生結構性轉變，但勞動人口就業能力的

結構性調整仍有不足，因此有失業的問題。而

民主選舉與政治使主政者必須直接面對選民的

要求，因此保護的需求大增。

至於在金融海嘯中所凸顯的美國雙赤字

問題，雖然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已採用寬

鬆的貨幣（QE）政策，協助美國經濟復甦，

失業率到目前也已降到 4.4%，但是在美國大

選中，原本以製造業為主、現在面臨產業結構

轉換的「鐵銹州」選民仍然期待能有保護美國

就業機會的領袖，川普乃順應民粹積極推動保

護主義、呼籲美國利益優先，因而當選。

（三）川普因應民粹實施保護主義

當選後的川普總統繼續推動順應民粹的

保護性措施，雖然在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下，

很多競選期間的保護主張已經被大幅度修正或

者證明無法實施，但是在貿易政策上，川普首

先宣布美國不加入 TPP，其次美國對已經簽署

的 FTA，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及

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皆展開檢討與重

新談判，並且指示行政部門加強了解能否引

用美國貿易法對美國之進口予以限制、設定

配額、提高關稅或對貿易夥伴之匯率進行監

控等；其中商務部已針對美國鋼鐵產業展開

1962 年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調查；財政部則

認定中、日、韓、台、德、瑞士等為匯率操縱

國之觀察名單；而美中之間的貿易摩擦更在歷

經數次諮商後而無具體結果，遂指示 USTR 對

中國展開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貿易調查，

雙方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

三、中美對多邊貿易體制功能之認知不同

就中方呼籲美國回歸 WTO 多邊貿易體制

言，本屬義正嚴詞，因為首先，多邊貿易體制

本來就是為了建立開放而公平的世界貿易環

境，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回顧過去

70 年，該體制在以歐美為主的已開發國家主

導下，基於自由開放的國際主義率先帶領各國

開放市場，的確發揮了促進全球經貿和平發展

之功能，各國的貿易措施亦以盡量符合 WTO

規定為原則；針對貿易摩擦若有不同見解，

WTO 亦有爭端解決機制，可以由中立客觀的

第三方形成小組，經過諮商、調查以及裁決等

程序解決成員間之爭議，以避免貿易戰。其

次，WTO 對各國市場開放之約束與歷次多邊

貿易談判及各國之承諾密切相關；而依據過去

多邊貿易談判模式，通常已開發國家之市場開

放程度較大，開發中國家則有優惠而開放程度

較小，目前中國的各項開放措施，基本上也是

順著此種模式而持續開放。第三，2001 年當

中國加入 WTO 時，中國的入會議定書明確記

載著 WTO 成員對中國反傾銷案涉案產品價格

認定之特別方式 3，於入會 15 年後應該終止，

故從法規條文上言，至 2016 年 12 月 11 日起，

WTO 各成員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似乎應該按



第 109期工商會務│ 9

特別企劃

照 WTO 反傾銷協定處理，即給予其市場經濟

地位待遇。第四，美國的對外貿易不是只對中

國有貿易赤字，以 2016 年言，更同時對日本、

德國、墨西哥、愛爾蘭、越南、義大利、韓國、

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加拿大、法國、台灣

（排名第 14）等將近 100 個國家有貿易逆差，

因此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更與其經濟結構、發

展階段、總體經濟環境，以及國際金融體制等

因素相關，而這些複雜的因素無法僅透過單邊

的保護主義來解決。

只不過就美方言，美方認為在當前多邊

貿易談判環境與體制下，已經無法解決美國長

期以來所面對的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其中最明

顯的例子是：杜哈回合談判自 2001 年開始談

判以來，至今各國對市場開放仍無法達成協

議，主因即在於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已

經展現快速崛起之勢，但在市場開放方面仍然

希望由已開發國家承擔更多義務，因此頻頻要

求已開發國家給予其優惠考量，已開發國家則

呼籲 WTO 應該進行改革，最後導致多邊貿易

談判無法順利結束。川普政府更曾揚言：如果

WTO 無法公平處理美國所擔心的問題，美國

不會自動遵守其裁決。

四、美國對中國入會承諾之檢視與指控

中國於 2001 年加入 WTO，當時其經濟改

革尚未完成，但美國希望早日將其納入多邊貿

易體制規範，因此提前讓其加入。在中國加入

之後，USTR 應國會要求必須每年就其制度改

善與市場開放進度向美國國會報告，以及評估

其是否符合其入會承諾等，結果發現自 2003

年起，其國營企業改革似乎已經停頓，政治改

革則更是有限。由於很多經濟決策與企業經營

活動常受政治因素影響，在中國的經濟活動因

而常有非市場因素考量。2016 年 USTR 對中國

經濟體制的檢視報告顯示：中國在政府採購、

農產品市場開放、補貼、非關稅措施、出口設

限、投資、不歧視待遇、稅制、農業政策、標

準、服務業開放之行政審查、竊取美商智慧財

產權、要求技術移轉等數十個領域均不符合美

國之期待與開放標準，其中有部分措施已經向

WTO 提出指控，例如：2013、2014 年美國以

中國對部分原料以及稀有金屬設定出口限制，

向 WTO 提出指控，兩案後經 WTO 爭端小組

裁決均由美國獲勝。2015 年美國再以中國對

稻米、小麥、玉米之補貼超過其入會承諾，以

及進口配額限制不透明以致防礙美國農產品出

口，向 WTO 提出指控。2017 年 9 月 WTO 已

同意將對中國農產品關稅配額制度展開調查。

同年 9 月 18 日美國貿易代表萊德海澤在

其上任後首次公開演講中更明白表示：中國對

全球貿易體系已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他指出

中國為國家導向型的經濟（State-led economy）

體制，政府為重點產業提供大量補貼、創造國

家級龍頭企業、迫使外國公司將重要的技術移

轉給中方、扭曲中國及世界的市場經濟運作模

式等。此外 WTO 與現有國際貿易仲裁規則亦

無法因應中國此種國家導向型的經濟體制。

美國貿易代表署為負責美國貿易談判的

主要機構，中美間過去無數次的談判不但沒有

化解彼此間貿易巨額失衡的問題，如今更明確

指控中國經濟體制對全球貿易體制形成威脅，

其目的至少有三，首先可以說是為美國尚未給

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提出辯解；其次似乎

預示美國對中國展開的 301 調查案可能無法輕

輕帶過；然而更重要的是此後在 WTO 及國際

場域，中國經濟體制與一般市場經濟國家體制

之差異可能會成為各國將更重視的問題。

五、以國家為導向的經濟體制對歐美形成

之威脅

中國以國家為導向的經濟體制對歐美帶

來的威脅並不僅限於貿易領域，在智慧財產

權、技術領先及投資活動中更使歐美產生危機

感。2017 年 8 月美國商務部長在金融時報的

撰文顯示：美國的專利制度及其保護智慧財產

權的作法正在受到中國攻擊，包括美商在中國

的投資經常被要求必須以合資之方法作為進入

市場的先決條件；中國對美商企業之所有權有

不得高於 50% 以上之限制；在某些情況下，

被要求技術移轉作為產品銷售合約的一部分；

中國政府或具有國營企業背景的企業主，以優

於市場的價格購買美國具有突破性技術的初創

公司，以獲取技術和專業知識，或者占有新技

術；此外美國的專利，更曾在中國法院以其造

成非法壟斷為由而被宣布無效。在實務面，

IBM、惠普、谷歌（Google）、蘋果等均曾有

切身經歷，說明美商的智慧財產權受到侵害，

美國技術領先的地位，長期下勢將受到威脅。

中國利用國家之力發展的重點產業對國際

市場也形成重大衝擊，最明顯的是，在重點產

業常有產能過剩的現象，而過剩的生產再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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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對進口國極可能形成重要衝擊，因

此進口國頻頻提出反傾銷調查或課徵高額的反

傾銷稅。此外，2015 年中國國務院又頒布《中

國製造 2025》計畫，目標是在 2025 年使中國

變為製造強國，2035 年則超越日本、德國。在

產業方面，主要的產業是針對半導體製造業、

人工智慧、無人駕駛汽車、生物技術領域等。

由於歐美過去已經目睹中國商品在全球市場占

有率快速提升的成就，中國國務院的《中國製

造 2025》計畫使美歐無法輕忽，因此不得不正

面因應兩種制度所呈現差異的問題。

在投資方面，根據在中國的美國商會表

示，中國的市場開放步履蹣跚，尤其是在服務

業，有的領域甚至開倒車，讓外資喪失信心。

對照於中資進入美國市場的自由開放，外資在

中國市場顯然面臨較多障礙。以世界銀行出版

的「經商容易度」排行榜言，2016 年中國在

全球 160 國中排行第 78，美國則排行第 8，中

國的投資環境明顯較美國為差。在實務面，美

商認為中國對外商企業投資環境的三大問題

為：法律不明確、政府官員對規章制度的解讀

因人而異、政策之制訂和執行缺乏一致性。反

之近年來中資在海外大舉投資、購買技術，又

由於其可能具有國家目的已引起歐美國家注

意，因此已特別針對中資企業之收購活動展開

審查。審查的重點之一在收購活動對歐美的產

業發展與國家安全是否有不良影響。

六、結語 -- 兼對我國業者加強因應之建議

綜合而言，中美間經貿體制的確存在著

相當差異，以中國主張自 2016 年 12 月 11 日

以後，各國應給予其市場經濟地位待遇，而

歐、美在經過慎重考慮與評估之後，至今仍沒

有正面回應來看，應該說明美國認為雙方經濟

體制存在差異之事實。欲削減中美間貿易的失

衡，今後美方應會從制度性差異的角度，要求

行政單位研擬如何解決彼此間多數的貿易摩擦

與爭議，故雙方應考慮如何調整此種差異。然

而中美間貿易之失衡亦非全然是由於彼此間制

度之差異造成，美方欲藉單方的保護措施應無

法完全消除失衡，而且通常雙邊貿易亦無法要

求完全平衡。

但是美國確實長期存在巨大的貿易赤字，

美國欲削減貿易赤字應該合理，只是民粹主義

將其過度簡化，企圖利用美國貿易法向其主要

貿易夥伴施壓。然透過此種做法，其可能解決

失衡的部分必定相當有限。惟由於美國的貿易

赤字幾乎一半來自中國，如果中美間貿易摩擦

能夠有效解決，美國保護主義氣勢應會大幅減

緩，甚或消失，故未來中美間貿易摩擦如何解

決應是影響美國保護主義情緒消漲重要關鍵。

美國貿易法第 301 調查在賦予美國總統

及 USTR 調查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及採取合理

措施之權力，以消彌對美國利益之損害，其制

裁方式可能包括單方的提高關稅、設定進口配

額，或其他任何可能的貿易限制措施。但如果

真的執行下去，對美國名聲沒有好處，故如

果能夠避免的話，美方應該會盡量尋求可能

的替代作法。由於 301 條調查期間可能長達一

年，此期間雙方必會盡量尋求相互諮商與溝通

機會，以化解爭議，然而目前中國顯然尚未認

同。好在自從 2017 年 4 月川習會後，雙方已

經建立了外交安全、經濟全面、執法及網絡安

全、社會和人文等四種對話機制，未來雙方應

會充分利用此種機制加強溝通，以利中方了解

美方的難處，同時中方也勢必強調美方在經濟

發展與結構及國際金融制度之因素。在比較好

的情況下，如果中方能承諾將更加開放市場、

加速改革，而美方能將保護措施由全面的提高

關稅縮減至只針對特定商品之關稅或數量限

制，則美方的保護主義或可得到抑制。反之如

果無法相互體諒、各讓一步，最終無法達成協

議，則相互報復的貿易戰恐將無法避免。若

此，則亞太地區已經積極參與到供應鏈中的周

邊國家均將受到波及，同時對美方的消費者與

經濟福利也同樣不利。

由此觀之，我方業者應有下列幾個因應

方向 :（1）密切注意美方對中國產品可能或經

常使用反傾銷措施之品項，以免我方產品亦成

為被調查之對象。若一旦被調查時，亦當積極

因應，以盡量說明我方產品與中國產品之差

異。（2）盡量提高我方產品之技術內涵與附

加價值，以免與中國產品進入價格競爭情境，

進而被美方歸類於相同產品。（3）分散市場，

降低出口對中國市場之依賴，以免當中國產品

輸美受到限制時，我國產品受到波及。

1 川普在競選期間曾揚言將對中國商品提高關稅至 45%，同時指控中國為匯率操縱國。

2 請參閱 USTR, 2016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3  根據中國加入WTO之入會議定書第十五條，WTO會員國針對中國大陸產品的反傾銷案，得以第三國的價格為正常價格，並與其出口價格相比，進而決定傾銷差率。
惟該種作法必須於入會十五年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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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再起」應有的產業發展策略
全國工業總會　蔡宏明副秘書長

全國工業總會發布以「期待再起」為題的

「2017 年對政府政策建言白皮書」，憂心環安、

賦稅、勞工、產業與能源等問題導致台灣陷入投

資停滯、人才流失、企業外移的窘境。白皮書也

希望蔡總統能落實今年初於英國《經濟學人》

雜誌中發表的「讓台灣再度成為猛虎」（Turning 

Taiwan into a tiger again）目標。

在白皮書發表的記者會中，工業總會理事

長許勝雄表示，在全球經濟成長動能明顯增強之

下，台灣經濟表現突出，包括出口呈現連 9 紅、

股市站上萬點、今年經濟成長率上修，如果要讓

這些好的經濟表現能夠延續下去，「讓台灣再度

變成猛虎」，他認為：「台灣應該多一點經濟，

少一點政治，希望把台灣的餅做大，把 GDP 拉

到 3%，積極塑造台灣經濟成長動能。」

許理事長的期待，反映出台灣要擺脫「低

成長、低薪資、低就業」的經濟發展困局，政府

必須在國家經濟和產業願景形塑，發展策略規劃

以及影響投資意願的「關鍵問題」上，展現革新

和突破的積極作為，特別是在下列十二方面：

一、 確立「把餅做大」的政策理念，營造正
面向上的社會氛圍 

期待政府真正的重視經濟發展，落實「把

餅做大」的施政理念，且建構友善的投資環境，

因這是國家最根本的基盤，因經濟發展好了，政

府財政才能改善，也才能有良好的社會安全網體

系之建立，也才能留下人才，也才能實現真正的

公平正義，進而使社會不陷入當前相互攻奸、對

立、仇視而爭食「餅屑」的窘境。

特別是面對嚴峻的外部競爭挑戰和內部的

社會對立，國內工商業界期待政府各項重大政策

的推動，應該是前有完整的規劃、評估和論述，

透過積極有效的對話和整合，以調和各方的主張

與利益，化解及撫平國內嚴重的政治對立與社會

撕裂，營造正面向上的社會氛圍，增進國內各界

寬容、互信，以加速各項重大政策的推動，最後

為我產業界營造一個和諧穩定友善的經營環境。

二、 以更全面的產業發展策略和願景，引導
企業投資

台灣民間投資動能不足的原因，除了因為

全球經濟情勢不佳，使產業發展能見度低、影響

企業投資規劃之外，缺乏政策引導也是不可忽略

的因素。

為了重新強化台灣的領航角色，蔡英文總

統提出「五大產業創新計畫」，打造國家隊等政

策方向，但是若觀察台灣當前的產業困境，中國

產業供應鏈崛起的替代效應是全面性的，而台灣

服務業發展也長期存在生產力偏低問題，在在都

顯示新政府僅靠綠能、物聯網、生技、智慧機械

和國防產業等策略性產業發展，並無法改變產業

競爭力衰敗的格局，而需要有更全面的產業發展

策略和願景，務實地深入檢討現有貿易結構的弱

點與各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問題，進而提出各產業

重建競爭新優勢應有的創新投入方向，才能有效

引導工商企業與勞工朋友形成共同的願景與努力

方向。

特別是面對行動通訊、聯網技術、大數據、

智慧化、移動應用、雲端運算，以及物聯網等創

新應用和新興服務系統不斷擴大，正在改變全球

產業生態之際，新政府尤其應該從「市場導向」

的觀點，藉由各產業公會，結合產學研的專家，

以針對各個產業所面對的市場需求特性、競爭情

勢、技術應用需求等進行分析，進而明確各產業

的短中長的市場發展策略、技術研發、人力資源

培育和創新投資項目與方向，才能誘發更多的企

業進行創新驅動的投資，也才能有效促使經濟成

長模式由「效率驅動」轉為「創新驅動」。

同時，政府應將占 GDP 四成的債務上限調

高，俾能動用充裕預算與政策工具支援新創產

業，並扶植新創產業成為下一世代的明星產業。

三、 加速傳統產業導入「智機化」，促進產
業轉型

台灣產業正面對第 4 次工業革命的挑戰，

特別是從 2011 年德國首先喊出工業 4.0 之後，

美國推動再工業化政策，日本也提出工業 4.1J

（Japan Industry 4.1J）、韓國也推出「製造業創新

3.0」，而中國大陸更推動「中國製造 2025」，

力求積極推動建構網實智能化製造、生產、銷售

系統，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由於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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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全球價值創造鏈與生產分工形式，進而帶

來「典範轉移」，自然是台灣必須積極投入的。

對此，雖然「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擇

定電子資訊業、金屬運具業、機械設備業、食品

業及紡織業等五大產業，加速產業導入「智機

化」，但事實上，根據調查顯示，國內多數業者

對於設備與系統之間的整合了解，以及工業 4.0

的概念卻是相當有限，實際上導入機器人、巨量

分析（Big Data）和物聯網的比重也偏低，這樣

的現象將不利於方案有關「加速產業導入智機

化」目標的實現。

對此障礙，政府除應提升各個產業對於智慧

製造的認知，並建立國內產業導入智機化的診斷

系統和輔導機制外，也應盡快修訂「產創條例」，

對廠商「導入智機化」所需的投資，如針對企業

增購智慧製造設備或是大幅改善能源效率機器設

備更新投資，提供租稅獎勵誘因，才能全面促進

產業智慧化升級，進而帶動經濟結構轉型。

四、 加速修訂環評法規，避免環評程序冗長
與不確定性。

為避免環評程序冗長與不確定性對產業投

資的衝擊，我們一向主張政府應該創造讓環境保

護與經濟成長雙贏的環境，改善環評審查時間冗

長，審查效率低落等問題，讓符合法令的投資案

有理性的討論和評估空間。

如今，環保署已經預告「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環境影響評估法

施行細則」等環評子法修正草案，以專章規定政

策環評，將政策環評與開發行為個案環評相連

結；個案開發行為若符合已實施政策環評之政

策，於一定條件下，得簡化環評審查程序，明確

規定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將環境保

護因素內化至各機關，強化開發許可決策程序應

將環境責任納入考量；如果環評書件有資料闕

漏、實問虛答致審查認有應補正情形時，明定補

正期限、展延一次為限，並依開發單位所提具體

理由為准駁之判定，逾期則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等，都是有效避免環

評程序冗長與不確定性的正確方向，值得肯定。

我們期待政府應盡快完成環保署所推動《環

評法》修正草案中有關將環評管轄權回歸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權責，以及簡化環評審查程序等規

定，才能真正減少廠商投資面對的不確定性，進

而改變因投資環境惡化導致企業出走的趨勢。

五、 檢討發電結構的可行性，積極鼓勵汽電
共生產業發展。

政府為達到 2025 年「非核家園」的目標，

提出天然氣占比 50%、燃煤占比 30% 及再生能

源占比 20% 之發電配比。然而，在缺乏核電選

項下，除將折損電力系統可負擔性與低碳化外，

台灣仍存有基載不足問題，即使再生能源占比提

高至 20%，仍難以避免因再生能源間歇性供電，

而可能造成部分時段電力不足，供電不穩問題。

對此，我們期待政府除了應務實檢討 2025

年再生能源占 20％、燃煤 30％、天然氣 50％發

電結構的可行性外，也應積極規劃穩定基載電

源，將高效率燃煤機組持續列為電源開發與積極

推動項目，並規劃燃煤機組效率提升計畫，將台

電現有亞臨界機組汰換為超臨界或超超臨界機

組，以補足基載機組容量占比偏低問題。

同時，汽電共生是穩定電力供應與調度的重

要來源，但是由於受到地方政府環保許可法令影

響，限制汽電共生業的供電能量，恐影響國家電

力供應與調度。因此，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加強協

調，考量電力調度係全國性事宜，通盤檢討能源

相關法令及各項許可制度。另建議主管機關、台

電及業者共同檢討階段性鬆綁現行汽電共生總熱

效率法規門檻 52% 為 45%，必要時汽電共生機組

方能全力配合發電，避免整體供電不足窘境。

六、 強化勞動法規彈性，建立社會對話機
制，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為了適應各種類型的企業實施週休二日所

面對的營運與工時安排需求，政府應該力求在工

時制度上提供彈性，除了每個月加班時數配合每

週平均縮短正常工時 2 小時，放寬修正至 54 小

時，以利事業單位因應短單急單的需求之外，由

於《勞基法》的 30 條之 1 提供勞動部公告適用

四周變形工時，且目前勞動部已公告適用於 40

多項服務業，未來實應研議更具體的適用條件和

審查機制，讓更多有需要的行業得以適用，以解

決特定行業的營運與工時安排需求。

同時，由一例一休衍生的爭議可知，除非

勞資雙方能在充分且對稱的資訊基礎上，針對勞

動條件進行理性的對話與共識建立，否則要化解

日益對立的衝突，恐怕是緣木求魚。對此，勞動

部實有必要建立參考南韓於 1998 年設立南韓三

方（勞資政）委員會，以提升勞動條件和減少勞

工抗爭發生的做法，規劃建立「韓國社會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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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委員會」的三方對話機制，才有助於建立和

諧與平衡的勞資關係。

七、提高台灣青年知識技能，突破低薪困境

台灣青年的低薪困境，主要導因於台灣的

製造業和服務業附加價值低，且在大陸與東南亞

崛起後，製造業陷入低價競爭，致產業外移，工

作機會流失，而雇主在低利潤的困境下，也不易

為員工加薪，致形成薪資停滯的現象等。

對此，政府應針對各產業特性及未來發展

前景，進行量化及質化的未來人才供需調查及推

估，產業全球脈動及所需之人才，讓年輕人掌握

其必需擁有的職能和技能。

其中，因為製造業在推動薪資成長及創造

就業機會上，扮演關鍵角色。尤其應強化技職教

育，培養更多科技、實作人才，鼓勵年輕人勇於

投入製造業。

同時，建議政府應結合產官學研，從國民

教育、產學合作、在職訓練以及就業輔導等，提

供完整的教育體系和配套，培育出兼具基本能力

及關鍵能力的重點人才，包括語文、數位資訊、

創新、跨產業領域、國際與多元文化視野及經營

等能力，強化台灣接軌國際、永續發展的競爭

力。如果不能全面，至少應先有典範案例。

八、 推動股利所得稅改革，使內外資平等，
並對新創產業投資提供抵減租稅優惠

台灣目前對外資股利稅率為 20％，但內資

股利所得卻必須累進課稅，股息股利併入個人綜

合所得稅，最高稅率達 45%，內外資課稅差距過

大，造成資金的外流或變身為假外資。台灣股

利所得稅負擔主因營所稅與綜所稅的最高稅率

（17%、45%）差距過大，造成了假外資租稅扭

曲。外資實質總稅負為營所稅 17%+（1-17%） 

*20% ＝ 33.6%；內資實質總稅負實施富人稅後

為 45.0%+ 二代健保費 1.91% ＝總稅負為 50.6%；

內外資稅負差距達 17%，課稅不符公平原則。因

此建議政府應進行股利所得稅改革，若採分離課

稅 20%，使內外資一律平等，才能引領國內長期

資本投資，以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國民所得及就

業。

同時，現在正處於網路科技創新時代，金

融業的 FinTech、互聯網、大數據、智慧型機器人、

電動車及無人駕駛等科技、服務創新，已顛覆傳

統，引導新的經濟模式，全球各國無不卯足力氣

投入。為了引導新經濟的發展模式，政府實應投

資抵減租稅優惠，鼓勵投資新創產業。因此，建

議修正產業創新條例，讓投資新創產業的原始投

資額得享有股東之投資抵減租稅優惠，以提振投

資意願。

九、 美國退出 TPP之後，政府應重新檢討台
灣國際經貿戰略，訂定對外經貿戰略及洽

簽經貿協議的路徑圖與完整配套

過去，政府一向採取「以參與 TPP 為核心」

的對外經貿戰略主軸，如今川普退出 TPP 並與貿

易夥伴重新協商「公平的雙邊貿易協定」，除了

將影響 APEC 亞太自由貿易區願景實現的路徑之

外，也將牽動主要國家在亞太區域主導權之爭，

更將影響台灣國際經貿戰略和產業布局的利益。

對此趨勢，政府實應重新檢討台灣國際經貿戰

略，訂定對外經貿戰略及洽簽經貿協議的路徑圖

與完整配套。特別是在下列幾方面：

1. 政府應充分利用 WTO 場域與其他成員國

深化合作，支持推動 WTO 架構下的部門別自由

化，以爭取全球市場利益。 

2. 積極參與 APEC 貿易及投資自由化與各項

經濟技術合作，參與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的研究和討論。

3. 川普正式通知不參加 TPP 之後，部分 TPP

成員國開始尋求依循 TPP 規則等協議內容，建立

沒有美國的新框架的可行模式，台灣必須關注未

來爭取參與 TPP 新框架的機會。

4. 在 RCEP 取代 TPP 成為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支柱之氛圍下，RCEP 於 2017 年完成

談判的可能性升高，這些趨勢對於台灣可能帶來

的參與機會和挑戰，都是台灣必須預先研判和準

備因應的。

5. 在美國川普政府於正式通知「美國通知

不參加 TPP」之後，政府表示：台美之間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FTA），是我國經貿新方向，顯示

未來政府將透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

持續加強台美經貿關係，同時研議與美方洽簽台

美 FTA。然而，未來的台美 FTA 談判中將面對極

大的農產品市場開放，以及開放瘦肉精（萊克多

巴胺）美豬、農產品的殺蟲劑和農業化學品科學

標準的 MRL 等壓力，必須盡早提出對策。

十、 新南向政策應促進業者在當地市場找到
當地合作製造、關鍵中間商或通路商，

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打造合適的供

應鏈與多層級的行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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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於去年 12 月提出《新南向政策工作

計畫》，確定將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與

新南向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由於新南向政策主要著眼於「東協經濟共

同體」（AEC）成立後商機，則必須針對各國市

場需求，規劃產業合作策略。例如針對各國在汽

車、資通訊產品、食品飲料、美妝保養品、成衣

服飾、智慧家電等需求提升，在當地市場找到當

地合作製造、關鍵中間商或通路商，建立戰略合

作夥伴關係，打造合適的供應鏈與多層級的行銷

管道，是值得積極規劃的。

同時，政府應與產業界合作發揮台灣產業

技術優勢，將已經有驗證實績的服務系統輸出，

以回應新南向各國產業轉型升級和強化政府公共

服務的需求。

另外，東協各國已經面對如何促進產業自

動化或智慧化，以及解決環保、清潔能源、交通

網絡或健康醫療等問題的公共服務需求，如何將

台灣已經驗證的服務系統複製至東協，也亟需整

合法人研究機構和企業界共同規劃。

最後，台商過去在東協各國經常面對稅務、

海關、勞工、環境及基本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

加上 2014 年 5 月 13 日越南發生大規模民眾反華

示威的「513 事件」，以及去年台塑越鋼被裁罰

5 億美元事件等政治風險，如何藉由交流平台反

映台灣業者貿易投資和產業合作的障礙，並向地

主國政府提出解決問題和降低風險的建議，尋求

雙方的政策協調，更是維護台灣業者新南向營運

環境的必要作為。

十一、政府應以「民間主導、政府指導」的

模式持續推動兩岸經貿交流與產業合作，以

為兩岸互動累積善意

在全球經濟景氣逐漸復甦之際，世界經濟

版圖的重心亦正快速向亞洲移動，中國大陸作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擁有全球最大的內需市

場，同時也是我產業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夥伴。然

而，隨著兩岸政治情勢變化，過去由政府主導的

兩岸產業搭橋和官方投資協處機制面臨中斷且皆

無以為繼，例如經濟部與大陸工信部每半年在兩

岸輪流舉辦的產業合作論壇停辦，以及雙方事務

性對口單位層級的降低等等，影響台灣廠商兩岸

布局之規劃和市場拓展。

對此，政府應以「民間主導、政府指導」

的概念，作為現階段兩岸經貿交流與產業合作的

基礎，藉由民間平台的串聯，例如：兩岸企業家

峰會，持續深化兩岸產業各層面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以此與官方原既有機制雙軌並行；亦呼應大

陸方面一再強調「兩岸民間交流不能斷、不能

停、不能減」的說法，同時為兩岸雙方政府創造

善意積累的窗口。

同時，在「民間主導，政府指導」的總體

思路下，政府可進一步在不影響國家安全考量的

前提下，就《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

法》做全面通盤性的檢討與修訂，尤其著重陸籍

人士依「專業交流」事由申請來台以及「投資經

營管理」身分在台居留等相關部分，以求在實務

執行上符合情理，將之作為我方持續推動兩岸民

間經貿交流與產業合作的善意，同時亦維繫兩岸

民間經貿交流的熱度。

十二、為鼓勵公務員工作熱忱，將公務員利

他刑罰除罪化，提高薪資與激勵獎金，讓公

務員有更大的熱情與執行力

鑒於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IMD ﹚ 將國

家競爭力定義為︰「一個國家創備國內環境，使

得企業持續創造更多價值，並使國人繁榮富足的

能力。」故應將公務員利他刑罰除罪化，提高薪

資與激勵獎金，因為唯有公務人員有工作熱情、

具備執行力，才能創備好的經商與投資環境，也

才能讓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

結語

政府必須體認台灣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下降，

導因於「創新動能不足」，以及投資環境惡化導

致資本外逃的事實。假如政府無法展現改變阻礙

創新投資的法規和行政障礙，並創造可預測的產

業發展環境，則「台灣再起」將成為空談。

我們期待政府能以具體的作為，排除法規

障礙、簡化行政流程，以提升行政效率，並改善

投資環境。同時，也應該協助各個產業克服創新

研發的障礙。

特別是當前業者普遍面對「技術研發人才

不足」、「技術創新成本過高」以及「研發流程

太長不符時效」等障礙，特別是應全盤檢討當前

經濟結構與產業發展前景，規劃具有前瞻性的

「國家發展與創新戰略」，為台灣農業、製造業

和服務業提出未來中長期的發展願景，同時建構

一個讓企業可以持續性的創造價值的環境，才能

有效引領並誘發台灣企業與外國企業進行投資與

創新，進而重新塑造台灣在全球價值鏈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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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國際經貿局勢，因美國總統川

