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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視察金門非洲豬瘟及相關防疫措施

據總統府 1月 4日新聞稿，總統蔡英文 4日前往金門視察非
洲豬瘟及相關防疫措施，強調這次疫情有長期化的趨勢，不容我

們掉以輕心，也不能有僥倖的心理，要有長期防疫作戰的心理準

備，並再次呼籲中國必須對病死豬做最嚴密、最有效的管控，能

夠將疫情透明化，依照雙方簽訂相關的協議，建立疫情通報平台，

分享防疫資訊。

總統指出，海漂到金門的死豬，已經證實有非洲豬瘟病毒，

這不是國內的疫情，是境外的漂入，但是我們還是要全力來因應。

農委會已經展開應變作為，同時也開始對一定範圍內的畜牧場進

行採樣抽驗，以確定能夠維持一個安全的狀態。

總統提到，農委會發布了在 1月 3日到 1月 16日，禁止豬
肉以及豬肉製品進入到台灣本島及其他離島，這一定會帶給金門

鄉親不便，請金門鄉親特別理解、體諒，一旦疫情發生破口，整

個國家的產業及其他方面的損失將會非常大。

總統並再次呼籲中國，必須對病死豬做最嚴密及最有效的管

控，避免這樣的案例一再發生，進而影響我們國內養豬產業。總

統也希望中國對於這次非洲豬瘟的疫情公開透明化，讓受到影響

的周邊地區與國家都能掌握疫情，做最有效的防疫措施；兩岸也

應該依照相關協議，建立疫情通報平台，分享防疫的資訊。

春節即將快到來，民眾與物資的往來會更加的頻繁，風險也

會更加升高。總統請國人一定要告訴在中國大陸的親友，千萬不

要帶豬肉製品回臺灣。

圖／總統府

▼ ▼ 1月 4日，蔡總統視察金門水頭碼頭，了解非洲豬瘟及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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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奏效 來台投資金額年增逾 4成
據中央社 1月 21日報導，政府對新南向

國家招商引資成效亮眼，經濟部投審會統計，

2018年核准新南向國家來台投資件數成長，投
（增）資金額年增逾 4成，顯見新南向政策成
效顯著。

經濟部投審會指出，2018年核准新南向
國家來台投資件數為 643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10.86%，投資金額達 3億 9,154萬美元，和上
年同期相比，增幅達 43.33%。
進一步觀察新南向國家來台投資情況，以

泰國、菲律賓及澳大利亞來台投資金額成長

幅度最顯著，成長率分別為 942%、393%及
142%；投審會指出，2018年僑外投資金額是
近 10年來最高，且新南向國家來台投資金額
較上年同期成長超過 4成，顯示政府招商引資
及推動新南向政策已發揮一定的綜效。

陸資來台投資方面，2018年 1至 12月核
准陸資來台投資件數為 141件，較上年同期微
幅成長，投（增）資金額為 2.3億美元，年減
12.97%；投審會補充，自 2009年 6月 30日開
放陸資來台投資以來，累計核准陸資來台投資

件數為 1,228件，核准投（增）資金額為 21.8
億美元。

圖／總統府

經濟部投審會也統計對外投資表現，2018
年1至12月核准（備）對外投資件數為638件，
年增近 3成，投（增）資金額為 142.9億美元，
年增 23.51%。
至於 2018年 1至 12月核准（備）對新南

向國家投資件數則為 229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逾 7成，投（增）資金額達 24.2億美元，年減
34.7%；投審會說明，金額減少原因是上年同期
核准台塑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5.9億美元增資
澳大利亞 FORMOSA RESOURCES AUSTRALIA 
PTY LTD.，以及環球晶圓股份有限公司以 3億
美元增資新加坡 GWAFERS SINGAPORE PTE. 
LTD.等重大投資案，使得比較基期偏高，不過
印度、越南，投資金額則較去年同期成長。

經濟部投審會分析，整體來看，2018年度
對外投資金額達歷年最高，顯示業者著眼於全

球布局及投資環境的變化，增加對外投資；而

近年台商對大陸投資金額則連續 4年呈現負成
長。

資金回台課稅 財政部三招檢視

據經濟日報 1月 11日報導，財政部賦稅
署副署長宋秀玲表示，境外資金匯回是否需課

稅，財政部將發布新解釋令，提升認定一致性，

預計透過辨認資金構成性質、區分課稅年度、

檢視申報情形等三段流程，分辨匯回資金是否

需課稅，讓台商能夠有所依循。

宋副署長表示，第一階段先「辨認資金構

成性質」，是否屬於海外所得。舉例來說，投

資本金、借貸款項、存款本金等，不屬於所得，

也就無需課徵所得稅。

屬於所得的資金則包括營利所得、薪資所

得、利息所得、租金及權利金等，就必須進入

第二階段「區分課稅年度」。稅捐稽徵法規定

核課期間為 5年或 7年，如果匯回所得已超過
核課期間，同樣也無須再繳納所得稅。

最後，如果還未超過核課期間，且取得所

得年度為我國居住者，就必須進入第三階段「檢

視申報情形」，如過去已申報課稅，就免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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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申報課稅，就回歸到海外所得基本稅負制

