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接見日本東大「兩岸關係研究小組」
強調維持穩定兩岸關係
據總統府 9 月 4 日新聞稿，蔡總統 4 日接見日本東京大學「兩岸關係
研究小組」松田康博教授一行，強調台灣會持續尋求與日本合作，拓展在第
三國的合作和市場，共創雙贏。總統致詞時表示，東大「兩岸關係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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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心台灣政治和兩岸關係議題。
台灣會善盡區域安全的責任，維持一個穩定、一致、可預測的兩岸關
係。但是，現狀的維繫不是台灣單方的責任，她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中國
對台灣打擊的力道越來越強。
總統認為，不論是軍機、軍艦的繞行、對台灣國際參與的阻撓、甚至
斷交事件的發生，中國這些做法都是企圖破壞現狀、增加兩岸關係變數，
也對區域的和平穩定造成威脅。
總統指出，台灣和日本共享民主自由等基本價值，也是彼此重要的夥
伴。除了民間交流熱絡，也期待政府之間有更多的互動往來，一起在區域
經貿整合及安全保障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談及經貿交流方面，總統表
示，不論是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或是深化跟東南
亞各國關係，日本經驗都值得台灣借鏡。她也提過，台灣和日本可以在國際
合作議題上，有更多的互動交流。總統強調，台灣會持續尋求與日本合作，
把想法落實，讓台日拓展在第三國的合作和市場，共創雙贏。

蔡總統：打造台中成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
據中央社 9 月 7 日報導，總統蔡英文出席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暨全球
智慧機械發展中心揭牌典禮。
總統致詞表示，全國智慧機械業產值去年已突破新台幣 1.1 兆元產值，
成為台灣第 3 個兆元產業，台灣也是全世界工具機第 4 大出口國。今日在
台中成立「全球智慧機械發展中心」，將是帶動智慧產業發展的重要里程
碑，目標打造台中成為全球「智慧機械之都」，並成為國際級科技產業的
領頭羊，創造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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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台中智慧產業發展，要持續落實 3 大重要策略，包括連結在地、
連結國際及連結未來。產、官、學、研等 4 個領域的跨界平台已經建立起來，
透過跟台中既有的龐大精密機械聚落保持互動，培育跨領域的整合人才，
就可以為「智慧機械」產業持續導入創新動能。
蔡總統表示，台中經過 3 年積極招商，成效顯著，累積投資超過 9,000
億元，是全台第一，更吸引法國達梭系統、日本三菱電機、德國西門子、美
國洛克威爾和台灣微軟公司等 5 大全球企業進駐試營運場域，導入世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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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加上台中完善的產業聚落，完全是「強強

報告表示，依照今年台商赴陸投資趨勢，

相加、重磅出擊」，絕對可以打進世界級「智慧

國人赴中國大陸工作人數可能持續減少。教育方

機械大聯盟」，實現台中智慧機械之都的願景。

面，教育部初步查證，「對台 31 項措施」實施

台中市長林佳龍表示，台中作為智慧機械之

後，公立大學與頂尖大學並無教師赴陸任教。私

都，積極推動智慧產業，已在去年締造超過 1.1

立學校教師或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生赴陸任教，目

兆元產值，今日進一步有全球智慧機械發展中心

前也沒有特殊異常狀況。另外，去年赴中國大

揭幕，具體媒合企業、人才等，並推動中小企業

陸就學人數 2,567 人，約占赴國外就學人數 3 萬

數位化、智慧化。目前也已經吸引 5 家全世界智

7,149 人的 6.5%。陸方放寬措施對赴陸就學人數

慧領導大廠進駐智慧製造試營運場域，帶動台中

影響不大。醫師赴陸行醫方面，報告指出，近幾

製造產業的轉型與升級。

年向衛福部申請良醫證聲明有意至中國大陸行醫
者，平均每年約 200 人；2016 年及 2017 年分

陸委會研析大陸對台 31 條措施

別為 204 人及 234 人。今年 1 至 8 月申請良醫

據中央社 9 月 6 日報導，大陸國台辦公布

證僅 108 人，有降溫情況。報告表示，陸方在釋

對台 31 條措施實施迄今逾半年，陸委會公告研

出所謂「惠台措施」的同時，也在國際上加大對

析報告，列舉各機關統計評估，表示雖然目前各

台打壓，接連強奪邦交國，並以信用評比、獵巫

領域數據影響並不明顯，但已產生國安風險。

舉報等方式，箝制民眾言論自由及企業經營，同

大陸委員會 6 日下午舉行例行記者會暨「壯
大台灣 8 大策略－因應中國大陸對台 31 項措施」
實施成果報告，由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李麗珍