普的經貿新政，不但掀起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爭

論，也影響到區域經濟整合的進展，而美國與

中國的貿易赤字爭端，更是讓中美貿易大戰有

一觸即發的可能。

在此同時，北韓飛彈的「亂射、亂飛」，

不但牽動中、美兩大國的敏感神經，也牽動東

亞政經局勢。

面對如此嚴峻的國際經貿新情勢，台灣

應如何面對與因應？為能讓國內產業界掌握並

因應全球經貿局勢，國貿局與外交部委由全國

工業總會、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及中華經濟研

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在 8 月 29 日舉辦「2017

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

會中特別邀請經濟部次長王美花談「全

球近期經貿情勢之動態與展望」、中華經濟研

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淳談「川普

經貿政策及『TPP 減一』最新發展與意涵」及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談「人

工智慧與智慧製造對全球化走向的影響」。

全球近期經貿情勢之動態與展望

王次長首先針對「美對陸啟動 301 調查」

作為研討會的開場。她說，美國會對中國大陸

啟動特別 301 的調查，主要著墨在「強制性技

術轉移」這個課題。

對美國的舉動，中國大陸當然在第一時

間提出反擊。王次長指出，中國大陸是依據美

國在 1990 年時曾承諾「未來對他國的貿易懲

罰將符合 WTO的規範」，要求美國遵守承諾：

在 WTO 的架構進行爭端解決，不應用單邊國

的國內法、單邊的行為，進行對個別他國的制

裁，否則 WTO 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當然，王次長說，中國大陸也以強硬的

態度暗示美國別忘了波音飛機還要賣到中國，

美國的玉米、大豆賣到中國的數量也很多，更

不要提中國才開放美國牛肉進口，「這是實質

的問題，美國有工具，中國也有中國的工具。」

為什麼美國會關注「強制技術移轉」這

個問題？王次長說，是因為有很多美國企業到

中國投資時，多數企業是會被要求與中資企業

合資、或是投資新技術項目，以達到實質的技

術轉移，也因此，美國企業多數都贊成美國政

府就技術移轉的課題對中國進行調查。然而問

題是，中國大陸並沒有明文規定在法規裡、也

找不到「白紙黑字」的文件。

不過，2017 年 1 月時，中國工業信息部

發佈了一個規定，規定中指出，合資企業必須

確實掌握技術云云，於是，外資企業以此為

據，但是，工信部部長出面澄清，這項規定主

要是針對空殼公司，不能因為與外資企業合

作，就向政府申請各項優惠補助。王次長坦

言，「這樣的解釋，是通的。」也因此，要調

查中國是否有「強制性要求技術移轉」，是有

難度的，因為法律是要講求證據的。

況且，她指出，還有 WTO 的關卡。雖

然，美國有一派認為，WTO 無法涵蓋所有新

型態的經濟議題，甚至很多正在討論的議題，

包括這次引發爭議的合資、技術移轉等，在

WTO 中根本還沒有形成共識，遑論形成條文，

因此，主張 WTO 的規範是不足以因應新型態

的經濟情勢，但是，就現階段而言，凡是在

WTO 架構裡的爭端，就只能在 WTO 裡解決，

不適用個別國家的國內法。

而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裡，最終的上訴

機構原有 7 個法官，但是，現況是，王次長指

出，美國對 WTO 的上訴機構的法官，一直有

很多的意見，且經常性的杯葛，因此，即使將

全球經貿新趨勢與新機會
譚宗仙

 ▎  王次長就全球近期經貿情勢之動態與展望進
行精彩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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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提到 WTO，也無法獲得很好的處理。

更關鍵的是，她說，WTO 的現況是，美

國連 WTO 的大使都還沒有確定，當然也與川

普主張美國製造、美國優先、反全球化有關，

進而對參與 WTO 沒有興趣，再加上，WTO 的

會員國有 164 個，每個經濟體都有一票，議題

也就非常不容易形成共識。

川普經貿政策及『TPP 減一』最新發展與
意涵

隨後，李副執行長則延續王次長的議題，

從沒有美國的 TPP 開始談起，這就要先談美國

總統川普的「川普經濟學」，他說，從川普在

選舉過程中乃至於當選總統後，就一直批評經

濟整合，包括 NAFTA、中國加入 WTO 等，都

造成美國的工作機會流失。

川普為了證明他的論述，李副執行長指

出，提出了「美國製造業對美國總體就業機會

的貢獻力」的數據，數據顯示，美國的製造

業從貢獻美國就業機會的 40%，遽降為只剩下

8%，都是因為「我們的製造業流失了！」所

以，川普要重振美國製造業！要切斷自由貿易

的機構，包含 NAFTA、WTO、TPP 等等。因為

就是自由化造成美國貿易赤字，造成美國人工

作流失、經濟動能受到影響。

李副執行長坦承，確實，中國對美國的

貿易赤字在過去 15 年來不斷的惡化，到 2016

年時已經達到 3,440 億美元，「這是個天文數

字！」所以，川普要求中國要提出解決方案。

但是，李副執行長從全球供應鏈的角度

分析，所有的 iPhone 都是 made in China，在關

稅的統計上都是貨真價實的中國製造，所以，

這麼大的赤字中，iPhone、Pad、MAC 都貢獻

了不少。但是，若依照 WTO 的統計，每支

iPhone 的利潤是 100 元的話，美國的蘋果公司

會拿走其中的 52 美元，中國拿到的是 3 到 5

美元，所以，貿易流向與價值流向是沒有關聯

性。

但是，川普卻因此提出了很多的貿易新

政，歸納整理，主要目標是兩個消除：消除貿

易赤字，消除不公平貿易行為，要達到兩個消

除所用的手段，然而，什麼叫不公平貿易行

為？李副執行長指出，就是以傾銷或補貼的方

式把東西賣到美國。

這也是為什麼川普會覺得 WTO 的規則無

效，因為按理 WTO 應該是建立在所有國家都

是市場經濟原則下，很可惜有些重要貿易伙

伴，並不是市場經濟，而且，WTO 應該是建

立在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很可惜有些貿易伙伴無法歸責到政府行為上。

假設美國真的要制裁中國，會制裁什麼

產品呢？他認為，會以被美國課反傾銷稅最多

的產品下手，然而，被美方課反傾銷稅的產品

項目裡，都沒有高科技產品，多是屬於與中美

高度競爭且為傳產的產品。這是因為在高科技

產品上，中美是處於高度互補的關係，所以，

如果要制裁，一定是會選雙方高度競爭的產

品。

再來談到沒有美國的 TPP，李副執行長指

出，對台灣而言，即使沒有美國，TPP 還是非

常重要，因為，台灣一直想要與國際接軌，靠

自己的力量會走的非常緩慢，但是要靠外部的

壓力可加速改革，就這一點而言，對台灣是非

常有意義的。

然而，要加入 TPP，他說，對台灣來說，

關鍵在：誰是帶路人？台灣不是第一回合的成

員，一定要有現有成員要求加入；還有，誰是

反對者？因為 TPP 是共識決，現有成員不可以

有一個人反對，只要有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反

對，新成員就無法加入，所以，尋找反對者，

去瞭解、說服，重要性與找到帶路人一模一

樣，甚至還更重要。

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對全球化走向的影響

緊接著劉所長雖然也是從全球化的角度

切入，然而談的是全然不同的 AI 人工智慧的

 ▎  李副執行長針對川普經貿政策及「TPP減一」
最新發展與意涵做了精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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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他說，現今的全球化是數位的全球化，

與過去傳統的貿易、投資全球化是很不同的概

念，特別是在數位科技應用下，數位全球化，

是改變了產業的分工模式、生產的樣態，還有

商業的營運模式。

劉所長指出，數位化已經成為現今全球

化的重要推手，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定義了跨

國分工。他說，2008 年前，可以看到全球貿

易成長的速度是全球 GDP 成長速度的 2 倍，

但是，2008 年後，貿易成長的速度變慢，甚

至與 GDP 的成長形成是 1:1 的形態。

他相信，這其中有反貿易全球化與保護

主義的因素，但是，他更相信，與數位科技普

及與大量應用有很大的關係；現在高科技業者

在全球跨國分工，因為運用數位科技而有縮短

的現象，這可從貿易的跨國分工計算出來，這

樣的現象將逐步改變未來的跨國分工型態。

也因此，劉所長指出，AI的發展與運用，

已成為各國關注與思考的重點，2015 年全球

AI 的規模就已經達到 1,683.9 億美元，預做到

2020 年全球將達到 3,700 億美元，成長非常顯

著。所以，各國都搶位 AI 應用的高地，目前，

全球 AI 企業主要集中在美國、中國、英國等

少數國家，而三國企業的數量也佔到全球總數

的 65.73%，分別為 2,950、709 與 366 家。

他說，美、中、英也是全球 AI 企業融資

規模最大的三國，但是三國間的規模差距也很

大，美國的融資額達到 179 億美元，分別是英

國的 21.9 倍、中國的 6.96 倍。

在這樣的趨勢中，劉所長指出，要如何

定義 AI ？他提到另一個名詞是機器學習。

而機器學習，他以染整業為例，很多染色的

KNOW － HOW 都在老師傅的手中，但是，透

過 AI 的機器學習機制，可將老師傅的經驗、

數據，經過整理後建立成一套知識系統，當客

戶要求某個顏色時，就可以透過光譜的分析，

再運用 AI 來調整參數，得出新的配方。

但是，又要如何運用 AI ？他說，就要擁

有大量的數據。而台灣在硬體應用面是比較

強，但是其他面就比較弱了，台灣現在要思考

的是如何創造服務型的競爭力來源，也就是能

否客製化？

台灣在 AI 領域裡，劉所長發現，較為側

重在智慧製造提升附加價值，台灣在工業場域

裡的應用確實是有其優勢，例如，鴻海就利用

智慧製造 + 互聯網發展來創造出新一代無人生

產工廠；特別是台商在海外都有工廠，未來在

AI 的運用上，可預期大多都會轉向「低雇員

高自動化工廠」的運營方式。

當全球各國都搶位 AI 運用高地時，台灣

在 AI 領域如果發展過慢，他坦言，恐怕會有

礙參與全球化，從 AI 角度出發，台灣如果能

夠藉由資訊全球連結與有效的運用，其實是

可以減輕 FTA 的不利因素，但是，這就要改變

生產的思維，也就是要跳脫台灣過往代工思維

的研發模式，必須要學習以市場需求與發展問

題為導向，更重要的是，要改變現有的教育模

式，必須要強化產學結合，甚至是改變現有的

教學與教師評鑑方式。

 ▎  劉所長指出，數位化已經成為現今全球化的
重要推手，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定義了跨國
分工。

 ▎  為使社會大眾掌握國際經貿脈動，並了解人
工智慧產業的浪潮，國貿局與外交部特委由
全國工業總會、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及中華
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舉辦本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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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新模式·新商機
紀麗君

由工業總會主辦的「新南向 新模式：發掘

創新產業合作模式的新商機」座談會，9 月 1 日

在台北召開，經濟部長沈榮津、工業總會理事長

許勝雄代表政府與產業界鼓勵新南向創新產業為

台灣開創新商機。

工研院副主任張超群引述產業合作新模式，

包括：肯信集團以一條龍單一服務窗口協助越南

台商創業；印昌公司將台灣職訓 know how 帶進

印尼，成功帶動台灣工具機行銷印尼與東南亞。

還有育見科技把台灣的數位學習技術飛越

東南亞、中東與中南美洲；帆宣集團分享台商投

資心得在搞清楚自己的優劣勢，而且一定要接地

氣，才能壯大成長。

許勝雄：市場導向 迎向東協市場

許勝雄首先致詞指出，新政府去年上任後，

即提出新南向政策作為對外經貿發展的重要策

略，希望透過這個重要策略，尋找出新階段的經

濟發展新方向與動能，讓台灣的產業可以積極參

與新南向國家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並與該區域經

濟互惠共榮。

近年來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經濟快速發展，

消費能力大幅提升，再加上新興中產階級興起，

已形成商機龐大的內需市場，東協國家更成為全

球經濟成長的亮點，OECD 在最近公布的半年度

展望報告中便預測，東協十國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間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約為 5.1%，遠高於全

球的 3%。

因此，積極迎向東協市場，台灣就必須改

變思維，必須以「市場導向」為主軸，讓雙方企

業有暢通與多元的合作管道，並透過雙邊政府良

好互動，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才能讓這些企業

可以有效的投入新產業、新通路，並建立品牌，

共同參與東協國家的供應鏈整合。

此次座談會，希望從產業實務面探討如何

運用產銷合作、技術移轉、品牌合作及服務系統

輸出等創新合作的具體推動模式。

沈榮津：政府協助產業界務實成果

沈榮津表示，蔡英文總統提出新南向政策，

成為台灣經濟發展新方向與新動能，這是台灣在

亞洲發展角色。

經濟部在過去一年，推動新南向合作與新

南向產業，從產業合作切入，透過產業雙方合作

關係，帶動投資及市場共享，今年 3 月台印高雄

活動成功，印尼官方赴高雄緊密交流，包括造

船、食品、紡織、智慧城市等交流，亦帶動實質

合作關係。

今年 7、8 月在泰國舉行的台泰產業合作會

議，帶動民間產業交流，包括食品、文創（台創

中心、泰創中心、資策會、泰國動畫業者）、智

慧機械，從產業交流到實質合作，共享經濟，共

創雙贏。

今邀請產業界建立成功模式，經驗分享，

產業界可努力新南向新模式，政府可協助產業界

務實成果出來。

案例分享

產業合作新模式由張超群主持，越南產業

合作模式主講人是肯信集團董事長郭毓庭，他是

2006 年越南平陽省台商聯誼會會長，過去 513

排華，郭毓庭全力保護台商生命財產，在投資

面，以一條龍單一服務窗口協助台商創業。

印尼產業合作新模式主講人是印昌公司副

董事長張衡州，前幾年印昌在印尼成立福爾摩沙

技術中心，引進台灣職訓中心 know how，將台

灣職訓講師、培訓方式，及台灣設備引進印尼，

進而帶動台灣工具機成功行銷印尼與東南亞。

【案例 1】人脈是王道  一條龍服務窗口
郭毓庭（肯信集團董事長）

在台灣傳統產業打滾多年，郭毓庭實在看

不到前景，於是 2006 年帶著 2 萬美元，一個人

來到胡志明市打天下，看到這個如同像 40~50 年

前台北市的處女地，很多人像他一樣來這裡尋找

夢想，掂掂自己口袋裏僅有的 2 萬美元，他先找

一晚 17美元的小旅館安頓下來，再花 2,000~3,000

美元買了一部摩托車，請了一位華人翻譯，就開

展他的越南投資路。

◎不動產起家

郭毓庭說 23 歲曾在台灣做過不動產法拍，

來到越南就從不動產開始，腦筋敏捷的郭毓庭早

在來越南之前，已透過臉書結交很多越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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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越南臉友們包括政要的子女、胡志明市富人

圈的小孩，很快地，他透過臉友得到第一個賺錢

的訊息，有一個印尼工廠員工賭球輸錢，急著賣

地籌賭債，為搶得先機，他大清早 5 點多出發，

騎 50 公里摩托車，花 1,500 美元買下這塊地，當

日下午 4 點 30 分，即以 3 萬美元，賣給一個河

內小官員，這筆交易為他賺進投資越南的第一桶

金。

隨後，2006~2008 他重覆依此模式操作，雖

歷經 2008~2010 年金融危機，他仍在 2009 年趁

勢在市中心買下一大塊地，即使這片土地正中央

插著一根高壓電塔，他仍然將 3 年來投資越南所

賺 240 萬美元全部砸進去，期間，郭毓庭運用與

土地所在地省長的人脈關係，在他所投資大片土

地對面徵收一小塊地，將高壓電塔遷過去，如

今，他所投資的土地價格，已增值 2.5 倍。

◎服務產業鏈

為了在越南長期經營，他評估越南對外貿

易往東行最快速，得知中鋼在越南頭頓省投資的

冷軋鋼廠碼頭剛興建完成，這正是掐住越南投資

咽喉的大好時機，於是 2010 年他在碼頭旁投資

工業區，擁有 50% 股權，累計至今已擁有 5 個

碼頭的經營權。

此外，他透過當地朋友介紹，投資頭頓省

最大運輸公司忠孝運輸 5% 股權；還與平陽省官

員兒子合作投資會計師事務所，已有 600 多家客

戶，雖然與當地合作，但不擋人財路，而是協助

創造新財源。

2013 年透過新加坡國會議員介紹，新加坡

廠商委託代銷 500 公頃工業區土地，主要是因為

服務鏈完整，涵蓋運輸、保全、會計師事務所及

報關公司等，這項委託案還創下越南最快的銷售

紀錄。

自 2006~2016 年都在進行傳統工業區開發，

今年 3 月中鋼與越南國營塑膠公司簽署 MOU，

共同開發 360 公頃金屬產業專區，首度跨進科技

投資領域，由於平陽省台商高達 640 多家，結合

台商在金屬扣件的優勢，因而促成金屬產業專區

成立。

【案例 2】輸出職訓 know how　銷售工具機
張衡州（印昌公司副董事長）

張衡州首先鼓勵台灣年輕人走出小確幸的

幸福舒適圈，重建闖蕩江湖跟世界交朋友的能力

與氣魄，善用年輕人的優勢能力及世界共通性

（網路應用、外語能力）。

過去台灣在印尼的積累，是深厚正能量資

產，如何善用在印尼華商第三代新接班人，是重

要且非常關鍵重要課題，張衡州剖析，目前印尼

台商現況是第二代想接，但上一代不放心；第三

代還不想接，上一代則希望能快接；第二代不做

決策，給第三代決定，以培養第三代接班能力，

提醒印尼企業最有影響的是特助，通常是未來的

董事長或總經理。

架構印尼企業第三代傳承接班人的網脈，

包括：台灣／印尼年輕一代的互動；尊重、禮遇、

培訓（類 EMBA、工業 4.0、自動化）；及網路平

台（FB、LINE）。

◎印尼職訓中心

印尼福爾摩沙技術中心於 2016 年底成立，

2017 年正式開訓，校訓為前大使夏立言題：手

腦並用、術德兼修；目的在培訓印尼年輕一代技

術專業人才，成為印尼企業發展重要支柱幹部。

培訓對象：接棒的年輕幹部、接班的第三

代企業少主（規劃廠長者來受訓，未來會買台灣

的設備）。

2016 年 12 月落成，2017 年 2 月正式開班，

班別：CNC 工具機應用班（車床、洗床、車洗

覆合）；機電整合、自動化應用班（伺服馬達、

精密機電整合）；台灣製教學實習設備：CNC

車床、切削中心機、PLC 教學系列、控制器教學

系列、電子控制系列、工業配電系列等，由台灣

提供教材，師資由資深職訓退休訓練師、金牌選

手與金牌老師。

目標在培訓印尼年輕專業技術人力，進而

推廣台灣相關機具產品，接受企業委託代訓技術

人力達到台灣丙級（初階班）技術檢定能力，乙

級（進階班），生產自動化診斷及規劃的技術團

隊，培訓嚴格淘汰，寧缺勿濫。

◎大型內需市場

過去印尼醫學落後，孩子都養不大，但現

在已大不相同，其交通（海空陸運產業）、海洋

漁捕產業、各島獨立電網，另外如水、油、氣、

垃圾處理等產業皆具發展潛力。

印尼製造業以整機進口、進口零件當地組

裝、維修保養所需零配件為主，台灣製造業商機

在於汰舊換新、組裝維修……所需零配件。

印尼具可觀又友善的龐大市場，台灣印尼

可雙向共榮，印尼的商機在於大型內需市場，及

潛力十足的年輕紅利市場，不僅人口多又敢花

錢。

1990 年投資印尼初期為台灣工具機（傳統、

CNC）銷售迄今，每年約 2,000 萬美元，而後逐

年擴增，如熱鍛造廠（鋼材、汽機車、農機零件）

每年約 5,000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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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輕壯比例近 60%，海外年輕工作人數

約 700 萬人，具國際觀，且有膽識，以其每個月

匯錢回印尼 1 萬台幣，共匯回 700 億台幣，外匯

收入可觀，消費潛力也很可觀。

【案例 3】找到優劣勢　接地氣
曾烈煌（帆宣集團總經理）

曾烈煌分析實務投資東南亞各國有具體三

心得，第一是要知道自己的優點，第二是要知道

自己的缺點，第三則是要知道如何接地氣。

台商的優勢在管理系統、基礎工業技術，

例如曾參與馬來西亞吉隆坡捷運工程，台灣的優

點在機電、技術、管理與觀念；缺點則是不知

如何掌握海外的人力、機械與材料，曾經透過

google 海尋當地 40~50 家公司，立即寄郵件給他

們，但因為別人不認識你，等了 1~2 個月只有 3

封回信，只有持續在艱困環境中突破自我。

在接地氣方面，只有不斷深入了解當地廠

商，持續延伸人脈，一路經營下來已經由剛開始

3 家廠商累積到現在已有 10 多家廠商，總是運

用自己的優勢彌補不足，想盡辦法延伸關係，擴

展業務。

面對不同地區各有不同優缺點，必須找到

需求，並想辦法接地氣，動腦筋組合、運用以壯

大自己，如果公司體制健全，可運用公司優勢深

入求生存，若公司制度較不完善者，則需靠個人

隨機應變求生存。

【案例 4】放開心胸　學習尊重
吳烈弘（麗臺科技總經理）

吳烈弘多年在海外實務經驗觀察，韓國企

業很愛國，在海外打拚也會找韓國廠商一起合

作，台商則喜歡把在台灣競爭（競價）模式帶到

海外，而沒有將台商的優勢帶出去。

在越南 8~9 年實務經驗，學到「放開心胸、

學習尊重」的真義，不要看人（東南亞）落後，

以台商工程公司在海外經驗，同時聘用各國工程

師，給予最大幫助的卻是薪水最低的越南工程

師，探究原因，只因你最尊重他，越南人就會回

饋你，許多原先給印度人做的軟體工程，現在也

給越南人做。

由於台灣人比較友善，較受東南亞各國歡

迎，他們都分得清楚台灣人與大陸人不同，所

以，了解自己的優勢，尊重他人，合作項目也會

愈來愈多。

南向政策以製造業先行，台廠複製台灣物

聯網、工業 4.0 設備出去的同時，也應將 ICT 新

技術一併帶出去，目前越南工廠設備甚至比台灣

新穎，建議將台灣整合能力放進南向。

台灣 ICT 需朝向國際化發展，例如許多做代

工的廠商，公司簡介只有中文，內容只有工廠介

紹沒有產品介紹，完全沒有想到客戶的需求；還

有很多台灣優勢的製造業竟然沒有設立出口部

門，需要建立一套好的範例來協助廠商發展。

【案例 5】數位學習　切入馬來西亞最大出版商
蔡德祿（育見科技副總經理）

5 年前蔡德錄創立育見科技，即設定做海外

市場，將數位學習的技術運用、教學模式帶往海

外，創業之初直接切入東南亞、中東及巴拿馬。

育見一開始即採行高調做法，首先是參加

所有國際展覽，從鄰近東南亞到中東，最遠攻到

中南美洲巴西；在參展同時進一步了解自家產品

的競爭力、優劣勢，並進行大規模市場調查。

以美國參展為例，廠商直接詢問在美國有

無據點，一知沒據點客戶立刻調頭走人，當場就

知道美國市場做不了；參展後，整理分析所有國

家，第一個切入華人最多的馬來西亞，一參展就

有 10 多家廠商排隊商談，選擇馬來西亞最大的

教育出版上市公司合作，有助於切入當地市場，

由馬來西亞負責數位內容，台灣建立平台系統，

共同建立一套代理商管理分析模式，並複製這套

成功模式到其他各國，育見以一年多的時間將產

品、業務、培訓系統建立起來。

運用這套成功模式與其他各國談，目前已

順利推廣到中東約旦、科威特、杜拜、沙烏地阿

拉伯、巴西、巴拿馬與智利。

為貫徹國際化，每次參展即提供 10 幾種

語言版本，以加速產品推廣，立即與當地廠商

合作。

 ▎  為協助各界掌握新南向政策中所提創新產業合作
模式以及其中衍生的商機，座談會邀請多位企業
代表分享其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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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泰產官積極參加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  工總和泰國工業院洽簽MOU 引領兩國產業合作。

工總亞太鏈結成果大放異彩
陳梅蘭、黃令喬、李杰恩

新南向政策是現在的政府在去年上任時對外

經貿發展的重要策略，希望透過這個重要策略，找

出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新方向與動能，讓台灣可以積

極參與新南向國家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並與該區域

經濟互惠共榮。

我國與東南亞的經貿往來雖然歷史悠久，但

過去台商大多把東南亞視為生產基地，透過當地豐

沛的勞動人力，從事加工出口型貿易或投資，對於

當地內需市場較少涉入，但近年來東南亞及南亞國

家經濟快速發展，消費能力大幅提升，再加上新興

中產階級興起，已形成商機龐大的內需市場，東協

國家更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亮點，OECD 在最近公

布的半年度展望報告中便預測，東協十國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間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約為 5.1%，遠

高於全球的 3%，顯示東協國家不可忽視的成長動

能。

因此，積極迎向東協市場，台灣就必須改變

思維，必須以「市場導向」為主軸，讓雙方企業有

暢通與多元的合作管道，並透過雙邊政府良好互

動，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才能讓這些企業可以有

效的投入新產業、新通路，並建立品牌，共同參與

東協國家的供應鏈整合。換言之，新南向政策強調

價值的提升，同時透過產業鏈結讓台灣的企業藉由

不管是在技術和營運的優勢與東南亞國家的企業共

同發展，協助產業升級；也可以將過去已經成熟的

服務系統，包括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旅遊及

智慧健康等成功模式複製到東南亞國家。

對此，今年 3 月 8 日工業總會接受經濟部委

託成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希望集合產

業界能量，扮演前鋒角色，促進民間與政府雙軌並

進，協助雙方產業在技術、投資、生產與品牌行銷

上密切合作。在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中，工總

扮演的角色是成為一個平台，預期發揮的功能是匯

集台灣產業公協會和法人機構，整合台灣企業，共

同研擬雙邊合作模式與推動策略，達到交流平台的

目的。對此，平台的重點工作之一，將致力與東南

亞、南亞各國最大的產業公協會建立制度化的聯繫

機制，進行交流、相互學習、以及組團互訪、進行

媒合等角色；東南亞國家多半擁有豐富的產業資

源，但是在產業加值化方面，特別需要和台灣合

作，尤其是汽車和 ICT 產業方面的需求不容忽視，

對此，工總也非常希望平台能夠扮演媒介的角色；

讓台灣的公協會和當地國的公協會進行交流與聯

繫，希望促成雙邊企業的對接和合作，合作的重點

可能在於產業加值鏈的整合、甚至技術合作；近來

許多東南亞業者前來台灣尋找合作對象，未來應有

許多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隨著內需市場的崛

起，國內業者必須更積極與東南亞市場進行整合；

而如何結合當地的業者通路，共同拓展東南亞市場

也是未來協助企業對接的方向。此外，對於許多東

南亞國家的需求，例如綠色能源、生質能源、環保

基礎設施的設置等，台灣的業者都有能力提供足夠

的技術協助，以台灣的智慧城市經驗為例，不僅可

以拓展到中國大陸，也可以拓展到東南亞。

基於前述目的，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以

下簡稱 CAPIC）目的就在於掌握人脈，藉由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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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脈進一步延伸，也規劃藉由雙邊論壇的舉辦，促

成與各國產業交流，更重要的是，台灣業者在拓展

東南亞市場時，不論是貿易投資或技術，都面臨了

非常多的障礙，也希望藉由平台，蒐集各界意見，

向對方政府進行反映，尋求解決之道，針對這些

議題，工總透過與這些國家的龍頭工商團體洽簽

MOU，建立制度化的聯繫機制，同時也進一步希

望促成更多的公協會之間、業者與業者之間、法人

與法人之間的 MOU 簽署，確立合作的內容。

為了落實前述重點工作、達到委員會平台的

目的，平台初期設置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

馬來西亞、越南等六個小組，邀請國內重量級的產

業代表擔任分組召集人，透過他們的豐沛人脈與厚

實能量，共同為產業打造新的溝通平台。過去 7 個

月，已分別於高雄、曼谷及馬尼拉舉辦三場大型論

壇，高雄與印尼工商總會舉辦，在曼谷與泰國工業

總會合辦，在馬尼拉與菲律賓商工總會合辦，三場

論壇共計超過 1,000 位海內外業者參加，並且在產

業論壇上，簽署多項合作備忘錄，三場論壇後，雙

方的產業界已有多項產品開始接觸甚至進入討論，

本刊業以報導過台印尼產業論壇之成果，本期將向

各界報告台泰與台菲律賓兩場論壇的重要成果，以

饗向隅。

泰國與菲律賓在新南向政策中具有關鍵角色

泰國

泰國國家人口數已達到 6,700 萬人，相當於義

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人口，且泰國政府提出「泰

國東部經濟走廊」（EEC）產業合作措施與「工業

4.0」政策，為促進東部經濟走廊（EEC）區域共

榮，以及成為區域貿易及物流中心，泰國政府已提

供該區域內投資發展優惠、豁免所得稅及編列競爭

基金等措施。泰國產業結構，服務業佔 GDP 比重

55%，其次是工業佔 36%，農業為 9%。「泰國 4.0」

是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總理倡導的新的經

濟發展模式，發揮創新性、創造性和技術應用能

力，希望將傳統的農業種植模式升級為智慧型的農

業；將傳統的中小企業升級為智慧型的中小企業，

將傳統的服務業升級為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 

此 外， 泰 國 4.0 將 以 數 位 經 濟（Digital 

Economy）取代傳統製造加工，延續過去推動之「數

位經濟」計畫，在電子商務、創意設計、數位電子

投入更多資源及政策支持。近期泰國發展電纜地下

化、郵政數位改革、銀行即時付、電子商務支付等，

均屬「數位經濟」計畫的具體政策。台泰雙方已簽

署「投資保障協定」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避

免雙重課稅協定已於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

從經貿統計數字來看，泰國是台灣的第 10 大

貿易夥伴、第 11 大出口國以及第 12 大進口國，

2016 年雙邊貿易總額到達 98.14 億美元，双方並簽

有台泰投資促進及保障協定、台泰農業合作協定、

台泰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等重要經

貿協定，兩國經貿關係持續穩健發展，在產業鏈上

的合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基礎。

此外，在台泰經貿關係上，自 1952 年至 2016

年間，台灣在泰國累計投資 2,288 件，投資總金額

近 145.7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美國，為泰國的第

三大外資國，台灣企業藉由泰國的生產基地成長茁

壯，成為全球布局的重要據點，同時也為泰國工業

基礎與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的就業帶來貢獻，兩者互

利共榮，例如泰金寶、南僑等產業，皆在泰國市場

深耕數十年，成為台商橫跨新舊南向政策中最具代

表性的成功案例。

而泰國位在中南半島的樞紐位置，位於中國

大陸、東協、印度間的戰略要道，是我國新南向政

策中不能忽視的重要夥伴。在今年 2 月 15 日，泰

 ▎工總和菲律賓商工總會的MOU 具指標性作用。  ▎  許勝雄理事長與菲律賓商工總會成功促成台菲
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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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理帕拉育也在「泰國 4.0 將為泰國帶來機會」

