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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頒佈「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據聯合報 2018年 11月 29日報導，行政院會 29日報告「歡
迎台商回台行動方案」，凡是在中國大陸投資 2年以上的業者，
若回台投資 0.5~2.5億元，創造本勞就業 50~100人或增加本勞
比率 20%，本勞平均薪資達 3萬元以上，外勞比率就可以在現有
外勞 Extra制上再提高 10%，最高不逾 40%。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強調，本次歡迎台商回台享有各項優惠措

施的條件門檻大幅降低，政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扶持中小企

業，歡迎中小企業台商能趁機回流台灣。

該方案的「牛肉」除了外勞核配比率優惠，經濟部也提供土

地租金優惠，進駐經濟部開發工業區，前二年享受「免租金」的

優惠，且優先受理租地申請。

國發會則由國發基金匡列額度，委由銀行辦理 200億元融
資，國發會則補貼利息費用。如果貸款額度提早用罄，會再酌增

額度。貨款可用於興建廠房及相關設施、購置機器設備、營運周

轉金。

廠商若是進駐已有用水計畫的科學園區或工業區，水源可供

應無虞，且不用再個別提用水計畫。

本方案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實施 3年，國發會依會議決議
修訂方案內容後，陳報行政院核定。

陳美伶表示，未來各項資訊會印製「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手

冊」，並透過公協會等各項管道積極發送到台商手中，歡迎台商

回台。

行政院長賴清德則裁示，本案有別於以往作法，係以企業需

求為導向，提供客製化單一窗口服務，縮短行政流程，並從滿足

用地需求、充裕產業人力、協助快速融資、穩定供應水電、稅務

專屬服務等五大策略著手，以引導優質台商回台，促進產業升級

轉型。

2019年多項新制元旦上路
據青年日報 1月 2日報導，2019年到來，多項元旦新制正

式上路，包括基本工資月薪調高至 2萬 3,100元、時薪調高至
150元，初估有 226萬名勞工受惠；在交通、食安及醫藥等項目
也有新規定，提醒民眾多注意，以保障自身權益。

以國防部為例，後備軍人線上歸鄉報到，解決人民退伍後無

法立即就業或出國的困擾；內政部則是開放 83年次以後出生的
役男，以外交、文化及體育等專長申請服替代役。

勞動部新制包括基本工資月薪調高至 2萬 3,100元、時薪調
高至 150元，22K走入歷史，預估有 226萬名勞工受惠，另勞保、
國保也雙雙調漲保費 0.5個百分點，估有 1,348萬人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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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薪資低於基本工資，勞工可檢附相關證據向

1955勞工申訴專線檢舉，若查證屬實，僱主可
處 2萬到 100萬元罰鍰。
在交通部的新制，即日起新款機車須強制

安裝防鎖死煞車系統（ABS）或連動式煞車系
統（CBS），舊款車則不受影響，市售新車約
15萬輛將受影響，安裝 ABS機車估將調漲 8
千元，加裝 CBS機車估將貴 1,500元，交通部
研擬將分別補助 4千和 1千元；為避免交通違
規檢舉浮濫，檢舉人須採實名制，除須留下姓

名、電話外，還須提供身分證字號；為避免浪

費停車空間，將開放汽車停車格臨停多輛大型

重機。

衛福部也有多項新制上路。為讓 C型肝炎
病人盡早接受全口服新藥治療，即日起不再設

限治療 C肝，預計全台在未來 7年內、至少有
21萬名 C肝患者將受惠；攸關民眾醫療權利的
「病人自主權利法」1月 6日上路，實施後，
民眾可採書面預立醫療決定，若屬末期病人等

情形，可選擇接受或拒絕維生醫療、人工營養

等處置，而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也可由醫療

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於生命末期尊嚴的離開；

為避免浪費健保及藥物，健保署擴大鎖定 60

類、共 6,500項藥品，醫師若重複開藥將不給
付，民眾須自費領藥；醬油標示違規將開罰，

未標示者最高開罰 300萬元，標示不實最高罰
400萬元。
在通訊方面，已推出 15年的第三代行動

通訊（3G），即日起退場，3G用戶只要致電
客服、門市，並同意升轉 4G，經過基本核對資
料和說明後，可在 1分鐘內完成復話；在今年
2月 10日前，3G用戶仍可正常撥打緊急電話
110、119、112，但 2月 10日後，將只剩 112
緊急電話可撥打。

在財政部新制方面，3種人免繳稅，包括
月薪 3萬元以下的小資族（年薪 40.8萬元以
下）、夫妻合計年收 81.6萬元以下的頂客族，
及家庭所得 123.2萬元以下的 4口小家庭，免
繳納所得稅；國民年金法規定調高費率，從原

