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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宣布行政院長人事

由賴清德組閣

據中央社9月5日報導，總統蔡英文9月5日在總統府召
開記者會，正式宣布由台南市長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賴清
德與即將卸任的行政院長林全都出席這場記者會。
蔡總統說稱讚林全是「有風骨的人」，感謝林全為改革

賴清德是最適當的接棒人選，賴清德能掌握民意脈動、快速

鉅的挑戰。
蔡總統也交付新任閣揆賴清德七項任務，包括：一，加
速執行產業結構轉型；二，有效執行前瞻基礎建設機會帶動
投資；三，持續強化勞工安全以及轉型中的人力和彈性；
四，確保供電穩定；五，完成稅改工作以及啟動的改革工
程；六，強化長照托育計畫；七，強化政府發展整體規劃，
減少浪費。
蔡總統強調，7項任務林全院長已打下基礎，接下來要
借重賴院長的魄力來加速改革，建設國家。
賴清德表示，行政是一棒接一棒，未來他會完成林全未
竟的重大政策，也會完成蔡總統交付的期許，秉持在台南做
實事的精神，跟團隊誠實面對各種問題、務實擬定各種計
劃、踏實解決問題，展現執行力，提高效率，讓成績很快能

整理／紀建國

回應民意需求，執行力有目共睹，她感謝賴清德願意接下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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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肋插刀。蔡總統指出，執政團隊重心將從規劃轉為執行，

看得見，以符合國人期待。

總統蔡英文（中）9 月 5 日舉行記者會，宣布新任行政院長
由賴清德（右）接任。左為卸任的行政院長林全（左）。

圖／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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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拍板

5 年 160 億發展人工智慧

據中央社8月24日報導，科技部預計5年投入
新台幣160億元推動人工智慧（AI）發展。行政院

投入，首波推出「與AI對話」競賽，懸賞總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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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人徐國勇轉述，行政院長林全在行政院會中表

林全表示，台灣要擁有完整的AI產業，除了需

示，AI是未來30年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對台灣未來

有現有的ICT產業群聚及優質的軟硬體人才，如何

發展非常重要。

運用AI的各領域軟體也是重要工作，請科技部與教

科技部在行政院會報告「我國AI的科研戰
略」，5年將投入160億元執行5大策略，預計今年

育部、經濟部等機關協力合作，引導學、研及業界
投入，定期滾動檢討成果。

底可先誕生幾處AI創新研究中心，以及在中科、南
科設機器人製造基地。

世大運選手促進消費 換匯逾新台幣 3,200 萬

科技部報告指出，第一項策略是研發服務，

據中央社8月25日報導，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

將建構AI主機，以4年50億元，整合國內資源，提

進行近一週（8/19～8/25），除了每天激烈的賽事

供大規模共用、共享的高速運算環境，孕育AI技術

之外，選手村內由富邦金控設置的匯兌櫃台，換匯

服務公司；第二是創新加值，將設立AI創新研究中

超過新台幣2,000萬元，服務也讓海外選手印象深

心，以5年為期，每年投入10億元，形成世界級AI

刻。

研發聚落，培養充足的AI人才。科技部表示，第三

富邦金表示，旗下台北富邦銀行自12日起進

是創意實踐，將打造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4年預

駐選手村設置匯兌櫃台提供換匯服務，人潮絡繹不

計投入20億元，落實機器人軟硬整合與創新應用；

絕，至23日累積交易人數超過3,600人，總換匯金

第四項產業領航策略，提出半導體射月計畫，4年

額超過2,058萬元。

將投入40億元經費，全力協助半導體業進入AI，培
育頂尖半導體製程與晶片設計人才。
最後一項則是社會參與，推出科技大擂台，
以擂台賽方式設定重大挑戰課題，廣徵好手參與

北富銀指出，換匯櫃台提供美元、歐元、日
圓、港幣及人民幣5種幣別匯兌服務，服務人員皆
精通英文，許多外國選手更開心要求與行員合照或
回贈紀念徽章等紀念品，是另類的國民外交。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圓滿結束，賽會期間，各國選手換匯需求驚人，換匯金額逾新台幣 3,200 萬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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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並聽取當地縣政府、立委及相關人士的意見。

手村作息，營業時間是每天早上9時至晚間21時，

張主委8月7日上午拜會連江縣政府，與連江縣

但各國選手換匯需求相當驚人，到了營業結束時

長劉增應座談，劉縣長向張主委表示，期盼政策上更

間，都還大排長龍，簡易分行的同仁都會將當日人

多支持，穩定維持「小三通」營運，一些兩岸政策可

潮消化完畢再下班，往往離開選手村時都已經超過

讓金門、馬祖地區先行、先試，加深雙方交流。

晚間10時，累計交易人次超過3,600人，相當於平

目前馬祖有福澳－馬尾、白沙－黃岐兩條來往

均每3位選手就有1位曾來行換匯，換匯金額則高達

大陸「小三通」航線，劉增應表示，白沙－黃岐單程

68萬4,233美元（約折合新台幣2,058萬元），換匯

僅廿五分鐘，形成兩岸一日生活圈，馬祖旅遊發展也

幣別中以美元換匯需求最高、歐元居次。

更具競爭力。他就簡化大陸觀光客手續、維持航線營

統計到8月28日，累積換匯人次就高達6,200
人，總換匯金額更是飆破3,200萬，換台幣的5種幣
值中，美金、歐元分居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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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富銀表示，選手村內的兩處簡易分行配合選

