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出席「2017 總統府媒體年終茶敘」
據自由時報 2017 年 12 月 29 日報導，總統蔡英文 29 日出席總統府
年終記者會表示，兩岸關係不會暴走、不會僵住、也不會走回在過去國民
黨威權時代，不相往來的老路。不卑不亢，穩住兩岸，走向國際，這是全
體台灣人民共同的期待，也是她的使命。總統說，台灣身處在一個多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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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環境當中，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東亞海域跟南海領土的爭議，
也都讓這個區域的態勢，變得更加複雜。如果再加上美中之間的戰略競
合、區域經貿整合的停滯，以及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性持續存在，如何在
區域及全球的眾多變數當中，找到台灣的定位和出路，是她就任總統以
來，最努力的課題之一。
總統強調台灣要捍衛主權，要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跟繁榮，不能靠
別人，自身國防能力的提升，才是國家安全最終的保障。在國際經貿戰略
上，美國提出了「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中國提出了「一帶一
路」，日本和印度共同倡議「自由走廊」，南韓則提出「新南方政策」。
這些不同的主張，在在都凸顯了區域內各國都想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
台灣也有自己的戰略。「新南向政策」，就是重點突圍的「亞洲區域戰
略」。這個政策已經獲得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迴響。對於兩岸，要維持區
域的和平與繁榮，兩岸關係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她要請國人同胞放心，兩
岸關係不會暴走、不會僵住。

蔡總統談新南向

三方面進擊

據經濟日報 2017 年 12 月 27 日報導，蔡總統 26 日邀集行政院賴清
德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國安會秘書長嚴德發及各相關部會首長，
召開國家安全會議「對外經貿戰略會談」第五次會議。對於新南向政策發
展指示，應在雙向互惠基礎上，從三方面努力，包括和友好國家建立策略
夥伴關係、打造新南向產業生態鏈，及強化和各國人民與社會的連結。
總統說，組織運作也要配合新的情勢與工作方向強化，包括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國安會將成立「新南向政策專案小組」，由秘書長擔任召集
人，統籌新南向政策相關策略研習及規劃的幕僚工作；未來「行政院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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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辦公室」也要進一步強化執行能量，可成立「新南向工作小組」，和
「新南向政策專案小組」相互配合，推動新南向政策。
總統認為，近來亞太區域情勢出現很大變化，美國提出「自由開放的
印度太平洋」戰略及「國家安全戰略」報告，CPTT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展協定）的進展，日本與印度倡議「自由經濟走廊」，南韓推出「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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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9 日總統府媒體
年終茶敘。

圖／總統府

方政策」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等，都在

具有前瞻的技術和完整的產業鏈服務，未來可

快速發展及形成，這些國家策略行動，具有競

拓展包含智慧交通、智慧醫材及智慧製造等應

合性，對區域情勢有廣泛深遠的影響，是推動

用領域，人工智慧具有極大發展潛力。

新南向政策須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

陳副總統表示，政府也擬定策略深耕 AI 科
技，期望從人才、技術、場域及產業等面向建

AI 聯盟成立

引領台灣產業走向世界

構台灣 AI 創新生態圈，提升人工智慧的研發服

據中央社 2017 年 12 月 9 日報導，國家實

務、創意實踐、創新加值、產業領航及社會參

驗研究院在高雄成立「人工智慧產學研聯盟」，

與。他並期勉聯盟引領台灣 AI 產業走向世界。

搭建產官學研平台，推動人工智慧產業發展。

「人工智慧產學研聯盟」將搭建產官學研平台，

副總統陳建仁出席成立大會，期勉聯盟引領台

整合人才、技術與產業資源，提供聯盟成員各

灣 AI 產業走向世界。人工智慧（AI）被視為未

項諮詢服務並媒合技術與人才，希望打造健全

來國家競爭力的關鍵，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核

的人工智慧產業生態，引領台灣人工智慧產業

心。為協助國內人工智慧產業發展，科技部轄

走向世界。

下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在中山大學舉行
「人工智慧產學研聯盟」成立大會，陳副總統

公司法大翻修

聚焦四化變革

與國研院董事長楊弘敦、立委陳其邁等人同台

據經濟部 2017 年 12 月 22 日新聞稿，公司

進行聯盟成立儀式。陳副總統致詞表示，台灣

法繼 2001 年大修正後，為因應國內外經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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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變化，經濟部通盤檢討修正公司法，並在