的演講中提及，它是一個「包容性的發展政策」，

泰國並非要單打獨鬥完成目標，而是連結周邊國家

共同發展，尋求經濟的創新發展，包括東部經濟走

廊（EEC）等在內的基礎建設，都展現泰國連結其

他區域的企圖心。

菲律賓

總體經濟表現方面，菲律賓經濟呈穩健成長態

勢，根據 IMF 於 2017 年 4 月公布之數據顯示，2016

年菲律賓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達 6.8％，超

越了中國大陸，成為亞洲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其中，

製造業、貿易及基礎建設等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

動力，並吸引更多的企業正積極的關注菲律賓，把

這裡視為東協市場下一個最佳投資目的地和產業合

作據點。

菲律賓已經於 2017 公布「2017 投資優先計畫

（Investments Priorities Plan，簡稱 IPP）」，施行期

間為 2017 年至 2019 年，經貿工部投資署投資優

先計畫（IPP）核准之投資計畫可享有所得稅假期

等獎勵措施，認定為具先導地位之項目（pioneer 

status）及於開發程度較低地區之投資計畫可享 6年

免稅，一般計畫則享 4 年免稅，另延展現代化計畫

可延長 3年免稅。獎勵項目包含製造業、農林漁業、

策略性服務業、健康照護服務、大眾住宅、基礎建

設及物流、創新驅動產業、共榮經濟模式（inclusive 

business models）、環境及氣候變遷相關之計畫；

以及能源產業等。其他獎勵項目包括出口業（包含

服務出口、支援出口之活動及生產及製造出口商

品）、依據特別法獎勵之項目及民答那峨島回教

自治區之事業。目前外人主要投資地區包括貿工

部菲律賓經濟特區管理署（Philippine Economic Zone 

Authority, PEZA）轄下之加工出口區，克拉克開發公

司（Clark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CDC）自由港區、

蘇 比 克 灣 管 理 局（Subic Bay Metropolitan authority, 

SBMA）自由港區、在呂宋島北部之 Cagayan 經濟

特區暨 Bataan 自由港區、呂宋島中部之 Aurora 經濟

特區及民答那峨島西南部之 Zamboanga 經濟特區，

以及散布各地方貿工部投資委員會管理由私人開發

經營之工業區等。

儘管菲律賓近來發展快速，人力資源亦相

當豐沛，然而許多產業仍需引進國外技術與管理

經驗協助發展，例如導入智慧農業科技提高農業

生產力，及引進國外 ETC 系統進行都市交通的控

管；另目前亦有許多菲律賓新創公司期盼與台灣

廠商合作，藉由台灣經驗促進雙邊實質交流。事

實上，菲律賓是距離台灣最近的東南亞國家，有

著地理上的優勢，長期以來經貿往來深厚，並在

執法、勞務、觀光等領域互動密切。台灣 2016 年

為菲律賓第 7 大進口來源、第 9 大出口市場及第 8

大貿易夥伴，並有許多台商在菲律賓投資興業，

2016 年我國投資菲國總額達 16 億 840 萬披索（約

合 3,282 萬美元），為菲律賓第 12 位投資來源國。

因此，台灣的企業和人民對菲律賓生活品質的貢

獻是不可或缺的。

許勝雄理事長率領重量級產業界代表參與產業

鏈結高峰論壇

台灣與泰國及菲律賓的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是今年度首先登場的海外產合論壇，都是由工總許

勝雄理事長率百人代表團前往海外洽談產業合作。

台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7 月 27 日假曼谷雅

典娜廣場皇家艾美酒店舉辦，現場超過 500 人，台

方廠商超過 150 多人，台方貴賓包括工總許勝雄理

事長、經濟部王美花次長、CAPIC 泰國分組謝其嘉

召集人、高庚鑽副召集人、中經院吳中書院長、工

業局呂正華局長、中小企業處吳明機處長等，及泰

金寶、南僑、卜蜂、研華科技、大江生醫等大型企

業及其他公協會與廠商代表；泰國貴賓則包括泰國

工總（FTI）主席 Mr. Chen Namchaisiri、泰國科技部

副部長 Mr. Pornchai Tarkulwaranont、商業總會（TCC）

副主席 Mr.Sanan Angubolkul 、泰國東部經濟走廊委

員會秘書長 Mr. Kanit Sangsubhan、泰國發展研究院

（TDRI）Dr. Kirida Bhaopichitr 及 BOI 副 秘 書 長 Mrs. 

Duangjai Asawachintachit。

台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9月 28日假馬尼拉半

島酒店召開，包括超過 300位台菲產官學代表與會，

除了工總許勝雄理事長、經濟部楊偉甫次長、工總

CAPIC 菲律賓分組沈軾榮召集人、電電公會歐正明

副理事長、泰金寶鄒孔訓總經理、太陽光電產業協

會陳榮顯常務理事、中經院吳中書院長，工業局楊

志清副局長，電機電子公會、機械公會、營造工程

公會、太陽光電協會、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公會、

台灣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等代表，以及東元

集團、上銀光電、華邦電子、工信工程等企業；菲

方的代表則包括菲律賓商工總會 Barcelon 會長、菲律

賓貿工部次長 Rodolfo、菲律賓貿工部次長 Terrado、

菲律賓半導體及電子協會、菲律賓塑膠射出模具公

會、菲律賓塑膠製造公會、菲律賓軟體協會、菲律

賓再生能源協會等公協會及廠商代表，雙方產業期

待透過論壇推動產業合作，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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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重要成果

台泰與台菲重點產業對接合作 完成多項 MOU 簽署

除了主論壇邀請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EEC） 委 員 會 Dr. Kanit Sangsubhan

主講「泰國產業發展現況與合作展望（泰國工業

4.0）」、工總 APIC泰國分組召集人謝其嘉主講「台

灣產業發展現況與合作展望」、中華經濟研究院吳

中書院長主講「台灣重要產業政策與合作模式」、

泰國發展研究院（TDRI） Dr. Kirida Bhaopichitr 主講

「泰國重要產業政策與合作需求」等精彩的專題演

講之外，在泰國是藉由食品生技、紡織、文創設計、

智慧機械、資訊服務等五個分論壇，在菲律賓則安

排機械產業、資訊電子、太陽光電、工業區開發等

四個產業，針對雙方可能合作的機會，邀請雙方首

屈一指的專家與業者進行交流，希望促進實質的合

作，並建立嶄新的合作模式。

台菲論壇也特別安排了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

書院長與菲律賓發展研究院 Gilberto M.Llanto 院長

分別針對「台菲重要經濟產業政策及未來合作的展

望」發表演講、資策會國際處蕭美麗處長與菲律賓

軟體協會 Jonathan De Luzuriaga 主席也分別針對「資

通訊產業的發展」與「台菲創新與合作」，提出策

略建議，為台菲未來的產業合作擘畫策略及方向。

在產業交流方面，分論壇則針對工業區開發、太陽

光電系統、機械產業及資訊電子創新應用等四大領

域的業者進行交流與討論，雙方業者都希望能夠進

行實質的合作，包括技術合作、技術人才交流、共

建品牌、通路等交流及探討以期達到產業鏈結、拓

展市場的目標。

除了論壇業者交流以外，台泰論壇共簽署 14

個 MOU，其中，工業總會和泰國工業院（FTI）的

產業合作備忘錄，確定將設立制度化聯繫窗口、加

強最新產業發展資訊交換，促進產業對接媒合及人

才培訓，以及舉辦相關的交流參訪、產業對接或論

壇活動等，以持續推動台泰產業鏈結。

在智慧機械領域方面，富強鑫精密工業與泰

國 Diecasting and Injection 公司達成共識，將共同合

作研發汽機車零組件 4.0 生產系統相關技術，引介

台灣智慧系統解決方案團隊，包括：智慧模具設

計與工程分析、智慧整線設備機電系統整合規劃

與設計、生產線精實管理等，明確雙方合作議題

聚焦於汽機車零組件 4.0 生產系統合作研發，並提

供我國智慧整線設備機電系統整合團隊於泰國業

務機會。此外，機械公會和泰國工業總會 FTI 分會

The Institut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for 

Industry（IRDI）除了將共同推動台泰產業智慧製造

合作，同時也建立應用技術交流與業務媒合平台，

並邀請台灣智慧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與泰國應用

需求業者，進行合作項目討論，雙方並且建立台泰

智慧機械產業鏈合作之公協會聯繫窗口。

在食品生技領域方面，宏全國際與泰國的食

品院將共同促成台灣包裝廠商於泰國發展，促進台

泰食品及周邊產業鏈緊密合作，進而共同拓展東協

市場。

在紡織領域方面，台灣流亞科技公司與泰國

的 Y.U.D 公司將合作把台灣的智慧化染整技術帶入

東協的紡織工業，預期將發展製造、產品及系統等

多元供應鏈通路；此外，紡綜所也將與泰國紡織研

究所進行合作，透過雙方在機能性及產業用紡織品

標準相互認證及建置實驗設備之互助，協助機能性

紡織面料進入東協成衣紡織供應鏈中。

在資訊領域方面，資策會與宋卡王子大學

台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及台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台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台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日期 7月 27日 9月 28日

地點 泰國曼谷 菲律賓馬尼拉

重點產業

• 食品生技產業
• 紡織產業
• 文創產業（設計．數位內容）
• 智慧機械產業（汽車）
• 資訊服務產業

• 工業區開發
• 太陽光電系統
• 機械產業
• 資訊電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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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U） 將搭建產業合作平台，促成雙方研究機構

及企業，針對智慧旅遊、環境監控等應用領域之

IoT、Big data 等技術與解決方案。

在文創領域方面，資策會與泰國數位內容協

會將共同建立台泰數位內容產業交流網絡平台、針

對數位內容產業的技術交流、商機媒合、產業趨勢

等資訊共享，擴大合作關係。

此外，中華經濟研究院和泰國發展研究院也

將針對兩國經濟合作進行共同研究，將為未來雙方

的合作奠下良好的基礎。

台菲論壇共簽署 6 個意向書，其中，工業總

會和菲律賓商工總會（PCCI）的產業合作備忘錄，

確定將設立制度化聯繫窗口、加強最新產業發展資

訊交換，促進產業對接媒合及人才培訓，以及舉辦

相關的交流參訪、產業對接或論壇活動等，以持續

推動台菲產業鏈結。

在資訊電子創新應用領域方面，工研院分別

和菲律賓的 First Asia Venture Capital 以及 Brainsparks

兩家公司，洽簽 MOU，將共同探詢雙方在 IoT 新

創公司商品化領域合作機會，並且在 IoT 新創公司

商品化領域中，交換技術資訊、相關專家及產業發

展等訊息，此外，也將基於雙方共同利益基礎，推

動台灣半導體產業與菲方新創產品鏈結合作。 

在資通訊領域方面，資策會與菲律賓軟體協

會共同洽簽 MOU，雙方同意建立台灣與菲律賓在

人工智慧、流程自動化、電子商務、資訊安全、中

小企業發展、電子化政府、線上支付和電子稅務系

統之交流平台，利用我國在資通訊產業上之優勢，

整合政府及民間企業團體的資源與力量，尋求台灣

與菲律賓在資通訊及相關產業鏈結的機會，期望創

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在機械領域方面，台灣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

流協會（ACMT）和菲律賓塑膠製造公會（PPIA）

也決定共同合作，同意雙方設立技術交流合作窗

口，運用台灣智慧機械系統解決方案技術能量，共

同推動先進模具設計與工程分析技術人才培育，並

且同意將共同舉辦台菲雙智慧製造應用技術交流活

動。

此外，科盛科技公司將提供專業講師，於菲

律賓的 Teknologix 公司培訓先進塑膠加工模擬技術

種子師資，再由該公司推廣至菲律賓產業界。此

外，Teknologix 公司也將針對科盛科技產品，設立

虛擬成型效益（節省實體驗證的時間與成本）分析

與體驗服務團隊，共同推廣給雙方的潛在客戶。

台泰與台菲重點產業之間形成多項共識

經過了論壇的參訪安排以及兩國產業間的交

流，工業總會和泰國的工業總會（FTI）以及菲律

賓的商工總會（PCCI）皆達成以下重要共識：

1、台灣工業總會與泰國工業總會（FTI）/ 菲律賓

商工總會（PCCI），將加強兩國產業合作對接，促

進雙方產業價值鏈合作，推動技術合作，共創品牌

和人力培訓等方面的合作，為兩國產業合作創造互

利共贏的環境。

2、我政府會協助企業掌握泰國 / 菲律賓產業發展

的願景與機會，強化產業合作，支持泰國 / 菲律賓

產業的轉型升級，而泰國 / 菲律賓也會掌握我國新

南向政策契機，為產業創造誘因，創造互利共贏的

合作環境。

3、雙方都認為（泰國：食品生技、紡織、文創、

資訊服務、智慧機械 / 自動化產業；菲國：太陽能

光電系統、工業區與智慧園區、資訊電子、機械產

業等）是很有潛力的合作項目，兩國將持續推動與

落實，以強化兩國產業國際競爭力與市場佔有率。

此外，台泰雙方在以下重點產業領域合作方

面也達成以下主要共識：

食品生技領域方面：

1、台灣與泰國之食品與生技產業將推動交流合作

平台之建立，例如透過舉辦台泰食品生技產業論

壇，以促進台泰產業界交流與合作。

2、台灣與泰國在食品與生技創新升級存在合作機

會，未來將透過台泰食品生技產業合作平台，鼓勵

台灣與泰國的產業專家參與，共同推動產業合作及

協助障礙排除。

3、台灣與泰國在食品與生技的產業，將聚焦在（1）

傳統食品高值高效發展、（2）自動化及智慧製造、

（3）新興產業培育、（4）產業鏈結及國際合作等

議題，做為持續推動雙方的合作。

紡織領域方面：

1、本次論壇台灣、泰國紡織相關產業共 60 位業者

出席，希望泰國與台灣合作開發機能性紡織品進軍

市場，泰國通路品種可導入台灣機能性布料於旗下

現有品牌服飾，亦可創立新的品牌，創造市場行銷

話題。

2、台灣與泰國紡織業者以機能性紡織品為主題，

建立共通標準、發展機能性紡織品驗證，促成雙方

實質合作。

3、泰國生產之竹、麻等植物纖維可結合台灣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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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化纖複合纖維及智慧製造技術，以優勢互

補之原則，為雙方紡織業注入新能量。

文創領域方面：

1、未來將以台灣「5 加 2 產業創新計畫」及

泰國「Thailand 4.0」政策為基礎，探討雙邊設

計與數位內容產業合作項目，持續進行產業互

惠及人才交流工作。

2、啟動台泰設計開發專案，由台灣創意設計

中心及泰國創意設計中心作為整合平台，針對

東協市場進行產品開發及市場拓展。

3、台泰雙邊設計師均具備高度國際市場競爭

力，未來將促進設計師雙邊合作夥伴關係，共

同拓展國際市場，建立設計師品牌形象。

4、由資策會與泰國數位經濟促進局（DEPA）

搭建台泰雙邊數位內容產業交流網絡，共同針

對台灣與泰國數位內容產業提供市場和通路的

顧問諮詢及支持雙邊產品開發計畫，共同建立

開發商與發行商之商務媒合平台。

5、同推動台灣與泰國數位內容相關產業技術

提升及自製原創內容產出，深化泰國與台灣數

位內容技術、原創內容作品等交流，激發台灣

和泰國數位內容產製的研發潛力，共同孵化台

泰數位內容產業人才與作品。

資訊服務領域方面：

1、搭建台灣及泰國雙方資訊服務業者合作平

台，並定期互訪，針對雙邊具有合作優勢之資

訊服務領域，例如智慧製造、智慧觀光等智慧

應用項目，建立商務媒合平台，每年舉辦業者

商洽會，以促成雙方業者實質合作。

2、針對具有合作優勢之資訊服務應用領域，

協助雙邊業者整合形成專家顧問團隊，提升服

務能量，以拓展雙方及東協市場。

3、期望 3 年內，促成雙方業者針對特定應用

領域的智慧應用建置，進行試點專案合作，以

建立示範場域。

智慧機械 / 自動化領域方面：
1、雙方同意共同推動台泰 4.0 生產系統相關

技術合作開發，如 : 汽機車零組件，並引介台

灣智慧系統解決方案團隊，包括：智慧模具設

計與工程分析、智慧整線設備機電系統整合規

劃與設計、生產線精實管理等。

2、雙方同意建立應用技術交流與業務合作媒

合平台，以台灣機械公會 TAMI，以及泰國工

業總會研發與創新分會 FTI-IRDI 為聯絡窗口，

邀請台灣智慧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與泰國應

用需求業者，進行合作項目討論。

台菲雙方在以下重點產業領域合作方面

也達成以下主要共識：

太陽光電領域

雙方與會者在本次論壇討論台菲太陽光

電產業合作可能機會，未來將攜手加強雙邊產

業合作，除共同合作開發菲律賓國內有潛力的

太陽光電電廠外，後續也將整合儲能與微電網

技術，協力解決菲律賓無電網地區缺電問題，

加速偏遠地區電氣化發展，未來雙方更可以擴

大合作經驗，共同開發東協國家市場，打造雙

贏的合作模式。

資訊電子領域方面

台泰和台菲論壇共計簽署 20 項 MOU 建立多元及創新的產合模式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台印尼產合模式 台泰產合模式 台菲產合模式

與不同國家產業進行多元化以
及創新的產業合作模式

科技創新 
研發合作

食品生技領域
建立交流合作平台

智慧機械領域
技術移轉、合作研發、產銷合
作和人力培訓

 
船舶產業
技術合作

紡織領域
技術合作、人才交流、原料互
補、標準認證及市場拓展 

資訊電子創新應用領域
新創產品鏈結合作、交換技術
資訊

 寒天技術合作
文創領域
產業互惠、人才交流、共建媒
合平台

資通訊領域
建立人工智慧、流程自動化、
電子商務、資訊安全、中小企
業發展、電子化政府、線上支
付和電子稅務系統之交流平台

生質物氣化發電 
系統技術合作

智慧機械領域
台泰 4.0生產系統相關技術合
作開發  

 
資訊服務領域
研發及市場推廣、試點專案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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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菲雙方皆認為可藉由台灣以半導體晶

片為基礎的硬體供應體系能提供菲律賓新創業

者創意實現的最佳方案並簽署 MOU 加深雙方

於創新應用合作機制。在數位國家建設上，運

用台灣發展 e-Taiwan、M-Taiwan 等經驗，可協

助菲律賓加速數位化發展。

機械產業領域方面

雙方與會者在本次論壇討論有關台菲食

品產業價值鏈合作機會，將攜手加強雙邊產業

合作，以及引介台灣的客製化與自動化加工、

包裝與檢測技術解決方案，協助菲律賓食品製

造及包裝產業，發展自動化與智慧化製造系

統。此外，雙方同意建立模具應用技術交流合

作平台，以台灣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

ACMT，以及菲律賓塑膠製品產業公會 PPIA 為

窗口，運用台灣智慧機械系統解決方案技術能

量，共同推動先進模具設計與工程分析技術人

才培訓，以及台菲雙邊智慧製造應用技術交流

活動與研發合作。

在工業區開發的部分，本次論壇使台商

了解 PEZA 的經濟特區及 SBMA 菲國工業區在

完善工業基礎建設的積極作為，以及提供外商

企業投資優惠及獎勵出口的相關措施；而台灣

已積累與菲國合作開發建立蘇比克灣工業區

成功經驗，未來將承辦蘇比克灣工業區 3 期擴

建計畫，希望透過參與菲國工業區之規劃及建

設，深化兩國產業交流及合作鏈結。此外，台

灣也非常樂意分享過去在工業區開發與管理的

經驗，並推動工業區規劃營運的交流，促進資

訊分享與合作。

結論與建議

東協及南亞國家，雖然是充滿機會與商

機的新興市場，且在新南向政策的加持下，相

關單位將投入更多資源，擴大辦理各項貿易推

展措施，但各國由於政治、宗教、文化以及基

礎建設等的差異，其投資環境除了機會無窮

外，同時也是充滿許多的不確定甚至是風險。

在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政府與台

商應積極未雨綢繆，同心協力建立一個可行的

機制，儘可能地即時注意投資環境變化、完備

投資環境風險資訊、降低不利影響。整合中

央、地方政府、民間企業與團體以及友我第三

國的資源與力量，藉由資源、人才、市場和技

術面的共享跟鏈結，強化我國產品行銷能量並

協助廠商覓得合作夥伴，為台灣打造經濟發展

的新模式。此外，若是以產業群聚方式協助中

小企業強化創新產品、服務加值、設計研發、

產品製造、品牌通路、銷售服務等能力，才能

引領企業跨國價值網絡加值，進而參與全球價

值鏈體系，加入國際市場。

對於國內廠商而言，選擇策略聯盟，透

過與當地供應鏈合作，擴展當地市場，屬於風

險最低的合作模式，部分國內廠商也建議，不

單是希望政府單位能夠簽訂雙邊投資保障協

定，或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以協助排

除障礙，另有部分廠商希望政府單位能夠進行

投資輔導，設置應對機構及專人，協助與當地

政府部門諮詢及交涉、並給予法律諮詢，甚或

提供優惠貸款以利投資佈局。也有廠商建議可

以多培訓外語人才、並增加外語（如泰語、馬

來語、緬甸語）之認證，以提供人力投入業界，

降低語言障礙。

工總的亞太產業合作平台截至目前為止，

已於今年分別成功舉辦了台印尼、台泰國、台

菲律賓等三個國家的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皆由

許勝雄理事長親自率領台灣重要產業代表與各

國的廠商進行產業對接，創造雙方互補與供應

鏈夥伴關係，除了和個別國家進行重點產業的

對話交流以外，也透過高層會議，由政府部門

與對方國家的高層官員進一步討論雙邊貿易投

資和往來的過程中，解決或排除業者曾面對的

投資與貿易障礙。依據規劃，今年尚有 10 月

12日在台北舉辦的台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0 月 25 日假台中舉辦的台馬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以及 12 月在胡志明市舉辦的台越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本平台將與工業局以及其他執行單

位戮力透過規劃的對接架構，與各國的商工總

會共同協助雙方廠商代表尋求利益最大化的產

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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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專利論壇回顧與前瞻
吳信憲

壹、前言

全國工業總會對於兩岸智慧財產權交流，

素來極為重視，不僅自民國 82 年起即組團赴

大陸開啟兩岸智慧財產權交流，民國 97 年起

更與對岸輪流舉辦「兩岸專利論壇」，10 年

來成效斐然。歷屆兩岸輪流主辦之「兩岸專利

論壇」，邀請兩岸有關單位及專家進行深入之

探討，共同推進兩岸智慧財產權事業發展，作

為兩岸智慧財產權交流的重要溝通平台，經多

年來之戮力經營，已深植品牌口碑，成果豐

碩。

貳、回顧十年來之兩岸專利論壇

自 2008 年第一屆在台舉辦之兩岸專利論

壇以來，在歷屆率團出席的國知局副局長李玉

光、肖興威、賀化、楊鐵軍、何志敏以及專利

局副局長徐聰等襄助與強力支持下，迄今成效

斐然，有目共睹，諸如：（一）提升兩岸智

財權之互動與認知；（二）深植互信基石，

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順利簽署「兩岸智慧財產

權保護合作協議」；（三）建構雙方主管機關

專利快速審查通道、專利審查人員交流及專利

資料交換機制；（四）有利於兩岸專利法制及

審查規範之調合化；（五）促成開放台灣考生

大陸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六）有助於北上

廣（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早日於

2014 年 11、12 月成立；（七）落實兩岸共同

打擊仿冒盜版協處機制；（八）強化兩岸因應

國際專利訴訟及非專利實體（NPE）之策略；

（九）深化兩岸專利運營經驗交流；（十）有

助於提升兩岸專利審查、申請品質及價值。

茲將十年來之兩岸專利論壇，分別摘述

如下：

一、2008 首屆兩岸專利論壇意義格外重大
工業總會於 2008 年 11 月 15 日至 22 日邀

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李玉光副局長領團來台

交流參訪，並於 18-19 日假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舉辦首屆「2008 兩岸專利論壇」，以期兩岸

齊力邁向智慧財產權新紀元之雙贏目標。該次

論壇的意義格外重大，不但是歷史性的兩岸官

方首度全面性交流，也是首次在台舉辦，陸方

來台官員也是歷年來人數最多、層級最高，且

是前所未有的從法制面、審查實務、專利人才

培訓與管理制度來全面性交換兩岸專利經驗。

二、2009 第 2 屆兩岸專利論壇引發大陸仿傚之
互動

繼 2008 年在台舉辦首屆「2008 兩岸專利

論壇」後，為落實兩岸輪流主辦「兩岸專利論

壇」之共識，本會乃組「2009 兩岸專利論壇

交流參訪團」，赴杭州出席由大陸國家知識產

權局、浙江省知識產權局及中華全國專利代理

人協會等於 2009 年 11 月 18 至 19 日合辦之第

2 屆「2009 兩岸專利論壇」。

本次參訪團除落實兩岸輪流主辦「兩岸

專利論壇」之共識，同時也引發國家知識產權

局仿傚之良性競爭互動，自第 3 屆「2010 兩

岸專利論壇」起，出席之大陸參訪團團員亦含

括專利代理行業與產業界等代表；另，本屆論

壇除探討兩岸專利法制、審查、行政及司法救

濟等經典議題外；並針對大陸於 2008 年 6 月

頒布實施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進行

交流，而我行政院呼應本會多年來之訴求，遲

至 2012 年 11 月 29 日方核定「國家智財戰略

綱領」。

三、2010 第 3 屆兩岸專利論壇特殊之意義
本會秘書長蔡練生曾回應海基會前董事

長江丙坤訝異兩岸很順利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

簽署並於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的「海峽兩岸智

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所彰顯之實證：兩屆

以來之專利論壇交流參訪，構建兩岸有關權責

單位充分溝通、了解及互信的厚實基礎，特別

是在專利優先權相互承認部分，為本協議的簽

署，深植互信的基石。

而「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簽署後，於 2010 年 12 月 16-17 日在台北舉辦

之第 3 屆「2010 兩岸專利論壇」，除進行兩

岸專利制度以及審查、行政與司法救濟實務動

態交流外，更擴大討論範疇，邀請業界專家講

演及擔任與談人，分享創新智財權經營模式及

如何萃取智財權的經濟價值。

四、2011 第 4 屆兩岸專利論壇別具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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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24-25 日假福州召開之第 4 屆

兩岸專利論壇，除進行兩岸專利制度、審查、

行政及司法救濟實務動態交流外；為因應兩岸

涉及的國際專利糾紛數量不斷增長，在面對越

來越多的國際專利糾紛情況下，進一步擴大討

論範疇，邀請業界及具美國專利律師資格等專

家講演，分享交流兩岸企業專利管理、應對國

際專利訴訟戰爭的策略與實務以及專利運用等

經驗，期能有助兩岸合作，共創雙贏之局。

五、2012 第 5 屆兩岸專利論壇具鮮明時代感
兩岸面臨知識經濟時代之挑戰與合作機

遇之際，於 2012 年 12 月 4-5 日假台北舉辦之

第 5 屆兩岸專利論壇，創先以圓桌論壇方式，

探討「兩岸智財權之創新經營模式與布局策

略」、「『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全

球化』兩岸策略聯盟」及「因應非專利實體之

兩岸專利策略聯盟」等議題，並邀請兩岸重量

級專家擔任有關議題講座，具鮮明時代感，更

凸顯兩岸追求的理念價值。

六、2013 第 6 屆兩岸專利論壇特色及效益
於 2013 年 11 月 19-20 日假濟南召開之本

屆論壇，首創以「兩岸高科技產業發展趨勢暨

前瞻兩岸專利布局交流合作」為主題，探討兩

岸如何整合新興產業的合作研發能量與資源，

以有助於落實我「國家智財戰略綱領」，創造

運用高值專利。

此外，本屆論壇也首次進行兩岸因應國

際專利爭訟的策略暨前瞻交流合作，分享兩岸

應對國際專利訴訟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創先初

步分享交流台灣智慧財產之證據保全、秘密保

持命令與專利訴訟之技術判斷等經驗；另也首

創初步分享大陸專利電子化申請制度之成功經

驗。另外，論壇會後，由工業總會秘書長蔡練

生、山東省省知識產權局局長于智勇分別代表

本會與山東省專利代理協會，簽署「台魯智慧

財產權交流合作備忘錄」，有助於深化魯台智

財權交流合作及當地台商智財權益保障。

七、2014 第 7 屆兩岸專利論壇指標意義
於 2014 年 10 月 14-15 日假台北召開之第

7 屆兩岸專利論壇，以「展望兩岸專利共贏時

代」為主題，特別邀請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蔡

玉玲發表「展望兩岸智慧財產權戰略之交流合

作，迎向專利共贏時代」專題演講，展現政府

對於兩岸智財環境發展的重視與決心。而本屆

論壇議題包含兩岸「智慧財產權發展動態與趨

勢」、「設計專利申請實務探討」、「專利審

查合作之探討」、「專利司法救濟實務案例分

享」、「專利侵權救濟實務發展與趨勢」、「專

利師（專利代理人）雙贏之合作策略」、「企

業因應國際專利爭訟的經驗分享與合作」、

「電子商務專利權保護及經驗分享」等，內容

涵蓋面廣泛，有效進一步加強兩岸相互瞭解，

增進彼此合作，共創互利雙贏的局面。

八、2015 第 8 屆兩岸專利論壇指標高科技企業
智財權負責人參與踴躍

於 9 月 22-23 日假廣東省廣州市「廣東大

廈」舉行之第 8 屆兩岸專利論壇，以「專利布

局暨訴訟之策略與管理」為主軸，共有四大議

題，包括：「兩岸專利領域最新發展」、「兩

岸專利法制發展動態」、「兩岸智慧財產法院

（知識產權法院）專利審理之挑戰與因應」、

「專利布局暨訴訟之策略與管理經驗交流」，

以及論壇壓軸進行之「專利布局暨訴訟之策略

與管理」圓桌論壇，由智慧財產局局長王美

花、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何志敏擔

任主持人，並安排台積電副總經理暨法務長方

淑華、聯發科副總經理暨法務長許維夫、宏達

電副總經理暨法務長楊銘彰、天津天力士製藥

集團（股）公司法務總監兼研究院副院長鄭永

鋒、中興通訊（股）公司知識產權資深總監文

明以及騰訊控股有限公司技術專利總監王活濤

擔任與談嘉賓，讓來自兩岸的專家和業界精英

就上述議題開展廣泛而深入的交流。

九、2016 年第 9 屆兩岸專利論壇交流專利貨幣
化運營經驗

於 12 月 6-7 日在台北舉行之第 9 屆「兩

岸專利論壇」，參與者包括兩岸產、官、學、

研各界人士 380 餘人，創下歷屆本論壇參與人

數的新紀錄，因會場無法容納，本會更於會場

視聽教室另闢第二場地，以視訊同步方式轉播

會議實況，讓因場地無法容納而未能進入主會

場的來賓亦能參與此盛會。

本屆兩岸專利論壇以「兩岸專利運營暨

質押保險融資與價值評估」為主軸，議題含括

兩岸「協助產業界提升專利品質及價值經驗交

流」、「標準必要專利發展及因應對策」、

「舉發審查及行政訴訟新發展」、「企業因應

全球專利爭議之策略與管理」、「次世代技術

之專利布局策略」、「專利運營暨質押保險融

資與價值評估」，由兩岸具有專利運營操作以

及訴訟實戰經驗的專家，分享多年實務經驗，

尤其中國大陸在專利質押融資方面，近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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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於 2015 年達 560 億人民幣規模），其