運費用等，提出相關建言，希望陸委會繼續支持並改
善，以期為馬祖帶來更好的發展。
張小月表示，在兩岸和平穩定前提下，政府鼓
勵兩岸人民善意交流。她說，「小三通」開通以來一

張小月訪視馬祖

盼小三通促兩岸交流

據聯合報8月8日報導，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到馬
祖訪視「小三通」業務時表示，政府鼓勵兩岸人民善

直是兩岸交流重要管道，對金馬發展相當重要，陸委
會會讓「小三通」常態化、法規化，穩定支持「小三
通」政策。

意交流，「小三通」開通以來一直是兩岸交流重要管
道，對金馬發展相當重要，會穩定支持「小三通」政
策。

7 月份工業生產年增 2.38%
製造業連續 15 月正成長

陸委會新聞稿指出，張小月此行主要為考察馬祖

據中央社8月23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23日公

「小三通」通關設施及相關情形，並與當地各界人士

布7月工業生產指數111.84，年增2.38%，其中製

交換意見。她實地了解「小三通」福澳港新啟用的通

造業增加2.9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增加7.57%，

關旅運大樓、白沙港通關設施及運作情形。另外，也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減少6.88%，用水供應業增加
3.23%，建築工程業減少9.12%。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7月份製造業生
產指數113.45，年增2.94%，且為連續第15個月
正成長。累計1至7月製造業生產較上年同期增加
4.47%，為近3年來同期最高增幅，並以電子零組件
成長8.58%、機械設備業成長9.24%，表現最佳。
依行業別觀察，7月份電子零組件業年增5.64%
為主要貢獻來源，主要是因消費性電子產品及手持
行動裝置備貨需求上升，拉抬晶圓代工、構裝IC、
IC製造等產量攀升；機械設備業年增8.24%，主因
全球智慧製造驅動下，自動化設備需求殷切，為