本的 8.5%調至 9%；勞保費率則從 10.5%調升
至 11%；統一發票兌獎方式更多元，郵局已不
再提供兌獎服務，統一發票兌獎 App上線，全
天候 24小時即時兌獎，獎金將直接匯入帳戶，
不受代發獎金營業時間限制。而 4大超商提供
五獎及六獎的兌獎服務。一銀、彰銀、全國農

業金庫，於營業時間內可兌獎；無摺存款 3萬

經濟部 汽車點菸用電源供應器

等民生商品，列為應施

檢驗商品。

財政部 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

提供多元利率；統一發票兌

獎新增網路APP，提供24小

時即時領獎；綜所稅最高稅

率調降至40%與調高綜所稅

4項扣除額度。

內政部 開放83年次後出生的役

男，以外交、文化及體

育專長申請服替代役。

交通部 開放自動架駛車輛申請試車

牌照，進行道路測試；民眾

檢舉交通違規，受理單位須

確認檢舉人真實個資；明確

規範大型重機等在未劃設停

車格位的停車規定。

環保署 補助民眾淘汰二行程機

車與新購電動二輪車。

衛福部 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

》；醬油產品應標示製

程；國民年金保費費率

由8.5%調整至9%；門

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

用管理方案擴增至60類

藥品。

國防部 後備車人線上歸鄉報

到，解決人民退伍後

無法立即就業或出國

的困擾。

農委會 高風險農藥採取管制措

施，以降低使用風險。

金管會 擴大微型保險承保對象至家

庭成員；分級調降ATM小額

跨行轉帳手續費。

勞動部 基 本 工 資 月 薪 從 2 萬

2,000元調升至2萬3,100

元；修正勞保投保薪資

分級表的第1級月投保

薪資為2萬3,100元；勞

保普通事故保費費率由

9.5%調整為10%。

2019 新制簡表 資料來源/ 行政院提供

製表/ 漢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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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須留個資，無摺存款逾 3萬元以上，須
留存款人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等資料。

行政院長賴清德視察金門小三通 
全民防堵非洲豬瘟入境

據中時電子報 2018年 12月 22日報導，
行政院長賴清德 20日下午至金門「視察小三
通及動植物檢疫情形」時表示，非洲豬瘟對台

灣有極大危險性與挑戰性，請相關單位嚴陣以

待、加強宣傳效力及策略，主動向民眾提供防

疫訊息。盼全民投入、滴水不漏做好防疫工作。

非洲豬瘟疫情已擴展至中國大陸 23省，
福建、廣東也發現疫情。農委會已於 18日成
立「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縣市政

府及相關單位皆依法配合，近期也將邀集各縣

市政府參加非洲豬瘟演習，希望相關單位全力

以赴。賴清德表示，通航 17年的金門小三通
成效良好，航班及貿易額皆增加，1年約 180
萬人次往返。過去台灣發生口蹄疫尚未開放小

三通，如今成為全台首個檢出含非洲豬瘟病毒

肉製品的地區，顯見金門防疫戰略地位重要性。

賴院長強調，旅客若違規攜帶肉類產品入

境，將可處新台幣 20萬元罰鍰。但民眾可能
不知情，政府不但應防疫、也需體恤民眾負擔

沉重罰鍰，請相關單位加強向民眾說明可攜帶

圖／第九岸巡隊提供

▼ 金門海邊驚現漂流死豬，金門動植物防疫所人員獲報移除豬屍，並進行環境消毒。

及不可攜帶的產品，讓民眾確實了解完整防疫

資訊。此外，政府亦要精進 X光機查驗技術，
針對 X光機無法徹底檢查出的肉類產品，應採
取補強策略，請工作同仁務必檢視各步驟，充

分掌握肉類產品可能入境動線，確實執行防疫

工作。

賴清德表示，1997年發生口蹄疫迄今已
21年，當初撲殺 400多萬頭豬，重創台灣養豬
產業、影響逾 1,700億元，造成社會巨大衝擊。
期盼大家記取口蹄疫經驗，克盡全功、做好非

洲豬瘟的防疫工作，也希望中國大陸能與台灣

及國際社會合作，讓防疫資訊公開透明，如此

台灣可更勝任防疫工作。

外籍旅客現場小額退稅增至 4.8萬
據中央社 2018年 12月 12日報導，為增

加外籍旅客來台消費誘因，國稅局表示，2019
年元旦起外籍旅客來台，同一天內在同一家免

稅特約商店消費，申請現場小額退稅的含稅消

費金額上限，將增至新台幣 48,000元。
財政部長蘇建榮表示，國際上很多國家的

退稅額也相對比較高一點，對外籍旅客相對比

較方便；將稅額提高，希望能夠讓外籍旅客更

方便，讓更多人願意來台灣觀光旅遊。

2018年外籍旅客來台在 12月初達成千萬
人次目標，且連 4年突破
千萬人次，但來台旅客退

稅金額卻未隨之成長。因

此，為營造更優質的外籍

旅客購物退稅環境，交通

部及財政部於 2018年 11
月 5日會銜修正發布「外
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

