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總統出席智慧製造展　 

盼從三方向擴大智慧機械發展

據中央社 5 月 9 日報導，蔡總統 9 日上午出席「2018 年台北國際智

慧機械暨智慧製造展」致詞時表示，政府要繼續從三方向擴大智慧機械的

發展，第一、要擴大資源整合，去年成立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和智慧製造

試營運場域之後，產官學研的跨界整合平台已經建立起來，未來會連結更

多的資源，協助更多本土業者在工業 4.0 領域站穩腳步。

第二是擴大培育高階技術人才，智慧化設備的研發製造與應用，需要

大量的高階技術人才，政府會持續支持各級學校設置智慧製造人才的培育

課程，同時透過產學接軌，引導高階人才投入智慧機械產業。

第三是要擴大設備國產化的比重，在台灣製造業智慧轉型的同時，提

升設備國產化比重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她期待在場的國際廠商代表盡可能

與本土機械業者合作，甚至在台灣設置研發與生產據點。

總統強調，台灣有蓬勃的內需市場，完整的精密機械供應鏈，也有優

質人才與積極政策的規劃；同時，在「亞洲·矽谷計畫」推動下，台灣的

AIoT（AI 人工智慧與 IoT 物聯網的結合）創新能量也愈來愈好，她相信台

灣是最適合發展智慧機械的環境。

去年台灣機械產業的產值成長 11%，來到新台幣 1.1 兆元，成為最新

的兆元產業，台灣現在更是全球工具機第四大出口國，只要發揮既有優勢，

積極投入智慧機械的創新，台灣的機械產業將會持續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

要位子。

台史簽署經濟合作協定　5大面向互利雙贏

據經濟部 6 月 8 日新聞稿，蔡英文總統 8 日上午會晤史瓦帝尼王國恩

史瓦帝三世國王（King Mswati Ⅲ），並與國王共同見證兩國經濟部長簽署

《台史經濟合作協定》，盼持續深化各項合作，共創雙方人民福祉。 

史瓦濟蘭今年 5 月將國名更改為「史瓦帝尼」，為我國在非洲的重要

邦交國。正值兩國建交半世紀的重要時刻，雙方簽署經濟合作協定，未來

將就貿易、投資、加工出口區、技術、人員交流與合作等 5 大面向加強經

濟合作。此協定簽署後，將在雙方完成其國內必要程序後 30 日生效。 

有關貿易合作，雙方重申在 WTO 權利及義務，並定義未來合作領域

包括標準、技術性貿易障礙、SPS、創新、科技、行銷等。

16

◆

整
理
／
紀
建
國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針對在史投資台商，史國將定期舉辦會議，

協助解決投資障礙、提供投資誘因與非洲經濟整

合資訊，進而協助我商加強在非洲的投資貿易。 

另外，我加工出口區將協助史國經濟特區，

進行管理經驗交流、研發及提供培訓計畫。雙方

並建立技術合作機制，發展農業、觀光、環境、

教育、資通訊、公衛醫療等領域。 

在人員交流與合作方面，將派遣專家學者互

訪，提供發展特定產業鏈相關協助；雙方同意以

研習、分享經驗、提供諮詢及訓練專家等型態進

行人員交流，並針對投資促進、關務程序及合作、

貿易救濟、智慧財產及透明化等領域納入協定。 

經濟部表示，非洲有 12 億人口，區域產值

達 2.5 兆美元，市場商機廣大。史國為南部非洲

關稅同盟、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東南非洲共同

市場等成員，拓銷非洲 20 餘國享關稅優惠，同

時享有輸銷歐、美、加、日等國及拉美地區的關

稅優惠。 

經濟部指出，史國在非洲具有優越的地理位

置，並與各國簽署 FTA 享關稅優惠，業者可自

我國進口原物料，並在史國生產後出口享優惠關

稅，進而以史國為拓銷非洲樞紐，開發第三國市

場，《台史經濟合作協定》將可為兩國創造互利

互惠及合作雙贏的局面。

 

圖／總統府

  蔡英文總統 6 月 8 日在總統府
會晤史瓦帝尼國王恩史瓦帝三
世，並共同見證兩國簽署「台
史經濟合作協定」。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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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推動五大新創產業政策