循序漸進逐步推動。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的意見，及歷經多次公聽會
及跨部會協商、修正草案後，相關法案已於 21

11 月製造業生產指數連 19 月正成長 

日於行政院院會中通過。

估 12 月可續紅

經濟部指出，此次公司法大翻修聚焦四化

據奇摩電子報 2017 年 12 月 22 日報導，經

變革，主軸為彈性化、電子化、國際化以及強

濟部統計處公布 11 月工業生產統計，11 月工

化公司治理。

業生產指數 112.33，年增 0.85%，連 7 個月正

在彈性化方面，為使員工獎酬工具更有彈

成長；其中，11 月製造業生產指數 114.32，年

性，修法後，打通母子公司的界線，讓集團企

增 1.16%，為自 2016 年 5 月以來連續第 19 個

業發放獎酬更有彈性。

月正成長，其中以機械設備業增幅兩位數表現

在盈餘分配彈性部分，修法後，所有公司

最亮眼；預估 12 月製造業生產可望維持正成長

都可以一年分派兩次股利，期中發放現金股利

走勢，全年製造業生產指數可望再創歷年新高。

由董事會決議即可；公發公司期末分派現金股

統計處指出，11 月製造業生產指數 114.32，年

利亦可由董事會決議即可，至於股票股利，仍

增 1.16%，因比較基期較高造成增幅趨緩；累計

然要經過股東會決議；舉債部分，非公發公司

前 11 月製造業生產較去年同期增加 3.97%；以

的公司債額度、種類都將放寬，協助有潛力的

行業別來觀察，11 月製造業生產以傳統產業表

公司找到投資人；閉鎖性公司的無面額股制度

現較為亮眼，其中機械設備業受惠於全球景氣

將擴大，協助新創事業募資；特別股的種類也

升溫及智慧自動化需求強勁，年增 17.65%。

將隨國際潮流而放寬，有助新創事業以多元合
作方式吸引投資人。

料需求續強，年增 2.99%；汽車及其零件業因車

在電子化、國際化方面，公司法修正後，

廠推出新車並積極促銷，加上海外市場零件需

公發或非公發公司可自行決定是否發行無實體

求暢旺，年增 5.85%；電子零組件業印刷電路板、

化股票；公司將可以電子方式受理股東提案，

快閃記憶體、構裝 IC 等需求續呈活絡，但 LED

股東會亦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方式舉行。

晶粒步入淡季，加上 12 吋晶圓代工去年同期比

簡化外國公司來台程序部分，外國公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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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材料業因國際油價緩步上揚，石化原

較基數偏高，僅年增 0.06%。

我國營業，未來只須辦理分公司登記即可；公

另外，基本金屬業則因國內鋼廠高爐歲修，

司除應取中文名稱外，也可以再登記外文名稱，

年減 1.28%；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年減

有助企業提升品牌國際識別度。在強化公司治

4.21%，其中手持行動裝置、虛擬實境裝置產量

理方面，修法後將放寬董事會召集程序。

續減，但光學元件、無線通訊設備需求續增。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也引進國外的公

展望未來，隨著全球景氣穩健復甦，車用

司治理人員制度，協助公司與董事會遵循法令

電子、物聯網、高效能運算及人工智慧等應用

落實公司治理，非公發公司並不強制設置，可

擴增，及農曆春節前之備貨需求釋出，都有助

設可不設，公發公司則由金管會視實際需要，

推升製造業生產成長動能，預估 12 月製造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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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可望維持正成長走勢，全年製造業生產指數