2017 年 09 月號 ˙ 309 期

圖／總統府

29

連續9個月正成長；基本金屬業因盤元線材、銅箔

統計處預估，批發業受惠於手持行動裝置陸續

需求熱絡，年增2.50%；化學材料業因石化原料買

推出新品，加上高效能運算及物聯網等新興運用加

氣回溫，及部分廠商完成檢修，年增1.02%；惟電

速開發，將帶動晶片、記憶體等電子零組件等需求

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因虛擬實境裝置、智慧

續增，預估8月營收續呈正成長；零售業因逢中元

手錶買氣下滑及中低階手持行動裝置減產，年減

節採購旺季，以及父親節、情人節等送禮商機，將

7.26%；汽車及其零件業因舊換新補助政策效應鈍

帶動食品、飲料、綜合商品等業績擴增，預期零售

化而年減2.75%。

業營業額將轉為正成長；餐飲業因逢父親節及情人

統計處分析，未來受惠全球經濟穩定復甦，各
品牌行動裝置接續上市，物聯網、車用電子、人工

節聚餐旺季，以及連日高溫推升冰飲品需求，營收
可望持續增加。

智慧、高速運算等新興應用持續拓展，以及中國大
陸十一假期之備貨需求陸續釋出，第3季製造業生
產將延續去年第2季以來之擴張走勢。

產業力拚轉型
管理顧問業今年營收可望創新高

根據統計處調查，製造業者認為106年8月生

據經濟部8月25日新聞稿，經濟部統計處25

產量將較7月增加之廠商家數占12.8%，持平者占

日公布今年上半年管理顧問業營收340億元，成

73.7%，減少者占13.5%，以家數計算之製造業生

長4.7%，近4年同期最大增幅，預估全年營收可

產量動向指數為49.6，按產值計算之動向指數為

望續創新高。統計處表示，管理顧問業主要提供

54.4，預期8月生產指數將較7月增加。

管理問題諮詢及輔導，服務對象以製造業及批發
零售業為主，顯示產業藉由管理顧問的協助與輔

外銷暢旺

7 月批發業營業額年增 4.2%

據經濟部8月23日新聞稿，統計處副處長王淑

統計處表示，去年管理顧問業因輔導中小企

娟指出，批發業受惠外銷市場需求暢旺，連續9個

業經營策略、財務管理及藝文策展的顧問諮詢業

月正成長（扣除1月春節因素），其中機械器具批

績提升，營收上升至706億元創新高；今年上半

發業受惠伺服器、晶片、記憶體等電子零組件銷售

年則因管理流程及財務管理諮詢業務成長，營收

暢旺，年增11.2%，是主要貢獻來源。

340億元，成長4.7%，創下近4年同期最大增幅。

在零售業部分，其中綜合商品之百貨公司因去

觀察管理顧問業主要服務內容，以諮詢輔導

年同月部分業者強力促銷，基期較高，致使年減

占73.6%為大宗，教育訓練占17.3%，政府委辦

3.9%，量販店因今年中元節促銷檔期較晚，年減

占6.9%；服務對象則以批發及零售業占36.9%最

0.6%，便利商店年減0.1%，超級市場則因展店及

多，其次為金屬機械工業占35.0%，資訊電子工

促銷活動，年增6.0%；汽機車零售業因舊換新政策

業占30.1%，民生工業占23.3%，顯示製造業及批

效益遞減，年減2.9%；資通訊及家電設備業因新舊

發零售業為解決經營困境，需藉由管理顧問的協

商品交替期致買氣觀望，年減4.4%；家庭器具及用

助與輔導，導入新技術及管理觀念，提出改善方

品業因陸客縮減，高單價珠寶鐘錶等商 品買氣疲

案及解決對策，以強化競爭優勢。

弱，年減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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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積極解決經營困境，強化競爭優勢。

將近六成的管理顧問業認為，獨特知識與技術

在餐飲業部分，7月餐飲業營業額384億元是歷

為發展優勢，因此，在未來經營策略上著重自己擅

年同月新高，年增1.8%，主要是因新品牌挹注所致。

長的領域，進行服務能量的強化與人才培養，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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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數位應用整合服務擴大及世大運的比賽相關系

激烈下也面臨許多挑戰，分別為「報價不易提高」

統商機，加上手機遊戲軟體設計業績提升，年增

占48.5%最高，其次依序為「市場競爭激烈」、

1.3%。資料處理與資訊供應服務業受惠於專案工程

「案源不足接單不易」。另外，約有四到五成的業

及網管服務成長，年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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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吸引更多顧客。 然而，管理顧問業在市場競爭

者皆認為「微利時代」、「業務接單不易」及「案
源金額少」為未來主要發展隱憂。

台灣紡織品前 7 月出口翻正

需求回溫

據中央社8月31日報導，全球經貿今年有起

租賃業 5 季來首次正成長

企業租車帶動

據中央社8月10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公布第
2季租賃業營業額新台幣208億元，年增5.8%，為5

色，台灣紡織品每月累計出口金額衰退幅度趨緩，
累計今年前7月台灣紡織品出口金額達58.03億美
元，年增0.05%，終結自2015年2月以來的低迷。

季以來首次正成長，主因航空運輸設備租賃金額減

紡拓會表示，近年來全球經貿環境快速變化，

少的抵銷因素逐漸消失，企業長租汽車業績成長。

歐美市場景氣復甦緩慢，中國大陸市場經濟成長也

經濟部統計處公布第2季資訊服務業、專業技

趨緩；加上區域經濟整合盛行，韓國與歐盟、美國

術服務業及租賃業營業額，資訊服務業及租賃業營

及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協定已陸續實施，台灣在這

業額都上揚，分別年增1.4%及5.8%；僅專業技術

些市場的占有率下滑，造成台灣紡織品出口金額自

服務業連續第5季負成長，年減7.3%。根據統計處

2012年起連續5年均負成長，2016年衰退幅度達

資料，第2季租賃業營業額208億元，年增5.8%，

8%。

其中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受惠於企業長租高單價車

但這種衰退情形到了今年有所改善，出口衰

業績成長，營收年增8%；機械設備租賃業因營造

退幅度減緩，今年前7月累計出口金額達58.03億

用、辦公用機械設備及攝影器材設備租用需求增

美元，首度年增0.05%，終結2015年2月以來的低

加，年增5.5%。物品租賃業則減少18.6%，主因影

迷。

音碟片租賃受線上影音串流服務影響，加上駐點語
音導覽設備出租衰退。

紡拓會指出，近年來政府為提振紡織業出口表
現，大力挹注資源協助輔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自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租賃業營業額以運

2013年起持續推動，委託紡拓會執行「紡織品整

輸工具設備租賃業為大宗，第2季營業額為131億

合行銷與商機開發計畫」，透過多元的整合行銷能

元，年增8%，主因企業長租高價車業績成長，加

量，除繼續深耕歐美等成熟市場，並配合政府政策

上航空運輸設備租賃金額減少的抵銷因素已至尾

同步開發新南向國家等新興市場，協助紡織業者提

聲，比較基期也不如之前高。

升國際行銷能力。

專業技術服務業第2季營業額為560億元，年減

截至今年，已有68家次廠商入選接受「客製化

7.3% ，連續第5季負成長，其中廣告業及市場研究

行銷輔導措施」輔導，今年度14家受輔導廠商如得

業因美妝保養的網路媒體及電視行銷廣告減少，年

力、力鵬、台灣百和等多家業者，今年截至7月止

減9%，連續6季衰退；攝影業也因個人工作室競爭

的出口金額成長2.7%，交出亮麗成績。

影響，年減13.7%。
資訊服務業部分，第2季營業額644億元，年
增1.4%，其中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營收年增1.3%，

紡拓會認為，今年Nike、adidas等國際運動品
牌營收已逐漸回穩，下單動能轉強，並引述多家紡
織廠商的樂觀看法，下半年營收將有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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