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邀請世界台商投資台灣、布局全球
據聯合報9月25日報導，蔡英文總統出席世界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年會，向台商信心喊話，政府目前已積極提升投資
環境、鬆綁法規、強化水電與土地供給，針對新南向也決定
匡列超過一千億元的專案融資資金，期許企業界可以與政府

整理／紀建國

台灣經貿消息

並肩作戰，勇敢投資台灣。
「台灣越來越好，也值得看好。」蔡總統指出，台灣經
濟已走出停滯期，除了官方指標呈正向趨勢，近日有民間機
構發出的問卷調查結果也樂觀。她提到，近日政府宣布軍公
教加薪，許多企業很快就會跟進，種種跡象顯示台灣經濟正
在好轉。
蔡總統到高雄出席世總年會開幕典禮，這是23年來首度
到南台灣舉辦年會，共有六大洲、73國、1,200名台商與會。
蔡總統表示，建設台灣要從南方開始，過去一年來，政
府持續投入資源，讓南台灣永續發展，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裡有很高比例，是用來提升南台灣的基礎建設，希望讓台灣
整體環境能均衡發展。
政府努力提升投資環境，持續強化水電、土地供給、鬆
綁法規及改革教育系統，為產業培養下一世代的人才。政府
負責把投資環境做好，也希望企業能勇敢投資台灣，邀請台
商利用景氣復甦時機，加碼投資國內市場，擴大台灣據點的
服務及研發能量，或是在台灣設廠生產高端產品。
蔡總統表示，政府會繼續支持台商布局海外市場，8月
拍板推動台版政府開發協助計畫，匡列逾千億元專案融資資
金，協助台灣企業和新南向國或邦交國進行公共工程合作。
她表示，布局全球、投資台灣，是政府不變的兩大原
則，政府用心拚經濟，也期待海外台商助政府一臂之力。

賴清德院長報告施政方針

力推 6 措施 5 目標

據中央社9月26日報導，行政院長賴清德首度以閣揆身
分到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為提升國內經濟動能，行政院將
全力推動6項具體措施及建設國家的5大施政目標。賴清德院
長指出，為提升經濟動能，行政院以刺激民間消費、擴大公
共建設、帶動民間投資、獎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落實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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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 蔡 英 文 總 統
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第 23 屆年會，說
明政府為提昇投資環境所
做的努力。

圖／總統府

轉型升級、加速推動經濟發展，將全力推動6項具
體措施。6項具體措施包括政府帶頭加薪、優化賦

中小企業家數 2016 年創新高
內銷額成長轉正

稅制度、號召投資台灣、推動法規鬆綁、加速推動

據中央社9月25日報導，經濟部統計，台灣中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持續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

小企業2016年家數與就業人數雙雙創下近年最高

計畫。

紀錄，且內銷額成長率由負轉正，顯示中小企業釋

報告另指出，全力振興經濟的同時，也將積

放經濟動能與創造就業的功能。

極推動5大施政目標，包括文化台灣、綠能矽島、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公布2017年度中小企業白皮

智慧國家、公義社會、幸福家園等目標。兩岸關

書，2016年台灣中小企業家數為140萬8,313家，

係上，報告指出，賴清德院長主張求同存異，希望

占全體企業97.73%，年增1.76%；2016年中小企業

「以合作取代對抗」、「以交流取代圍堵」，透過

就業人數則達881萬人，占全國就業人數78.19%，

交流合作，增進彼此瞭解、理解、諒解、和解，兩

年增0.57%，兩項數字皆創下近年來最高紀錄。

岸才有真正和平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小企業內銷額成長率

未來在外交及兩岸上，行政院將秉持蔡英文

由負轉正，年增0.15%，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胡貝蒂

總統「踏實外交，互助互惠」理念，及「善意不

表示，中小企業原就以內銷為主，內銷額成長應是

變」、「承諾不變」與「不在壓力下屈服」，務實

受到中小企業家數成長帶動；但受外銷年減3.66%

推動各項工作。

影響，整體銷售額仍稍微下降，年減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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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7年度中小企業白皮書，2016年中小
企業營收有87.9%來自內銷，而大企業內銷額約18
兆5076億元，占整體銷售額69.71%，年減1.73%，
與此相比，中小企業的微幅成長難能可貴。

