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與企業充分合作

實現台灣經濟升級轉型

據中央社 11 月 9 日報導，蔡總統出席在圓山大飯店舉辦的「第
72 屆工業節大會」提到，工業是帶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台灣的榮
景與繁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台灣製造業在全球供應鏈上有關鍵地
位。這陣子由於美中貿易衝突升溫，全球經貿秩序發生變化，台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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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產業結構確實面臨挑戰，這 2 年多來，台灣積極強化產業體質、
推動產業升級轉型，就是要因應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政府希望協
助產業保持競爭力，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就是要讓過去以「效
率」為傲的經濟發展模式，加入「創新」作為核心，形成新的模式，
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已經有具體的成果。
蔡總統表示，台灣在製造領域，擁有其他國家少見的大數據優
勢，利用巨量資料，開發出新的方法，也是台灣在人工智慧（AI）領
域的利基；在中央研究院與許多企業支持下，「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正在密集培育 AI 人才，為產業提供關鍵人才與技術。政府會全力協
助製造業，升級為真正的「工業 4.0」的企業，目前正在研擬智慧機
械投資抵減方案，希望讓大家投資更有動力。此外，政府也成立專
案小組隨時掌握情勢變化，積極完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加速投資
台灣，並協助台商掃除返鄉投資障礙。今年新版的台菲投資保障協
定已生效，印度政府也通過了台印雙邊投資保障協議，未來政府繼
續努力洽談或者更新投資保障協定，給台商更多的保障與支持。
另外，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將在今年 12 月底
生效，這段時間以來，政府把加入 CPTPP 的準備列為重點工作，並
會全力爭取加入接下來的第二輪談判。由於國際政經局勢正在劇烈
變化，全球產業分工也很可能重組，在變局當中，台灣需要充實力
量，也需要把握機會；只要政府與業者充分合作，善用中、大型台
商在區域分工的整合能力以及全球布局能量，再加上中小企業的活
力，一定有能力來展開全新的戰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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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接見美國愛達荷州州長 期待雙方交流合作更加緊密
據總統府 11 月 19 日新聞稿，蔡英文總統 19 日上午接見「美國
愛達荷州州長歐士傑（C. L. "Butch" Otter）訪問團」，感謝歐士傑州
長多年來支持台灣，並期待雙方未來在經貿、農業、產業產學合作
及專業人才交流更加緊密。總統致詞時表示，愛達荷州政府與台灣
的淵源很深，在台灣的亞太區辦事處已經成立整整 30 年。如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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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日上午，蔡總統接見「美國愛達荷州州長歐士傑訪問團」。

已經是愛州第 4 大進口國、第 2 大出口國。另外，

統計處表示，第 3 季資訊服務業營業額 663

台灣的農產品貿易友好訪問團也都一直受到愛州

億元，比前一季增加 5.4%，比去年同期增加

政府熱情接待，成果非常豐碩。她也期待，未來

0.1%，其中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年減 0.9%，主

彼此在農業上的交流合作能夠更加緊密。

因部分業者上年同期承接智慧城市控制應用整合

總統表示，多年來愛達荷州朝向多元化經濟

等大型專案，比較基數較高所致；資料處理及資

的方向發展，而且積極推動的綠能、航太及創新

訊供應服務業年增 5.1%，主因數位學習網站平

產業，也都是台灣「5 加 2 產業創新計畫」的目

台、交友社群、代客處理電子資料交換及工業電

標產業。再加上近年雙方所簽署的備忘錄，台灣

腦軟體開發等需求成長所致。累計今年前 3 季年

和愛州之間的產業合作、專業交流，也越來越深

增 0.3%，其中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持平，資料

厚。面對資通訊進步所帶來的挑戰，台灣政府也

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增加 1.4%。

積極培育跨領域的科技人才。希望台灣和愛州的

統計處指出，第 3 季專業技術服務業營業額

產學合作，可以持續增進下一代的競爭力，讓他

598 億元，其中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因網路、平

們在數位經濟的時代，扮演重要的角色。

面媒體及電視行銷等廣告託播業務量成長，讓營
收年增 8.8%；管理顧問業 205 億元，創下歷年

第 3 季資訊服務業營收 663 億元

同季最高，年增 17.1%，主因企業經營、財務管

創歷年同季新高

理及網路通路行銷的顧問諮詢業務增加所致；專

據東森新聞 11 月 15 日報導，經濟部統計

門設計服務業則因住宅、商用辦公室內設計接案

處公布第 3 季資訊服務業、專業技術服務業、租

量減少，致營收年減 9.9%；攝影業因室內、戶

賃業營業額統計，其中資訊服務業營業額 663 億

外海報及相片影像輸出業績衰退，加上婚紗攝影

元，創下歷年同季新高，另外專業技術服務業營

服務需求減少，致營收年減 15.0%。

業額 598 億元，較上季增加 3.3%，租賃業營業

值得注意的是，第 3 季租賃業營業額 209

額 209 億元，同樣創下歷年同季次高，比上季增

億元，創歷年同季次高，增加 1.6%，其中運輸

加 3.2%。

工具租賃業 139 億元，為歷年單季最高，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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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擔任領袖代表，
出席 2018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4.2%，主因企業用戶長租業務穩定成長與暑期

二輪入會諮商意願，並從「法規與國際接軌」、

旅遊短期租車服務需求增加，帶動汽車租賃業營

「爭取國際支持」、「強化國內溝通」3 大方向

收成長；機械設備租賃業因農業用機械設備及貨

積極準備，由於 CPTPP 入會採共識決，在正式

櫃、舞台音響、半導體設備租用需求減緩，年減

生效日已塵埃落定情況下，爭取各會員國支持更

2.6%；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因影音碟片、運動

顯重要。

及娛樂用品出租市場不振，年減 7.5%。

經濟部官員表示，透過 APEC（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峰會與 CPTPP 各會員國接觸、遊說，