專利評價、保險與融資方面的經驗，實值我方

借鑒。

十、2017 第 10 屆兩岸專利論壇重要指標—提
升兩岸專利價值

去（2016）年大陸發明專利擁有量首次突

破 100 萬件，是繼美、日之後，世界上第三個

發明專利擁有量突破百萬件的國家，另去年

大陸共受理發明專利申請 133.9 萬件，同是連

續 6 年居世界首位。而台灣專利申請量終於在

去年第三季止跌回升。儘管兩岸專利申請兩樣

情，然兩岸之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共識：就是

如何提升專利的品質與價值。

優質專利係產學研界研發創新技術，並

由專利代理業界協助專利分析布局並精準撰寫

出足以保護該技術特徵之專利說明書，而進入

審查階段，則由專利主管機關協助申請人取得

穩固之權利範圍，最後，再由產業界基於專利

布局或商業策略考量，積極與專利代理業界合

作靈活運用。

而如何有『量』又有『質』？提升專利

品質的基礎是要不斷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提高

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其次，要不斷提升專利

審查品質及代理水平，來提高專利『含金量』；

同時也要專利貨幣化，用專利創造收益才是王

道。

緣此，本屆論壇爰以「提升專利價值」

為主軸，規劃如下議題，進行兩岸經驗交流，

包括：（1）大陸專利品質提升工程實施方案、

台灣提升專利審查品質與效能措施；（2）台

灣創造與活化專利價值相關政策與措施、大陸

專利大保護體系；（3）兩岸企業強化創新研

發提升專利價值；（4）兩岸優質專利代理提

升專利價值；（5）兩岸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對

專利品質提升之效能；（6）大陸智慧財產權

運營平台建設、台灣專利資產運營與貨幣化；

（7）『專利價值提升』圓桌論壇，針對有關

議題，聚焦、總結、深度交流。

綜觀近期興起之 5G、物聯網、人工智慧

等技術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促使全球科技產業

無不戮力聚焦於新產業和新科技領域，在此背

景下，專利作為智財權保障制度的地位獲得大

幅提升，而專利價值的提升，正是強化專利制

度運作的關鍵因素。本次論壇以「專利價值提

升」為主題，契合時代發展要求，切實聚焦兩

岸專利產業界人士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有效

促進兩岸在新時代下的專利交流和產業合作。

參、展望未來

誠如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副局長

徐聰在第十屆論壇開幕致辭中強調，十年來兩

岸專利業界人士平等對話、真誠溝通，積極分

享兩岸專利業務領域的成功經驗，為促進兩岸

經濟、科技與文化的深入交流做出重要貢獻；

本會認為未來兩岸亦可在互信互利的前提下，

嘗試展開以下各領域之合作：

首先，本會期許兩岸交換專利檢索結果，

除可減輕兩岸專利審查人員檢索與審查負擔，

更可降低申請人於兩岸申請專利時所獲結果之

差異性，以提高兩岸申請人取得專利權的可預

測性及穩定度。

而隨著人工智慧發展，如何將其套用在

現行的智財制度予以審查？或更進一步解決紛

爭？未來制度如何因應，隨著人工智慧科技的

發展，實值兩岸交流探討人工智慧「產物」之

智財新面向。

此外，未來的 5G 世界將是物聯網、人工

智慧、智慧城市、與創新服務的結合，從產

業態樣到生活型態都將因為 5G 而產生巨大改

變。未來可將「兩岸聯手專利布局、推向國際

標準組織」列為重中之重的交流與合作議題，

期許兩岸聯手 5G 關鍵技術專利布局、共同參

與全球 5G 標準制定，讓兩岸在全球 5G 價值

鏈扮演重要角色。

最後，展望未來，兩岸智財服務業可合

組服務團，諸如：提供「專利前案檢索與技術

分析」等客製化專業服務，提升兩岸企業專利

價值及核心競爭力，營造兩岸「合作‧互利‧

雙贏」之局，除有利於兩岸推動智慧財產權密

集型產業發展，也有助於兩岸產業轉型升級。

 ▎  十年來兩岸專利業界人士平等對話、真誠溝
通，積極分享兩岸專利業務領域的成功經驗，
為促進兩岸經濟、科技與文化的深入交流做
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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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版肥咖法案上路對跨國企業的衝擊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林俊宏教授

一、國際反避稅的發展

過去跨國企業為了節省稅務成本，長期

以來多以跨國避稅措施造成稅務資訊不透明

的情況，並形成多重不課稅的問題。為了杜

絕跨國避稅之漏洞，OECD 於 2000 年成立了

「全球稅務透明與資訊交換論壇」（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Global Forum），該論壇是全

世界最大的稅務與金融帳戶資訊交換組織，

其透過「指定請求資訊交換及透明化國際標

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Request，EOIR 標準模

式）及與稅務問題有關之財務自動資訊交換標

準」（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AEOI 標準模式），期

待讓跨國企業的海外資產更加透明。其後，論

壇透過「多邊稅務行政互助協議」（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MCAA）使簽署

國透過金融資訊自動交換進行稅務合作，並藉

由 MCAA 協議取得相關資訊交換的安全保密

性，並可一併打擊諸如洗錢、資恐等嚴重的金

融犯罪行為。

談判期間，各國雖肯定全球稅務透明與

資訊交換的重要性，但直到美國於 2010 年頒

布「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 即「 美 國 肥 咖

法案」之後，各國才更加確認推動全球稅務

透明與資訊交換的必要性。FATCA 透過非美

國金融機構（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FFI）

提供該機構之美國人帳戶資訊，使美國國稅

局（IRS）能掌握美國納稅人之海外資產及收

入情形，進而達到促使美國人誠實申報納稅

及讓美國政府追討欠稅的雙重目的。隨後，

OECD 在 2014 年公告了國際稅務資訊通報制

度 -「 共 同 申 報 準 則 」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CRS），並於 2015 年公布 CRS 執行

手冊、稅務資訊交換協定（Model Protocal to the 

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s，TIEAs）等，

提供並協助各國政府和金融機構導入 CRS，並

對已簽署之既有 TIEAs 提供新增範圍的相關指

導。由於 CRS 類似美國肥咖法案（FATCA）的

模式，也因此被稱為全球版肥咖法案（Global 

FATCA）。目前已經有超過一百個國家或地

區承諾實施 CRS，包括中國大陸也承諾實施

CRS，並發布 42 號公告。我國則在 2016 年 6

月為未來採行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

的法源依據，發布稅捐稽徵法第 5 條之 1 及第

46 條之 1 增訂條文，並依稅捐稽徵法授權，

草擬「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

辦法」，即台版肥咖法案，並徵詢公眾意見，

預計 108 年實施；並將於 109 年與其它國家或

地區進行資訊交換，此一決定可以預見對台灣

的跨國企業，股匯市甚至洗錢防制都將帶來深

遠影響

二、台版肥咖法案的重要內容

為能與國際接軌，台版肥咖法案內容主

要為財政部在 106 年 8 月 8 日擬定「金融機構

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草案，是

以 OECD 訂定的 CRS 標準為主要參考依據，

與 OECD 的規範高度一致屬於高度規範，要求

金融機構辨識其帳戶持有人所有居住國資訊。

法案旨在搜尋非居民的金融帳戶資訊，未來財

政部將公告與我國商訂稅務用途資訊交換的條

約、或協定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的國家

或地區，金融機構將依據其執行盡職審查的結

果，將屬於財政部公告的國家或地區居民之金

融帳戶資訊，申報予財政部，再由財政部與締

約國進行資訊交換。由於法案規定的應申報帳

戶對象是非本國稅務居民，也就是未來與我國

簽訂資訊交換條約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稅務居

民，而一旦台灣和其他締約國開始執行資訊交

換後，本國人的海外帳戶資訊將被交換回台灣

的財政部國稅局，台灣居民的海外所得、海外

贈與或海外資產等，也都會因資訊交換而透明。

為因應國際日益提升資訊透明標準，並

維護租稅公平及保障合宜稅收，財政部依據稅

捐稽徵法第 5 條之 1、第 46 條之 1 條文，就

互惠原則及國際新資訊透明標準執行稅務用途

資訊交換及強化國際間稅務合作。目前財政部

預計以簽訂雙邊協定方式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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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自動資訊交換，而金融機構和政府具有合法

的權力可蒐集和提供個人資訊予外國政府，不

受金融與稅務法律相關有關保密規定之限制。

目前台灣簽訂有 32 個全面性所得稅協定，包

括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加拿大

等，此 32 個租稅協定夥伴國將是財政部優先

洽簽資訊交換協定的國家。值得一提的是，在

中國大陸有龐大數量的台資企業，雖然財政部

草案中原提出包括可與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簽

訂稅務資訊交換協議的文字，但因陸委會認為

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應回歸「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港澳關係條例」作處理，進而反對

在「稅捐稽徵法」增訂及於兩岸及港澳地區洽

簽的授權，由於「兩岸租稅協議」已簽署，但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對洽簽租稅協議授權的

相關法案卻因目前兩岸關係惡化，使其未來在

適用上變數大，故目前兩岸和港澳非在此波法

案實施的浪潮之下。另一方面，法案內容主要

是調查中華民國境內之金融機構，審查非居民

之金融資訊，針對兩國協議平等互惠交換前

題，才能互換對方金融機構蒐集所得到的對方

所屬國居民資訊做交換。因此財政部在互惠原

則下，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商定稅務用途資

訊交換，及相互提供其他稅務協助的條約或協

定，若對方無法對等提供台灣同類資訊、對取

得的資訊保密顯有困難、請求提供的資訊為非

稅務用途、有損台灣公共利益等情形，則不得

與對方進行資訊交換，即跨國稅務資訊交換需

對等。  

在盡職審查程序上，法案內容中「申報金

融機構」乃指含營運地點位於台灣之本國金融

機構及外國金融機構位於台灣之分行；不包含

本國金融機構之海外分行。我國的銀行、人壽

保險、券商、投信為未來應按該規範進行盡職

審查，外商銀行在台分、子行也落入範疇。該

等金融機構未來均應進行盡職審查、並依規定

申報資訊。考量盡職審查之成本效益，屬於低

風險規避稅負之金融機構或投資實體，預計可

排除為申報金融機構。依據草案，落入範疇的

「金融帳戶」係指由金融機構所管理之帳戶，

包含存款帳戶、保管帳戶、特定股權或債權利

息帳戶、具現金價值保險契約及年金契約等未

來都會在申報範圍中。「應申報帳戶」指由應

申報國居住者、或一或多個應申報國居住者控

制之消極非金融機構實體持有之帳戶，但低風

險帳戶將被視為被排除帳戶，如符合特定條件

的退休金或養老金帳戶、符合特定條件的人

壽保險、特定事項成立之託管帳戶、遺產帳戶

等。金融機構進行客戶審查程序內容包含取得

客戶自我證明文件、由客戶自行聲明其稅務居

住地，金融機構並需於取得客戶聲明後需要就

其合理性進行審查、居住地址審查、電子紀錄

搜尋、紙本紀錄搜尋及相關必要覆核程序等。

未來法案正式實施後，台灣金融機構的

客戶審查時間程序為第一階段是新帳戶及既有

個人高資產帳戶（107 年 12 月 31 日帳戶餘額

超過美金 100 萬元者），審查需在 108 年 12

月 31 號前完成。第二階段也就是既有個人較

低資產帳戶（107 年 12 月 31 日帳戶餘額未逾

美金 100 萬元者），審查則應於 109 年 12 月

31 號前完成。未來申報金融機構於每年的 5

月 31日需向國稅局申報應申報帳戶相關資訊，

包含姓名、地址、稅務司法管轄地、稅籍編號、

帳號、帳戶餘額或價值，及利息、股利、出售

或贖回金融資產等帳戶收入。草案亦要求金融

機構辨識其帳戶持有人之所有居住國資訊，而

非僅審查是否為應申報國之居住者，即所謂的

廣泛範圍法（Wider Approach）。

另外，法案中「應申報國居住者」即符

合應申報國稅法規定之居住者，包含個人及實

體；並排除低風險規避稅負之法人組織，如公

開發行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政府組織、國際組

織及金融機構。「應申報國」指依據與我國商

訂稅務用途資訊交換之條約或協定進行金融帳

戶資訊自動交換，且經財政部公告之國家或地

區。金融機構雖然已有導入與執行 FATCA 的經

驗，但金融機構仍應注意 CRS 規範與 FATCA 存

有許多差異，包括新開戶者需填寫自我證明、

個人帳戶無金額低而可豁免盡職審查的門檻、

無不合作帳戶規定，且於取得客戶聲明後需

要就其合理性進行審查等，最重要的是對帳戶

持有人居住者身份之辨識，從搜尋單一國家美

國，大幅擴展至所有國家，故金融機構應儘速

了解 CRS 與 FATCA 的差異、評估導入 CRS 所

需各項資源與時程，因應新法規的實施時程。

三、對跨國企業的衝擊及因應

由於全球經貿跨境交易往來日益頻繁，

跨國企業常透過身分轉換或交易契約等法律形

式安排，運用各國間資訊不對稱之條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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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避稅行為，引發世界各國政府重視。美

國自 2010 年發佈之 FATCA 法案生效，啟動對

具有美國國籍公民之全球所得開始大追稅，

OECD 亦為了遏止跨國企業規避全球納稅情

形，發布自動資訊交換機制（AEOI）及共同申

報準則（CRS）等機制，顯見世界各國政府已

逐步進行稅制改革並聯手積極合作，對跨國企

業在國際間之避稅行為予以迎戰，也代表全球

反避稅時代正式來臨。從租稅角度而言，國際

稅是本國稅的延伸，基於租稅中性化，投資台

灣和投資海外的租稅負擔應該趨近一致，因此

台灣實施 CRS 已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台版肥

咖法案上路後，受衝擊較大的將是跨國企業，

因為不僅台灣，全球各國包含有租稅天堂之稱

的開曼群島、維京群島以及薩摩亞等國都已導

入 CRS，因此跨國企業不論總部設立何處，所

得來源如何分散移轉，都勢將面對此一全球稅

務資訊交換的浪潮，並需加以因應。

在世界經濟持續全球化之際，企業、勞

動及資本在各地自由移動，我國政府原在國境

內所執行的課稅管轄權及核課權，都將隨著經

濟活動在無國境之情況下，擴大且延伸至國境

外，而大部分國家如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國家

皆是採用屬人兼採屬地主義之課稅原則，故我

國的課稅主義與課稅架構則仍有檢討空間。

政府就目前企業海外所得於 CRS實施後，

對於跨國企業之前所採的避稅措施將以租稅特

赦方式處理，透過「give and take」的過程，鼓

勵企業主動將過往短漏報之海外所得一併匯回

申報，課徵一次性特別稅率，並且免除罰則。

目標是希望政府在釋出善意後，可建立起徵納

雙方的互信，企業也將更願意主動揭露稅務資

訊誠實納稅，亦可降低稽徵成本，並鼓勵資金

回流，將有利於台灣長遠的經濟發展。

因此我國政府在進行研究 CRS 相關規定

之修正、洽簽全面性租稅協定及查核技巧之強

化，將可避免未來跨國企業稅基之流失。而台

灣計劃實施 CRS 亦等於向國際宣示將加入國

際反避稅的行列，將有助提升國際形象，亦可

免遭國際制裁或報復，影響國家競爭力。

CRS 的實施可謂國際反避稅規範中最重

要的利器之一，尤其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機

制對於跨國企業將會有頗大的影響，跨國企業

的海外資產配置、收益等，將無所遁形，而高

資產人士以自身或投資公司名義在海外開立的

投資帳戶亦將因資訊交換機制而為稅務單位

所知悉。在 CRS 中未來將實施的法人及個人

「受控外國公司、CFC」、「實際管理處所、

PEM」，其目的也在避免企業將過多的利潤留

在境外的控股公司。

在查核實務上，目前我國政府仍以國內

查核為主，所掌握之國外稅務資訊較有限，依

我國現況，許多跨國企業透過層層包裝，於全

球各地設立分公司及子公司，使得稅捐稽徵機

關難以窺視全貌，更無法完全掌握課稅資訊，

目前我國對於查核跨國企業，雖然反避稅法制

已逐步到位，但稽徵技術仍稍嫌不足，且稽徵

成本亦相當高。因此，若欲提升稽徵技術及降

低成本，對於境外所得之蒐集、調查，不能僅

依賴納稅義務人之誠實揭露與稅捐稽徵機關之

力量，更須依靠經手境外所得之相關金融機關

之協力，甚至於代辦境外公司登記之業務機

構，亦應要求提供必要之協助。由於稅捐稽徵

機關與納稅義務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政府無

法全面掌握明確之稅務資訊，因此原本在境外

所得查核上困難重重，但目前在與各國簽訂全

面性租稅協定，並修訂與其他國家簽訂資訊交

換之法源後，對企業課稅資訊透明度之提高及

對我國境外所得資訊之蒐集都將更形有利。

法案中對應配合提供資訊之機關、機構、

團體、事業或個人，規避、妨礙或拒絕財政部

或其授權之機關調查或備詢，或未應要求或未

配合提供有關資訊，及未依規定進行金融帳戶

盡職審查或其他審查者，更將以相關罰則加以

因應。

在此情況下，跨國企業想繼續採行國際

避稅措施將更形困難，尤其實施 CRS 對於提

升稅務透明度，有決定性的影響，而目前我

國擬與現有的租稅協定夥伴以簽署雙邊協定

的方式與他國作資訊交換，未來隨著簽署新

的全面性租稅協定、甚或與非租稅協定國家

和地區簽署資訊稅務資訊交換條約，均可逐

步擴展資訊交換對象，更長遠的未來亦不排

除加入多邊協定的機會，屆時跨國企業在考

量總部設立、移轉定價等措施時，將需更加

著重國內稅制的現況及改革方向。更進一步

言，我國跨國企業亦應高度關注國際反避稅

法制及台版肥咖法案上路的後續發展，全面

思考企業營運及交易模式，並佈建調整策略

以降低企業未來的租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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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民稅改方案」的建議
劉志棟

財政部於本年 9 月 1 日所提「全民稅改

方案」，亦即「《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參考表一﹚」，雖用意在消弭現行所得稅

制，包括「薪資所得稅負較重」、「綜合所得

稅稅率較高，不利留才、攬才及投資」、「未

分配盈餘課稅，影響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資本累

積及轉型升級」、「股利所得者藉由內外資身

分轉換規避租稅，對誠實投資人不公」等爭

議，以及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公平

合理所得稅制；不過，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等工商團體一致認為，

此次財政部所提出的稅改方案，既無益財政收

入，也不利經濟發展與促進投資台灣﹙參考表

二﹚。因此，六大工商團體提出如下建議︰

一、調升營利事業所得稅率至 20％，既

影響國內企業國際競爭力，也不利吸引外資在

台投資，應維持 17％；尤其當今世界各國為

擴大經濟發展、促進投資，皆相繼推出「減稅

降費」措施，諸如美國川普將把企業所得稅由

35% 降至 15%、英國將從 20％降至 17％，法

國將由 34% 調降至 28% 等，另中國也將調降

企業所得稅率、調升研發費用抵減比例至 75%

等。至於我們鄰近國家之企業所得稅，新加坡

僅 17%、韓國 22%、香港 16.5％，故台灣現行

稅率 17％，已屬是合理，誠無調增營所稅的

理由。再者，當初調降至 17％，是以取消《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租稅優惠換來的，今如果

要調增營所稅率，也應就政府擬推動之產業政

策，給予適當的租稅減免，例如獎勵研發創

新、獎勵投資事業免徵營所稅、公司盈餘轉投

資一定產業之未分配盈餘稅緩課所得稅或股東

投資政府獎勵事業得適用投資抵減等，以鼓勵

投資及企業轉型升級，以提升企業競爭力。

二、由於保留盈餘再投資是企業成長的

重要動力，故保留盈餘加徵 10％營所稅是反

成長稅；雖然此次未分配盈餘稅由 10% 降低

為 5%，具有鼓勵公司再投資的誘因，但企業

賺的錢已繳了營所稅，最後純盈餘還要繳未分

配盈餘稅 5%，是極不合理的稅上加稅，嚴重

妨害資本形成，應該全部取消。何況，未分配

盈餘稅是 1998 年元月實施兩稅合一制度的附

加條款，1998 年之前未分配盈餘從未課稅，

今既然要取消兩稅合一制度，也應一併取消未

分配盈餘稅。

三、股利所得課稅，雖提出甲乙兩稅改

方案，但仍有稅制複雜、內外資稅負差異、無

法與國際接軌之弊，故應分離課稅，平衡內外

資稅負，簡化稅制﹙參考表三﹚。

四、由於目前「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簡

稱 ICA 帳戶﹚」尚有五千餘億金額，故應給予

適當的過渡期。

總之，既然本次全民稅改方案，既無益

財政收入，也不利經濟發展與促進投資台灣，

故政府切勿反其道而行，誠應遵行擴大「減稅

降費」的國際趨勢，塑造積極的投資誘因，真

正能「把餅做大」，以利台灣永續發展。

 ▎  全國工業總會於本年 9月 12日召開「因應稅改座談會」，邀六大工商團體理事長、專家學者與會
評估「《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我工商產業之影響及提出相關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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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與現制比較
項目 現行制度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

企業股東
股利所得

內資：
一、個人稅率：5%~45%。
二、採用兩稅合一設算減半扣抵制。

一、取消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
二、股利所得課稅，兩方案併呈行政院：
【甲案】 部份免稅合併計稅：股利所得 37%  免稅，其餘

併計綜合所得累進課徵。
【乙案】以下 2方式擇優適用：
﹙一﹚ 合併計稅＋抵減稅額；股利所得併計綜合所得累進

課徵，但給予股利總額 8.5%抵減稅額，上限 8萬
元。

﹙二﹚單一稅率分離課稅：稅率為 26%。

外資：
一、 就源扣繳單一稅率 20%，有租稅協定適用
者，依協定扣繳率。

二、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可抵繳股利匯出扣繳
稅款。

一、 就源扣繳單一稅率提高到 21%，協定扣繳率仍得適
用。

二、 未分配盈餘加徵稅額不得抵繳股利匯出扣繳稅款。

營所稅
一、稅率 17%。
二、 加徵「未分配盈餘稅」10%營所稅。

一、提高到 20%。
二、「未分配盈餘稅」降為 5%。
三、 獨資合夥組織不課營所稅，所得直接歸課獨資資本主

或合夥人個人綜所稅。

綜所稅

一、 稅率有 5％、12％、20％、30％、40％
及 45%六個級距。

二、 扣除額：標準扣除額 9萬（配偶加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2.8萬，身障者特別
扣除額 12.8萬。

一、取消最高稅率 45%（廢除富人稅）。
二、 提高相關扣除額額度：標準扣除額11萬（配偶加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8萬，身障者特別扣除額 18
萬。

表二 稅改對工商產業之影響與建議
稅改影響項目 建議

一、 營所稅率 17%提高到 20%。

一、維持 17%營所稅稅率。
二、 營所稅稅率調增與租稅減免必須並行︰政府應就擬推動之產業政策給予適當的租稅
減免，例如：獎勵研發創新、獎勵投資事業免徵營所稅、公司盈餘轉投資一定產業
之未分配盈餘稅緩課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政府獎勵事業得適用投資抵減等，以增加政
府推行產業政策的籌碼，鼓勵投資。總之，稅率調增與租稅減免必須並行。

二、 「未分配盈餘稅」稅率由 10%
降為 5%。

未分配盈餘稅率應為 0。

三、 股利所得稅改提出 2案︰【甲
案－定額免稅】、【乙案－股
利 [合併計稅＋抵減稅額 ]或
單一稅率 [分開計稅 ]，2擇 1】

股利所得稅改雖提甲乙兩方案，但仍有稅制複雜、內外資稅負差異、無與國際接軌之弊，
故股利所得應分離課稅，平衡內外資稅負，簡化稅制。

表三 台灣與競爭對手國之股利所得稅制比較　
中國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美國

本國內資

分類所得課稅

1、 持股 1個月
以內分離課
稅 20%；

2、 持 股 1 個
月 到 1 年
者分離課稅

10%； 
3、 持股 1年以
上者免稅  

4、 上市公司股
利所得按持
有期間享有
減 徵 50%
及 100% 優
惠。

1、 股利所得併入
所得稅課稅，

104 年起最高
稅率由 40%提
高 至 45%（ 
（5%~45%）； 

2、 可扣抵稅額比率
50% 

免稅 免稅

超 過 2,000 萬 韓 圜
（ 約 新 台 幣 60 萬
元 ）， 併 入 一 般
所 得 按 累 進 稅 率

15 .4%~41 .8% 課
稅， 扣 抵 率 11%；
未超過 2,000萬韓圜
者，分離課稅 14%

採分開計稅

1、 持 有 60 天 以 下， 按
一般所得適用之稅率
（10%~39.6%）課稅；

2、 持 有 超 過 60 天 者，
按一般所得適用之課
稅級距分別課徵 0%、
15%、20%不同稅率：
（1）0% 稅率（適用
課 稅 級 距 為 10% 或
15%之個人）；（2）
15%稅率（適用課稅
級距為 10%、15%、
39.6%以外之個人）；
（3）20%稅率（適用
課稅級距為 39.6%之
個人）。

外資 分離課稅 20% 分離課稅 20% 免稅 免稅 分離課稅 20% 分離課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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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年金磚經濟擴容再造新市場
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林建山博士

過去十年，金磚國家組織（BRICS）已經從

開發中國家為爭取國際金融經濟決策權的抗議組

織，轉變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領頭羊，並實質

變成為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發展主力的「全球經

濟新引擎」。金磚國家早已在逐年擴大「金磚圈」

組織，自 2018 年起的新十年，金磚國家組織的成

員擴容整合，勢必創造出全新格局與樣態，可以

期待是，新十年金磚國家將再創世界級市場機會，

台灣產業經濟工商社會的領袖企業家，尤其不可

忽視此一大趨勢發展。

「金磚國家」促進全世界機制建設

「金磚四國」源自英文 BRIC 一詞，原為

2008 年全球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經濟成長最

為迅猛的四個開發中國家的首字母縮寫：巴西

（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

中國（China），因與英文單詞的磚（Brick）發音

類似而得名。2010 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後

改稱為「金磚國家」（BRICS），其運作機制也

逐漸固定化、常態化。

十年來，金磚國家遵循開放透明、團結互

助、深化合作、共謀發展原則，以及「開放、包

容、合作、共贏」的金磚國家精神，致力於構建

更緊密、更全面、更牢固的夥伴關係，強調戰略

性務實合作，即從新興大國的整體利益出發，促

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以互利共贏為目標、以開放

透明為前提、以機制建設為保障，擴寬合作領

域，最大程度分享合作成果。

最近八年成為全球經濟新引擎

2008 年 9 月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後，中

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等開發中國家率先實現

經濟恢復，進而推動全球經濟復甦，逐漸成為全

球經濟成長的重要貢獻力量。在過去十年間，金

磚五國的 GDP 在世界 GDP 中的比重從 12% 上升

至 23%，商品貿易額比重從 11% 提高至 16%，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對世界經濟成長的貢獻率超過

了 50%。

2010 年 12 月南非加入後，金磚國家合作機

制的範圍從歐洲、亞洲、拉丁美洲擴大到了非

洲，進一步提高在國際舞臺的影響。2010 年「金

磚五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 18.9%，

貿 易 額 占 世 界 的 17.1%。 到 2016 年， 中 國 的

GDP 總量達到了 11.20 兆美元、印度達到了 2.26

兆美元、巴西達到了 1.8 兆美元、俄羅斯達到了

1.28 兆美元、南非達到了 0.29 兆美元。金磚五國

的 GDP 總量占全球 GDP 總量比重已從 14.6% 提

高為 27%，較 2010 年上升 3.5 個百分點；而這五

個國家 2016 年的平均 GDP 成長率為 5.1%，遠高

於全世界的平均 GDP 成長率 2.4%，這 5 個國家

的國土面積占全世界面積的 26%，人口總量占了

全球人口總量的 41.7%；商品貿易總額占世界貿

易總額的份額比重已從 12.8% 提高為 16.4%，對

外直接投資從 7% 上升到 12%，石油總產量占世

界總產量的 21.1%。 

大致來說，這五個金磚國家可以分為兩類：

那些利用全球化進程將自身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國

家：中國和印度，和利用全球化的出售其豐富自

然資源的國家：巴西，俄羅斯和南非。

金磚國家的發展體現了當代國際力量對比

的量變和質變進程，順應了當代國際潮流的趨

勢。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建立在平等協商基礎上

的國際治理機制，將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

的作用。

五國之間相互貿易投資均尚嚴重偏低

目前金磚五國 GDP 占全球的 23%，但是

五國對外貿易（inter-regional trade）祇占全球的

16%，五國之間相互貿易（intra-regional trade）僅

占各自對外貿易總和的 5%，比例嚴重偏低，但

也表示在未來尚有極大可為空間。

金磚國家彼此之間相互貿易不多，最主要

的障礙還是在於理念問題。在過去，特別是二戰

之後在布列敦森林國際貨幣體制下，開發中國家

與新興市場經濟體，實際上都是處在「搭人便車

發展」的情境下開發成長起來；因此，幾乎都是

在「先進國家要求你上車要買票你就買票、要你

把鞋子擦乾淨你就乖乖擦乾淨」的情境下進步發

展，以致每每各有各種約束。

開發中國家也擔心國際貨幣體制的主導者，

會積極利用技術、資金、規則的優勢，大規模搶

進各自本國的自有市場，會全面性摧毀本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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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以至一直成為開發中經濟體共同一般所難以