課稅，國外已納稅額可在限額內扣抵。

宋副署長表示，為了協助台商回台投資，

除了針對海外資金匯回課稅問題發布解釋令

外，各地國稅局也已設立諮詢窗口，提供稅務

專屬服務，協助台商釐清投資稅務問題。

三階段認定海外資金課稅情形

三階段 無須課稅情形

辨認資金構成
非所得不必課稅，如本金、

借貸等

區分課稅年度 已超過核課期間

檢視申報情形 過去已申報課稅

資料來源：財政部 製表／漢翼創意

對歐出口金額 2018年創新高
據中央社 1月 17日報導，受惠於歐洲經

濟穩健成長，主計總處最新國情統計通報指出，

2018年台灣對歐洲出口 316億美元，創史上新
高，而進口金額同樣創下歷年最高，顯示台灣

與歐洲的貿易關係已相當緊密。

主計總處引用財政部海關出進口統計指

出，2018年台灣對歐洲出口年增 8.3%，進口
增 10.0%，金額則雙雙創下新高，出、進口相
抵後，2018年對歐洲貿易入超 30億美元，為
2012年以來連續第 7年呈現入超。
進一步觀察與歐洲貿易的貨品結構，主計

總處表示，2018年台灣對歐洲出口的主要貨品
中，以資通與視聽產品 64億美元為最大宗、占
比達2成，年增4%；其次為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占比近 2成，年增幅也有 16.8%，另外，電子
零組件、機械、運輸工具占比也都超過 1成。
主計總處分析，台灣對歐洲出口金額成長

的原因，與歐洲經濟穩健成長、需求增加有關。

觀察 2018年台灣對主要市場的出口變化，除
了對東協出口規模略有減少，其餘中國大陸與

香港、美國、歐洲、日本等都創下歷年新高。

不過，展望未來出口表現，財政部認為，

全球主要經濟體景氣陸續降溫，帶動國際原油

及原物料價格回軟，美中貿易爭端的效應陸續

浮現且短期難解等因素，台灣今年第 1季出口
恐難大幅擴增。

金士頓示警市況轉冷　 
記憶體廠 2019年恐難獲利
據自由財經 1月 16日報導，記憶體市場

需求疲弱，價格持續下跌，全球記憶體模組龍

頭廠金士頓（Kingston）近期向國內供應鏈合
作夥伴示警，今年整體市況不樂觀，若美中持

續冷戰，記憶體模組廠與記憶體廠要獲利恐很

難。在記憶體業「喊水會結凍」的金士頓這番

景氣走勢預告，等同認為今年記憶體會回到辛

苦的一年。

近 2年多來，受惠記憶體價量上揚，金士
頓繼前年營收創新高後，去年總營收再達 130
億美元，年增 3成，再創歷史新高，但因下半
年記憶體價格持續下跌，恐侵蝕全年獲利；業

界認為，包括金士頓在內的記憶體模組廠，多

數大發利市，直到去年下半年市況逐漸轉冷，

廠商獲利也跟著收斂。

美中貿易戰紛爭、市場需求疲軟，研調機

構與業界對今年 DRAM、儲存型 Flash等記憶
體走勢均看空，低調的金士頓對外沒有發表任

何景氣看法，但公司在全球記憶體採購具關鍵

重要地位，跟台灣供應鏈合作夥伴關係更是密

切，去年底，金士頓將部分銷售美國的產能從

中國移回台灣，力成（6239）、華泰（2329）、
品安（8088）是受惠的合作夥伴。
近期金士頓也對供應商示警，表示今年整

體市況不樂觀，金士頓將會強化單價較高的電

競耳機、鍵盤、滑鼠等產品的銷售規模。

藥妝零售業 2018年營業額逾 2千億
據經濟日報 1月 16日報導，經濟部統計

處 15日公布 2018年藥妝零售營業額，隨著對
美妝的重視，以及高齡化社會對藥品等需求，

2018年營業額上看 2,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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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說，隨著時代進步及

生活水準提升，國人對於美妝需

求越趨重視，加上 2018年 3月
底我國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對保

健品及醫療用品的需求日益升

高，致藥品、醫療及化妝品零

售業營業額近 10年平均年成長
率為 2.9％，高於整體零售業之
2.4％；2018年 1∼ 11月營業額
1,919億元，創歷年同期新高，
年增 4.6％，預估 2018年全年營業額延續上年
超過 2,000億元。
統計處調查，藥妝零售業銷售商品以化妝

保養品占 51.5％居首位，其次為藥品及醫療用
品占 29.5％、食品類占 7.8％、隱形眼鏡及日
常清潔用品等占 2.9％，其中「化妝保養品」較
2014年增加 2.7個百分點最多。
藥妝零售業銷售管道以實體店面為主，占

96.4％，統計處指出，主因商品開架式陳列及
提供試用，並提供藥師及美容顧問專業諮詢服

務，方便消費者體驗及選取最適商品為其優勢；

透過電子商務銷售次之，占 2.9％，與 2013年
相比增加 2.0個百分點，顯示在數位經濟時代
下，網路市場亦是業者積極開拓的重點。

工研院：2019年 5G從試驗轉向商業化

據中央社 1月 18日報導，CES是全球最大
消費性電子展會，工研院觀察今年 CES產業發
展趨向，指出 5G技術已逐漸成熟，將於 2019
年從試驗轉向商業化，且第一波應用將以專網