CPTPP 年底生效 台赴 APEC 積極爭取加入

是此行重要工作之一，可能藉由正式雙邊部長會

據中央社 11 月 10 日報導，跨太平洋夥伴

議或非正式的場邊會談進行，會盡可能與所有會

全面進步協定（CPTPP）將於 12 月底生效，政
府持續積極表達加入 CPTPP 意願，12 日於巴

在國內準備的部分，包括修法、政策調整

紐登場的 APEC 峰會，將是台灣近期直接爭取

與談判的準備都已準備好，與 CPTPP 相關的法

CPTPP 會員國支持的重要場合。

案包括專利法、著作權法、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

澳洲在 10 月 31 日通知已正式批准 CPTPP，

20

員交流。

等，都列為立法院本會期優先法案。

成為繼墨西哥、日本、新加坡、紐西蘭與加拿大

在強化國內溝通部分，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

後，11 個簽署國中第 6 個正式批准 CPTPP 的成

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認為，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

員國，也達到 CPTPP 生效門檻，CPTPP 將在 12

織（WTO）後缺乏經貿協定談判經驗，在提出做為

月 30 日正式生效，首輪關稅調降進入倒數階段。

交換的開放條件時，容易遭到國內產業或民眾反

台灣在 CPTPP 完成談判後持續表達加入第

彈，在爭取各國支持前，可再加強對內溝通談判。

台灣經貿消息
外人居留證格式與國人統一

明年跨大步

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推薦台灣加工區廠商登錄

據經濟日報 11 月 21 日報導，國發會主委

成為商機媒合網站 J-GoodTech 的企業會員，促

陳美伶表示，政府將逐步推動外僑居留證的格

成與日本企業於技術、商機交流機會，目前已有

式與國人身分證號編碼一致，現在正在做系統

24 家加工區廠商登錄成為 J-GoodTech 的企業會

調整，預計 2019 年第 1 季可完成系統修正，而

員，此次參展由加工處推薦相關應用廠商，並於

後逐步推動。歐洲在台商務協會（ECCT）發表

展前調查參展廠商有意商務媒合對象，有助於對

2019 年建議書，呼籲政府創造 21 世紀經濟蓬勃

焦需求、增加媒合成功機會。

的最佳條件，包含法規制度與國際標準接軌、更

加工處進一步表示，此次展覽加工區廠商在
日方嚴謹篩選下，有 8 家廠商順利參展，短短三

新過時法律等。
陳美伶致詞時表示，歐洲商會提出多年的

天展覽期間已逾百家買主親赴現場與加工區廠商

外人居留證證號與國民身分證證號編碼一致的議

洽談合作事宜，估計一年後商機金額將超過新台

題，內政部已研議修正外來人口統一證號編碼原

幣 1 億 2 千 8 百萬元。這次參展廠商表示，非常

則，將整合政府與民間企業的資訊系統，希望在

感謝加工處率團參加聯合參展活動，實質協助區

明年第 1 季完成系統修正。由於外僑居留證過去

內企業拓展日本市場，同時進一步觀摩日商的先

的格式與國民身分證編號不一致，前面 2 碼都是

進技術，對於公司未來進軍日本市場深具信心。

英文字，在一些電子化申請、電子商務上，因與
國人的身分證編號格式不同，系統常常無法辨識，

台德智慧機械產業論壇

簽署 3 項 MOU

導致外國人必須要紙本填寫，造成非常大困擾。

據經濟部 11 月 9 日新聞稿，智慧機械產業

經國發會與內政部研議後，已經打算統一外國人

論壇 9 日在台中盛大登場，台德雙方企業並在

與國人的數字格式，第一碼一樣是地區別，第二

經濟部政務次長龔明鑫及德國在台協會處長王子

碼則改成數字 8 跟 9，後面就是流水號；現在正

陶的見證下，簽署 3 項合作意向書。經濟部說

在做系統的重新調整，讓機器未來可以判讀。

明表示，此次論壇期間，我國達明機器人與德
國 ATLANTA Antriebssysteme E. Seidenspinner

加工處率廠商赴日參展拓銷

成果豐碩

GmbH & Co. KG 簽署產銷合作 MOU，由達明機

據今日新聞 11 月 17 日報導，本次台灣廠商

器人提供機器人設備，德國 ATLANTA 公司協助

有 30 家廠商參展，其中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在歐洲的機器人銷售。我國亞太菁英也與德國

理處（下稱加工處）黃文谷處長率領的加工區參

Siemens 簽署技術合作 MOU，分別由亞太菁英及

展拓銷團表現更是亮眼，估計後續商機金額將超

德國 Siemens 提供硬體及軟體，進行數位製造產

過新台幣 1 億 2 千 8 百萬元。加工區參展廠商一

線合作；另外，我國邁鑫機械與德國 IGUS 簽署

致表示，由於該次展覽特別著重於 CEO 媒合商談

工業 4.0 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共同開發智慧製造

會，協助我參展企業面對面與日本優質廠商有效

的新應用技術，進行智慧製造產線升級。

對接，對於未來進軍日本市場有非常大的助益。
加工處表示，今年 4 月透過台灣加工出口區
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和日本中小企業機盤整備

經濟部指出，台、德雙方在智慧機械產業的
交流合作，將可加速我國相關產業發展、提升產
業國際競爭力，並攜手開拓全球智慧製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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