避免的陷阱和挑戰。其必然的結果，也就順理成

章一致性地走上了「祇能靠制定規則來防禦，大

搞進口替代」發展模式，什麼都靠自己摸索生活

製造，當然今天普世都認為此乃一種「相當失敗

不靠譜的策略辦法」；另外一種失敗不靠譜的策

略辦法，就是開發中經濟體普遍會尋求透過明目

張膽外顯性的，或者技術性模糊重點內含隱性

的，所謂「貿易壁壘」（trade barriers）來阻擋強

權國家的優勢入侵或統治佔領。

因此直到今天，金磚五國成員之間，要進

行貿易合作，還是很難避開這些麻煩。

開放投資合作效益擴張顯著

不過最近幾年的研商磨合之下，金磚五國

成員之間彼此漸漸都覺得應該還是要從市場性的

角度看問題較好，以至現在金磚國家之間的相互

貿易空間打開了，但是，在直接投資領域，許多

看得見及看不見的壁壘，仍然繼續存在，所以才

須要透過政府領袖峰會形式，有效加緊達成共

識，然後透過部長級的功能部門之間的溝通談

判，逐漸克服五國成員彼此間自身發展差異和障

礙，開放市場。

在吸引外資方面，五國吸引外資總量也祇

占到全球的 16%。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

金磚五國 2016 年對外投資將近 2,000 億美元，已

占全球投資總量 12% 的可以顯見地位；但是，

截至目前五國彼此相互之間的投資（intra-regional 

FDI）祇占到整體對外投資的 6%，也就是說，五

國合計的更多投資，是投資到五個國家之外了，

這個潛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金磚國家「域內貿易」正在起步成長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金磚五國

中具有領袖國家地位；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國

之一，中國對於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的石油、鐵

礦石和有色金屬等原材料資源都有較大需求；而

作為新興國家的領頭羊，中國經濟對其他金磚國

家的經濟也具有巨大的外溢效應，這也使得保持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穩定將更多依賴中國。從資

料上看，2016 年中國 GDP 達到 11.2 兆美元，占

全球 GDP 總量 14.8%；占金磚國家 GDP 總額的

66.5%，在金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占比，更是

達到 69.8%。

金磚成員也是中國不可或缺的交易夥伴，

2017 年上半年中國前十大交易夥伴，最大為歐

盟 15%，其次美國 14%，第三東協 12%，第五日

本 8%，第六南韓 7%，第七至九是包括了對巴西，

印度和俄羅斯三個金磚國家域內（intra-regional 

trade）的進出口貿易額，均占中國進口貿易總額

約 2%，也就是說 BRICS 域內貿易額占中國對外

貿易 6%。

中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是其他金磚成員

最主要的交易夥伴。當前中國是俄羅斯、巴西、

南非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印度第二大交易夥伴。

2016 年中俄貿易額達到 695.3 億美元，年率成長

2.2%，占俄羅斯進出貿易額 14.9%；中國與巴西

進出口貿易額 585.0 億美元， 對華出口額 351.3

億美元，占雙邊貿易總額的 60.1%，中國是巴西

第一大出口貿易國；中印雙邊貿易總額 711.8 億

美元，自華進口 582.6 億美元，占雙邊貿易額的

81.9%，中國是印度最大的進口國；中南雙邊貿

易總額 204.0 億美元，自華進口 136.0 億美元，年

率成長 18.1%。

擴大對所有開發中國家影響力

中國是金磚機制的主力支持者和參與者，

金磚國家合作更是中國外交重要方向。2017 年

中國擔當主席國，以《深化金磚夥伴關係，開

闢更加光明未來》為主題，重點深化「務實合

作、加強全球治理、開展人文交流、推動機制建

設」等合作，同時並積極拓展「金磚 +」（BRICS 

Plus）對話合作新模式，企圖構建廣泛夥伴關係，

以推動金磚機制之擴大發展及對整體新興市場經

濟與所有開發中國家影響力。

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成長總體有改善，推

動因素包括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國成長反彈，以及

中國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2017 年 9 月

20 日經合組織 OECD 將中國 2017 年的成長率上

調到 6.8%；受刺激措施減弱和繼續穩定企業債

務等因素影響，預期 2018年中國成長率為 6.6%。

印度則因商品和服務稅改等影響，導致今

明兩年成長預期分別被調降為 6.7% 和 7.2%。

俄羅斯和巴西經濟分別受油價提高和寬鬆

貨幣政策開始逐漸復甦。預期俄羅斯 2017 年和

2018 年均有約 2% 的成長；巴西則分別有 0.6%

和 1.6% 的增幅。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資金池」作用

由中國倡議金磚國家於 2014 年 7 月 15 日在

南非大城德班共同建置成立國際性金融機構「新

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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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正式名稱「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一般市場簡稱「金磚銀行」。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建立的目的，是方便金

磚成員國家間的相互結算和貸款業務，從而減少

對國際關鍵貨幣美元和歐元的依存度，可以免

除世界開發銀行的配額限制及局部取代世界開

發銀行的既有功能機制，俾能有效保障成員國

間的資金流通和貿易往來。根據第六次金磚國

家領袖峰會發布的《福塔萊薩宣言》（Fortaleza 

Declaration）：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

核定資本為 1000 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為 500

億美元並由 5 個創始成員平均出資，該銀行首任

理事會主席將由俄羅斯提名，首任董事會主席將

由巴西提名，首任行長將由印度提名。同時，該

銀行非洲區域中心將設在南非，各成員國財政部

長負責制訂銀行具體操作規程。  銀行的主席將

在五國之間輪值，五年為一個任期。

金磚國家銀行旨在針對五個成員國家、新

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提供基礎設

施和專案項目建設融資，並以此開闢開發中國家

之間合作新模式；並為了針對基礎建施項目提供

資金，銀行並建立金磚應急儲備安排，旨在向陷

入經濟危機的國家提供援助的經濟穩定基金，儲

備基金為 1,000 億美元，其中中國提供 410 億美

元，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分別提供 180 億美元，

南非提供 50 億美元。該銀行將為金磚國家和其

他新興經濟體及開發中國家改善基礎設施、深化

務實合作提供融資保障，以協助成員國家抵消未

來突發事件金融震盪之急需；當然，金磚銀行也

將提供援助其他國家，以有效對抗美國擴張性貨

幣量寬政策退場所可能肇致的經濟動盪。

金磚銀行的投資促進

2016 年，金磚銀行批准了 7 個貸款專案，

總金額逾 15 億美元，其中中國項目占比達

24.3%。2016 年 7 月，新開發銀行公佈首批 5 個

貸款項目，包括中國智慧新能源示範專案、巴西

可再生能源轉貸項目、印度可再生能源電力裝機

轉貸項目、南非輸電網絡和可再生能源發電轉型

項目、俄羅斯水力發電和綠色能源項目，貸款金

額分別為 5.25億元人民幣、3億美元、2.5億美元、

1.8 億美元和 1 億美元。2016 年 11 月，新開發銀

行董事會批准了兩個新的貸款項目，包括中國福

建莆田平海灣風電專案和印度中央邦道路專案，

貸款金額分別為 20 億元人民幣和 3.5 億美元。

促進綠色能源及地鐵、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

2016 年 7 月，新開發銀行正式發行第一隻

綠色金融債券，債券規模為 30 億元人民幣，期

限為 5 年；此一方案開創了多邊開發銀行獲准在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綠色金融債券的

先例；此外，新開發銀行非洲區域中心在南非約

翰尼斯堡成立並正式運營，以為未來新開發銀行

拓展非洲專案奠定基礎。

2017 年 7 月 6 日，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行

長卡馬特稱，銀行預計 2017 年批准 10-15 個貸

款專案，貸款規模預計達 25 億到 30 億美元。

2017-2018 年期間，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已在儲備

中的專案已經有 23 個，規模達 60 億美元，其中

在中國有 5 個專案，規模在 17 億美元左右，均

為主權貸款，將集中在綠色能源以及地鐵、機場

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金磚國家正在逐年擴大「金磚圈」組織

依據世界銀行資料，2006-2016 十年之間，

金磚五國在全世界 GDP 的占比，足足增高了

10.5 個百分點，其中單是中國一個國家就增加了

9.4 個百分點、印度增加 1.2 個百分點，但是其

他三國 GDP，則下降了 0.6 個百分點。

根據 IMF 的最新預測，2017 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為 3.5%，先進國家為 2.0%，而俄羅斯約為

1.4%，達不到世界平均水準，而巴西過去兩年成

長為負，2017 年估計為 0.4%，不足以恢復原來

水準；南非本是非洲最大經濟體，前兩年被奈及

利亞超過，未來一兩年內可能被埃及超過。

中國在 2006 年占金磚五國的 GDP 比重是

45% 左右，十年後的 2016 年則已倍增為 75%，

顯然今天金磚國家組織已然必須擴容，否則將免

不了中國獨大問題。

事實上，自從 2013 年金磚峰會開始，已經

積極邀請區域國家參加擴大峰會：2013 年，金

磚峰會在南非舉辦時，加列了非洲國家，2014

年巴西峰會時，添加了拉美國家，2015 年俄羅

斯峰會，則增加了歐亞國家，2016 年印度峰會

又加入了孟加拉灣國家。這一次 2017 年中國廈

門峰會，則邀請幾內亞、墨西哥、泰國、埃及和

塔吉克斯坦領袖，參加對話。

展望未來，金磚國家組織可能成為一個超越

OECD廿五國俱樂部規模的最大也最重要開發中國家

為主體的跨國組織，而中國會是當然唯一領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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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與韓國建交 25 年  
談韓國對中出口戰略變化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劉德海教授

進入 21 世紀後，韓國與中國大陸的經濟

合作進展迅速，尤其是韓國對大陸出口激增。

2015 年 12 月韓中自由貿易協定（FTA）生效

後預期將會更上一層樓。根據韓國貿易協會，

1992 年韓中建交時，韓國對中國大陸出口總

額為 26.5 億美元，進口額僅為 37.2 億美元。

2016 年韓國對大陸出口額增至 1,244 億美元，

進口額增至 869 億美元，與 1992 年相比分別

激增 47 倍、23 倍。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數據

顯示，2016 年中國大陸在韓國總出口額和進

口額中分別占 25.1% 和 21.4%，成為韓國的第

一大出口對象國和進口來源地。據國際貿易中

心資料，2016 年韓國占中國總出口額 10%，

位居首位，占中國進口總值的 4.5%。雙邊投

資也大為增加。2016 年中國大陸對韓國海外

直接投資 （FDI）總額占同年整體 FDI的 9.6%，

近 20.5 億美元，是 1992 年的 1940 倍。同期，

韓國對大陸 FDI 總額從 2.23 億美元增至 40.02

億美元，增幅約為 18 倍。2016 年韓國成為中

國大陸的第三大貿易對象國，第三大外資來源

國。兩方的人文交流也十分頻繁。1992 年兩

方人文交流數量是 13 萬人，2015 年韓國來中

國大陸人員達到 444 萬人，赴韓中國大陸人達

到 598 萬人，增加 1043 萬人，約為 1992 年的

80 倍。

而去年 7 月因韓國同意部署美國具有反

彈道功能的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簡稱 THAAD 或薩德

後雙方經貿急速降溫。據艾爾西汽車市場諮

詢公司（LMC Automotive）的數據，今年的前

七個月現代汽車在中國的銷售額相比去年下

降 41%。韓國兩大超市樂天 （Lotte Mart）、

易買得（E-MART）已決定撤離中國市場。據

韓國旅遊發展局（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的數據，前往韓國的中國遊客數量比去年同期

減少近一半，只有 250 萬。對於中國政府禁止

本國公民赴韓旅遊後的 3-7 月間韓國旅遊領域

蒙受的損失，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推算損失規

模約為 65.1 億美元。如果將這一數值換算成

一年的話，損失額約為 156.2 億美元。韓國銀

行的資料顯示，受薩德風波影響，韓國出口

文化產品創利規模受挫，今年上半年韓國視

聽和相關服務收支實現 1.79 億美元的順差，

比 2016 年下半年的 2.34 億美元減少 5430 萬美

元（23.2%），較 2016 年上半年減少約 1 億美

元。視聽和相關服務收支指的是電視、電影、

廣播和音樂等對外出口額以及明星的海外演出

費用，而順差則表示韓流文化產品出口額多

於進口額所產生的差額。2016 年韓國視聽和

相關服務收支規模首次突破 5 億美元大關，達

5.13 億美元。去年 7 月韓國政府宣佈部署薩德

後，韓星在中國大陸的宣傳活動、演唱會以及

代言相繼叫停。現代經濟研究院也預測薩德

風波將導致韓國今年出現約 75 億美元的經濟

損失。 儘管如此，青瓦台仍推翻通商部門計

劃，表示不會向世貿組織（WTO）控訴中國大

陸。 據韓國貿易協會（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的數據，韓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在

今年一月到八月間達到 881 億美元，相比一年

前成長 12%。據韓國貿易協會的數據，今年前

八個月中國大陸從韓國進口價值 230 億美元的

半導體，只是去年同期的一半。  

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近日

發表報告《中韓經濟關係中長期變化趨勢和

課題》，建議重新整理中韓經濟關係。報告

將 1992 年中韓建交後的經濟合作分為 3 個階

段：1992-1998 年為 1.0 時代，2001 年中國加

入 WTO 後至 2008 年為 2.0 時代，2012 年中國

經濟邁進新常態後至今為 3.0 時代。在此一時

代，韓國應積極對應危機，首先就是要儘快完

善韓中自由貿易協定（FTA）。在商品通關、

技術貿易壁壘、經濟合作及智慧財產權方面，

現有的 FTA 堪稱只是個大架構，並沒有具體規

定，有必要加添內容。韓中 FTA 生效 2 年後，

雙方本應對服務及投資等進行後續協商，但目

前因「薩德」問題而無法進行。除 FTA 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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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韓國國內有不少聲音建議韓企應減少對中國

大陸的依賴，轉向越南等東南亞新興市場。但

學界則指出儘管中韓經濟合作因薩德問題陷入

最糟的境況，但中國大陸仍是南韓最大出口市

場及貿易伙伴。出口多元化雖是種因應方式，

但僅屬治標而非治本之策，因為就韓國經濟的

結構與地緣經濟現實而言，無視中國大陸的龐

大市場是不切實際的作法。

KOTRA 回顧韓中兩國經濟關係 25 年，為

摸索發展方案舉行後薩德時代韓中兩國未來合

作座談會。韓國的因應策略要以中國大陸難以

跟上的技術競爭力來提高利潤率。具有代表性

的就是在此次薩德矛盾中並未遭受損失的半導

體和平板顯示器。這些是在中國大陸生產成品

後出口到第三國時不可或缺的尖端零部件。中

國大陸若不使用韓國的這些產品，就要使用價

格昂貴的德國和日本產品，這樣一來，就無法

保持中國中低價價格競爭力。與會專家指出現

在打著韓國的旗號來賣商品的時代已成過去

式。韓國現在要從中國人的立場上製造中國人

喜歡的產品。特別是中國正在擴大紅色供應

網，即使用本國半成品代替進口半成品生產成

品。要通過徹底的本地化，與中方合作伙伴構

建穩固的信任。迄今為止，中國企業在研發

（R&D）或營銷方面還略有不足。韓國企業要

突破這一盲點。為此，要先與中國企業構建制

度性的合作關係。要確保相互利益分配系統，

還要增加激活垂直、水平結合的戰略合作。相

互交換股份就是這種方法之一。 在此背景下，

韓國 LG 顯示器今年 7 月下旬宣佈將在廣州市

建設新型顯示器有機 EL 面板的合資工廠。LG

為此計劃投資約 1800 億日元，將是 LG 在中

國大陸的首個有機 EL大規模工廠。雖然有「世

界工廠」稱號的中國人工費持續上漲，但消費

者的購買力也出現增長。在中國大陸政府的招

商政策下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開始在中國大陸

建設尖端工廠。 

中國大陸在尖端技術領域正迅速趕上韓

國，兩方的經濟關係正迎來轉折點。韓國的對

中國大陸貿易收支順差在 2013 年以後呈現下

降勢頭。現在競爭領域比合作領域逐漸增多。

自 2010 年以來，韓國憑藉半導體、LCD 等技

術含量高的產品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對中國大

陸化妝品出口增加。中國大陸對韓國出口項目

主要是非金屬礦物、服裝、電腦、鞋類、無線

通訊設備。儘管韓國對中國大陸出口仍維持成

長，然而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大陸政府致力

於產業升級，推動零件和材料國產化，旨在

大陸建立的完整產業供應鏈（或稱紅色供應

鏈），尤其是在電子產業方面，  韓國出口戰

略因而面臨挑戰，韓國中間品對中國大陸出口

減少。由於中間品順差規模縮小，農產品和消

費品逆差增加，韓國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從

2013 年的 628 億美元減少到 2016 年的 375 億

美元。 不過，韓國擁有中國所不具有的半成

品和投資材料。韓國產品的質量和技術比中國

產品要高，而價格則比跨國企業產品要低，因

此很受歡迎。

2016 年 6 月 29 日韓國產業研究院發表題

為《拳頭產業的出口疲軟原因及結構調整方

向》的報告書顯示韓國家電、通信機器及汽車

等產品的質量及技術雖然在中國大陸仍佔優

勢，但 5 年後，中國大陸企業將迎頭趕上，大

幅縮小差距。目前韓企在商品價格上已不具備

競爭優勢，而在不久後很可能會連技術競爭力

也蕩然無存。 應該開發高附加值的產品以及

新的主力行業，最近韓國的主力產業出口疲

軟，分析認為與中國的競爭加深是主要原因。

韓國 12 個主力產業中，10 個主力產業處於與

中國競爭極其激烈的狀態，因此，開發高附加

值產品或者新的主力產業迫在眉睫。該報告分

析認為在主力產業中，韓國雖然在技術和品

質方面比中國領先，但是在價格方面卻不佔

優勢。中國大陸汽車產業、造船產業、一般

機械產業、煉油產業的發展水準分別為韓國

的 80%、75~85%、80~85%、80~86%。然而中

國大陸在汽車、造船、一般機械這些領域中的

價格競爭力分別為 120%、110~120%、120%，

如此的價格競爭力甚至可以抵消韓國在技術和

品質方面的競爭力。此外，在顯示器方面達到

80~90%，在半導體方面達到 80~110%。尤其是

在系統半導體技術方面以及石油化學品質方面

中國大陸分別趕超韓國的 110%、100% 或者沒

有差距。而在價格方面中國大陸以 110~200%

的競爭力超過韓國。不過，在煉油和顯示器方

面韓國無論在價格、品質還是技術方面都領

先於中國大陸。因此可以預測在韓國的 12 大

主力產業中，一般機械、鋼鐵、煉油、纖維、

家電、顯示器等六個領域今後與中國的競爭將

會變得非常嚴峻，而汽車、造船、石油化學、

資訊通信等四大領域今後與中國大陸的競爭也

會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比較嚴峻。產業研究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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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稱韓國的主要行業中，汽車與造船、一般機

械、煉油領域在技術和品質方面領先於中國大

陸。該報告書建議主力產業中 5 年後仍然能夠

保持優於中國的韓國產業只有部分高級產品或

者核心材料•零件而已。應該發展拳頭產業中

出口不斷增長的高附加值產品或者提高六大後

起之秀產業的產品出口。六大後起之秀的產業

包括塑膠行業、二次電池、半導體•顯示器製

造設備、化妝品、醫用電子設備、醫藥品等。 

有意見認為韓國企業不應一味將目前雙

邊貿易遲滯歸咎於薩德，而是應該發展有別於

中國大陸企業的新產業，開發新產品，不斷提

高技術水平，以先進的技術為基礎，重新制定

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戰略。

另一方面，韓國企劃財政部表示政府將

向受到薩德問題影響的企業提供稅收減免和貸

款。韓國政府計劃允許免稅店運營商及其他在

中國大陸經營的零售商延後全部或部分公司所

得稅及增值稅，延後期限最長九個月。該部還

稱將向因韓系車在中國大陸銷量下降受到衝擊

的汽車零配件製造商提供低息貸款，相關貸款

將通過動用政府支持機構資金的政策融資方式

來提供，這些機構包括韓國進出口銀行、韓國

貿易保險公社等。此外，其他措施還包括提振

國內旅遊業的計劃。

除了持續 3.0 時代初期的強化服務業對中

國大陸出口以及加強服務業與製造業連動出口

之策略方向外，韓國通商交涉本部長金鉉宗表

示要推進城市對城市間的自由貿易協定。金鉉

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韓中 FTA 開放率較低，

可商討一下通過首爾、仁川與上海等城市對城

市的聯合來實現自由使用貨幣、企業同時上市

的制度。該發言意在表明，為迎合新的通商環

境，要從國家對國家的 FTA 戰略中脫離出來，

希望在因薩德系統部署而陷入冰河期的狀況中

尋求與中國大陸通商關係的變化。 

再者，韓國總統文在寅上任後正值中共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兩年，中韓兩國應以國家

戰略為根基，探索新的經濟合作方案。中韓建

交後，兩邊迅速發展成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兩國間的經濟合作規模和領域也取得飛躍。隨

著中國政府制定調整貿易、產業結構、擴大內

需、提高製造業競爭力等發展戰略，韓國也有

必要改變對華出口戰略。報告還強調在新時

代，中韓兩國有必要構建新的經濟合作體系，

發揮中韓自貿協定（FTA）的作用，強化中間

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擴大出口。另外，在新時

代，中韓兩國有必要構建新的經濟合作體系，

發揮中韓 FTA 的作用，強化中間產品的出口競

爭力，擴大出口。另外，中韓兩國應在獨立交

通、精準醫療、無人機等新興領域加強合作，

將韓國的軟體及信息通信技術與中國大陸的硬

體相結合，打造智能工廠、智能城市等。並通

過中國大陸主導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強化中韓兩國金融合作。  

結論

國際關係進入本世紀以來，經貿因素在各

國外交政策制訂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兩國的政

經互動，常發生一國國家利益的政治戰略利益

與經濟利益相左的現象。

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得罪中國大陸，導致在

美中兩強戰略推擠下，結果經濟堪稱同時遭逢

兩面危機。文在寅在競選總統期間曾強調積極

改善與北韓關係，避免兩韓關係淪為朝美關係

的附庸，發揮南韓的主導作用。而今在國內遭

到自由派的質疑，因未能大膽推展兩韓關係，

喪失南韓的主導權，淪為過河卒子。 不僅因薩

德部署而遲遲無法解脫北京的經濟制裁與改善

關係（因薩德問題遭受到中國經貿制裁的損失

已高達 88億美元）， 而戰略上一面倒向美國，

並未換得華府善意回應。

今年 7 月文在寅訪美，他承諾在未來五

年內提供美國投資與採購金額總額高達 352 億

美元。但川普並不領情，仍要求重談美韓自由

貿易協定（FTA），當下儘管北韓威脅加劇，

川普還威脅美國將廢除韓美 FTA，逼南韓做更

多經濟讓步。據外媒報導稱川普曾向美國貿易

談判（USTR）代表萊特希澤下達指示，即為

韓美 FTA 修改過程中迫使韓國做出讓步，要給

韓國留下美國不惜廢除 FTA 的「狂人」形象。 

可見，北韓問題有可能是個假議題，是川普用

來從北京、首爾與東京獲取經濟利益的訛詐工

具，如在大陸方面就很有可能是意在 11 月初

訪北京之前，藉「停止對北韓交易」要求，最

大限度地提高對北京施壓力度與談判籌碼。美

國國務院 4 日發表聲明稱決定批准對日本出售

總價約 1.13 億美元的中程空對空導彈。 韓國

無疑是最大輸家，我國不可不引以為鑑。此

外，由於目前韓國在中國大陸市場鎩羽，其實

正是我國及早與大陸改善關係，積極入場強化

兩岸經貿合作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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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金融――區塊鏈之發展與應用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許建隆董事長

數位金融 - 區塊鏈之發展與應用

隨著金融科技的爆紅，奠定比特幣基礎的區

塊鏈技術，成為火紅的技術焦點。不只全球 43 家

跨國銀行組成聯盟合力研發，連 Linux 基金會都帶

頭成立特別專案，率 IT 大廠打造新一代技術。在

大家競相投入資源研究區塊鏈技術之際，似乎更應

思考它的應用領域，以及創新模式，使過去難以實

現的應用變得容易且新穎。

區塊鏈運作特性

簡單說區塊鏈是一套去中心化、分散式、高可

用性的共享交易帳本運作系統，整體網路交易內容

無需倚賴統一的資料處理中心，由參與各方多節點

共同組成，每個節點保存的資料帳本內容均相同，

系統中所有具有維護功能的節點可共同維護數據塊

（Block），數據塊完整儲存在全球各個節點上，因

此區塊鏈技術又稱為分散式全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簡稱 DLT）。若某一節點損壞並