據經濟部 5 月 4 日新聞稿指出，經濟部中

小企處長吳明機 4 日表示，為配合行政院「亞

洲•矽谷推動方案」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

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等兩大重點，經濟部將積極

推動包括早期資金資訊平台、育成中心轉型創育

機構、新創採購、行銷台灣打造國際盛事及打造

國際創業聚落林口新創園等五大政策。

吳明機表示，中小企業處推動創新創業發展

共有五大核心政策，首先是「打造早期資金資訊

平台 FINDIT」，民眾可在 FINDIT 平台上使用募

資小工具、看見趨勢分析資料並參與講座與媒合

會等相關活動

第二是「推動育成中心轉型創育機構」，

積極鼓勵育成中心轉型朝「國際創育加速器

（ISA）」、「技術創業放大器（TEA）」及「在

地產業創生機構（ICN）」等三大類創育機構發

展。

另為促進創育機構國際化，建構友善創新創

業生態環境，也正著手規劃「國際創育機構登錄

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鎖定具國際

能量的創育機構，期能引導企業挹注

資源、投入協助新創發展。未來並將

規劃打造五處在地產業服務中心。

第三則是「推動新創採購」，以

政府出題新創解題方式將政府市場提

供給新創團隊，拔擢具潛力的新創團

隊，將已具備實證實績的新創商品，

直接上架政府共同供應契約，尚無實

證實績之新創商品，則可運用政府場

域進行實證，擴大發展力與市場力。

第四是「行銷台灣打造國際盛

事」，協助我國新創提昇國際能見度。

最後則是「打造國際創業聚落林口新創

園」，將於世大運社會住宅，結合居民與創業需

求，打造代表性國際創業聚落，發展具競爭力的

創新應用服務。

資訊服務業第1季營收648億元　成長3.1%

據中央社 5 月 10 日報導，受惠於手機遊戲

軟體與企業用戶整合電腦軟硬體服務需求增加，

資訊服務業今年第 1 季營業額新台幣 648 億元，

年增 3.1%，是近 5 季最大增幅，也是連續第 11

季正成長。

經濟部統計處公布首季資訊服務業、專業技

術服務業、租賃業營業額統計，其中資訊服務業

受惠於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年增 3.6%，創歷

年同季新高，表現最亮眼；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

服務業則因入口網站競爭激烈，抵銷部分增幅，

年增僅 0.7%。

租賃業第 1 季營業額 204 億元，同樣年增

3.1%，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營業額 135 億元，

年增 8.3%，創同季新高，機械設備租賃業因為

為落實蔡英文總統社會住宅政策，由林口世大運選手村轉型的優質社會住宅， 
６月１日正式公告出租。

圖／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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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農業及其他工業用途、舞台音響設備承租

需求減緩，年減 5.7%

專業技術服務業去年第 4 季短暫轉為正成長

後再度翻黑，年減 0.7%，其中攝影業因婚紗削

價競爭，加上相片影像輸出服務業績衰退，年減

17.5%，在專業技術服務業各業別中衰退最嚴重。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因市場研究及民調業務

