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總統出席「2018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

據聯合報 2 月 21 日報導，蔡英文總統出席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時，

再向對岸喊話表示，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兩岸關係是當中最重要的關

鍵，前年 520 她所做出的承諾，是釋出最大的善意，也是兩岸和平穩定與

發展的最有力保證，「兩岸關係的未來動向，取決在雙方是否能夠互釋善

意，良性互動。」

蔡總統、陸委會主委張小月、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經濟部長沈榮津

共同出席台商春節聯誼活動，並與在場的各台商協會幹部進行新春團拜。

蔡總統表示，歡迎台商回來台灣投資，無論台商有意在對岸轉型升級，或

前往新南向國家發展，或回台投資發展，只要政府能力範圍所及，都願意

提供必要的協助輔導及服務。

談到兩岸關係發展，蔡總統說，面對兩岸的新情勢，我們始終堅持承

諾不變、善意不變，不會走回頭路。台灣一定會善盡我們對區域安全的責

任，維持一個穩定、具一致性、可預測性的兩岸關係，兩岸關係的未來動

向，取決於雙方是否能夠互釋善意，良性互動。過年前的花蓮震災中，有

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受到傷亡。在人道救援上，兩岸沒有距離，我們盡了

最大努力，對傷亡者及他們家屬也感同身受，盡我們全力協助及善後。

蔡總統表示，剛剛度過的農曆春節，這段時間不管是台商朋友返鄉，

或是對岸的朋友來台灣旅遊，在在顯示兩岸經濟和社會互動的頻繁。「這

就是兩岸經過數十年來，交流互動所累積的成果。」她相信兩岸的領導人

都有責任和智慧，共同珍惜這樣得來不易的成果。

張小月主委表示，Ｍ 503 航路爭議，政府必須做一些處理，造成有些

台商回家過年不方便，政府感同身受。未來一年陸委會將加大關懷台商、

台生的工作，陸委會也將會同海基會、經濟部加強與台商的聯繫，以保障

台商投資權益。

蔡總統出席外交部新春聯歡晚會　 

表示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立場不變

據中央社 2 月 27 日報導，蔡英文總統出席「107 年外交部新春聯歡

晚會」時表示，東亞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是世界秩序重要關鍵，而台

灣對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立場不會改變，但現狀維繫不是單一國家責任，

需區域內國家共同努力。台灣是國際社會負責任一員，固然面對許多挑戰

和壓力，但從不妄自菲薄，放棄對國際社會的責任。

外交部「新春聯歡晚會」2 月 27 日晚間在圓山大飯店舉行，由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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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外交部長的吳釗燮主持。外交部表示，共有各

國駐台使節代表與配偶，及監察院長張博雅、部

會首長、工商業、藝文界、醫界與新聞媒體領袖

等近 300 名賓客應邀共襄盛舉。

蔡總統說，台灣身為印度－太平洋區域自由

民主國家，會跟周邊所有國家一起努力，攜手保

衛自由、開放的共同成果，並守護以法規為基礎

的國際秩序。

此外，政府秉持「踏實外交，互惠互助」原

則，台灣與友邦的雙邊合作關係更深化鞏固，在

國際參與方面也得到許多友邦支持，而政府推動

的「新南向政策」也在雙邊貿易額與簽證觀光等

領域開花結果。

勞基法新制3月1日上路　 

特休假可延一年

據中央社 2 月 27 日報導，勞動基準法修正

案 3 月正式上路，未來勞工的特休若沒有休完可

遞延一年；加班可換成補休；每月加班工時可延

長至 54 小時，3 個月不得超過 138 小時；12 種

行業可鬆綁七休一。

勞動基準法修正案 1 月三讀通過，並在 3

月 1 日正式實施，勞動部長許銘春強調，3 月起

會嚴格把關並進行勞動檢查。

根據勞基法修正案，未來休息日加班費取消

「做一給四」的規定，改由核實計算，例如過去

月薪台幣 3 萬元的勞工，在休息日加班 1 小時，

過去勞工當天出勤可領 753 元（不含當日薪資）

的加班費，3 月 1 日起則領 168 元的加班費。

每月加班工時部分，3 月 1 日起若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勞工每個月加班最多可以達到 54 小時，3 個月

