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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是一個代表「專業」與「服務」

的名詞，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申請戶籍登記要

找「戶政事務所」，有訴訟或法律諮詢的需求

要去「律師事務所」，如果要處理建築設計或

開發規劃則要洽「建築師事務所」；但是，你

知道「投資台灣事務所」嗎？

認識「投資台灣事務所」

「投資台灣事務所」是由經濟部招商中心

改組的國家級招商攬才中心，於 2018年 7月
正式上路，希望打破既有行政框架進用外籍人

才與優秀公務員，打造全新的招商單位。

「投資台灣事務所」以招商中心為金字塔

頂端，下有投審會（20部會委員）及投資處（24
個重點駐外單位）提供跨部會溝通及海外招商

等協助。從 2019年 1月 1日開始，更擔任「歡
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的主要窗口，提供

台商回台投資客製化單一窗口一條鞭服務。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提供客

製化服務，協助台商快速返台投資

 推動背景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強調公平貿易，保護

美國就業，並嚴格執行貿易法規，2018年以來
對全球包括中國大陸採取連串經貿措施。美中

之間的貿易衝突，讓國際產業分工出現重組，

也對原有的經貿秩序帶來衝擊，進而有不少台

商表達了回台投資的意願。

政府聽到台商的心聲了，2018年 11月 29
日，行政院賴清德院長聽取國發會「歡迎台商

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報告後表示，將以企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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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台灣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

樞紐。 
賴院長強調，未來 3年為吸引台商返台的

關鍵期，為確保回台廠商確實有助台灣經濟發

展，除投資案件聯審會議需依法審查外，亦應

秉持前瞻創新思維，主動發掘潛力廠商，引導

投入重點產業，建立有利創新升級的產業鏈，

厚植我國經濟發展實力。

 適用對象

為導引協助台商回台投資，加速如 5+2產
業創新領域等重要產業發展，促進產業轉型與

經濟成長，本方案之期程與適用對象如下：

一、實施期程：3年（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適用對象：需同時具備共同資格及特定

資格其中之一項：

(一 ) 共同資格（須全部符合）：
1. 美中貿易戰受衝擊業者。 
2. 赴中國大陸投資達 2年以上。
3. 回台投資 /擴廠之部分產線須
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

能之企業。 
(二 ) 特定資格（須符合至少一項）：

1. 屬 5+2產業創新領域。
2. 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
件相關產業。

3. 國際供應鏈居於關鍵地位。
4. 自有品牌國際行銷。
5. 經認定回台投資項目與國家重
要產業政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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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策略與措施

為促成台商回台投資，打造台灣成為全球

產業供應鏈樞紐目標，「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

動方案」以廠商需求為導向，透過滿足用地需

求、充裕產業人力、協助快速融資、穩定供應

水電，以及提供稅務專屬服務等五大策略，擬

訂推動措施及具體作法，由各部會共同推動，

並由「投資台灣事務所」擔任單一窗口，提供

台商回台投資客製化單一窗口一條鞭服務，以

縮短行政流程，加速廠商落地生產。

一、客製化單一窗口（投資台灣事務所）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由「投資

台灣事務所」作為單一服務窗口，主動拜會有

意願的廠商，並由專人擔任投資人之天使，提

供專案客製化服務。

台商回台投資的申請案件，將交由跨部會

聯審會審核。申請案自進入送審

階段起，將於 2週內完成審核。
跨部會聯審會係由投資台灣事務

所執行長及工業局局長擔任共同

召集人，成員包括國發會、工業

局、投審會、勞動部等相關部會

代表（詳圖 1）。

二、推動措施及具體作法 

(一 ) 滿足用地需求
1. 提供租金優惠（經濟部）

(1) 業者可優先承租經濟
部工業局主導開發工

業區土地，以「只租

不售」方式，提供「前

2年免租金之優惠」措
施，現行適用優惠出租

方案之工業區，包括

彰濱、台南科技、雲

林科技（石榴班區）、

花蓮和平等工業區。

(2) 若廠商需用到各縣市
地方政府所轄工業區，

將提供中央地方協調

平台進行客製化服務。

2.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經濟
部、內政部）

依「都市型工業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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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工作天內 8 個工作天內 

兩週內完成 

  

預約預審 

  

即送即審 

  

跨部會聯審 

  

即審即核  

1 個工作天內 

每週召開 

共同召集人：投資台灣事務所張銘斌執行長
及工業局呂正華局長 

組             成：國發會、工業局、投審會、勞
動部等相關部會，指派適當層
級之專人代表。 

(投資台灣事務所) (投資台灣事務所) 

