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總統出席「台灣醫材加速器啟動暨STB十周年繼往開來論壇」

據總統府 1月 7 日新聞稿，陳建仁副總統 17 日出席「台灣醫材加速

器啟動暨 STB 十周年繼往開來論壇」，除肯定科技部在醫材產業及推動

「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Stanford-Taiwan 

Biomedical Fellowship Program, STB）的努力與成果，並盼未來透過新創事

業與人才培育計畫，持續推動台灣生醫產業的創新發展。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為了加速國內產業轉型與升級，新政府上任後，積

極推動產業創新計畫，包括生醫產業的創新，以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

的動能。台灣有了STB 計畫所奠下的基礎，應該加速發展醫材產業，才能有

機會成為世界醫材發展中心。他認為，加速創新，且將創新成果具體落實到

產業化，實是非常關鍵的挑戰。台灣唯有不斷創新與研發，才能像新創國家

以色列一樣，在國際間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副總統指出，政府在推動生醫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亟需跨部會協商與

合作，也需仰賴民間各界給予寶貴建言，俾讓台灣生醫產業的發展在國際

上有立足之地。展望未來，將創新研究成果加速商品化、結合智慧財產、法

規諮詢、商業模式並導入資金和行銷網絡，且連結從北到南各個聚落的育

成服務設施等方面，都是政府要努力的方向與重點。

副總統最後指出，在新創產業的發展上，人才培育也是不可或缺的關

鍵要素。因此，未來政府定會持續培育人才、延攬人才，讓人才留在台灣，

協助產業發展。

賴院長：台灣整體經濟情勢穩健提升 

據行政院 1月25 日新聞稿，行政院長賴清德 25 日在行政院會表示，各

項數據都顯示台灣整體經濟情勢正穩健提升，企業接單情形越來越好，也

代表未來就業情況將更加穩定。他期勉內閣團隊持續秉持「做實事」的精神，

面對台灣當前挑戰及下階段改革事項，包括解決低薪問題、社會安全網的

建構等，更加堅定腳步，務實擬定策略，踏實解決問題，逐步開創新局，共

同為國人打造安居樂業的幸福家園。

賴院長指出，近來台灣各項經濟指標，包含：2017年經濟成長率 2.6%，

較 2015、2016 年的 0.7% 及1.5%，呈現穩定成長。去年全年外銷訂單額度

達 4,928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年增約11％；全年出口值達 3,174 億美元，

年增率約 13％，創下近 7 年最大增幅，為歷年次高水準；股市創下28 年來

新高、上市上櫃公司總營收達 32.7 兆元，也創下歷史新高，較 2016 年成長

約 7%；全年失業率為 3.76%，創17 年來新低。

賴院長強調，這些指標均證明蔡總統為國家所擘畫的政策方向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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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行政團隊在這段期間的努力，盼在各項重要

政策的推展上，持續堅定腳步推動，取得初步成

果。

經濟部啟動「投資台灣事務所」

據自由時報1月26 日報導，為擴大延攬外商

來台，經濟部啟動「投資台灣事務所」計劃，將原

有招商體系徹底轉型。首先從招商中心及投資處、

投審會「招、審」合體開始，由投審會執秘張銘斌

兼投資處長，減少外企在台投資的行政成本；張

銘斌說，未來將效法新加坡以公司概念營運招商

中心，並向全球一千大名校畢業生招手，以外國

優秀人才來幫助台灣招商攬才。賴揆上任後檢討

招商體制，強調應「化被動為主動」，經濟部因此

設計出金字塔概念，將以招商中心為核心，領導

下層的投資處、投審會及各國駐外管處、貿協，形

成一體化的「投資台灣事務所」，並效法新加坡用

商業模式來營運，真正貼近產業需求。

張銘斌說，招商中心「商業化」，是希望引入

企業概念，真正知道投資人需要，招商中心也能

拿掉公務體系的枝節與束縛，借鑑劍橋創新中心

概念；未來「投資台灣事務所」的精神將是「share 

with、work together、focus on.（分享、合作、聚焦）」，

鎖定全世界千大跨國企業、前五百大高科技公司、

台灣前一千大上市櫃公司及全世界主要的私募基

金與創投等，密集接觸延攬，業別會鎖定五加二

產業做為初步努力方向，其中，鎖定私募及創投，

也有別於過去招商較限於來台投資設廠的思維。

為真正打入外商連結，讓外商了解台灣環境、

密切溝通，張銘斌透露「投資台灣事務所」將擴

編，且希望鎖定外國優秀人才攬才，將鎖定全球

一千大名校畢業生及台灣現有學校外籍生，從實

習、創業到就業一體結合。

勞基法修正案三讀通過

據自由時報1月10 日報導，「勞動基準法部

分條文修正案」終於完成三讀。未來在週休二日、

加班總工時、加班費率均未改變下，休息日加班

工時改為核實計算，可於 3 個月138 時、單月最

高 54 小時內調整加班工時，並在嚴格的審核機

制下，鬆綁「7 休 1」、輪班制工作換班的銜接點間

隔減至 8 小時。

新修條文未改變週休二日、加班上限 46 小

時、休息日加班 2 小時按平日工資多給三分之四、

第 3 小時起多給三分之五等原則與架構。為讓想

加班的勞、資都能加班，取消現行休息日加班「做

1 算 4、做 5 算 8」之工時、工資計算方式，改為核

實計算。

依新修條文規定，每月46 小時的加班工時，

可經勞資協議或工會同意後，在每 3 個月138 時、

圖／總統府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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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月最高 54 時內調整。