不得超過 138 小時。

加班費換補休部分，勞工加班後，可依其意

願選擇要加班費或一比一換補休時數，其補休期

限則比照特休假（如：週年制、曆年制、教學單

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的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

定年度期間），超過期限雇主需給付工資給勞工。

特休假部分，若勞工並未休完可選擇遞延 1

年，若一年後仍未休完，則雇主需給付工資給勞

工。鬆綁七休一部分，僅 12 行業可連續工作超

過 7 天，但不得超過 12 天。

終結連兩年下滑　 

製造業2017年產值成長5.85%

據經濟日報 2 月 28 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

公布去年製造業產值新台幣 13 兆 337 億元，年

增 5.85%，結束連續 2 年的負成長；受惠於全球

經濟復甦，統計處預估今年製造業產值年增率將

持續維持正成長。

統計處指出，積體電路業與液晶面板及其

組件業全年表現亮眼，使電子零組件業整體產值

達 3 兆 6,731 億元，為歷年次高，年增 3.54%；

化學材料業及基本金屬業分別年增 11.97% 及

18.43%，為 7 年來最大增幅。

觀察第 4 季表現，製造業產值 3 兆 3,974 億

元，較前年同期增加 4.06%，為連續第 5 季正成

長。統計處說明，主因化學材料業及基本金屬業

受國際原料價格上揚及市場買氣熱絡帶動，分別

年增 11.34% 及 11.65%；此外，智慧應用擴展

推升積體電路業產值創下歷年單季新高，年增

9.13%。

但液晶面板因受到價格下跌影響，年減

5.63%，抵消部分增幅，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

品業，以及汽車及其零件業，則分別因國際競爭

及進口車促銷搶市影響，皆呈現微幅年減。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說明，電腦電子產品受

國際競爭影響部分主要為行動裝置，與液晶面板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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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價格下跌影響的因素目前看來都可能延續至今