也會與這 2 國合作，互相參訪，並依需求進行

可望再創歷年新高。

B2B（企業對企業）媒合。
陳部長表示，參展團隊以智慧醫療科技、

科技部組 32 支新創團隊



首組台灣隊前進 CES
據聯合報 2017 年 12 月 26 日報導，科技
部篩選出 32 支新創團隊，組成台灣隊伍，參加

AR/VR（擴增實境／虛擬實境）、人工智慧、穿
戴裝置及物聯網 5 大領域為主，希望透過參展，
讓台灣新創團隊與世界接軌，找尋國際夥伴、
投資。

2018 年 1 月 9 日至 12 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

不少參展團隊已在特定領域打出知名度，

行的消費電子展（CES），要把台灣新創實力帶

具有競爭力，其中，像是伊勒柏公司，研發全

到全世界。CES 是世界重要科技展之一，超過

球唯一的全血 PCR 檢測大腸／直腸癌平台，並

4,000 多家廠商同場競技，世界級大企業都會參

成功募資金，在以色列設立分公司。

與，展現最新科技及未來的科技走向。

另外，巨量移動公司開發的即時追蹤心臟

科技部長陳良基表示，CES 展現下世代科

感測裝置，可以精準測量血管硬化及血管阻塞

技走向，是世界重要舞台，過往台灣都是大企

位置；富伯生醫科技則首創牽引式復健機器人，

業參展，這是首次由政府帶頭，在展區設置台

可幫助醫師即時評估治療效果，進行客製化治

灣國家館，並篩選出 32 支新創團隊參展；這次

療，每支團隊都有具競爭力的表現及技術，希

CES 台灣國家館規模僅次於荷蘭、法國，科技部

望藉由 CES，向世界展現台灣新創實力。

科技部組 32 支新創團隊，首組台灣隊前進 CES。

圖／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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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英經貿對話會議



2018 年起增設能源、農業對話平台

續促產業人才合作

據經濟日報 2017 年 12 月 22 日報導，第

據自由時報 2017 年 12 月 8 日報導，台菲

20 屆「台英經貿對話會議」22 日在英國倫敦召

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 7 日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開，面對英國脫離歐洲聯盟體系，雙方希望更

經濟部長沈榮津與菲律賓貿工部長 Lopez 會談，

進一步合作，明年開始增設能源、農業對話平

並簽署更新台菲投保協定，成為台灣與新南向

台，以強化台灣、英國經貿交流。「台英經貿

國家首次完成的投保協定更新。經濟部次長王

對話會議」由英國國際貿易部副部長韓茲（Greg

美花表示，這次擴大了受保障的投資型態，包

Hands）與經濟部次長王美花共同主持，這次是

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工程、智財權等，更建立

英國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後，雙方首次對話會議，

政府協處及第三方仲裁機制，未來台商若遇到

雙方有擴大經貿交流關係共識，都派出比以往

投資問題，可多兩重保障。

更大規模代表團出席會議。

台菲上次簽署的投保協定已近 30 年，王美

台灣方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

花說，因歷時久遠，過去的內容比較簡略，這

農業委員會、財政部、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次按國際相關規範納入國際投資保證原則，投

及經濟部商業司、智慧財產局及國際貿易局等

資範圍除了原來的參股、動產及不動產等，更

都派員出席。

包括新的投資型態，如衍生性商品、工程及基

英國是台灣在歐洲的第 3 大貿易夥伴，英

礎建設、智慧財產權等，共 8 種例示項目；此

商在台投資金額於歐盟國家中排名第 2，據經

更新能最大含括台灣人在菲投資的各種型態，

濟部資料顯示，去年 1 月到 10 月雙邊貿易額達

也更有利於金融業、服務業等產業前往投資。

46.9 億美元（約新台幣 1,407 億元），較前年同
期成長 3.2%。

此外，若遇到投資爭議，新的投保協定有
三重機制保護，較以往更多了兩重。王美花說，

這次經貿對話會議涵蓋多項經貿議題，包

投資人可先與菲國政府協商若仍不滿意，可回

括雙邊投資、智慧財產權保護、金融服務與再

過頭來找我方政府協處，由雙方政府對口單位

生能源合作及推動建立醫療科技評估機構交流

溝通；若仍不滿意，則可請求國際第三方仲裁

等，其中英國關心農產品申請輸台案，台灣官

機構進行仲裁。

員也詳細說明目前進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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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菲簽署更新投保協定 

王美花表示，這次台菲投保協定更新是非

王美花表示，在雙方都有加深經貿交流共

常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與其他國家繼續更新的

識前提下，今年開始將在次長級經貿對話會議

典範，更可創造出台商新南向的群聚效果。近

架構下，增設能源及農業議題對話平台，研議

來中國大陸生產成本提高，不少台商從大陸中

強化雙邊經貿關係可能方案。今年對話會議期

國轉到新南向國家，政府應提供協助，投保就

間，也舉辦智慧財產權局長級會議，簽署生物

是一大保障。

材料寄存合作備忘錄，以簡化兩國生技、醫藥

目前台灣與新南向 18 國中的 8 個國家已簽

與食品相關產業寄存申請程序，對台英相關產

有投保協定，包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

業發展都有幫助。

泰國、雙印、新加坡及紐西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