樣對台灣企業及個人產生風險。
陸委會呼籲國人，對於中國大陸各項措施，
應注意風險，並與政府共同面對及因應。

主持。報告指出，近來中國大陸標舉「一個中國」
原則及「反獨」旗幟，一方面對台進行軍事恫嚇、

台中港兩岸渡輪客運量成長

近 5 年新高

外交脅迫及政治打壓。另一方面，則推動以促進

據中時電子報 9 月 21 日報導，台中港與大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為名的「融台」政策，意圖吸

陸福建距離近、航程短、聯外交通便利，加上航

納台灣經濟，並「對台 31 項措施」以「同等待遇」

商推出優惠票價，使得台中港今年前 8 月，兩岸

等優惠手段，策略性利誘台灣人民，對台灣已構

直航客運量大幅成長近 7 成，創下近 5 年新高。

成國安的巨大挑戰。

台中港務分公司表示，台中港目前有往返福建平

目前「對台 31 項措施」對台灣經濟、教育、

潭每週一、四及週日到港對開的「海上高鐵」「海

文化及醫療等各面向之實際影響，並不明顯。報

峽號」，以及從廈門對開每周 1 航次的「中遠之

告引述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今年 1 至 7

星」，無論是商務、探親、旅遊甚至進香等宗教

月我對中國大陸投資核准金額為 52.21 億美元，

交流，台中港已成為兩岸民眾交流往返便捷的途

較上年同期減少 2.77%。

徑；今年前 8 月兩岸直航客運量達 5 萬 3,084 人

行政院主計總處今年初發布的「國人赴海外
工作人數統計結果」則顯示，2016 年國人赴中
國大陸（含港澳）工作 40 萬 7,000 人，較 2015
年減少 1 萬 3,000 人。

次，年成長 66.43％，台中港兩岸直航渡輪旅客
人次創近 5 年新高。
台中港務分公司進一步表示，為提供更優質
的客運服務，港務公司積極優化港埠旅運設施，
October 2018, No.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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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有 19 號客運碼頭外，並於去年完成 18 號多