由於勞動部已有函釋規範部分例外工作型態

不受「7 休 1」之限制。新修條文具體規定，勞工的

例假，經主管機關同意、勞動部審定、勞資協議或

工會同意下，可於每 7 日的週期內調整。意即「7

休 1」能調整為「14 休 2」。

至於在前年底修法，但行政院遲未公告實施

的輪班制行業換班間隔11 小時。新修條文明訂，

工作特性、特殊原因的輪班制行業，可在事業主

管機關商請勞動部公告、勞資協議或工會同意後，

將換班時的間隔從11 小時縮減為 8 小時。換班

的銜接點間隔則訂於 3 月1日全面實施。

2017年出口拉尾盤　 

年增 13.2%創 7年最大增幅

據中央社1月 8 日報導，全球景氣回溫，加

上蘋果 iPhone X 延遲出貨，帶動去年12 月出口

「拉尾盤」，創下單月295.1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去年出口達 3,173.9 億美元，年增 13.2%，創近 7

年最大增幅，同時創歷年次高紀錄。

財政部公布去年12 月出口 295.1 億美元，年

增 14.8%。財政部統計處處長蔡美娜表示，去年

12 月出口不僅是單月出口首度突破 290 億美元

大關，也是史上第一次全年出口高峰出現在年底。

根據財政部統計，11 項主要出口貨品中，有

8 個貨類出口年增率逾 1 成，其中電子零組件連

4 個月出口逾百億美元，去年12 月單月出口103.5

億美元，更創歷年單月最高，年增率高達 20.5%。

機械出口 24.1 億美元，年增 5.2 億美元，同創歷

年單月新高，年增率更來到 27.6%，持續扮演去

年下半年來台灣出口大幅成長的雙引擎。

而化學品、資通訊產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塑橡膠及其製品出口年增率皆增逾 1 成 6，也有

助出口動能。以全年出口表現來看，電子零組件

與機械出口同創歷年最佳表現，其中電子零組件

更首度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占我國去年出口比重

達 33.8%，亦創歷史新高。

在主要出口市場方面，蔡美娜表示，去年12

月對中國大陸出口來到 128.1 億美元，再創歷年

單月新高；而由於歐洲經濟復甦、歐元勁揚，去年

12 月對歐洲出口年增達 20.7%，表現最為亮眼。

以全年來看，去年台灣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日本，

以及美國的出口規模，均改寫歷史新高紀錄，對

東協出口創歷年第 3、對歐洲出口則創歷年第 4。

蔡美娜表示，去年是台灣貿易「豐收」的一年，

全年出口 3,173.9 億美元，創歷年出口次高紀錄，

距離 2014 年歷史最高的 3,201 億美元，只有不到

30 億美元之遙；且出口年增率13.2%，僅略低於

韓國的 15.8%，但比起星、中、港、日、美、德等國

都亮眼。

外國專才法2月8日上路　 

外籍電競選手可授課

據中央社1月25日報導，

行政院長賴清德在行政院院

會裁示，「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於 2 月8日上路。

國發會副主任委員高仙桂表

示，將開放電競選手等具專

門技術的外國教師可在補習

班授課。立法院去年10 月31

日三讀通過外國專業人才延

攬及僱用法，放寬外國專業

人才的簽證、居留、保險、租

稅與退休等待遇，使台灣工

作環境更友善，鼓勵外國專

業人才到台灣。

高副主委表示，母法牽

圖／巴哈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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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11 項子法修訂，多數將於 2 月預告期滿。過去

只有外國語文教師可在補習班授課，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開放具專門知識或技術的外國