圖 1 審核流程

圖 2 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新立體化發展方案」，提供產業面向容

積獎勵機制（詳圖 2），強化產業用地
使用效率，並導引企業新增投資、投入

能源管理。目前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

由經濟部或地方政府管轄，且基準容積

於 240%（含）以下者為限，經清查共
計 36個工業區適用；依科學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所設置之科學園區，則計有 8
個科學園區適用。

3. 輔導合法業者擴廠（經濟部）
產業園區外之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

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使用毗連之

非都市土地時，可依「興辦工業人使用

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審查辦

法」辦理。若遇有毗連特定農業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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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則依行政院 2018年 5月 25日
核定「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農業區

之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及用地處理

計畫」，輔導合法業者擴廠。 
4. 擴建產業用地（科技部、經濟部、內政
部）

(1) 推動擴建科學園區產業用地
● 積極辦理新竹園區寶山用地擴建計
畫 (新增約 18.92公頃 )、台南園區
都市計畫 (新增約 13.61公頃 )、高
雄園區非都市土地變更計畫 (新增
約 38.6公頃 )。

● 中科二林園區於 2018年 5月通過
二階環評審查，現已全面啟動公共

工程開發 (逐步釋出可供出租土地
將達 265公頃 )。

● 橋頭科學園區 (預定地評估中 )及
台南科學園區擴建 (規劃中 )，預計
於完成可行性評估、籌設計畫與環

評等法定程序後，可於 3年後提供
產業用地面積約 300公頃。

(2) 運用前瞻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設置在
地產業園區，目前核定桃園新屋頭

洲產業園區等 17案，預計於 2021
年前可提供用地計有 11案，面積
170公頃產業用地。

圖 3 目前可立即供給產業用地

註：用地面積將依後續出租售情形滾動式修正。 

(3) 啟動台中精密園區三期
開發 (約 12公頃 )，經
濟部將提供台中市政府

相關協助，以因應智慧

機械產業用地需求。 
5. 盤點土地供給情形（經濟
部、科技部）

目前可立即供給產業用

地約 435公頃，包括科技
部、經濟部、地方政府開發

園區，其中北部 44公頃、
中部 183 公頃、南部 137 
公頃、東部 71公頃（詳圖
3）。在未來 3年土地供給
部分，預估新增產業用地

873公頃、新增標準廠房樓
地板面積 44,788坪。

(二 ) 充裕產業人力
產業人力政策以優先促進本國勞工就

業、外籍勞工採補充性為原則。針對有意

返台投資設廠而需協助補充人力之事業單

位，由勞動部 5分署受理求才登記，並提
供求才媒合服務。 
1. 運用就業獎勵工具補實所需本國勞工人
力（勞動部）

透過勞工就業獎勵、雇主僱用獎

助、跨域就業津貼等，以協助勞工就業

及補實企業人力需求。 
2. 專業人才來台（經濟部、內政部、陸委
會）

協助企業內部調動或引進所需陸籍

專業人才，符合現行「跨國企業內部調

動服務」、「產業科技研究專業人士」、

「產業技術人才」來台規定者，由「投

資台灣事務所」單一窗口，轉經濟部

（投審會）及內政部（移民署）辦理。

若不符前揭規定者，經「投資台灣事務

所」單一窗口認定，適用「大陸地區人

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45條專
案許可規定者，轉陸委會會同有關機關

辦理。

3. 外勞引進措施（勞動部、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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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廠商應符合以下條件： 
● 全新設廠或擴廠須達一定規模以
上：擴廠係指有新增生產線需求者，

並於特定製程設備及其附屬設備需

互相配合方能發揮功能者；或其同

一生產線上有相互關聯足以影響生

產作業者。
● 投資金額須達一定金額以上：新設
立廠場、高科技產業投資金額達新

台幣 2億 5千萬元，或其他產業投
資金額達新台幣 5千萬元。

● 高科技產業創造本勞新就業人數 
100人或增加本勞比率 20%；其他
產業創造本勞新就業人數 50人或
增加本勞比率 20%，且聘僱本國人
納保勞保投保薪資及勞退提撥工資