中，電子零組件業指數水準更是創下單月新高，積
體電路和面板業都受益於集單效應。
上半年零售市場受到暖冬和陸客減少等因素影
響，營收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首見負成長，王

新設企業部分，2016年新設中小企業有9萬

淑娟指出，8月陸客來台人數已由負轉正，外在不

5486家，其中以服務業占84.15%最大宗。而受到

利因素已漸漸消失，就看國內消費能否復甦。她表

政府「非核家園」政策帶動，新設企業中的電力及

示，從統計趨勢看內需有緩慢復甦態勢，但還未看

燃氣供應業家數與銷售額年增都達到兩位數以上，

到強勁動能，展望9月預估零售業持平、餐飲業年

產業前景相對亮眼。

增3.5％。

以經營年數來看，經營10年（含）以上的中
小企業占51.18%，較去年的占比50.43%更為上
漲，可能顯示中小企業經營體質改變，但中小企業

健康意識抬頭
2016 年營養保健食品產值 123.9 億元

白皮書中也指出，景氣趨緩，以銷售額為企業分類

據經濟部9月25日新聞稿，高齡化及少子化的

時，邊際廠商易因此被歸類為中小企業，或企業雖

人口結構趨勢，促使預防保健及孩童健康格外受到

存活但低度活動，都是可能影響10年以上的中小

重視，各類機能保健食品及營養補充膳食等需求

企業占比的因素。

也隨之增加。經濟部統計處25日公布我國營養保

製造業生產指數連 16 紅
據中時電子報9月22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22
日公佈8月份工業及製造業生產指數，指數水準皆
創歷年單月新高，顯示製造業景氣熱絡。8月工業
生產指數年增3.25％；權重最高的製造業生產指數
年增4.03％，連16紅達陣。
另外，統計處也發布8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營收，零售業營收達3,426億、年增4.3％；餐飲業
營收391億元、年增4.2％，內需表現較上半年回
溫。隨著景氣回溫加上陸客減少等不利因素消失，
下半年內需消費將呈現溫和增長。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去年8月製造業生
產指數112.67，年增8.5％，增幅已是2014年11月
以來新高；在高基期因素下，原本預估較為保守，
結果增幅超乎預期，比預估高出3個百分點。
王淑娟分析，表現超乎預期主因電子零組件
業跟機械業在8月下旬接獲國外客戶集單挹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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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營養保健食品已連續 2 年正成長，預估全年產值
可望持續提升。

太陽能面板回收

台日企業合作簽 MOU

升至2016年123.9億元成長3.3%，已連續2年正成

據聯合報9月22日報導，經濟部率國內11家資

長，今年1～7月續增7.3%，預估全年產值可望持

源再生產業廠商參訪日本循環經濟推動現況，光宇

續提升。

公司今天與日本NPC株式會社簽署太陽能面板回收技

統計處表示，營養保健食品以內銷為主，但業

術合作備忘錄，估未來年營業額逾新台幣15億元。

者積極拓展市場，出口比率由2013年5%逐年增加

經濟部工業局發布新聞稿表示，政府力推五加

至2015年7.7%。2016年出口值1.1億美元創新高，

二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其中包括「綠能科技」與

近十年平均成長16.3%，其中，又以「保健類之膠

「循環經濟」，由於全球正處於能源轉型的關鍵時

囊、錠狀、顆粒粉末產品」為出口大宗，占66.9

代，綠色低碳能源和能源循環利用發展將扮演引領

%，「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占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關鍵角色。

2.6%，「其他營養保健食品」占3成。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健食品自2015年產值120億元年增2.1%，逐漸上