增加，年增 1.5%，專門設計服務業因營業用室

內空間、展覽會場及燈飾設計接案量增加，年增

8.8%，抵銷專業技術服務業其他業別減幅。

4月外銷訂單391.1億美元　 

創歷年同月新高

據今日新聞 5 月 21 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

21 日發布 4 月外銷訂單 391.1 億美元，創下歷

年同月新高，較去年同期成長 9.8%，扣除 2 月

春節因素後，為連續 20 個月正成長。累計 1 ～

4 月訂單 1,570.1 億美元，同樣寫下歷年同期新

高，年增 7.2%。 

統計處指出，主要貨品中，電子產品、機

械接單同為歷年同月新高。按貨品類別觀察，資

訊通信產品因智慧型手機及電腦逢銷售淡季，

市場需求偏弱致接單年減 0.3%；電子產品年增

12.1%，因需求帶動晶圓代工、晶片、記憶體、

封測、印刷電路板、被動元件等接單成長，並以

接自中國大陸及香港增 6.0 億美元、美國增 5.7

億美元較多。 

光學器材則因大尺寸面板進入傳統淡季，需

求趨緩，及價格下跌，致年減 9.5%，接單地區

以接自美國減 0.5 億美元、中國大陸及香港、歐

洲各減 0.4 億美元較多。 

傳統貨品接單表現持續暢旺，年增率均呈

二位數成長，其中，基本金屬因全球景氣穩健擴

張，鋼品需求續增，致年增 16.5%，為連續 21

個月正成長；塑橡膠製品及化學品因國際原油價

格上漲，推升產品價格上揚，分別年增 18.9% 及

24.9%；機械則因全球對智慧機械需求持續升溫，

加上中國大陸及香港對客製化及自動化設備需求

殷切，致年增 18.6%，為連續 21 個月正成長。 

此外，分析主要訂單來源，接自美國訂單

109.1 億美元、中國大陸及香港

105.6 億美元、歐洲 72.7 億美元，

皆創下歷年同月新高，分別成長

9.6%、13.6% 及 4.9%。 

統計處長林麗貞表示，第 2

季因智慧型手機及電腦需求放緩，

恐抑制資訊通信產品接單動能，

而電子產品因高效能運算、物聯

網、車用電子及人工智慧等新興

科技應用持續發展，可挹注訂單

持穩。至於國際油價與鋼價上揚，

加上自動化機械設備需求，傳統

貨品接單仍可持續暢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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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風險評比　台灣名列全球第四

據經濟日報 5 月 23 日報導，美國商業環境

風險評估公司（BERI）發布最新「投資環境風險

評估報告」指出，台灣的投資環境風險評比總分

68 分，位居全球第四，僅次於瑞士、新加坡及

德國，BERI 建議投資人可長期投資台灣股市。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官員指出，BERI 比較重

視長期發展及整體經濟穩定，例如在某地投資的

獲利情形、賺的錢是否可以匯出等，由於台灣外

匯自由，制度面也很完善，對於投資人來說已經

是相對友善的環境，我國若在發展新產業有所突

破，將可吸引更多外資投入。

BERI 於每年 4 月、8 月及 12 月發布「投資

環境風險評估報告」，針對營運風險、政治風險

及匯兌風險等三大指標，以跨國企業角度，評估

投資各國可能獲利情形，據此評鑑投資環境優劣。

觀察三大指標，台灣在營運風險指標排名全

球第四、亞洲第一，其中，在貨幣供給及通貨膨

脹、國際收支、行政體制、勞動成本與生產力比

等評估數值，均為全球第一。政治風險指標，台

灣則排名全球第 13。

匯兌風險指標方面，台灣同樣冠居全球，

尤其在國際儲備、外匯創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一；

國外負債評估及外匯法令架構居次。BERI 報告

指出，由於全球經濟復甦，去年台灣出口成長至

3,174 億美元，年增 13.2%，貿易出超 579 億美

元。

經濟部表示，台灣此次投資環境風險評比表

現持平，被列為 1B 等級，僅次於瑞士的 A 級，

雖然總分未有增減，但因德國進步較多，我國排

名退居第四，整體而言，台灣各項評估指標仍名

列前茅。

歐盟個資法上路　 

金管會：6銀行需設個資保護長

據中時電子 5 月 24 日報導，歐盟通用資料

保護規則（GDPR）25 日生效，金管會主委顧立

雄說，台灣有 6 家銀行在歐洲當地設有據點，

金管會已要求各銀行審慎因應，採取適當保護措

施，並設個資保護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受訪表示，

GDPR 指如果有蒐集到歐洲居民個資的企業就要

受到 GDPR 的規範，即使沒有在歐洲設據點的金

融業，也可能會蒐集到歐盟居民的個資，金管會

已要求各銀行審慎因應，採行適當保護措施，並

取得跨境傳輸許可。

目前台灣有 6 家銀行在歐洲當地設有據點，

都要提出 GDPR 相關保護措施，並找外部顧問諮

詢調整內部控制設施，且要設個資保護長，讓歐

盟所屬當地國認證，適合做跨境傳輸，透過金管

會要求，銀行應該都已經做好相應準備。

對於監督規劃，顧立雄表示，一般會透過法

規調適及實地檢查，由於歐盟會員國每個國家不

一樣，已要求銀行對新的法規進行調整適應，再

透過實地檢查，早期藉由總行了解各分行或子行

調適情況。

實地檢查分為海外和當地，因為現在才剛開

始，金管會先要求銀行先調適，依照調適情況會

先請總行督導，金管會再對總行實地了解，如果

有必要才安排海外實地檢查。

歐 盟 2016 年 立 法 通 過 GDPR（European 

Union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基於對人權、個資保護的精神，要求在資訊傳輸

的過程中，不能違反個資保護、侵犯人權，甚至

個資跨境傳輸也須符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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