需達新台幣 3萬元以上。
(2) 引進外勞措施內容
● 預核機制

雇主經經濟部認定符合回台投

資廠商資格者，得向勞動部申請外

國人初次招募許可，於所定期間內

申請引進外國人 (入國引進許可 )
不得逾初次招募許可人數之 1/2，
倘雇主聘僱國內勞工人數達回台投

資案預估聘僱國內勞工人數 1/2以
上，再申請核發另 1/2外國人引進
許可。

● 1年內免定期查核
雇主依回台投資案引進首名外

國人入國滿 1年起辦理定期查核，
其聘僱外國人之人數及僱用員工人

數，以首名外國人入國滿 1年之當
月為基準月份，以基準月份之參加

勞工保險人數計算。
● 依現有 Extra制再提高 10%比率

申請初次招募人數及所聘僱外

國人總人數之比率，得於上開 3K5
級制及 Extra機制基礎下再提高比
率至 10%，所聘僱之外國人每人每
月額外繳納就業安定費 7,000元，
但外勞比率仍以 40%為上限，且提

高 10%之外勞名額，得視需求或營
運狀況申請重新招募。

(三 ) 協助快速融資（行政院國發基金）
由行政院國發基金匡列 200億元額

度，委由銀行以自有資金辦理專案貸款，

以協助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期間若貸款額

度提早用罄，得再酌增額度。主要規劃包

括：

(1) 貸款範圍：包含「興建廠房及相關設
施」、「購置機器設備」、「中期營

運週轉金」。

(2) 貸款額度：除中期營運週轉金外，最
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本 80%。

(3) 貸款利率：不超過郵政儲金 2年期定
期儲金掛牌利率，加年息 0.5%機動計
息。

(4) 貸款期限：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10
年 (含寬限期 )，寬限期最長 3年。

(5) 貸款保證：必要時得依「中小企業信
用保證基金對政策性貸款信用保證要

點」規定，移請該基金信用保證。

(四 ) 穩定供應水電
1. 確保產業投資所需用水無虞（經濟部）

積極辦理各項水資源建設管理工

作，2018-2019年陸續完成可增加水源
每日 100萬噸，確保各縣巿產業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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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人協助加速用水計畫申請（經濟部）
進駐已有用水計畫之科學園區或工

業區等計 76處投資，水源可供應無虞，
廠商無須再個別提送用水計畫。若進駐

非屬前述已有用水計畫之園區，且每日

用水量 300噸以上案件，由水利署專
人主動協助，以 1個月內完成審查為原
則。

3. 加速用電取得（經濟部）
台電公司將透過單一窗口及專案控

管，加速重要投資計畫及公共建設之用

電計畫書核供函作業時間，高壓案件由

2週縮短至 1週、特高壓案件則由 2個
月縮短至 1.5個月內函復。

4. 提供穩定電源（經濟部）
台電透過公司內部健全維護策略及

提升人員運維技能，強化機組平常運轉

維護，確保所有機組皆能穩定供電。政

府積極規劃電廠興建，全力增加供電能

力。自 2017年至 2025年間，燃氣機
組規劃增加 889.6萬瓩，燃煤機組則增
加 40萬瓩。2019 年起將陸續商轉之機
組，可確保備用容量率達 15%以上，
備轉容量率達 10%以上。

(五 ) 提供稅務專屬服務（財政部）
為協助台商釐清回台投資相關稅務疑

義，財政部提供常見稅務問題說明（詳圖

4），各地區國稅局並設立聯繫窗口，提供
稅務法規諮詢服務。如台商諮詢案件涉及

海基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536號
總機：+886-2-2175-7000
台商服務專線：+886-2-2533-7995
網址：http://www.sef.org.tw
兩岸經貿網：http://www.seftb.org

投資台灣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1號 8樓
電話：+886-2-2311-2031
傳真：+886-2-2311-1949
網址：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電子信箱：service@invest.org.tw

圖 4 台商常見稅務問題說明 

個案事實認定範疇，財政部

各地區國稅局為釐清事實及

確定其法律效果，將成立專

責小組與台商諮商，以有效

處理稅務疑義。

印製「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手

冊」提供索閱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

案」有別於以往吸引台商回台作

法，對於有意回流廠商，打造客

製化單一窗口服務，並力求簡化

審核機制，縮減行政程序流程，加速台商回台

投資。透過本方案之推動，將有助於加速台商

落地發展，同時帶動本土產業，重塑產業供應

鏈完整性，進而提升經濟成長動能。

鑒於美中貿易衝突短期難歇，部分台商為

期企業永續經營，選擇回台投資。本方案盤點

廠商土地、水電、人力、資金與稅務諮詢等面

向需求，由需求端驅動，供給端切合，提供返

鄉台商客製化服務。為了讓各界更瞭解「歡迎

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的內容，行政院指示

相關部會印製「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手冊」，要

求內容務必切合台商需求，並透過各項管道積

極廣宣，為所有的台商提供最佳服務。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投資台灣事務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