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第

3條及第 4條規定，提高
現場小額退稅金額上限，

以及延長特定營業人得免

使用電子發票期限。

國稅局表示，修正後

的實施辦法規定，2019年
起持非中華民國護照入境

且在中華民國境內停留日

數未達 183天的外籍旅客，



27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Ta

iw
a

n Econom
ic a

nd
 Tra

d
e N

ew
s

同一天內向同一家貼有現場小額退稅標誌的特

定營業人（免稅特店）購物，累計含稅消費金

額達 2000元以上、48,000元以下，可直接申
請現場小額退稅，24,000元的上限倍增，可望
增加外籍旅客消費誘因，節省外籍旅客至機場

港口退稅櫃台申請退稅的等待時間。

此外，新版實施辦法也延後免稅特店得免

使用電子發票的期限，有意加入外籍旅客購物

退稅作業的營業人，除無積欠已確定的營業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外，應使用電子發票，

但依現行實施辦法第 4條第 4項規定，尚未使
用電子發票的營業人，2018年底前仍得與中華
電信公司締結契約，申請為特定營業人。

觀光工廠逐年增加 
近 5年銷售值平均成長逾 2成
據經濟部 2018年 12月 5日新聞稿，經濟

部 5日公布產業調查，國內觀光工廠數逐年成
長，至 2018年 11月底已有 135家，行業別以
食品業為主；且觀光工廠銷售值也由 2013年
23億元增至 2017年 51億元，近 5年銷售值
翻倍，平均年成長 21.8%，預估 2018年銷售值
約可增加 1成達 55億元。 
經濟部並指出，近年經營觀光工廠的業者，

平均利潤率皆高於全國工廠平均數。2013年經
營觀光工廠的廠商利潤率為 7.7%，高於一般工
廠的 5.6%，至 2015年更因觀光客參訪人次大
增，加上新增規模較大的飲料業觀光工廠，利

潤率跳升至 12.2%，遠高於一般工廠的 6.9%，
觀光工廠廠商利潤率則為 9.8%，也高於一般工
廠利潤率 8.3%。
根據經濟部統計調查，觀光工廠於 2013

年底時為 104家，至 2015年起家數達 130家
以上，且呈穩定增加趨勢，至 2018年 11月
底 135家，其中以中部地區 50家占 37.0％最
多，北部 42家占 31.1％次之，南部 39家占
28.9％。
依行業別觀察，食品業觀光工廠達 58家，

占全國觀光工廠家數 4成以上，其中以烘焙業
14家最多；其次為飲料及菸草業 17 家，占全
國觀光工廠家數 12.6％，其中近 6成為酒精飲
料業，例如觀光酒廠。經濟部表示，這顯示大

多數觀光工廠結合「吃喝玩樂」以吸引民眾，

有效提高工廠知名度及營運績效。

台中軟體園區正式啟用 
投資額達上百億元

據經濟日報 2018年 12月 4日報導，經濟
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簡稱加工處 )主導開發
的台中軟體園區，3日舉辦啟用典禮，宣告台
中軟體園區正式邁入啟用營運的新里程碑。台

中軟體園區佔地 4.96公頃，主要分成鼎新電
腦、網銀國際、佑順 -S1智匯中心、大買家 -Dali 
Art藝術廣場等四大坵塊，目前已引進 163件
投資案，累計投資額達 126.5億元，超過園區
開發計畫 80億元之招商目標。
加工處處長黃文谷致詞表示，闢建軟體園

區是實踐「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的

重要策略，加工處將給予中軟園區進駐廠商最

佳的支援服務，以營造有利數位創新的基礎環

境，厚實我國數位經濟的競爭力。目前台中軟

體園已走過開發及營建階段，在各界協助下，

園區已營造五大亮點，包括：一、中部第一：

中部第一個軟體園區。二、全國唯一：全國唯

一所有建物皆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園區。三、加

工區第一：從行政院核定到完成開發工程僅 18
個月，締造加工區最速開發記錄。四、科技人

文並存：開發時將歷史建物及老樹予以保留，

同時舉辦大規模「文創博覽會」，營造科技人

文並存的獨特定位。五、引進優質廠商：例如

全國最大商用軟體開發商、全國最多人玩的線

上遊藝館開發商、全國唯一蘋果授權訓練機構、

全國最大公車動態系統服務廠商、全國最大

CNC操作模擬軟體開發商等。 
加工處進一步指出，中軟園區的發展願景

是成為「科技人文‧智慧創新應用基地」，後

續將透過智慧升級輔導、發展美學經濟等作法，

引進更多優質廠商，讓園區富含科技人文底蘊。

再者，積極爭取法人進駐，目前已引進台中市

電腦公會進駐，將善用公會之能量設立育成中

心、育成加速器等，活絡園區產業發展。此外，

建立完善之產學合作機制，協助區內廠商投入

創新研發、人才培育及各項智慧應用，以提升

園區廠商之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