為主。

工研院指出，今年 CES展的展覽主軸為
5G、AI人工智慧、沉浸式體驗升級等，發展則
有連結（Connectivity）、智慧化（Intelligence）
以及體驗（Experience）的三大方向。
工研院分析，隨著 5G時代來臨，相關產

業鏈也會動起來，晶片廠今年將陸續推出 5G
相關晶片，如 5G基地台網路系統晶片、5G手
機應用處理器、5G基頻晶片，各項應用則包括
AI、物聯網及車用電子等。

資料來源 :經濟部

資料來源 :經濟部

AI方面，工研院認為，語音助理預估會在
今年起進入大眾市場，服務型機器人則邁入更

為細緻的市場區隔；沉浸式體驗的領域，可能

會在視覺、多感融合與可撓技術上持續突破，

應用場景也從遊戲、健康醫療等，多方跨入虛

擬世界所提供的 B2B訓練。
工研院認為，產業快速發展，不過在 AIoT

及 5G時代，半導體仍會扮演關鍵角色，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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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廠今年會陸續推出 5G晶片以提升終端應
用產品的整體效能，半導體大廠也競相邁入

10nm及 7nm製程，但微縮的挑戰越來越高，
未來也持續考驗廠商異質整合和新興元件的能

耐。

外交部盼各國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據中央社 1月 20日報導，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PP）去年 12月底生效，20
日在東京舉行的第一次委員會是首次部長級會

議，參與的 11國部長級人士齊聚，討論今後
CPTPP在運作上的程序，以及正式決定希望加
入 CPTPP國家與地區的具體談判程序等，並於
會後發表共同聲明。外交部發言人李憲章表示，

在委員會會議後的聯合聲明中，各國與會部長

重申 CPTPP將開放給接受協定規範與標準的經
濟體加入，並確認將透過上述新經濟體的加入，

以擴大協定的堅定決心。台灣推動經貿體制與

國際高標準接軌，「符合 CPTPP對新成員的要
求」。

李發言人說，經過政府相關部會及駐外館

處的努力，CPTPP成員國政府均了解台灣爭取
加入 CPTPP的意願，政府將持續透過各種管道
與 CPTPP成員國各界溝通，爭取各國對台灣加
入的支持。

擔任會議主席的日本經濟財政暨再生大臣

茂木敏充在會後記者會上表示，CPTPP對於能
接受自由公正規範的國家或地區，門戶是敞開

的。

CPTPP 的 前 身 為 跨 太 平 洋 夥 伴 協 定
（TPP），歷經多年談判及美國退出的挫折，
去年 3月，由墨西哥、日本、新加坡、紐西蘭、
加拿大、澳洲、越南、馬來西亞、汶萊、智利

及秘魯等 11國完成簽署。

外銷訂單創 32個月最大跌幅
據中時電子報 1月 22日報導，美中貿易

戰、全球景氣下滑，加上國際油價下跌，衝擊

外銷訂單表現，經濟部統計處公布 12月外銷
訂單金額為 433.8億美元，年減 10.5％，創 32
個月來最大跌幅；值得注意的是，大陸經濟成

長減速，也衝擊台灣接單表現，去年 12月來
自大陸及香港訂單金額為 98.4億美元、年減
10.3％，刷新 2016年 5月以來最大降幅紀錄。
經濟部預估今年 1月外銷訂單約 370億美

元至 38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滑 11.8％至
14.1％，減幅持續擴大。統計處長林麗貞說，
去年 12與今年 1月外銷訂單減幅都很大，主
因國際預測機構預期今年經濟成長率多較去年

低，美中貿易戰中，有些資通訊產與電子產品

雖不在課稅清單內，但景氣下滑下、消費減弱，

波及手機買氣，連帶影響電子產品訂單。此外，

國際油價、原材料價格下滑，也波及塑化製品

接單。

就主要貨品分析，不少貨品接單甚至創下

32個月、金融海嘯最大減幅紀錄。以跌幅最
大的機械業，受到美中貿易戰明顯影響，年減

22.5％，為金融海嘯、2009年 9月以來最大跌
幅。

就接單地區分析，以歐洲較上年同月大減

33.7％，為 2001年 7月來最驚人，不過，林處
長解釋，實因廠商調度訂單來源，實際訂單量

未減少多少，反觀廠商訂單較穩定的大陸及香

港去年 12月訂單以年減 10.3％、創下 2016年
5月以來最大減幅，除美中貿易戰波及外，大
陸經濟成長減速也是主要因素。

經濟部預期第 1季將持續籠罩在外銷訂單
較去年同期大減的陰霾中，惟第 1季本來就
屬於淡季，再加上大環境影響，成了「淡上加

淡」，衝擊外銷訂單表現。但第 2季可望受惠
淡季過後回補庫存等因素，訂單有機會回升，

惟美中貿易戰將成主要變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