不會影響整體系統運作與數據安全，因區塊鏈記錄

的每一筆數據都能回溯到初始數據。

區塊鏈採用完全開放的技術，所有數據內容

與運作規則公開透明，就像是一個公開共享的平

台，每個人都可以查帳。平台內所有節點都以匿名

方式存在，共同驗證整份帳簿。負責驗證交易的節

點會以共識決的機制決定此數據塊是否為有效交

易。任何人想竄改歷史紀錄都將付出極高代價，因

為「少數服從多數」的核心原則能夠使得單一被造

假的數據節點會被剔除，除非你能讓網路上所有的

交易區塊同時被修改（包含自己的），才能被視為

有效，也可以說系統節點越多，數據就越安全。  

區塊鏈在交易面提供完整性的服務，包括稽

核、監管追蹤和所有權轉移等功能。然而最重要的

是區塊鏈的出現，使得任何交易都能以最簡單快速

的零成本方式發生，無需任何中介協助處理，進而

打破了人類社會千百年來交易的潛規則，陌生單位

之間無法信任買賣，或者需要有財力支持或權威的

中間商來促成才能進行交易的前提。再者比特幣不

需要中央銀行就能誕生發行，而此技術未來可以應

用到所有原先需要中介作保認證的市場，任何產業

領域都可以打造自己的區塊鏈，交易伙伴一起上鏈

共治，除了大幅提升交易速度外，並可避免中間商

的層層抽成、剝削或一手遮天的風險成本，在價格

上帶來更透明、低廉的好處。

區塊鏈在金融應用的現況

區塊鏈技術從 2015 年起受到所有人的關注，

2016 年起金融業更大量投入區塊鏈的應用研究與

試驗計劃，希望透過貨幣與有價資產證券數位化，

建立新一代的金融服務模式。驅動這股動力的來源

是在 2009 年「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發展

出來的比特幣系統，看到了下一代數位金融科技的

曙光。比特幣系統是把比特幣經過數位化加密後，

以對應式（Peer-to-Peer）公開並進行交易、持有者

可以透過錢包（金鑰）與夥伴交易、交易內容透過

公開帳本技術，分散與去中心化、讓全球數十億運

算設備共同保護這個系統。這個系統是個無中心的

自我營運系統並持續營運快 10 年，至今尚未出現

過資訊安全問題或人為介入的空隙，在經過近 10

年時間驗證，是被認為全球最安全的數位貨幣之

一。

歐美國家發展區塊鏈是想透過靈活性提昇金

融監管的效率，並透過區塊鏈帶來的破壞式創新，

讓個人資產或實體產品數位化，打破金融壟斷，降

低消費成本、提高運作效率。當區塊鏈的去中心化

與公開式帳本的出現，大型金融機構如納斯達克、

摩根大通、勤業眾信會計事務所等等，都投入區塊

鏈的應用，希望在未來能站上這股金融科技優勢。

政治大學區塊鏈實驗室教授陳恭說，包括新

加坡海關、日本證交集團、韓國央行等國際關鍵機

構，投入開發區塊鏈運用絕對是「玩真的」，依照

EEA、R3 CEV 聯盟等的商業開發速度，不用 5 年時

間，全球金融系統將會是全新的場景。

以太坊創辦人布特林（Vitalik Buterin）倡議的

區塊鏈聯盟是具備智能合約功能的公共區塊鏈平

台，可提供多中心化的虛擬機器來支持金融與非金

融領域的應用，國內的富邦、台新、台灣金融科技

公司和 AMIS 帳聯網公司都是成員，並和摩根大通

（J.P.Morgan）自建的「Quorum」金融區塊鏈平台，

有公共協議基礎架構的合作機會。最近工研院發表

區塊鏈錢包技術，和富邦、帳聯網（AMIS）合作，

提供富邦內部先行應用在叫車服務。中國信託也加



第 109期工商會務│ 43

產業櫥窗

入 R3 聯盟，透過國際合作提供跨國金融服務，其

內部也在積極建立應用的試驗計畫，預計在今年會

有具體的成果。

國內金融公司也組成國內金融機構區塊鏈發

展聯盟，透過區塊研究，提供國家數位金融應用場

景，讓金融單位得以快速投入區塊鏈應用，也等於

中央銀行及金管會直接出手協助區塊鏈。

貿易金融區塊鏈的未來發展

金融市場紛紛希望透過區塊鏈的安全、可信、

智能、便捷性，協助使用者解決信任的問題。金融

市場的核心問題就是信用，所以區塊鏈在金融業的

想像空間非常大，未來也可以應用在數位金融領

域，包含數位貨幣、票據、股票交易與轉換、清算、

結算、審計、公證等等領域。比特幣就是數位貨幣

的代表，也是目前最成功的應用。國外最早在金融

市場上利用區塊鏈的是證券清算交割，並已完成第

一筆交易。這也讓區塊鏈的應用帶來極大信心。

區塊鏈所帶來的科技趨勢是把區塊鏈應用於

需要存證的金融交易記錄與帳本、徵信作業、資料

存證、資產權利移轉、保險簽立合約保存、可信的

交易平台用於行動支付或跨境支付、投資管理與公

募或是私募基金、物聯網與供應鏈的整合、租賃、

物流應用，已被認為是會進一步進入區塊鏈的應用

領域，發展新一代的創新。

國際貿易作業中，貿易結帳所需貿易文件很

多且涉及銀行付款結帳，文件的正確性與真實性特

別重要，而此部份作業又涉及跨國銀行與跨國運輸

業，若要協助銀行提升跨國多邊貿易結算效率，需

建構一個國際性跨國多邊貿易結算平台，Bolero 於

1998 年成立，建構一個國際性跨國多邊貿易結算

服務平台，其以互聯網為基礎，以一核心訊息平台

為主架構，是一個開放、中立、高度安全、合法的

電子網路，致力於消除紙上貿易。使用者簽署協議

成為成員後，通過互聯網交換單據、交查貿易文件

的一致性，完成貿易過程。

Bolero 提供一貿易文件交換的平台，主幹的核

心訊息平台（Core Messaging Platform, CMP），讓使

用者（以運送人與託運人代表）可以透過網際網路

交換電子貿易文件，包括提單、海關報關單、信用

狀、保險單等電子單據。

此系統係架構在一嚴謹的安全機制下，且有

一獨特的法律架構為基礎。而 Bolero 的主要成員銀

行人員經授權進入 Bolero 中心註冊系統，進行開

證、通知信用狀、審單，並與銀行自身電子結算系

統連接完成付款清算系列信用狀操作。更特別的

是 Bolero 提供貨權登錄系統（Title Registry, TR），記

錄與轉換電子提單（eBL）所包含的權利與義務。

藉由經授權者所發出的指示來製作或改變貨權登記

的記錄。另外，也提供 SURF（Settlement Utility for 

managing Risk and Finance）檢核引擎，依已建立的

協議中的細節來檢查文件內容。它提供了一個處理

文件性貿易結帳的單一工具。它除了結合了現存結

帳的方式，如文件檢核與依照付款條件交換商業

文件，亦支援下列多項結帳方式，包括記帳方式

（Open Account）、預先付款、跟單託收、跟單信

用狀、擔保信用狀等，並提供彈性來發展更多其他

國際貿易交易結帳新方式。

Bolero 貿易結算平台是標準的中心化模型，

只是它著眼於貿易文件載貨證券的所有權移轉，

真正國際匯兌、清算仍是經由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透

過流程的改善，實現數據與貨幣的同向流動。線上

即時的電子單據、數據交割使預付款結算方式與跟

單結算成為可能。未來如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電子化

國際結算，數據與貨幣的流動可以同時流動，不必

再經由 Bolero 及 SWIFT 中心化組織，這將使整個貿

易結算流程更為縮短、降低成本、並具備高度安全

性。

IBM 與七家歐洲銀行合作，建立貿易融資平台

數位貿易鏈（Digital Trade Chain），主要目的是促進

當地中小企業的國際貿易。

荷蘭合作銀行表示，當賣方向另一方出售貨

物時，貨物送達，區塊鏈就會觸發支付行為。儘管

目前支付使用的仍然是舊的支付技術，但整個基礎

設施及管理是在區塊鏈上完成的，當區塊鏈支付足

夠穩健可以進行大規模應用時，最終也會把支付轉

移到區塊鏈解決方案。

另外，英國倫敦的跨國銀行和金融機構渣打

銀行（Standard Chartered）去年 9 月宣布，完成首

個區塊鏈即時跨境支付。渣打用瑞波（Ripple）的

企業級區塊鏈平台。該筆交易與「大型代理銀行」

相連，並在十秒內完成該交易。其結算時間具備

「交易費和外匯的透明性」。據了解目前銀行系統

和網路需要兩天才能完成結算。這些試驗點的概念

證明（POC）顯示，區塊鏈在金融界即將邁入實際

應用。

當然要達到前述的境界，仍有多項困難待克

服，包括技術、制度、法律，而目前全球 40 多家

銀行聯合組成的聯盟 R3，正針對適用金融產業，

發展有別於區塊鏈的分散式分類帳平台，它可以說

是認許制的區塊鏈，以達到金融產業監管需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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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它是真正適用於金融產業，實現電子化國際結

算的技術，後續發展值得期待。

區塊鏈應用的挑戰

從實作的進展來看，儘管區塊鏈技術在金

融的應用已有多個完成概念驗證案例，但距離實

際營運還有一段路要走，而要獲得監管部門和市

場的認可也面臨不少困難，主要有 : 

1. 受到現行觀念、制度、法律制約
區塊鏈去中心化、自我管理、集體維護的

特性顛覆了人們目前的商業模式，淡化了國家、

監管概念，衝擊了現行法律約束。對於這些，整

個世界完全缺少理論準備和制度探討。即使是區

塊鏈應用最成熟的比特幣，不同國家持有態度也

不相同，不可避免阻礙了區塊鏈技術的應用與發

展。解決這類問題，顯然還是漫漫長路。

Bolero 在建立中心端國際貿易結算服務，在

國際貿易上有「跟單信用狀統一慣例」（UCP）

為依據，在實務面上又提供其會員一獨特的法律

基礎建設以及最高的安全標準，讓複雜的國際貿

易過程，各方有既定的遊戲規則可以依循，其權

益亦得以獲得保障，區塊鏈未來如運用於國際貿

易結算服務，Bolero 在制度、法律面的規劃及建

立的基礎架構，應是可以借鏡的。

2. 在技術層面，區塊鏈尚需突破性進展
區塊鏈是奠基於隱私安全、密碼學和共識

演算法的突破被開發出來的技術，為了防止區塊

被任意更改，不符「共識規則」就會無效；有別

於傳統在網路上申請會員，只要符合一定格式，

資訊就容易被接受，區塊鏈所運用的加密驗證和

編碼機制更加複雜，其五大核心技術也是現今重

要的技術創新與突破。

然而目前區塊鏈應用尚在實驗室初創開發

階段，沒有直接可用的成熟產品。談到區塊容量

問題，由於區塊鏈需要承載複製之前產生的全部

訊息，下一個區塊訊息量要大於之前區塊訊息

量，這樣傳遞下去，區塊寫入訊息會無限增大，

帶來的訊息存儲、驗證、容量問題有待解決。  

3. 區塊鏈技術的產業標準
隨著區塊鏈技術利益空間的不斷擴大，及

未來潛在應用的推出，就需要共通的業界標準，

IEEE 區塊鏈特別共同體的目標就是在當不同公

司都在以同樣的目的開發區塊鏈系統時，確保它

們彼此之間能夠相容。在區塊鏈技術被大量應用

前，建立統一的標準，以利互通，實屬必要。誠

如區塊鏈聯盟 R3 CEV，共同推動制定適合金融

機構使用的區塊鏈技術標準，也正是著眼於此。

4. 區塊鏈技術的基層推廣難度
區塊鏈技術係屬於一種高度跨領域整合的

先進技術，許多行業包括金融從業人員第一次接

觸區塊鏈技術時，都表示不易理解透徹，甚至容

易產生誤解的認知。

舉例來說，甚至有銀行從業人員表示即使

聽了四次的區塊鏈技術相關的演講，仍然誤解區

塊鏈技術成一種意欲取代憑證與 PKI 等傳統的資

安技術，卻不知區塊鏈技術其真正意涵為分散式

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這是

區塊鏈技術在初期及未來發展上的一大挑戰。

5. 區塊鏈技術的資安風險
隨著區塊鏈技術應用範圍的不斷擴大，許

多應用場景已經邁入所謂的區塊鏈技術 2.0 的範

疇，亦即將分散式帳本技術結合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的組合運用。但是智能合約設計得過

於彈性，則容易產生漏洞給予駭客可乘之機，例

如以太坊上就已經出現好幾個案例都是智能合約

暴露的風險造成的損害事件。未來對於區塊鏈技

術應用與智能合約的應用等等，都應該立下國際

標準，與資安檢測掃瞄的業界標準，這不僅僅只

是相容的問題，更是資安風險的防線。

雖然區塊鏈已有多項應用經實證可行，仍

面臨多種挑戰，但投入技術研發改進者越來越

多，可預期的，未來的技術勢必愈來愈成熟，只

是大家在專注於此新技術時，更應思考用這項新

技術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的目的是什麼，而非為

了追求區塊鏈技術，尋找應用場景。其實，無論

是中心化或去中心化模型，都可能有相當的互補

空間，或許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實際應用的發展，

區塊鏈技術可能存在一個兼具中心化及去中心化

模式的生態系，而非一味去中心化。

IBM、渣打銀行案例及參考資料來源：

沈庭安，10秒內完成跨國支付！渣打銀行首筆區塊

鏈交易，Fintech雙周報第 6期，2016/10/07。

區塊鏈鉛筆，【重磅】金融機構首個區塊鏈現實

應用，IBM為七家歐洲銀行開發技術解決方案，

2017/06/28。

盧瑞山，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區塊鏈發展顧問暨策

略成長委員會委員，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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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商店的新零售與商機
商總品牌加速中心科技化團長暨龍雲數位公司　李奇申董事長
偕湛國際（股）公司　莊錫達董事總經理
BIT 運營主要成員　蘇睬宸

台灣無店鋪零售營業額平均每年成長

7.5%，截至今年七月已達到 904 億。科技發展

推陳出新，連帶影響民眾的消費模式，在行

動、虛實整合（O2O）與跨境的趨勢下，通路

行銷該如何進化，才能在無店鋪浪潮中搶得先

機？

台灣的強項在於多元化產品的研發、連

鎖加盟的多年累積經驗，以及科技產業的發

達、可快速整合各資源，因此適合朝向科技化

整合發展。對於零售業者而言，以全新的「無

人化商店」經營概念，再加以串聯現有實體店

面，發展出雙軌經營的商業模式，降低流通業

者經營成本，並提升零售店的經營效率，藉此

改善零售業者的經營困境。在消費者方面，無

人商店的新消費模式，提供消費者多元支付方

式及數位互動服務，創造消費者嶄新的購物體

驗。因此，無人商店儼然成為未來市場新趨

勢，亦是政府積極輔導方向。  

台灣大多是中小企業，優點是創造力強

大，但缺點是普遍資金不足，對於品牌的推廣

通路上，面臨困境。無人商店興起，對於中小

企業是利多，解決了一例一休的問題，以及大

資金的通路推廣問題，可透過機器做產品的派

樣、廣告、以及導客到實體店面。

新零售的趨勢

90 年代後期電子商務正起步發展，2000

年後，從實體零售、郵購、電視購物到電商平

台，透過不同的載體工具廣泛及密集的接觸消

費者；經過一番競逐及世代更新，從實體大亨

與網路新星的論戰及賭注，吸引全球目光聚焦

在實體零售及線上零售的版圖爭奪，線上與線

下的零售服務孰大孰小？

透過互聯網科技的轉型升級、行動化及

行動應用程式的遍地開花，主宰著生活的大小

事，也讓不同世代的人們必須適應、學習及應

用相關互聯網及 2010 年後的物聯網（IOT）世

代。2011年 2月 John Doerr提出 SoLoMo （Social 

+ Local + Mobile）奠定互聯網發展的趨勢生態

系。2013 年 4 月德國提出 2020 年工業進入 4.0

世代，CPS（Cyber Physical System）也進一步深

化 AI 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及技術指導，相關

各種產業及科技，也跟著進行轉型升級，零售

業也從實體店鋪、直銷傳銷、郵購、電視購物，

一路從實地昇網雲端，這約莫 20餘年的變化，

把生活、生產及生態帶往新的境地，三生融合

影響著六產循環經濟，也從生產（一產）、加

工（二產）到現代化服務（三產）強化商品體

驗與服務整體思維。

2016 年 12 月，馬雲提出新零售與五新，

重新定義零售 C2B 及融合線上線下，「線上

線下論長短，驚覺線下是長江」，也應運而生

O2O 綜合運營。互聯網催生了大數據，大數

據催生人工智能；由於 AI 的發展及科技應用

的深化，透過：

1.  服務智能―進入場域及各行各業服務，帶來

數據的蒐集及擬人服務；

2.  科技突破―應用拓展及數據的豐富，促進技

術顯著進步及縱深發展；

3.  超級智能―技術顯著突破、應用巨量擴展；

人工智能無所不在（Ubiquitous）。

2017年 7月，由 iiMedia Research公布《2017

中國無人零售商店專題研究報告》顯示，2017

年無人零售商店交易額預計達 389.4 億元，未

來五年無人零售商店將會迎來發展紅利期，

2020 年預計增長率可達 281.3%，至 2022 年市

場交易額將超 1.8 萬億元，由此可預期未來零

售賣場將整合雲端線上商城與線下實體店面，

逐步轉型成智慧化無人商店商業模式。而台灣

在這一波的浪潮下，也不陌生並且積極細化

參與，由資策會及相關產業協會主導下，民

國 97 年至 98 年間，推動一系列的無人商店示

範應用與推廣，也包含了線上超市等的議題與

應用，其中有優活力的 minishop，整合實體店

鋪及無人商店的複合應用、三商巧福的自助無

人點餐服務機等示範場域與應用，但由於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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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及業者實務考量，未能達到擴散推廣的目

的。如今捲土重來，我們如何在這波浪潮，避

免無人商店成為大爺大媽們的吹冷氣與聊天絕

佳場所，或是面臨無人商店的低周轉率現況，

都考驗著我們的產業科技及商業模式與服務機

制。

無人商店的三大商業模式

2016 年 12 月 Amazon 在西雅圖開了第一

家 Amazon Go 正式開啟無人商店時代，發展至

今，無人商店延伸出三種類型商業模式 :

1. 商業智慧 BI 模式 - Amazon Go
為了縮短人潮排隊時間和節省收銀員的

人事成本，亞馬遜採用了先進的「拿了就走技

術（Just Walk Out Technology）」。當顧客進門

時，後台系統透過 3D 攝影鏡頭把人體特徵值

與帳戶 ID 進行綁定，驗證顧客的身份，之後

對取貨的動作影像進行分析來即時更新虛擬購

物車，通過深度學習來正確辨識人類取放商品

的動作細節，出門後自動線上支付扣款並且提

供電子收據。但目前這類型的無人商店涉及到

更多、更複雜的技術和算法，諸如計算機視

覺、深度學習算法、RFID、圖像分析和感測融

合等，至今仍未能大量達到規模經濟的規模功

效。

2.RFID 標籤識別模式 – 淘咖啡
另一種無人商店是採用多路攝影機和傳

感器結合的方案，例如阿里淘咖啡。多路攝影

機的主要作用在於監控店內的情況並同時追蹤

分析消費者的行為，可分析用戶拿到某一樣商

品時的表情和肢體語言，藉此幫助商家判斷某

款商品是否符合消費者滿意度；透過捕捉消費

者在店內的運動軌跡、在貨架面前的停留時間

長短，則可以提供商家調整貨品的陳列方式參

考和改善店內的服務裝置。RFID 標籤識別模

式又可分為免識別模式和全開放模式，免識別

模式是指用戶無需進行身份識別即可進行商品

購物。一般此類無人店都會設有門禁系統，消

費者通過物理開關可以直接進入店內，在消費

者進入後，門禁自動鎖死，消費者在選購完成

後，通過支付門且支付成功後，門禁方可重新

開啟。全開放模式是指用戶可自由出入店內，

並可自由選擇商品，商品帶有 RFID 及二維碼

支付標籤，消費者在選擇商品並掃碼完成支付

後即可出店。但如未完成支付而出店時，門禁

系統會自動檢測並報警。

3. 智能販賣機模式 – F5 未來商店
除了透過攝影機的影像分析以及將商品

RFID 化之外，另一種無人商店是以智能販售

機來提供服務和蒐集消費者行為分析。以 F5

未來商店為例，F5 的無人便利店由四台機器

設備構成，一台快速消費品售貨機，主要售賣

罐裝飲料等商品，平均 7 秒出貨；一台鮮食商

品售貨機，售賣泡麵、魚蛋等鮮食，平均 50 

秒出貨；一台沖飲售貨機，售賣咖啡等飲品，

平均 20 秒出貨；以及一台自動餐桌清理設備。

這樣的商業模式不但可以降低人事成本，

也能提供鮮食，以及配合供應商作試吃的線下

體驗行銷活動，並且也可在店內裝置攝影機蒐

集消費者的影像分析，可謂一舉多得。不過消

費者無法觸摸到商品的情況下，服飾類的商品

便有侷限性，缺乏直接性的用戶體驗。

無人零售商店利用機器代替人工服務，

以縮短出貨、購買流程、時間成本等，並結合

遠端監控、數據分析及通信傳輸等整合商流、

物流、金流與資訊流應用，使服務更加規範的

零售商店。

無人零售如何與傳統零售競爭

傳統零售商店不論是便利超商、中型通

路商或是大型賣場，都會面臨店鋪空間和庫存

管理的問題，相比傳統零售的規模化，無人零

售看上去更像是一種小而美的零售店，就好像

90 年代的街口雜貨店模式，一家雜貨店覆蓋

方圓大約 1-2 公里的居民。不過無人零售比起

過去的雜貨店，更加智能化和密集，離消費者

更近。

網際網路時代的商業，都是小而美的商

業 --精細化、小眾化是未來零售商業的主流。

傳統的規模化零售在慢慢被分解，被小型的、

更精準的行銷零售模式替代。無論是零售業還

是其他行業，規模化走向精準細化都是必然的

趨勢，這一趨勢正在無人零售店上得以體現。

數據分析顯示，大部分傳統便利店都存在於消

費者只需要 10 分鐘左右步行的生活圈內，許

多消費者都具有一定的「懶」性，對比於去大

型賣場需要 30 分鐘以上的車程，將導致許多

消費者寧可多花少少的錢來省去長途車程勞累

的過程。

無人便利店則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除

了能提供消費者更多的便利性且簡便迅速購買

商品外，最大的特色是利用無人化販賣方式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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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營業，並以最小空間在消

費者可能產生需求的任何地方設置，可大幅地

增加零售據點，並透過精準行銷、擴大接觸面

及降低營運成本，和傳統便利店相比，離消費

者更近，結合數位支付金融、O2O 導購、智

能與擬人化服務等更可深入到許多場域，例如

民宿、學校、社區、精品百貨、銀行、郵局、

醫院、科學園區等等，結合功能場域智能服

務，強化數據收集與分析、提升營運坪效，由

於一例一休及人力資源成本的提高，新零售與

無人商店以更快速多元化的服務積極拓展，使

得消費者的購物體驗比以往的自動販賣機更

好，也透過強化線上線下的導購及簡化購物支

付服務，達成總體運營成本降低及提升整合精

準行銷的多通路服務。再者，對於供應商來

說，可以針對地方特色和消費特性，整合規劃

設計行銷廣告、互動媒體在無人販售機的觸動

屏幕上，透過互動體驗、人臉辨識、點金系統

服務、會員服務與消費者數據分析等功能服

務，提供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提供建議組合與

優惠服務資訊，並利用機台服務擴建會員資料

及增加與消費者互動，並利用行銷派樣等活

動，友善互動，強化 O2O 服務，持續刺激購

買慾及消費服務。

而智能系統服務整合電子商務平台帶

來線下銷量的同時，更能提供龐大的數據資

料，將所有的消費行為、互動、廣告媒體觸

及和商業行為數據化，幫助電子商務企業更

完整的分析消費者線下消費及體驗的紀錄，

完成 O2O 的新零售場域（Field）、商品服務

（Commercials）及消費者（People）的完美結

合且是相對經濟成本的商業模式，同時實現快

速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及提供 C2B 的進階服務。

未來大家將會發現，通過對消費數據的

分析，消費者最近想買的心儀產品都會出現在

家附近或是社區、捷運站、辦公大樓等的智能

零售店裡，而且可以現場體驗、結合行銷活動

與會員服務。這些零售店每天都會根據周圍客

戶的需求變化而更新不同的產品，所有的產品

都會智能地根據周圍的消費需求變化而變化。

如果把人工智慧比作一個人，數據就是一座圖

書館，人工智慧通過不斷地自我數據學習，最

終形成自己的判斷系統，於是將來無人零售店

將會針對不同的地區，推出更有特色的商品，

並且掌握該地區銷售量最好的商品及提供最適

切的精準服務與體驗。

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的新零售時代來臨

2016 年 12 月 28 日，阿里巴巴集團 CEO

張勇在談到新零售的未來時闡述：「走向新零

售非常重要的標誌，是要完成消費者的可識

別、可觸達、可洞察、可服務，每個企業都要

走向數據公司，才有可能走向新零售。」無論

是無人零售還是智能零售，從本質上看，未來

的零售必須做好以下三點：提高便利性、立即

體驗服務、推出代表品牌價值的行銷內容。

大陸與台灣多型態電子商務平台蓬勃發

展，未來將會搭配監控產業（IOT）、商業智慧

軟體應用產業（AI+BI+ICT）和智能販售機 IPC

產業等互聯網及物聯網技術應用，將虛擬與實

體通路整合、翻轉既有的電商商業模式及顛覆

傳統零售店家市場，開闢新零售的市場應用及

新形態的商模版圖，實現 O2O 的商業模式，線

下智能販售機和線上電子商店實虛整合（AR、

VR 及新媒體技術等），攜手帶給消費者更多新

的體驗，強化隨經濟及黏經濟的無所不在服務

及體驗消費。

除了更能管控即時物流、確認訂單處理狀

況、行銷活動成效以及監控服務品質外，也整

合數位金融―多元支付及跨境金流系統服務，

例如 Line Pay、Apple Pay、支付寶和街口支付等，

並結合物流巡補貨服務及行動電商等藉此提升

與優化零售服務，帶給終端消費者更快速、更

即時的消費滿足及體驗。

目前市場上，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及商總

等相關協會、企業的推動努力下，國內的龍

雲數位整合公司等正積極整合五流服務的 AIR

（AI Retailing）體系及著手成立智能零售流通

協會（AIRCA），執行商總（GCC_BAC）與郵

政商城（Postmall）共同推動 BIT「品牌台灣」

及提供 1- 數據庫、2- 營運平台及 3- 整體解決

方案，提供完整跨境與數位支付、電商與零售

物流（3PL 及郵政物流等）、資通訊 4G 技術、

數位郵局（i 郵箱等）、點金平台、人臉辨識

（FaceGo）等技術應用及結合場域、產業與電

商平台，推動新零售服務下的智能零售協同運

營平台與管理平台，希冀能為台灣在新零售的

發展上，將人帶進來，將台灣優質商品、品牌

台灣及優質服務帶出去，結合海峽兩岸，一帶

一路上有著台灣的新南向及產業鏈結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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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提供企業客製化 
人才培訓措施協助產業轉型升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廣告

面對全球化的經貿競爭浪潮、區域經濟的整

合增強，與國際產業發展趨勢，我國產業發展正遭

遇許多挑戰。有鑑於此，行政院提出綠能科技、亞

洲矽谷、生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等五大產業創

新研發計畫，打造產業創新生態系，帶動台灣產業

的升級與轉型。布局實現產業創新，需加強技術深

化，整合連結在地產學研能量，培訓量足、質精的

科技人才；然而，在職勞工參與教育訓練提升技能

的主要管道，卻以受僱之企業為主要，故促進我國

企業辦理職業訓練，為擴大在職人才培訓的重要方

式之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確保企業訓練計畫符

合其營運發展需求，且訓練流程與品質具可靠性，

依據企業規模不同，提供企業客製化人才培訓相關

協助措施，並提高辦理科技人才訓練誘因。協助做

法說明如下：

一、 針對中小型以上企業－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51 人以上之企業，其人力發展需求規模、人

力資源管理體系與訓練資源均較小型企業多，可藉

由 TTQS職訓體系建構概念，由企業依其營運發展，

結合員工職涯發展，規劃辦理專屬職業訓練課程，

政府補助部分訓練費用，提高企業辦訓意願。

具備訓練規劃執行經驗之企業，亦可結合一

家以上具產業或區域發展關聯性之企業聯合訓練；

經濟部「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遴選之「潛力中

堅企業」與「卓越中堅企業獎」獲獎單位及勞動部

遴選之「國家人才發展獎」獲獎單位，得提高補助

額度。

為協助事業單位辦理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在職員工進修訓練，提升人力素質，透過補助部分

訓練費用方式，激勵事業單位持續投資員工之能力

與意願，以提升競爭力，事業單位可依據營運策略

或發展方向，為所屬員工規劃並辦理符合需求之訓

練課程。而為配合政府政策，更以經濟部「推動中

堅企業躍升計畫」遴選之「潛力中堅企業」與「卓

越中堅企業獎」獲獎單位為重點協助對象。105 年

度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共計協助 1,181 案（含個

別型計畫 1,086 案、聯合型計畫 36 案及產業推升型

計畫 59 案），訓練人數為 12 萬 8,971 人。

位於台中后里的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創立於民國 67 年，從傳統模具製作與自行車設備

開發起家，並持續以與時俱進的研發佈局，跨入高

科技尖端電子產業設備領域。在 102 年接觸「企業

人力資源提升計畫」，透過系統性規劃年度訓練計

畫，調查全體員工參與訓練需求，同時依據職能缺

口安排課程，瞭解訓用合一的重要性與系統化的便

利性，大大提升人才素質，公司業績也得以成長，

進而創造公司整體競爭力。

二、針對小型企業－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考量 50 人以下企業，辦訓能力及人力相對不

足，為健全國內中小型企業人才發展培訓，促進就

業穩定，先期由政府依申請之企業所屬產業別、區

域別，安排輔導顧問進場瞭解企業組織營運策略、

產業發展趨勢及人才發展需求，據以擬訂職業訓練

計畫，並執行訓練課程，由企業派員工參訓，透過

訓練課程規劃及執行過程的參與，協助小型企業發

展辦理職業訓練能力。自 101 年度起於「協助事業

單位人力資源提升計畫」中針對就業保險投保員工

人數 50 人以下之小型企業，提供輔導訓練服務，

至 103 年為擴大訓練量能，獨立成為「小型企業人

辦理訓練類型 補助訓練費用額度上限

個別型 由一家事業單位申請規劃辦理訓練課程 95萬

聯合型
由一家具備訓練規劃執行經驗之事業單位申
請辦理聯合訓練 190萬

產業推升型

經濟部「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遴選之「潛
力中堅企業」與「卓越中堅企業獎」獲獎單
位及勞動部遴選之「國家人才發展獎」獲獎
單位，得提高補助額度

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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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計畫」。

本計畫受理申請對象為國內依法辦理設立登記

或營業登記，且受僱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之人數 50 人

以下之民間投保單位，截至 105 年為止已高達 7,233

家中小型企業接受輔導，當小型企業提出訓練需求

時，政府即派輔導顧問進行現場輔導，提供人才培

訓之客製化訓練服務，而訓練費用由政府全額負

擔，企業無需給付任何費用。藉由輔導顧問進場輔

導機制，使小型企業具有更宏觀之視野，更能瞭解

企業現況及提升國家整體人力素質，而企業也僅需

派員參訓，大大地減輕小型企業人力上的負擔。

創立於民國 71 年的好家庭毛巾股份有限公

司，為連續 3 年參加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105 年

度優良成效廠商之一，該公司產品服務項目為專業

生產毛巾類全系列商品，更以提升顧客滿意度為經

營目標。好家庭毛巾透過參與本計畫的學習，階

段性逐步提升自身能力技術，第 1 年剛參與本計畫

時，透過輔導顧問進場諮詢，協助規劃滿足企業員

工職訓需求，先行安排有關強化毛巾基礎技能，例

如「毛巾織造及染整技術開發與應用」、「毛巾檢

測標準」等相關課程，先讓員工從棉紗到各階段的

生產加工有進一步的認知，同時逐步導入關鍵績效

指標，例如運輸過程的包裝、毛巾車縫等，且有能

力協助外部代工廠商改善設立標準作業程序，並具

體且有效的降低產品瑕疵率。

第 2 年除了延伸原有的專業課程外，亦安排

業務人員參加有關生產管理及產品、業務端的開發

課程，例如「有效行銷策略制定與實務運用」課

程，更能技巧性的挖掘潛在客戶，並透過產品開發

如「新產品開發企劃與導入方法」課程，使該公司

不僅僅侷限於舊有的設計，亦於課程上的討論激發

出員工對產品開發的新思維，經由課程的發想及延

伸，更嘗試用雲林縣當季用剩的特產作物回收再利

用，作為毛巾的天然染料，順利結合在地產業與產

品創新。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目的在於協助小型

企業投資人力資本，透過內訓、外訓及聯合訓練等

多元訓練模式，共計 1 萬多門課程提供辦理。企業

可藉由接受輔導諮詢服務後，釐清企業訓練需求，

整理出員工待填補的缺口及對應的訓練課程；而

在訓後成效追蹤所回饋的意見中，企業多能認同員

工訓後個人能力明顯提升，且有助於實際運用在工

作實務上，肯定訓練活動具人力資本投資價值，顯

示此計畫對於引導企業重視在職訓練，進而投入員

工教育訓練的推廣有良好效果。今年為擴大辦理後

第 4 年，期待持續推動本計畫輔導訓練服務精神，

協助更多小型企業發掘營運訓練缺口與課程規劃提

供，學習並提升自我辦訓能力及基礎。

全球化後產業連動與變化快速，人力優化更

形重要，小型企業可以藉本計畫踏出升級轉型的第

一步，只要是員工就業保險投保人數在 50 人以下

的企業，透過計畫網站線上申請並繳交所需資料，

資格審查通過後即可開始接受服務，全程免費，十

分簡便。

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02）2366-0812 #150、156 （02）2366-0812#150、156
桃竹苗分署 （02）2366-0812 #199、336 （02）2366-0812#199、336
中彰投分署 （04）2465-0300 #601、602 （04）2350-5038 #226、231
雲嘉南分署 （06）222-0066#28、30 （06）213-4413 #31、34
高屏澎東分署 （07）958-7100 #7716、7717 （07）336-2918 #2787、1510

洽詢專線及相關資訊網站
勞動力發展署客服專線 0800-777-888或參考計畫網站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h�ps://trainning106.wda.gov.tw/evta106/index.php
小型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h�ps://sets.wda.gov.tw/sets106/index.php