教師在補習班授課，經濟部已預告，未來受僱於

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漫畫與體感科技（VR、AR）

等產業的外國人，例如電競選手就可在補習班實

際技術教學。這些特定外國專才可申請「就業金

卡」，自由尋職及轉換工作，並享到台灣前 3 年年

薪超過 300 萬元部分折半課稅租稅優惠。

以前規定外國人一定要在台灣有雇主，才能

到台灣工作，新法新增可用尋職簽證到台灣找工

作，每年上限 2,000人，外交部已預告申請條件，

為有工作經驗、近 6 個月平均月薪不低於 47,971

元；無工作經驗者，須畢業於全球前 500 大學校。

外國專才法也開放外國自由藝術工作者可不

經雇主，申請個人工作許可。文化部現正預告工

作許可相關辦法，從事電影、流行音樂與廣播電

視工作者符合資格者，可申請到台灣工作。

另外，國發會主委陳美伶表示，延攬外國人

才，相關子法今年陸續上路，農曆年後可望宣布

新移民法政策走向。

批發業營收回溫　2017年全年成長5.0%

據經濟部1月 23 日新聞稿，經濟部統計處

2 日發布去年12 月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分

別年增 3.5%、3.5% 及 5.7%。其中，批發業累計全

年營收為10 兆 202 億元，增加 5.0%，結束連續 2

年負成長。 

統計處表示，去年12 月批發業營收 8,868 億

元，年增 3.5%，以機械器具批發業年增 7.4%，為

主要貢獻來源，主因手機新品銷售旺季，加上虛

擬平台及雲端儲存需求增溫，帶動記憶體及伺服

器等產品出貨持續暢旺。

零售業的部分，去年12 月營收 3,798 億元。

進一步分析主要商品零售業，百貨公司受惠於耶

誕及跨年商機，年增 5.1%，量販店因展店及低溫

挹注來客數，年增 9.0%，超級市場年增 2.2%，便

利商店年增 4.2%。 

台灣經貿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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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惠於保暖服飾熱賣，布疋及服飾品

零售業年增 9.9%；燃料零售業則因油價較去年

同期上漲，年增 8.9%；汽機車零售業因車商衝刺

年度業績及進口車銷售成長，年增 2.9%；無店面

零售業遇上雙 12 促銷及節慶、尾牙商機，年增

6.2%。累計 2017 年全年營收 4 兆1,451 億元，續

創新高，年增1.2%。

至於餐飲業，12 月為耶誕節、跨年及尾牙聚

餐旺季，帶動營收 403 億元，成長 5.7%。累計全

年營收 4,523 億元，成長 2.9%。 

國發會推動公有屋頂設太陽能　 

預計3月發電

據經濟日報1月24 日報導，全球能源情勢日

漸嚴峻，政府推動「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實

施至今，已推動 18 個縣市的公有屋頂設置太陽

光電。國發會的屋頂太陽能板也建置完成，預計

3 月就可與台電併聯發電。

行政院在 2016 年度 9 月 8 日核定「太陽光

電 2 年推動計畫」，規劃太陽光電設置量在 2017

年 6 月達成 650MW、2018 年 6 月達成 870MW，

總計 1.52GW 的推動目標。

推動主軸包括中央公有屋頂、工廠屋頂、農

業設施等屋頂型設置，及推動利用嚴重地層下陷、

鹽業用地、水域空間及封閉掩埋場及受汙染等地

面型設置。

國家發展委員會在官方臉書宣布，在寶慶

聯合大樓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容量為

70kwp，預計 3 月與台電公司併聯發電。

國發會說，「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從

2016 年實施至今，已推動 18 個縣市公有房地、

中央屋頂、國營企業出租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樹

立公部門典範，並提升民間設置誘因，促進全面

性推廣。

國發會指出，目前也配合經濟部辦理中央公

有屋頂設置太陽能推動工作，統籌盤點各部會及

所屬機關公有屋頂可用面積及管考，協助發展低

碳綠能政策。

隱形眼鏡年產值強攻200億元

據經濟日報1月 8 日報導，隱形眼鏡業者積

極研發，提升功能與舒適度，更開發兼具時尚流

行新品，帶動瞳孔放大片、花紋變色片風靡熱銷，

搶攻年輕族群市場，其中日本更是我國隱形眼鏡

最大出口市場，去年前 11月出口值首度突破 2 億

美元，對美國更成長四倍。整體來看，去年全年產

值將突破 200 億元再創佳績。

近年因國內光學電子廠相繼加入生產且持

續擴廠，專注製程的開發與改良，並建立品牌強

力行銷，包括精華光學（帝康）、金可集團永勝光

學（海昌）、晶碩光學、明基材（美若康）等，因此

推升隱形眼鏡產值自 2002 年以來，除 2008 年金

融海嘯年增 4.2% 外，各年年增率均達二位數。

去 年 1 至10 月累 計 產 值 167 億 元、年 增

33.2%，預計全年在產線滿載並持續擴增下，產

值可望突破 200 億元再創佳績。再者，業者持續

研發材質並開發銀髮族市場，隱形眼鏡前景持續

看好。

隱形眼鏡出超持續創高，我國隱形眼鏡直接

外銷比率占 74.5%，以對日本出口最大。今年前

11月隱形眼鏡整體出口值為 3.3 億美元，對日本

出口即達到 2 億多美元，其次為對中國大陸出口

16.2% 居次。

值得留意的是，對美國出口受惠日拋型隱形

眼鏡滲透率明顯提升，去年前11月年增 453.1%，

成長動能最為強勁。根據經濟部統計指出，受惠

隱形眼鏡推升，整體眼鏡業產值可望再創歷年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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