馬達、鋼鐵、汽車零件、

功能碼頭建設，並建構連接該碼頭與旅客服務中

變壓器 蓄電池、光學產

心之風雨走廊，以及協調台中市政府推出 310 路

品等將有利出口競爭。貿

線公車「台中港旅客服務中心—台中火車站」接

易局表示，這是因為這些

駁服務等，讓台中港與市中心往返更加便利；此

產品都是在台灣就以成品

外，今年也將建置 2 座新船橋提供旅客安全上下

出口，因此美方業者會考

船，提升港埠設施，帶給旅客更舒適便捷的環境。

慮轉單。

台中港的經營方向除原有的客貨運輸外，將

但若在中國大陸布

逐漸導入商務與觀光，透過調整商港管制區範圍

局，且最終產品出口至美

提供民眾親水環境、建置遊憩景點，如媽祖行海

國者，就會受高關稅影響，例如網通廠、中低階

裝置藝術、金針花海、旅客服務中心 3 樓觀景台、

自行車零組件、工具機零組件、石化產品及手提

港區自行車道、環港北路風車景觀、開放港區釣

包等。

圖／台灣螺絲博物館

魚區域，以及近期即將設置的海豚裝置術和年底

對於受影響廠商，經濟部策略就是引導台商

營運的三井 OUTLET 等，台中港除往來商旅聚集

回流。如網通廠過去在竹科已經有廠區，再回來

外，更將觸角伸及遊客，成為中部海線觀光旅遊

都可以馬上運轉，但也要面臨台灣產地證明規定

新亮點將指日可待。

調整。如 6 位碼變 8 位碼（中華民國稅則），關
鍵製程附加價值率要 35% 等（原產地認定）。

美中貿易戰吸台商回流

台商回流，土地水電較不是問題，就缺勞

經長願協調鬆外勞管制

力，會跟勞動部轉達業者需求，希望先有外勞當

據中時電子報 9 月 18 日報導，美國宣布對
中國大陸開徵新一波關稅 2,000 億美元，經濟部

基本盤，再搭配本勞。目前我國外勞政策採限量
限業開放，並須搭配一定本國勞工。

部長沈榮津表示，有網通、中低階自行車零組
件、工具機零組件等業者受影響。受影響台商可

台灣不負螺絲王國美譽

回流，但目前業者反映最缺勞力，會協助與勞動

今年產值可望再創新高

部溝通，看是否調整外勞限業限量管制政策，讓

據奇摩電子報 9 月 17 日報導，台灣在國際

業者以外勞為基本盤，搭配本勞，解決勞力問

上享有「螺絲王國」的美譽，經濟部統計處指出，

題。

今年延續經濟復甦動能，螺絲螺帽外銷接單暢
對美中貿易戰升溫，經部初步評估，由於美

旺，累計前半年產值達 695 億元，年增 15%，

國是課稅是對中國大陸製產品，對我國直接影響

預估全年產值可望衝破 1,400 億元，再創歷史新

不大，但部分在陸台商係採購我中間財加工後輸

高。

美，恐間接影響我出口表現，但影響多寡，尚待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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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螺絲螺帽品質優良、交期迅速，在全球
供應市場占有一席之地，2014 年以 1,297 億元

沈榮津認為，這波課稅對我會有正面轉單效

的產值創下歷史新高，之後二年卻因全球經濟走

應，根據經濟部研究，手工具、螺絲螺帽、滑軌、

緩，企業投資轉趨保守，加上國際競爭激烈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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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 70% 的螺絲產業集中在高雄岡山。2014 年在
岡山開幕的台灣螺絲博物館兼具教育、文化及科技
展示功能。

電動自行車熱銷旺
上半年產值 60.6 億元創新高
據 9 月 5 日東森新聞電子報報導，
由於全球環保意識抬頭、運動風氣成
長，帶動我國電動自行車成長，經濟部
統計處表示，今年上半年產值達 60.6 億
搶單，連續二年產值略減，2017 年受惠於景氣

元，年增 74.4%，逼近去年全年出口值 72.8 億元，

復甦及國際原物料價格走揚，產值回升至 1,269

預估今年下半年成長率可望維持，全年產值將挑

億元。

戰 100 億元的歷史新高。

經濟部分析，我國螺絲螺帽以出口為導向，

統計處表示，我國是全球自行車生產大國，

直接外銷比率約占八成以上，2017 年受惠於主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及節能減碳的趨勢潮流下，積

要出口地區景氣加速復甦，加上鋼價調漲，出口

極開發具低污染、操作簡單、省力及不需駕照等特

值 40.9 億美元攀上歷史最高峰。今年外銷接單

色的電動自行車，逐漸成為代步工具新的選擇。

持續暢旺，加上國內螺絲產品積極朝高值化發

近年來業者致力於強化品牌行銷與產品技術

展，開發航太、汽車及醫療應用領域，出口平均

創新，推升銷售單價逐年走高，平均銷售單價近

單價提升，累計 1 至 8 月出口值達 30.8 億美元，

3 年均超過 4 萬元，加上外銷需求熱絡，讓產值

年增 16.6%，預估全年出口值可望突破 45 億美

連續 3 年呈現快速成長，2017 年產值達 72.8 億

元，再創歷史新高紀錄。

元，創歷年新高，寫下年增 76.5% 的好成績。今

經濟部表示，我國螺絲螺帽主要出口市場以

年上半年的產值就達 60.6 億元，年增 74.4%，成

美國為首，累計今年 1 至 8 月對其出口 11.5 億

長快速，預期全年在業者持續研發材質並開發新

美元，占 37.3%；對德國出口 3 億美元，占 9.9%

市場下，產值可望突破 100 億元續創佳績。

居次；對荷蘭、日本出口各占逾 5%；對英國、

分析自行車市場，統計處說，我國電動自行

加拿大、中國大陸出口各占逾 3%。就出口值年

車以出口為導向，主要銷往歐美地區，隨全球景

增率觀察，除了中國大陸增 6.7%、英國增 1.4%

氣穩定成長，及歐美市場需求持續熱絡，我國電

外，其餘均有二位數成長。

動自行車出口金額由 2012 年的 1,666 萬美元，

另一方面，我國在美國螺絲螺帽進口市場 1
至 6 月以市占 32% 居冠，中國大陸則占 25.8%

躍增至 2017 年的 2.5 億美元，其中賣到荷蘭、
德國及美國最多。

居次，日本 11.5% 排名第三；在歐盟進口市場，

輕量化及高單價的電動自行車需求持續高速

我國市占 25.4% 同樣高居首位，中國大陸 19.4%

成長，去年我國在歐盟進口市場市占率 23.4% 居

居次，並於 2017 年超越美國，美國占 13.2% 退

第二，僅次於中國大陸之 56.0%，越南 11.1% 居

居第三。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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