 ▎  事業單位名稱：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訓練課程名稱：wyler電子水平儀介紹

 ▎  事業單位名稱：好家庭毛巾股份有限公司
 ▎  訓練課程名稱：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相關課程實
務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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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 AI 科技田，打造 AI 生態圈
文章由科技部提供

一、前言

自 從 1956 年 John McCarthy 用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一詞來描述機器模仿

人類「認知」能力（如「學習」和「解決問題」

展現的智能）以來，人工智慧一直是一個屢因

技術成就引起世人興奮，又屢因期待過高而失

望的重要研發領域。由於雲端運算及物聯網的

普及，促成大數據與運算能力的倍數增長（摩

爾定律），加上大數據分析、深度學習等技術

的快速進步，人工智慧開始成功地應用於物

流、數據挖掘、醫療診斷、製造及國家安全等

領域。1997 年 IBM DeepBlue 成為第一個擊敗世

界國際西洋棋冠軍 Garry Kasparov 的計算機系

統；2005 年 Stanford 大學團隊研發出第一個成

功達成 DARPA 無人自動車駕駛 Grand Challenge

要 求 的 自 駕 車 系 統；2011 年 IBM Watson 在

Jeopardy! 益智問答節目中擊敗該節目 1964 年

播出 47 年來最強的兩位人類冠軍，展現了人

工智慧推理與回答問題的能力，Watson 並成功

地被應用於新藥研發、診斷與癌症治療管理等

領 域；2016 Google AlphaGo（2014 年 由 Google 

DeepMind 開發）首次在圍棋比賽中擊敗南韓

圍棋九段棋士李世乭，並於 2017 年擊敗世界

排名第一的棋士柯潔，充分顯現人工智慧在深

度學習上的突破性進展。

雖然人工智慧仍不及人類大腦的複雜性，

尚無法完全處理常識判斷、情緒回應及跨領域

知識等，但是透過大量的資訊彙整與分析訓

練，人工智慧已逐漸能在特定領域從事高度邏

輯性的工作，亦已從重複性的自動化工作進階

到邏輯分類與判斷，甚至輔助決策。未來人工

智慧發展的主要目標為落實情境應用，亦即雲

（雲端、大數據）、網（物聯網）、端（手機

等終端裝置）一體，提供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

與智慧應用服務。AI 主要技術涵蓋晶片、終

端硬體、雲端運算系統等硬體設施，以及類神

經網路、專家系統、大數據趨勢預測分析、開

發平台架構、深度學習 / 機器學習、語音 / 影

像辨識等演算法技術，且應用領域相當廣泛包

括金融科技、智慧製造、智慧醫療 / 健康、智

慧交通等，而自動駕駛汽車與機器人將會是第

一波實現人工智慧社會導入的重點。

台灣位居全球高階 IT 及 IC 製造與服務業

之中心位置，擁有完整的 ICT 產業價值鏈及產

業群聚，形成具備完整技術與服務能量之 IC

產業生態系。2016 年我國晶圓代工及 IC 封測

全球第一，IC 設計為全球第二，為全球具備

重要的資通訊硬體製造能力之國家。我國學研

界長期投入在類神經網路、專家系統等理論發

展，近年在機器人的科學研究每年投入至少新

台幣 1 億元，且服務型機器人的研發比重逐漸

增加，機器學習與大數據趨勢預測分析的相關

應用也具備一定研發能量，然在演算法上的應

用研究與開發相對較少，且從專利的角度來

看，相對於其他國家或主要國際廠商而言，我

國在 AI 核心技術的專利並不多，布局觸角亦

不甚廣泛，特別是在軟硬體系統整合應用與產

品服務提供等方面，更是亟待突破的地方。

是故，除了運用 IC 產業優勢與既有科學

基礎系統性地培育研發人才，並在技術、研發

設施、實驗場域上提供新創團隊研發支援外，

也應積極吸引更多跨領域人才加入，並透過創

新團隊將技術轉譯為具體應用，發掘更多符合

我國社會需求的解決方案。透過 AI 加速我國

製造業加值轉型的智慧製造、提供未來高齡社

會所需智慧醫療 / 健康的醫療照護服務、提升

優質生活與運輸移動服務的智慧交通，以及促

進金融交易效率與安全與提供客製化商業金融

服務的金融科技等，皆為我國於 AI 應用上所

關注的重要領域。

二、發展願景及推動策略

 ▎ 圖 1：AI主要技術涵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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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推動人工智慧（AI），是以「小國

大戰略」的思維，掌握 AI 創新價值，提升國

家競爭力為願景，以我國所具備領先全球的

IC 產業優勢為基礎，透過 5 大策略，打造由

人才、技術、場域以及產業構築而成的 AI 創

新生態圈，引導台灣成為 AI 發展重鎮，激發

台灣半導體產業另一波動能，進而孕育 AI 新

興產業應用發展。策略囊括：

（一）研發服務—建構 AI 研發平台
◆ 策略目標

以 4 年共 50 億元經費，建置人工智慧及

大數據運算平台之資源共享環境。藉由人工智

慧與雲端技術結合 IoT，彙整重要關鍵大數據

資料集，有效整合國內資源，提供大規模共

用、共享的高速運算環境，讓產業與學研界能

專注於深度學習與大數據分析的技術發展與應

用開發，加強 AI 科技與產業研發接軌，形成

區域創新生態體系。

 ▎ 圖 2：建構 AI研發平台。

◆ 推動重點

建置國家級 AI研發與雲端服務基礎建設：

提供具延展性之高速運算與儲存軟硬體共用設

施環境，培植國內人工智慧產業生態體系，帶

動人工智慧系統自研自製技術能量與經濟規模。

發展前瞻智能應用之軟硬體技術與服務：

建置雲端管理與跨域資料集系統，支援 AI 創

新研發中心前瞻軟硬體系統與 AI 晶片研發。

開放 API 及共享平台，加速應用開發時程，促

成新創服務或公司轉型。

橋接產業應用與培育人才：培育國內智慧

科技軟體與產業創新研發人才，並成立具國際

競爭力之創新研究服務企業 RSC，建立永續經

營商業模式，形成區域創新生態體系，來翻轉

經濟與工作自動化，進而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二）創新加值—設立 AI 創新研究中心
◆ 策略目標

以 5 年為期，每年預計投入 10 億元，深

耕人工智慧基礎技術、智慧醫療、金融科技與

智慧製造等人才與技術研發，同時加入人文、

社會等未來人工智慧於實際應用時所面臨議題

之研究。本計畫將號召國內外逾 300 位專家學

者投入相關技術發展與應用，並培育 3,000 名

AI 相關人才。

◆ 推動重點

招募研發團隊向世界級研究機構看齊，

以 AI 技術解決社會及產業具挑戰性的重要問

題，並建置數個國際級 AI 創新研究中心，以

吸引海內外優秀人才參與。

邀請具創業實務經驗且具熱忱之傳承人士

組成專家委員會，連結產業界和學界，協助專

案審查和指導、投資建議與輔導及國際接軌等。

進行國際性前瞻 AI 技術動態與應用議題

探討，研析主要國家之 AI 政策研究方向，考

量未來 AI 於實際社會應用所面臨的法律、倫

理與風險等議題，據以研擬 AI 相關作業規範

並提供 AI 研發環境與法規鬆綁之建議。

推動國際頂尖 AI 研究中心合作機制，遴

選合適之 PI 研發人員參與跨國研究，直接地

第一手學習 AI 創新創業之精神與作法。邀請

國際頂尖 AI 專家講授最新技術趨勢，定期舉

辦 AI 相關座談會 / 產學論壇進行研究成果推

廣交流。

（三）創意實踐—打造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

◆ 策略目標 

4 年預計投入 20 億元經費，落實機器人

軟硬整合與創新應用，提供年輕人動手做的實

作舞台，催生台灣智慧機器人產業所需人才，

提升國際競爭力。本計畫預期成立 50 家新創

公司，培育 4,000 人並自造出關鍵技術或產品

30 組以上，藉由產學研界之力量共同培育所

需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

◆ 推動重點

建置強大資源的後台（讓創意快速實

現）。台灣需要結合產學研能量，建構智慧機

器人發展所需要的優質基礎環境，促進智慧機

器人產業永續發展，針對機器人關鍵模組、人

機介面、機電整合、機器人精度及性能驗證等

建構共用硬體設備 / 軟體開發平台，以開放實

驗室、開放 API 介面及開放程式碼模式，提供

創客模擬產業界所面臨問題的自造場域，藉以

強化產業問題解決能力。

建構凝聚社群力量的前台（讓創客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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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透過自造主題發展社群，建立共創開

發平台，並建立進階師徒制度，與丟題解題與

各級機器人競賽等方式，凝聚各界參與力量。

除此之外，利用國外業師講座論壇及國際鏈結

與創新人才培訓（育）課程亦可凝聚區域創客

社群實力。

建立完善永續營運模式（成為國際平台

永續培育）。透過中心 - 衛星自造基地網絡模

式聯合營運，共同帶動自造風潮。此外，透過

平台網站架設，建立永續智慧機器人創業生態

系統，持續培育智慧機器人技術人才，讓創意

變成創業。

（四）產業領航—半導體射月計畫

◆ 策略目標

本計畫 4 年將投入 40 億元經費，全力協

助打通半導體業進入 AI 的瓶頸，朝向智慧終

端（AI Edge）的核心技術開發，希望藉由鼓勵

學術團隊參與，與產業共同合作，以提升台灣

半導體領域之國際競爭優勢。期望藉由本計畫

之推波助瀾，能培育 AI 產業發展急需之頂尖

半導體製程、材料與晶片設計人才，帶動台灣

迎接 AI 應用爆發的年代，共創台灣半導體產

業新榮景。

◆ 推動重點

本計畫將以挑戰 2022 年智慧終端關鍵技

術極限為目標，開發應用於終端裝置上執行

AI運算所需的各項技術。包括五大研究領域：

關鍵元件、製程與材料、感測器，下世代記憶

體設計，感知運算與人工智慧晶片，物聯網系

統與安全，及無人載具與 AR/VR 應用。

由於智慧終端系統中，裝置需具備深度

學習的能力，因此系統晶片將是簡化、高效

率、低功耗之深度推理架構。計畫目標，除開

發具有感知運算之 AI 晶片外，亦將投入可使

邏輯電路更低電壓、低耗能的元件與製程設

計，及突破材料封裝限制，開發具長時間待

機、快速讀寫及智慧運算與儲存等功能之下世

代記憶體設計。此外，本計畫也將極小工作電

壓、極低功耗，具高靈敏度的新式關鍵感測元

件技術，具安全考量之物聯網所需之巨量資料

傳輸、分析及終端運算系統，前瞻性物聯網系

統晶片架構、設計與自動化關鍵技術，與具應

用潛力之無人載具與 AR/VR 系統等，列入發展

重點。所提各項技術開發，包含元件、電路與

關鍵軟硬體，將依應用需求進行整合。 

（五）社會參與—科技大擂台 (Grand Challenges)
◆ 策略目標

為刺激更多年輕學子親近 AI，並促進 AI

在相關領域的大突破，將陸續以擂台賽方式設

定重大挑戰課題，廣徵好手參與投入。透過擂

台賽凝聚公眾對人工智慧發展與影響的關注，

發掘各領域具熱情與衝勁的優秀團隊共同挑戰

我國發展人工智慧應用的重大瓶頸。

◆ 推動重點

將全球產學研創新者匯聚於人工智慧大挑

戰平台，相互切磋競技，集結公眾想像力與創

新想法共同開發變革性解決方案與創新應用，

導入概念驗證及商業化輔導資源，協助提升國

內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能量，形塑創新氛圍。

首波推出「與 AI 對話」競賽，懸賞總獎

金新台幣 3,000 萬元，首獎 2,000 萬元，以未

來 AI 必須的電腦中文聽力理解為競賽主題，

邀請各界好手角逐優勝。競賽區分熱身賽及正

式賽兩階段進行。熱身賽僅限國內高中職及

大專院校學生組隊參賽，於今（106）年 8 月

1 日起展開初賽賽程，並於 9 月 30 日及 10 月

28 日辦理半決賽及決賽。正式賽將於 107 年 3

月開始第一個里程碑賽，邀請產學研界人工智

慧相關團隊共襄盛舉。

三、創新是價值的源頭

人工智慧為科技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破

壞式創新，對產業經濟、社會發展、人類生活

都將產生極大的影響。近年來人工智慧在深度

學習上有極具突破性的進展，亦逐漸在特定領

域從事高度邏輯性的工作。再者，未來人工智

慧對於實際社會應用亦將面臨機器與人類的歸

責、智財權歸屬、侵權、隱私權等法律與倫理

議題，同時也可能產生電子人格權爭議、人際

關係疏離等問題，因此開發設計符合倫理、法

律和社會規範的人工智慧系統亦是未來人工智

慧發展的目標。透過此 5 大策略，冀望能加速

提升台灣人工智慧研發能量與基礎環境，布局

與扎根關鍵核心技術，提供優質自造空間，優

化人才質量，激發創新解決方案，開發在地化

應用及服務，以帶動下一波經濟轉型動能並掌

握 AI 成長的價值源頭。AI 不是一個產業，而

產業需要 AI，期望透過產學研共同合作，讓

台灣成為世界級人工智慧重要的應用場域及相

關產業研發與製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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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立法院長蘇嘉全 商總提 15 項建言
王麗萍

全國商業總會賴正鎰理事長率領本會第十屆

理監事新科團隊，包括葉宗義監事會召集人、許舒

博副理事長、王為模常務理事、王友本常務理事及

會務同仁等 52 人，於 8 月 15 日下午 4 時 30 分拜

會立法院長蘇嘉全，蘇院長於立法院簡報室親自接

待，同行的還有林志嘉秘書長、法制局陳清雲局

長、秘書處吳慧玲處長等，共同聆聽產業建言。

賴正鎰理事長首先致詞感謝蘇嘉全院長與林

志嘉秘書長及相關幹部接待，他讚揚蘇院長於上任

短短一年多時間，即通過年金改、一例一休等重大

法案，對於蘇院長的協調與溝通能力非常肯定，相

信在蘇院長領導下，立法院一定能夠更上一層樓。

然而對於一例一休，賴理事長也有話要說，他

代表會員公會向蘇院長陳情，《勞動基準法》前身為

工廠法，法律適用對象以工業、製造業為主，難以套

用於服務業，且服務業業種繁多，現行法制已難以符

合服務業人力運用現況與需求，尤其在延長工時上限

及計算、特別休假日排定及輪班間隔時數規定上，僵

化無彈性，完全不適用服務業營業特性與需求，因此

賴理事長提出六點訴求，希望立法院能盡速修法，以

徹底解決一例一休對全民所造成的傷害。

賴理事長所提六點訴求如下：

一、 修訂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建議休息日加班時

數及加班費計算，以實際加班時數計算，休息

日加班費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

給。

二、 修訂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之 1：將「依中華民

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條

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

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等文字

刪除，讓更多行業能擴大適用彈性工時。

三、 修訂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建議延長工時一個

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得

以六個月為一期總量使用，期間每一個月不得

超過六十小時。

四、 修訂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現行輪班制者至少

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休息時間，建議回到修法前

應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未有時數限制），讓

中小企業在人力不足情況下，得以順利運作。

五、 修訂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建議將勞工特別休

假日由勞工排定，改由勞資共同協商排訂。

 勞工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或遞

延兩年度予以特休。

六、 另服務業態多元，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也相當多，彼此規定不免矛盾與牴觸，建議

未來能針對服務業特性，制定勞基法服務業專

章，以符合實際需求。

蘇嘉全院長也回應了賴理事長的期許，他了

解一例一休上路後對勞資雙方所引發的衝突，以及

對大眾生活造成的影響，他認為政府有責任要來解

決，找出最大公約數，創造勞資雙贏。

蘇院長進一步說明，企業與政府的經營方式

並不一樣，企業要的是賺錢，要利潤，要對股東和

員工負責，而政府則是要對人民負責，要取得人民

的信賴，才能永續執政，蘇院長認為政府應勇於承

擔，好的讚美，不好的批評，不論是改革或是拚經

濟，政府都要做。

蘇院長最後表示，關於一例一休修法，目前

已經有兩個立委提案版本，商總若有建議，也歡迎

提出討論，只要多溝通、多磨合，事情就有機會可

以解決，對於一例一休爭端，蘇院長並不悲觀。

本次拜會立法院長蘇嘉全，理監事們也利用

這個機會，代表產業向蘇院長請命，計提出 15 個

建議案，蘇嘉全院長大展誠意與魄力，不但於拜會

次日就將產業最關心的一例一休立法委員所提修正

草案送本會查參並發文請政府相關機關卓處逕復

外，其餘建議案也轉請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

交通部、衛生福利部回復辦理情形，積極處事與行

動力讓本會拜會團隊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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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祖父母節活動 全台企業齊響應
林秀娥

教育部於 99 年發起並全力推動「祖父母

節」，將每年 8 月第 4 個星期日訂為「祖父母

節」，今年邁入第八屆，106年 8月 27日（日）

祖父母節，教育部規劃辦理 106 年祖父母節系

列活動「祖孫學習趣」，期喚起國人更加重視

家庭世代關係，落實傳統核心價值之家庭倫理

與品德教育，彰顯祖父母對家庭的貢獻與重要

性，鼓勵年輕世代更樂於接近長者，分享其生

命經驗及人生智慧，以達「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會。

每年的 8 月第 4 個星期日「祖父母節」，

在教育部的積極宣導播散下，民眾已經逐漸熟

悉且有感此一深具意義的節日，教育部和全國

各地方政府都會盛大舉行各項「祖父母節」慶

祝活動。

106 年度祖父母節系列活動「祖孫學習

趣」，包括「祖孫藝起趣」的快閃活動、「祖

孫玩創趣」的影片創作、「祖孫樂購趣」的優

惠生活享樂、「祖孫樂遊趣」的特色課程體驗、

「祖孫野餐趣」的草地野餐饗宴、「祖孫溫馨

情」的微電影徵選等六個活動主題，於 106 年

6 月至 12 月由全國商業總會及各縣市政府家

庭教育中心、樂齡學習中心及基金會、民間團

體規劃辦理，促使國人能夠更加重視家庭親情

關係，落實傳統核心價值之家庭倫理與品德教

育，彰顯祖父母對家庭的貢獻與重要性。106

年慶祝祖父母節的系列活動，全國商業總會負

責規劃辦理「祖孫樂購趣」及「祖孫野餐趣」

兩項慶祝活動，辦理成果豐碩，獲得熱烈迴

響。

「祖孫樂購趣」，全國商業總會從 106 年

5 月起著手規劃，廣邀各地店家共襄盛舉，共

邀集到國內優質廠商 90 家參與，自 106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甚至到年底，在祖父母

節慶祝期間提供消費優惠，包含有特力集團、

萊爾富、合隆毛廠、新東陽、小花園百貨、林

三益、海瑞食品、6 星集足體養身會館、豪葳

廚具、秀泰影城、亞太電信、科林助聽器、鳳

凰身環保洗衣店、長榮桂冠、墾丁馬爾地夫等

等知名商店、飯店與台東地區民宿共有 2,800

多家，遍及全國各地。教育部特於 106 年 8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教育部大禮堂舉辦盛

大「歡慶 106 年祖父母節系列活動暨感謝鴻海

教育基金會捐贈記者會」，對外發布廣為周

知，全國商業總會特邀請涵碧樓大飯店、台南

大億麗緻酒店、圓山大飯店、劍湖山王子飯

店、墾丁福華渡假飯店、台中港酒店及王大夫

一條根公司等 7 家優惠廠商代表與會，優惠券

也於記者會當天正式上架，詳載於全國商業總

會及教育部樂齡學習官網，提供民眾下載使

用，讓國人共享祖孫樂購天倫之樂。

「祖孫野餐趣」，於今年的祖父母節前

一天 106 年 8 月 26 日下午 3 時 30 分至 6 時 30

分在台北市大湖公園陽光草坪舉行，由教育廣

播電台知名節目主持人陳端慧小姐主持，教育

部朱楠賢主任秘書、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張淑芬

董事長、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吳清基理事長及

全國商業總會賴正鎰理事長等貴賓蒞臨致詞，

全國商業總會許舒博副理事長、謝海財理事及

梁國山理事等一同出席。

活動中教育部特頒發協力單位全國商業

總會、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台積電慈善基金

會、「永齡慈善」教育基金會、光泉文教基金

會、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

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鴻海教育基金會等 9

個單位「感謝狀」，以資激勵。接著由莊敬高

職推出今年製作之慶祝祖父母節三層蛋糕，邀

請教育部朱楠賢主任秘書、張淑芬董事長、吳

清基理事長、賴正鎰理事長、許舒博副理事長

及祖孫代表共同啟動慶祝祖父母節儀式，野餐

活動計有各界貴賓及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月麗

司長、顏寶月副司長、楊修安專門委員、孫婉

寬科長等機關、團體、協力單位文教基金會、

表演團體、祖孫家戶及大眾傳播媒體等共計

810 人參與。

教育部朱楠賢主任秘書致詞時指出，世

界各國都在推廣祖父母節，台灣將於 107 年正

式邁入老年化的「高齡社會」，世代的融合更

為重要，為促進祖孫世代的互動，教育部特將

每年 8 月的第 4 星期日訂為「祖父母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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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倡導，舉國慶祝。全國各地樂齡中心到今年

剛好 10年，樂齡中心幫助打拚過的祖父母們，

透過學習而能快樂的生活，一年參加樂齡中心

的學員有 205 萬人次，前部長吳清基任內推動

祖父母節，更讓大家能重視祖父母的退休生

活，並感謝永齡基金會今年捐贈 306 台液晶電

視教學設備。

前教育部長吳清基則以中華祖父母關懷

協會理事長的身份表示，台灣社會的結構，孫

子和祖父母之間的互動普遍很少，甚至有的平

時連一通電話都沒有，可惜祖父母打拚了一輩

子的辛苦，因此當年決定推動祖父母節，而政

府力量有限，民間資源無窮，他很肯定企業界

對祖父母節的支持，百貨公司、飯店等等打折

讓祖孫共歡。長者最怕一個人在家，久了會得

憂鬱症，長者要走出來和大家一起學習、共同

做公益，現在他自己退休以後，也樂於當永遠

的教育志工。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張淑芬董事長很難得

帶著女兒和最小孫子出席今天活動。張董事長

致詞時談到家居生活祖孫情，讓她對三代同堂

很感動，強調社會一定要推廣「孝道」，因而

起心動念關懷獨居老人，思考能為這些長輩做

些甚麼？為什麼社會上會有獨居老人，其中很

大的問題是孝道式微，家庭倫理淡化了。她

決定用行動支持教育部的祖父母節，「放下

3C，走出戶外，體驗親情的溫度」，她認為

從小培養孩子們敬老、親老的想法，才能真正

建立起孝道觀念。

全國商業總會賴正鎰理事長致詞時表示，

現在社會普遍隔代教養，建立家庭親情倫理，

拉近世代距離是非常重要。他是祖母帶大的，

印象中祖父在 40 歲壯年就因故往生，小時候

只知道他是一位溫文儒雅教漢學的先生，尤其

是在雲林鄉下是少有的文人，當時雲林草嶺地

區只要是能讀書、識字的人，幾乎都是祖父的

學生，所以他到現在仍保持喜歡閱讀名人傳

記，也許就是受了文人祖父的啟發吧！也因為

有祖母的教誨，道德傳承，影響他日後做生意

時秉持的原則，充分顯示祖母的智慧與經驗分

享的重要性。

野餐活動中教育部、光泉文教基金會、

福智文教基金會、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及中華

競技疊杯運動推廣協會、莊敬高職等共設有 9

個攤位，供民眾吃喝玩樂、體驗遊戲、打卡，

讓祖孫從遊戲中快樂學習與分享。表演舞台並

安排豐年樂齡學習中心開場表演，由阿公、阿

嬤、孫子女們以一首感動「祖孫帶動唱」揭開

序幕，坪林樂齡學習中心平均年齡 80 歲以上

的長者，共 30 隻天鵝帶者 5 位孫子一起表演

「祖孫天鵝動感秀」、中華祖父母關懷協會和

中華競技疊杯運動推廣協會安排了極限疊杯表

演秀，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祖孫說唱秀」對

口相聲老少樂，最後壓軸的是傌儷芭里文化藝

術團「祖孫原舞情」原住民舞蹈表演，在黃昏

暮色低垂下，由耆老、父母勇士及婦女帶領小

朋友 12 位演出以部落傳統音樂、歌謠、器樂

〈四音木琴、竹琴、縱笛、口簧琴〉等敲擊吹

奏，讓大家看得如痴如醉，展現祖孫世代融合

的傳承力及生命力。此外，在精彩表演節目中

場，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光泉文教基金

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及

優惠廠商等特地提供精美摸彩品助興，全場在

兒孫齊聚歡笑聲中度過歡樂的「祖父母節」幸

福野餐饗宴。

此外，為了擴大宣導每年 8 月第 4 個星

期日為「祖父母節」，全國商業總會特於 106

年 9 月 15 日函請中華民國印刷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轉知所屬會員印刷業者在每年

印製之月曆 / 週曆 / 日曆 / 行事曆等資料中予

以標示「祖父母節」，以利全國共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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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大老力促台馬產業合作
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　鄭尊仁副主任

新政府去年上任後，即提出新南向政策，

作為我國對外經貿發展重要策略，希望透過這

個策略，可以讓台灣的產業積極參與新南向國

家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因此，當經濟部邀請工

總成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以協助

產業界與新南向國家產業界進行對接合作時，

工總許勝雄理事長義不容辭答應經濟部請託。

「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共設有 6

個小組，包括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印尼、

印度及菲律賓，其中馬來西亞小組係由工總副

理事長林明儒先生擔任小組召集人，林副理事

長對於能夠擔任台馬產業平台與溝通橋樑感到

十分榮幸，也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能讓台馬雙方

的業者有更多的交流與合作。並提到以後應多

鼓勵馬來西亞重要企業人士來台，尤其是今年

即將舉辦的『台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為了促成馬方產業界能對台灣產業界有

更多的認識與鼓勵馬國業者來台交流，林明

儒副理事長特別在論壇前飛往吉隆坡，並於 8

月 28 日藉道當地東方文華酒店宴請馬方企業

人士及重量級台商，為了表達工總對此事之支

持，工總許理事長也特別飛往吉隆坡與林副理

事長會合，兩人聯袂親自邀請馬國製造商聯合

會（FMM）的會長林偉才丹斯里與副會長蕭健

皓拿督務必於 10 月 25 日前來台灣，與工總共

同舉辦此一高峰論壇。

8 月 28 日當晚，馬國賓客陸續到來，現

場馬國貴賓包括：IOI 董事主席李深靜、金獅

集團鍾廷森執行董事長、FMM 林偉才會長、

FMM 蕭健皓副會長、馬來西亞台商聯合總會

創會會長洪榮民、李芳信董事長、丁重誠拿

督、丁子斐律師、南洋集市 CEO 林俊名、Top 

Glove Patrick Loke Pak Cheok、中國信託吉隆坡首

席代表陳昶泓等人；而台方貴賓則有衛福部何

啟功次長、馬國代表處章計平大使、亞細亞林

滄智總裁、工信集團總裁潘俊榮、台灣磚瓦公

會理事長陳洋裕、新茂林凱民董事長等人。

許理事長於晚宴中表示，台馬兩國在過

去數十年，已在產業與經貿上建立良好的互動

基礎與合作關係，新政府上台後推動新南向政

策，正好為台方參與馬來西亞經濟發展提供絕

佳 機 遇，

對於未來

建立台馬

產業生態

系， 以 及

強化台馬

雙方產業

合 作， 提

供良好的

交 流 平

台， 希 望

藉由今晚

的 會 面 與

餐 敘， 凝

聚更多的共識與提供更多的合作機會。

晚會並安排筆者簡介此次高峰論壇規劃

之概況，報告重點包括：

1、雙邊產業交流原則是民間主導、政府支持。

2、推動架構及對接模式是工總對應對方國家工

商總會，初步聚焦在印尼、泰國、菲律賓、印

度、馬來西亞及越南舉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3、2017 台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規劃時間是於

10 月 25 日（三）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主席分

別為工總林明儒副理事長及 FMM 林偉才理事

長，官員與貴賓將分別邀經濟部 / 次長、台中

市長、馬國貿工部高層。

4、請業界先進協助邀請重要廠商參與產業分

論壇：紡織、生技食品、智慧城市及資訊服務。

5、會中 FMM 林偉才會長及蕭健皓副會長慨然

允諾，會全力配合工總來主持此論壇。受工總

所託，筆者也當場邀請 FMM 副會長蕭健皓副

會長於論壇中擔任專題演講者，以馬來西亞產

業宏觀來看未來產業合作機會，並獲得同意。

後記

感謝許理事長與林副理事長的支持與費

心，雖然馬來西亞高層官方參與高峰論壇的尚

在努力克服政治因素，但馬國民間協會及重要

產業龍頭人士均表達支持論壇的舉行，在工總

號召下，讓這場台馬產業鏈結的論壇更能著重

於實質的民間交流。

 ▎  台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將於 10月 25日在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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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永 雞婆性 慈悲心
梁瑜