年第 1 季，加上去年基期較高，可能會呈現年減

態勢。而汽車及其零組件部分，由於春節前業者

進行促銷，國產車產值呈持平，若零件部分外銷

狀況好，可望抵銷進口車搶市影響。

展望今年第 1 季製造業整體表現，統計處

表示，由於農曆春節工作天數減少及產業淡季效

應，製造業產值預估將較去年第 4 季下滑，但因

全球經濟穩步復甦，新興智慧科技應用擴增，加

上化學材料及基本金屬業持續看好，可望帶動製

造業產值年增率持續呈現正成長。

經濟部補助安裝智慧機上盒

據中央社 2 月 1 日報導，智慧機械是政府

力推產業，經濟部指出，為協助國內中小企業

導入智慧生產，今年編列預算 2,000 萬元，供

業者申請補助安裝「聰明機上盒」（SMB, Smart 

Machine Box），預計可推動 1,000 台設備安裝機

上盒，帶動設備聯網以及數據可視化。

工業局指出，全台設備共有 17 萬台，其中，

中小企業設備共有 5 萬台，今年會預計先推動

1,000 台設備安裝聰明機上盒。單機最高補助兩萬

元，每一家廠商的申請案，政府最高補助40萬元，

政府補助以不超過申請案投資金額五成為原則。

工業局表示，目前國內也有生產 SMB（聰

明機上盒），售價從單機一萬元到數萬元都有，

功能也有分為陽春、豪華等級，但最主要功能包

括設備資料蒐集、生產資訊可視化、國際通訊標

準及智慧化功能。

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科長張國樑說，中小企

業安裝聰明機上盒後，就能把生產資訊數位化，

上傳到平台，廠商可以透過手機了解產線生產狀

態，可以做到設備聯網與數據可視化狀態。

工業局金屬機電組副組長張明煥表示，聰明

機上盒補助採「申請制」，先來申請的業者可以

得到補助。目前也已經有六家廠商導入測試，預

計未來會優先安裝應用的產業以機械產業為主，

如木工機、射出機等。

工業局表示，中長期來看，預計到 2022 年

底，累計可以推動 9,000 台以上設備裝智慧機上

盒，強化智慧應用模組整合。

台巴經濟合作協定2月28日正式生效

據聯合報 2 月 27 日報導，台巴（拉圭）經

濟合作協定去年 7 月 12 日簽定，將正式生效。

我出口到巴拉圭市場的部分產品將降稅與零關

稅，經濟部貿易局估我廠商每年可省 2,700 萬稅

收。另外，為讓機制運作順利，協定生效後 6 個

月內將與巴國建立執行機制。貿易局指出，「中

華民國（台灣）與巴拉圭共和國經濟合作協定」

去年 7 月 12 日在台北完成簽署，雙方並已通知

對方完成其國內必要程序，協定於 2 月 28 日正

式生效。

貿易局說明，協定內容有 2 大領域，包括雙

邊部分產品降稅清單，科技技術、中小企業及投

資等領域合作，促進兩國經濟成長及發展；此外，

關務合作、技術性貿易障礙、動植物防疫檢疫、

貿易救濟、智慧財產權及透明化等也將納入；貿

易局說，協定生效後 6 個月內，將就相關領域進

行檢討及建立執行機制。

我輸巴拉圭產品部分，將提供具貿易利基的

油墨、釣魚線軸、體育器材等 19 項產品較南方

共同市場共同關稅更低的稅率，其中5項產品（固

態氫氧化鈉、其他非離子性有機界面活性劑、聚

對苯二甲酸乙烯酯、其他塑膠製自粘性板、自黏

性紙板）為零關稅，餘者則介於 4% 至 18%。

貿易局補充，依據我海關統計資料，從

2014 至 2016 年，該 19 項產品平均出口金額為

794 萬美元，適用巴國優惠關稅，我廠商每年約

可節省 90 萬美元（約新台幣 2,700 萬元）稅收。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24



貿易局指出，巴拉圭不僅是我國在南美洲的

重要邦交國，更是人口高達 3 億、區域 GDP 產

值接近 3 兆美元及對外貿易總額達 3,945 億美元

的南方共同市場創始成員國，重要性不容忽略。

台巴兩國地理位置雖然相隔遙遠，然雙方經

濟呈現高度互補性，2017 年我國出口至巴國金

額 3,586 萬美元，自巴國進口金額為 3987 萬美

元，雙邊貿易量雖不大，但我可善用巴國在南方

共同市場之樞紐地理位置，及南方共同市場與墨

西哥、智利、秘魯、印度、以色列等簽署的自由

貿易協定或優惠關稅協定，共同開發南方共同市

場等第三國市場。

製造業附加價值率連五年成長　 

電腦電子光學43%最高

據聯合報 2 月 14 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

表示，我國製造業附加價值率連 5 年上升，由

2011 年的 21.9% 升至 2016 年的 30.3%，為歷年

次高。其中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表現最亮，附加

價值率達到 43.4%。不過因為電子零組件業營業

額較大，附加價值占比還是最高。

統計處表示，附加價值是企業生產產品總

價值（生產總額）扣除向其他企業購買的原材物

料、半成品及服務等中間投入後所新創造的價

值，占生產總額比率。附加價值率也用來衡量每

單位產出的新創價值能力。

經濟部指出，我國製造業因產業特性以代

工或零組件生產居多，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低於著

重研發及發展自有品牌的美、日等國。舉例來

說，美國 2016 年附加價值率為 38.2%，日本為

36.5%，德國為 35.4%。不過，近年受到國際原

料價格下跌、企業投入研發等因素，逐年成長。

統計處表示，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附加價

值率最高，達到 43.4%。不論是電腦製品或光學

製品，近年毛利率都很高，而雖然有些電子製品

是在大陸生產，但是三角貿易的貢獻仍會計入台

灣公司的附加價值。居次則是電子零組件業，附

加價值率為 39.6%。

�我國製造業附加價值率連 5 年上升，其中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表現最亮眼。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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