同時，工業局近日帶領國內11家資源再生產

進一步觀察近十年出口市場變化，我國營養

業廠商到日本參訪循環經濟推動現況和技術交流，

保健食品以中國大陸（含港澳）為主要市場，由

包括沼氣發電技術交流、太陽能發電及面板模組、

95年占29.5%升至105年40.1%；東協十國則由

半導體氫氟酸廢液再製成氫氟酸、廢塑膠高值化回

47.4%降為 37.1%；對南韓出口則占6.4%，位居第

收等。
工業局說，台灣光宇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三。

圖／歐新社

調查也顯示，國

李隆晉22日和日方太陽能面板製造設備商NPC株式

人鍾愛進口保健食

會社社長伊藤雅文，共同簽署太陽能面板回收技術

品，105年進口總值

合作備忘錄（MOU），預計相關技術開發完成及實

4.0億美元，創下歷

廠設廠後，透過取得歐美國家技術專利和配合技術

年新高。其中，又以

整廠輸出，年營業額將超過15億元。

進口自美國占48.5%

在推動資源循環產業發展過程中，日本向來是

最多，較95年成長

台灣最常借鏡與合作的夥伴國之一。伊藤雅文表

11.7個百分點；歐洲

示，NPC長期從事太陽能模組研發、製造及檢測等

占25.5%次之，減少

相關設備及服務，成為全球唯一提供生產設備產線

6.5個百分點。前三

的公司，目前也積極拓展模組檢查、再利用及回收

大進口貨品分別為

服務，未來將與光宇共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工業

「保健類之膠囊、

局說，台日產業再度攜手合作，以獨步的太陽能面

錠狀、顆粒粉末產

板回收技術領先全球，打敗歐美廠商常用的太陽能

品」、「病患用食

面板破（粉）碎後作為道路基底層粒料技術，以自

品」、「嬰兒配方食

動化設備拆解太陽能面板及高值化循環利用技術回

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

收太陽能面板的高純度矽、銀等材料，共同開拓國

助食品」。

際綠能產業循環經濟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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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軟體定型化契約公告

2018 年 5 月上路

供消費者履約保障機制，善盡系統安全維護及個人

據中央社9月25日報導，即時通訊軟體方便普

資料保護責任，不得約定對消費者個人資料為目的

及，但帳號一旦遭冒用、刪除，便會帶來極大不

必要範圍外的利用，也不得單方面變更契約或服務

便，經濟部針對相關消費爭議研擬服務規定，並公

內容。

告定型化契約內容，預定在明（2018）年5月1日
正式上路。
經濟部25日發布新聞稿指出，民眾在使用即

針對消費者違法行為，規定中也明定消費者帳
戶若涉及洗錢、詐欺等犯罪行為，業者可終止契約
或停止服務。

時通訊軟體服務時常見消費爭議，包括付費貼圖消

經濟部表示，規範適用對象包含在台灣提供即

失，帳號遭冒用、停權，甚至找不到客服管道等，

時軟體服務的國內外業者，目前已與相關主要業者

這些問題在經濟部公告的「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定型

進行多次溝通，並協助輔導調整機制。此外，考量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已有明確規

到業者調整經營契約內容相關作業，此規範將緩衝

範。

至2018年5月1日正式施行，未來若有不符規定情
在民眾最關心的貼圖、帳號部分，明定貼圖及

事，將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帳號誤刪應有提醒警示機制；若因更換手機或遭不

經濟部提醒，除業者須盡到企業管理責任，消

法入侵導致帳號刪除，得請業者協助回復帳號、預

費者也應了解自身權益，並在使用境外通訊軟體時

付款或貼圖等付費購買的加值服務產品。

特別留意，對於沒有在台設立服務公司，或對民眾

定型化契約中，除規定業者應載明消費申訴電

不友善的軟體，應審慎使用或避免下載。若發現業

話、Email信箱等聯絡資訊及管轄法院外，這次規

者涉及違法或影響消費權益，可向各地方政府及主

定要求即時通訊軟體業者充分揭露消費資訊，並提

管機關反映。

未來民眾如果因更換手機或被不法入侵
導致帳號遭刪除，業者須提供回復帳號
等相關服務。

圖／傳動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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