深耕廚具 30 來年，為無數地家庭打造重
要的基地

家是每個人的核心，廚房則是家最重要

的地方，大家對於家的記憶都是圍繞著空間和

味覺展開，在現代的生活，我們期待藉由居家

設計展現出屬於自己的生活風格，並展現出自

我的生活美學主張。陳義永，是中華民國廚具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同時也

是商總的常務理事，經營蕃茄廚具（豪葳實

業）及鎧葳廚具兩間公司，投身廚具產業 30

多年，為無數家庭打造兼具生活美學與實用的

居家、廚房空間。

飲水思源 絕不搶客源

出身台灣南部農村的陳義永，從小就立

志要成為董事長，頭腦靈活的他，小學一年

級，就已經開始會販賣枝仔冰給農田裡的叔叔

伯伯賺取零用錢。 早期的台灣，業務員並不

是一份被重視的工作，就像閩南俗語「生意

嘴，胡累累」以似褒實貶地形容生意人講話表

面好聽，其實卻另有目的。不過，陳常務並不

在意社會對業務員的誤解，還對業務這職業提

出了一套獨特的見解，他神采飛揚地說道，其

實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會行銷和業務了，在我

們還不會說話時，就已經在思考如何引起父母

的注意來獲得食物，並且隨著年紀逐年成長，

我們學會了愛情、友情或任何場合，也懂得去

包裝展現，讓自我獲得注意，這些看似生活的

一環，但都是行銷、業務的門門學問。  

為了實現成為董事長的夢想，陳義永退

伍後，沒有走上家人期待的公務員道路，反而

進入天鵝牌廚具擔任業務員，也就這樣與廚具

產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小擔任班級和團隊領

導者的他，熱情且廣交朋友，古道熱腸的特

質，讓他在業務員的工作上表現十分優異，第

一份工作在短短五個月內就被榮升為台中區業

務主管，升職後也有多間公司，看重陳常務的

優異表現，希望高薪挖角。而陳義永常務人如

其名，十分重視道義責任；作為廚具業務，轉

職時卻是為了感念前老闆，堅持不進入其他

廚具同業，而

是選擇了擁有

相同通路、卻

不同產品的爐

具產業，擔任

晶工牌爐具的

業務經理，雖

然擁有相同通

路，但因推銷

的是不同的產

品自然也就不

會影響到前東

家了。在晶工

牌兩年後，適

逢 1980年代全球第二次能源危機導致不景氣，

公司面臨跳票危機，陳常務遂與同事在 1986

年一同出來自行創業，終於正式踏上夢想的第

一步，開始成為老闆。

追求品質 30 年來如一日

這一跨步就走過了三十一個年頭，作為

台灣廚具產業的第一代，隨著三十幾年來，台

灣的經濟蓬勃發展、國人生活型態改變，廚房

的形式由三件式的不鏽鋼廚具、簡易型歐化廚

具到正規歐系廚具的廣泛使用，陳常務戲稱，

蕃茄廚具可以說是跟著無數家庭的廚房，一同

走過台灣的廚具史。

目前台灣的廚具產業可概分為三大類，

分別為國際廚具品牌、台灣廚具品牌及廚具製

造工廠。國際間是以德國和義大利為廚具界的

領導品牌、日本品牌則有獨特的收納力，而台

灣的廚具品質早以和德、義品牌並駕齊驅，且

因能配合台灣人的生活習慣，彈性改變設計，

擁有國內廚具市場最高的市佔率，至於一般的

廚具製造工廠雖然設計較為單純，但能以實用

與競爭性價格做為競爭優勢。

縱然台灣廚具品質優良，但在市場規模

小、廚具產業進入門檻低和服務的同值性高的

因素影響下，廚具產業競爭十分激烈。蕃茄廚

具是如何不同於其他品牌，屹立不搖走過了

三十個年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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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永堅定地說：「堅持品質」。他說

蕃茄廚具所追求的品質，就是將客人的家當作

自己的家來設計、製作。因為廚房是家裡最重

要的地方，好的廚具，可以讓烹飪時光愉悅、

建立家庭相聚的小中心，但建置不良的廚具系

統則會讓家庭容易滋生蟑螂、蚊蟲，並且排

煙、瓦斯或電路系統的設置更是十分重要，一

個細節沒有留意到將會影響整個家庭的安全。

所以，我們都是兢兢業業地為客人設計、製

作。  陳常務自信一笑再道：「，也因為我是

雄中畢業的，雄中的校訓就是『實事求是、精

益求精』，畢業四十多年，我們每一個同學依

然是銘記在心。秉持著精益求精的精神，蕃茄

廚具跟隨著時代不斷的創新、提升。為了達到

最高品質的廚具產品，我先後成立蕃茄廚具

（豪葳實業）及鎧葳廚具兩間公司，分別進行

廚具的設計及製造，是全台業界唯一能從設計

到製造一次性完成的廚具品牌。在製作方面，

不論不銹鋼檯面、桶身或木作的廚具都堅持自

己工廠製作、從生產過程開始進行品質把關，

確認每一件廚具都擁有台灣製造的高品質；設

計、研發的部分，則是我十分重視的一環，藝

術源於生活，而生活是藝術的來源，團隊除了

與國際接軌，定期前往德國科隆展、義大利米

蘭展及日本展會外，更會將國際設計趨勢結合

台灣人的生活習慣，能讓顧客使用上美觀及實

用兼具。並且，現在蕃茄廚具除了廚房設計

外，也結合了系統傢俱，讓顧客能夠一次性的

挑選符合家庭需求的設計，而不會造成廚房與

居家設計無法連接的窘境。」

陳常務最後打趣說道：「現在我們的團

隊是一個大蕃茄，帶著三個小蕃茄一同打拼。

早期家裡務農，我就要帶著一袋袋蕃茄前往市

場販售，後來因為延續著記憶，就將蕃茄作為

品牌名，當初辛苦的白手起家，我們在二兒子

出生前創立了公司、兢兢業業的經營，到現在

第二代的孩子們也一起加入團隊，孩子們各自

擁有設計、行銷和財務專業，因為他們懂得與

國際接軌，讓我們品牌能具有如此的設計力和

國際競爭力。」

熱心公益 乾爹、長ㄟ稱呼不斷

關於陳常務還有個小趣事，他是在商總

最多人的乾爹，熱心於公共事務的他，即使遠

在高雄，商總舉辦的各大活動會場也都一定會

看到他的身影。他笑笑說我就是比較「雞婆

性」，才會喜歡到處幫忙，也因為秉持著「取

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陳常務總是積極

參與各類型的公共事務，目前陳義永除了是全

國商總的常務理事外，還身兼了高雄市政府顧

問、中華民國廚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榮

譽理事長、高雄市義勇消防總隊副總隊長、雄

中校友會常務監事、國際獅子會 300D2 區環保

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理事長及

高雄市商業會顧問多種身分，他完全是用經營

自己企業的心態，在推動各種公共事務。

民國 100 年，正當陳常務擔任中華民國廚

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時，即與義

守大學合作在全國首創開辦「廚具設計與經營

管理產碩專班」，正式將廚具產業推入大專院

校教育體系中。身為廚具人的他希望能將這輩

子經驗傳承給下一代，因為廚具的專業，並非

一般的室內設計師就可以設計，因為廚具多為

量身訂做、不論料理的動線、餐廚用具或風水

都是需要去思考留意，所以陳常務努力的促成

課程成立，期望為廚具產業培育優良人才。

除了讓廚具產業走入大專院校，陳義永

從民國 78 年到現在，還擔任了 28 年的義消，

身為義消團隊的一員須協助消防局辦理火災搶

救、緊急救護等等工作，而身為高雄市義消總

隊副總隊長的他，更要協助高雄市義消總隊，

編制內外共有 5,000 多人，取得相關資源，讓

團隊能持續的運作、服務。

陳義永常務最後一改幽默本色，正經說

到：「面對人生，我們要有捨才有得，千萬不

要過於計較得失。我的夢想是希望成為董事

長，雖然不是多遠大的夢想，但是能夠多付出

的，自然就可以多做，作為企業主就要有社會

責任，多別人一分成就，就可以多回饋一分，

我們做人心若存以慈悲、善良，自然也就會獲

得正向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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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吳金寶 
積極振興產業 創新拓展新局

魏莉玫

出版產業是一個充滿人文溫度的產業，圖書

出版品除了反映出當代國家文化的樣貌，更蘊藏著

珍貴的文化資產。

今年 4月甫上任的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新

任理事長吳金寶先生，秉持著文化人滿腔的熱忱，

一方面憂心產業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又積極務實

的從各方不同層級，以突破創新的思維與作為來因

應產業型態的變遷，為改善出版產業的經營環境投

入許多努力。

「文化創新、出版啟航」之使命精神

台灣當前的圖書出版業已陷入嚴峻的景氣

寒冬，書店的數量從以前的數千家萎縮剩下不到

1/5，出版產值自 2012 到 2015 年則從 352 億直線滑

落到 190 億，幾乎是近腰斬的慘況！從國家文化競

爭力的角度來看，產業是處在令人擔憂的情況。

出版公會全聯會以產業的發展與永續生存為

前提，積極擔當文創產業的火車頭角色。以「文化

創新、出版啟航」之精神引領出版產業由創意延伸

產值、以文化帶動知識經濟、戮力將台灣的文創實

力推向國際，揮灑出瑰麗斑斕的新未來。

經濟不景氣 ‧ 購書成為一種奢侈

眾所周知要維持一個組織的正常運作，必需

倚賴合理的營運與利潤，但是網路時代由於多元媒

體的蓬勃發展，影響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更降

低了人們深度閱讀的意願與機會，造成圖書出版市

場的供需失衡，人們消費行為的萎縮直接影響了出

版產業的營運，這也正是產業衰退的最大癥結點。

面對此艱難的經營環境，如何提振閱讀風氣

與提升購書意願，無疑是拯救台灣出版產業最直接

有效的不二良方。而如何健全圖書市場秩序，使出

版產業鏈中的上下游皆能獲得合理利潤，業者得以

永續經營，正是產業界、公會及政府所關心並努力

改善的方向與致力探究的課題。

政府實質有效政策 ‧ 協助改善當前困境

在談到出版產業當前困境之時，吳理事長表

示，政府每年編列預算，購書贈予各鄉鎮圖書館、

各文化中心

以及學校，

雖為杯水車

薪，但仍不

失為一個搶

救產業的途

徑，也是目

前惟一可看

到的一線生

機。在出版

產業正面臨

嚴峻的挑戰

之時，籲請

政 府 以 減

稅、甚至免稅、發行圖書禮券或文化卡、結合公務

人員國民旅遊卡的運用等有效政策的實施，從扶持

本土產業的角度出發，多方管道齊下以全面提升搶

救出版產業的力道。

吳理事長也提到，由於少子化的緣故，受到

衝擊的不只有出版業，另外像是學校、幼兒園等許

多行業皆深受影響，在此也請立委們為產業大聲疾

呼爭取生存空間，而政府應提出積極有效的產業扶

植政策，以健全台灣出版產業體質，改善整體出版

市場環境，再創產業生機，以塑造全民優質文化空

間與國家文化的永續發展。

政府政策與持續對談溝通

文化建設是國家重要的基礎之一，文化產業

猶為其中重要的一環，位居於其中的出版產業則是

文化傳遞與保留的重要媒介，其興衰直接反映出一

個國家的文化國力，影響至深且遠。矛盾的是日前

行政院提出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案，看不到針

對出版產業的相關計畫內容。

扮演著文化小尖兵的出版產業，是台灣深具

代表性的文創事業，產值雖小卻擔負著文化傳承與

知識傳遞的重責大任。籲請政府檢視重大政策不應

僅以產業之產值為考量，更應包含並重視國力根基

建立之實質內涵。

吳理事長說到主管出版產業的文化部，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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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出版振興方案，也多次邀集出版業界人

士與公協會針對相關政策進行諮詢、會商與討

論。出版產業政策調研的對象包括圖書定價制、

國人購書抵稅、出版業免稅、公部門採購、圖書

館公共借閱權的推動等都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研

議。

其中公部門採購一項以前為最低價標，經

全聯會努力爭取，現已大約 7 成以上的案子皆採

用最有利標，同時也結合教育部與文化部共同來

推行，另外在圖書館公共借閱權的推動，以去年

為例 22 縣市的公共圖書館，共有 7,000 萬次的圖

書借閱率，但在出版業者而言，等於是 7,000 萬

本書的潛在損失，全聯會建議由政府採行補貼本

土書籍的出版業者，以香港為例，民眾借閱 1 本

書，政府則補助業者 1 塊港幣，如此，作者樂於

在圖書館舉辦活動，出版業者與作者也樂於出版

好書，此項相關提案目前已敦請立委共同努力來

推動政策目標的達成，但這項政策美意目前因政

府經費預算之故，仍有其需渡過的難關。

大潮流趨勢困境中的努力成果

在談到現今大潮流趨勢下人與書之間閱讀

型式的改變，吳理事長表示由於媒體蓬勃多元、

資訊傳播日益快速，改變且降低了閱讀習慣及購

書意願，造成出版市場的供需失衡，使得業者礙

於成本壓力無法生存而凋零。改善之道仍須從鼓

勵閱讀，提振閱讀風氣的根本做起。這又可分成

兩部份來談，一是閱讀向下扎根，另一是扶植書

店的成立與生存。

閱讀向下札根須從學校做起，學校圖書館的

採購機制如何更為健全，能以更合理的價格添購

優良的讀物鼓勵學生接觸閱讀，這關係到公部門

採購模式的改善，也是全聯會持續努力的工作，

初步成果已獲得各縣市圖書館採購案陸續跟進。

另一者為扶植書店，我們相信書店越多，

民眾接觸書本的機會越多，重振社會閱讀風氣的

機會就越大。理事長也建議希望政府能加強對書

店的扶植，這一點可借鏡大陸為鼓勵全民閱讀而

立法頒布「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及中央發布「關

於支持實體書店發展的指導意見」，由中央到地

方，跨部會單位層級提供土地、賦稅減免、租金

支持及專項資金獎勵等政策來扶植書店的成立。

由此可見，大陸已把「全民閱讀」提升至關係國

家發展的戰略位置來衡量，藉此也呼籲我國政府

能正視這件事情。

沈著應變轉型 ‧ 掌握成長契機

網路時代，圖書通路已從傳統實體書店轉

移到網路、手機各種移動平台上，使得閱讀的形

態更加多元化，面對這樣的轉變，出版產業要如

何才能夠成功轉型？我們知道，不論是實體書店

或網路書店，不管是紙本還是電子書籍，提供給

消費者的主體都是內容，出版業者如何提升競爭

力以不敗於市場折扣戰中，關鍵還是在於提供更

優質的「內容」。

但是反觀國內出版市場，據國家圖書館 ISBN

中心統計，去年 (2015)出版的 38,000多種新書中，

外來的翻譯作品有 9,700多種，佔了 1/4強的比例，

公共圖書館 105 年借閱排行榜中語言文學類書籍

前 20 名，翻譯作品即高達 11 本，占 55%，嬰幼

兒及學童圖書入榜者，也多以翻譯作品為主。

閱讀模式未來會如何轉變是無法預知的，

現在出版社的作法，是秉持著繼續出好書的態

度，現在許多業者都轉向出版童書或翻譯書方

面，而這整個型態的改變，最終仍會影響出版量

的改變。在一窩蜂爭搶國外翻譯版權之際，如果

出版業者能將視野拉回國內來，培養優秀的本土

作者，開發更優質的出版內容，同時提升編輯團

隊的編輯知能，生產更具競爭力的圖書產品，或

許是值得出版同業們一同深思的問題。

善盡社會公益 ‧ 帶領會員航向新世界

出版公會全聯會為五直轄市之出版商業同

業公會組成，成立時間雖不久，但擁有豐富之圖

書出版產業資訊及資源，並計畫發揮此優勢回饋

於各地弱勢單位及偏鄉地區，為這些地區之閱讀

推廣以及圖書需求搭建橋梁，讓閱讀與圖書的流

通沒有地域性的落差。敬請需要此類資源協助的

單位與全聯會聯絡，也歡迎更多的出版同業加入

行列，集結更強大的能量來回饋社會。

面對大環境的險阻，出版公會將勇於突破創

新，以新思維與新作為因應時代潮流帶領會員成

長與發展、開拓新局，為業界建立與政府溝通的

暢通管道，並尋求產官能量的結合運用，共同提

升產業競爭力，為出版產業謀求永續發展，以創

新思維掌握轉型成長契機，再創出版產業新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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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電子公會 期許成為滿意度最高的公會
譚宗仙

成立於 1948 年的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

業公會，簡稱為電電公會，與工業總會、商業

總會、工商協進會、中小企業總會等並稱為六

大工商團體。

電電公會現任理事長為正崴工業董事長

郭台強，監事會召集人是中國電器董事長廖伯

熙，會務的運作，除理監事會外，是充分授權

各委員會，目前共有 34 個委員會，而各委員

會都會提出各產業發展等具體論述，反映業者

心聲，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

公會成立源起與宗旨

電電公會指出，公會成立之初，是叫「電

器公會」，全名為台灣區電工器材工業同業公

會。當時的創始會員廠商只有加工修理、保養

等小型工廠 50 多家而已；後來隨著台灣經濟

的發展、會員廠商的打拚，再加上政府也大力

的扶植，逐漸發展為涵蓋生產電腦及周邊設

備、通信、光電、半導體、電子成品、電子零

組件等 16 大類與電有關的生產事業的產業公

會。

同時，電電公會指出，會員廠家數現有

3,000 多家，資本額共 1,586,998.89 百萬元，員

工人數總計 787,362 人；本業及上、中、下游

產值及出口值約各佔台灣總產值及總出口值的

一半，是台灣最重要、最高科技、最專業、最

有前瞻性的產業及產業公會，於是，原來的

「電工器材」的名稱已不符現實，所以，在獲

政府機關同意下，在 1994年更改為現在的「電

電公會」的名稱。

從電器工業演化為電機電子產業的特質，

電電公會指出，電機電子產業的科技可供開拓

的領域非常廣，是一種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精

密工業，但是，新舊技術的替代頻率高，產品

生命週期短，必須持續不斷的開發研究。

而台灣的電機電子產業，電電公會指出，

擁有完整的上、中、下游及週邊供應鏈體系，

完善的產業群聚效應，是最大的競爭優勢，同

時，還具有「  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

集」；「 產品數位化、經營國際化、競爭國

際化」； 「兩岸分工、全球佈局」； 「對市

場變化的快速反應」； 「豐沛的人才資源」； 

「開放及專業的管理體系」以及「規劃完善的

產業政策」等多項特色。

也因此，電電公會的宗旨是以「提供會

員多元服務，增進共同利益、以促進產業發

展」為主；並以「政府民間之溝通者；立足台

灣之推進者；運籌全球之支援者」為使命；並

以「專業、服務、創新」為理念；「合理化、

團隊化、價值化、家庭化」作為公會的組織文

化；所以，電電公會指出，公會的團隊以追求

卓越，承諾提供優質、即時、全面的服務，協

助會員永續經營，創造會員附加價值讓會員成

功，成為滿意度最高的公會作為公會的願景。

在這樣的目標下，公會以相關產、官、

學界為對象，舉辦多項聯誼活動，增進會員間

產業交流，並賡續組團參與公益活動，大力推

動企業回饋社會。

所以，電電公會與其他產業公會一樣，

也都積極的扮演著政府與業者間的橋梁，負有

聯繫協調、溝通反映同業意見的任務，同時，

針對產業政策適時向政府提出建言，以營造健

全的產業發展環境及因應廠商需求。

電電公會也因此在民國 105 年度被內政部

評鑑為「優等團體」，而其優良事蹟中，就特

別表明：「對於政府機關交付任務全力配合推

動，確實扮演政府與業界橋梁；在產業環境方

面，均能適時提供建言，建議主管機關採納以

落實產業服務。」

公會的業務與服務

除適時向政府反映業界意見、並提供建

言外，電電公會也針對會員廠商傳遞最新法規

訊息、並提供法務服務及宣導，有關貿易救

濟、個人資料保護、智慧權保護、勞資關係和

諧等法律事項得免費諮詢，並有法律顧問協助

與支援。

同時，基於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

電電公會指出，公會也積極的辦理全方位的人

才培訓課程，去年電電公會對「品質提升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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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人才」培訓課程上，共開辦訓練課程

412 小時，結訓 1,426 人次，依產業脈動規劃

相關課程，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也邀集主管

機關及相關學術研發機構，舉辦各項產品研發

與品管檢測認證等研討、說明、座談會，去年

共辦了 91 場次，參加人數 7,161 人次。

台灣的電機電子產業是以出口為主，為

了協助產業拓銷海外市場，也為掌握國際電機

電子產業發展動態，電電公會指出，公會持續

組團赴海外參訪重要產業代表、機關團體等，

協助廠商吸收國際經驗，並厚植台灣產業實

力，去年，電電公會就共組團參加 46 項海外

展並協助 408 家廠商爭取補助。

同時，電電公會指出，公會也主辦或參

加包括「世界電子論壇（WEF）」、「亞洲電

信資訊產業交流（ATIE）」、「亞洲電子展合

作會議（AEECC）」、「亞洲電子論壇（AEF）」

等，提升我產業國際知名度。

當然，電電公會也積極參與國際活動。

電電公會指出，公會的足跡可說是遍佈全球，

遠至奈及利亞，鄰近至日本。在全球海外 35

個國家中與 130 個國際相關公會簽立姊妹會，

今年更將目標定為 35 國 132 個姊妹會。

在海外據點方面，電電公會指出，除在

1993 年成立日本辦事處，促進台日產業交流

外，還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哈爾濱、長春、上

海、杭州、大連、廈門、昆山、東莞及武漢

設立 10 個聯絡處，並組成 16 個專業委員會與

18 個專案委員會，提供 3,000 多家會員服務。

有鑑於台商投資大陸已成為市場所趨，

電電公會指出，公會不但積極組團參加大陸及

港澳地區著名國際及內銷專業展，協助廠商拓

展大陸及全球市場商機，更在大陸昆山、馬鞍

山、湖南長沙等地主辦電子展，整合會員資

源，加強與國際工商機構間之聯繫及各項經貿

交流活動，有效增進會員之企業競爭力。

而每年定期出版的「中國大陸地區投資

環境與風險調查」，電電公會指出，已成為台

商投資大陸最重要的參考指標，也是大陸當地

政府改善自身投資環境的範本，更對美日澳等

地區外商也產生積極的影響力。

未來，除持續推動現有業務及提供服務

外，電電公會指出，也將因應互聯網時代的來

臨，將廣泛的利用寬頻網路擴充服務版圖；目

前，電電公會在資訊服務方面，早已積極推廣

電子商務平台、發行電子報、充分提供電子報

及資訊分享、建置台灣電子產業 APP，以利媒

合買主及採購資料、推動台日專案，促進更多

商機。

同時，也在台北及新竹建置「智慧生活

體驗館」，展示台灣 ICT 產品及其應用服務方

案，增加廠商行銷通路，並籌組智慧生活產業

交流參訪團，協助廠商拓展商機；也制定「智

慧服飾產業標準」，電電公會指出，智慧服飾

是目前最夯的產業趨勢，為利於產業標準的制

定，以成立聯盟的方式，結合電子及紡織相關

業者、醫療、研究單位等，並請政府相關部門

指導，共同投入產業標準的制定。

 ▎  公會不但積極組團參加大陸及港澳地區著名國際及內銷專業展，更在大陸昆山、馬
鞍山、湖南長沙等地主辦電子展，整合會員資源，加強與國際工商機構間之聯繫及
各項經貿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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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想生活 THAT! 觸發你對美好生活的想像
莊順全

奇想生活創立於 2014 年，擅長以設計思

維洞察用戶需求，簡化使用流程，結合材料科

技與生活美學，打造設計與科技風格兼備，並

具實用功能的產品。

在業界率先聚焦「溫度」與「時間」，

結合材料科技、工藝設計與生活美學，提出一

系列創新便利的餐廚生活用品。榮獲德國 IF

和 Red-Dot、美國 GIA、日本 Good Design 等國

際設計大獎肯定，目前已於美日歐等 10 多個

國家銷售，成績斐然。

來自美食王國台灣的國際餐廚品牌

全球生活相關產業競爭激烈，奇想生活以

短短三年的時間，打入歐、美、日等 10 多個

國家，並榮獲德國 IF 和 Red-Dot、美國 GIA、

日本 Good Design 等國際設計大獎肯定，成績

斐然。其成功的背後來自於陣容堅強的經營團

隊。今年持續耕耘日、韓市場也獲得高度的重

視，一步步提升奇想生活 THAT! 在全球市場的

能見度與知名度。能夠如此快速地打進國際市

場，董事長梅國卿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

梅董過去在大型品牌外商擁有多年服務

資歷，曾長期派駐海外歷任事業群主管與區域

總經理等職務，負責跨國市場品牌推廣與銷售

管理工作。熟悉跨國文化與工作生活背景，具

領導跨國團隊與溝通管理能力，擁有豐富國際

品牌通路實戰經驗。近年返台參與創業與新事

業發展，協助建構新創品牌營運管理與接軌國

際市場。擁有工程、商學與管理等跨領域教育

背景，MBA主修高科技行銷與科技產品管理。

也因豐富的閱歷與實戰經驗，協助奇想生活品

牌「THAT!」推上另一新高峰。

奇想生活營運項目以餐廚用品為主，目

前三項明星商品「奇想奶油刀」、「奇想鮮解

凍」、「奇想樂冰勺」，同步在歐美日等 10

多個國家銷售。今年更推出了「Deluxe系列」，

奇想奶油刀 _Deluxe款、奇想鮮解凍 _Deluxe款、

奇想樂冰勺 _Deluxe 款這三個產品在法蘭克福

AMBIENTE SOLUTIONS 大獎上獲得三金獎，其

中「奇想樂冰勺 _Deluxe款」在去年也獲得「紅

點最佳設計獎」，目前這一系列以溫度跟時間

為設計主軸的品項一直是奇想的熱門產品。

奇想生活能持續不斷的受到國際市場的

肯定，相信最重要是來自於公司與品牌經營理

念「設計、創新、實用」的實踐。

梅董表示，「設計」是奇想的 DNA，奇

想生活團隊前身曾為台灣產業和許多全球領導

性的品牌與企業提供前瞻性設計技術整合 20

多年，做過這麼多年的產業技術服務，對於產

業的技術我們已經累積了很多經驗，而奇想本

身是一個設計團隊，而做設計服務最重要的是

在產品開發的前期，怎樣了解用戶的體驗流

程，怎樣用設計思考的角度，用同理心去發現

消費者在使用產品的時候有哪些需求痛點，這

些都是我們的基因。而「創新」是奇想生活的

核心價值，奇想的創新其實就是把設計跟材料

做跨域整合，提出一個比較有創新思維的產品

之外，還包括一些內部的作業流程等等，我們

非常鼓勵同仁要設計思考去檢視流程，所以創

新是我們很重要的核心價值。最後是「實用」，

其實奇想的產品會讓消費者第一次看到時感到

很驚奇，但除了驚奇之外，一定要讓消費者覺

得很實用，能在日常生活、餐廚空間發揮實用

的功能。梅董認為實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跟理念，而這點或許與目前台灣流行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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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所面臨的困境相似，如何讓產品兼具

設計感與實用性，並且能夠量產與商業化，是

奇想生活持續要努力的目標。

此外，梅董一直在思考奇想所做的這些

努力，還能為台灣產業帶來怎樣的影響 ? 奇想

生活從一個設計品牌延伸到一個生活品牌，期

望未來能為台灣的科技製造產業尋找一個活水

跟出路。過去產業界討論的，大概就是在不同

國際品牌之間的代工訂單爭取與轉換，但是應

該思考如何透過設計力的加值，透過對於華人

飲食文化的詮釋，結合台灣的科技與製造能量

的硬體產業，找到新的產業出路。

梅董認為，台灣有很好的科技產品製造

能力，是不是能夠透過轉化讓產品進到家庭、

廚房的場域，甚至進到展覽的空間，甚至可以

結合文化、藝術表演等等，這個是我們一直期

望的方向。透過結合台灣的軟實力、文化力、

科技製造能力，讓奇想生活餐廚品牌成為一種

「文化輸出」，而不僅是「品牌輸出」的公司。

雖然，奇想生活是從歐美起家，目前的產品比

較符合歐美人士的飲食生活文化習慣，但是我

們現在也在思考華人的飲食文化是甚麼 ? 台灣

人的飲食文化是甚麼 ? 我們是否可以把華人及

台灣人的飲食文化，透過我們設計專業的想像

力，以及結合科技製造業的產業鏈能力之後，

產出符合華人飲食文化又能夠符合消費者的需

求，透過這樣的餐廚器皿能夠把我們台灣的飲

食文化、華人的飲食文化輸出到全世界。  

奇想生活目前約 9 成的營收來自海外市

場，在站穩歐美市場之後，回過頭來思考華人

市場的部分，奇想生活從設計出發，已具備設

計能量、創新與高度，包括多項國際設計獎的

肯定，但是要怎樣再去把這個品牌融入更多文

化跟生活元素，梅董認為現在要持續學習跟挑

戰的就是產品使用的情境，包括場域、使用者

的需求等。

廣義上來說，奇想生活是生活性的產業，

必須要對使用者的飲食文化非常清楚，奇想生

活是以台灣作為出發點的國際品牌，我們一定

要對自己的飲食文化非常了解。對於接下來切

入華人飲食文化的產品發展，我們會從幾個方

向做觀察，也會連結到我們目前在開發的品

項，首先是華人喜歡溫熱的食物，所以在食物

的保存，或飲食上有這種保溫效果的產品，這

個可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例如我們之前推出

的發熱陶瓷系列，溫熱過的清酒放在我們發熱

陶瓷磚上可以延長保溫時間 20-30 分鐘，例如

湯品在烹飪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透過蓄熱保溫

的材料，可以延長湯品在餐桌上的品嚐時間，

另外華人對於蓄熱保冷飲品容器的重視程度，

相對於歐美人士的使用習慣來比較，保溫瓶、

保溫杯類型的商品會是很巨大的商機。

再來，對於健康養生的重視，反映在對

應的產品材料選擇，對於飲品容器，甚至在餐

廚器皿這種器具方面，消費者越來越重視是否

含毒及環保的問題等。

最後是關於生活習慣的轉變，奇想生活

持續在努力了解大中華生活圈的華人飲食習慣

與美加地區的華人飲食生活習慣，實際上有許

多共同點與差異性存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華

人追求自己的生活風格與品味，例如在北京的

年輕人手上拿著星巴克代表追求自我生活風格

與生活品味的意義。另外，近年許多亞洲地區

的華人來台灣旅遊大多會去誠品生活朝聖，這

展現出一種複合型的元素，代表大家在文化層

面，或說生活品質上的要求與重視，也就是所

謂的生活風格、美學及品味的轉變與提升。

梅董希望奇想生活未來能在所謂「風格、

美學、品味」這樣一個大的產業範疇裡扮演一

個重要的角色，藉由設計整合多元的文化元

素，用具體的產品展現出來，將來消費者在使

用我們的商品時，可以了解當初我們的設計理

念是什麼，以及產品所要傳達的價值跟理念。

不過，梅董客氣的表示，奇想生活只是

三年的年輕品牌，在商品的開發對於使用情

境、場域，還有用戶的需求方面，還需要多花

時間去著墨的。

目前團隊 5 成的時間都在與國外的客戶

溝通、了解市場的反饋，甚至要偕同國外客戶

去當地路演、參展，甚至參與一些品牌促銷推

廣活動等等。過去，奇想生活能夠憑藉自己優

秀的設計師透過創造力跟想像力開發出好的產

品，但是未來更需要從客戶，甚至客戶的客戶

身上獲得更多市場的反饋，才能更貼近消費者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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