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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影響　台商返台投資逾 323億
據經濟日報 2月 23日報導，今年以來，經濟部已同意 12家

廠商，包括：智邦科技、慶豐富實業、廣達電腦、南六企業、崴

立機電、宇隆科技、亞旭電腦、迅得機械、康普材料科技、銓寶

工業、台燿科技及一家未上市公司等回台投資案，總投資金額超

過 323億元，預估創造本國就業人數約 3,900人。
經濟部表示，康普材料科技為三元鋰電池原料與特用化學材

料製造商，受美中貿易戰高關稅影響，於既有新竹湖口廠新增產

線、苗栗頭份建新廠，總投資金額逾 20億元。隨著全球電動車
市場大幅增長，康普返台生產之鋰離子電池關鍵材料，對於政府

積極推動綠色能源產業深具效益。

銓寶工業為台灣最大寶特瓶吹瓶機製造商，受美中貿易戰影

響而增加台灣全製程產線，於中科二林科學園區打造精密零配件

智慧製造工廠，總投資金額 12億元。經濟部表示，銓寶工業為
全球主要寶特瓶吹瓶設備供應商，所導入智慧製造帶來的生產效

益，將可提升中小型製造產業升級轉型意願。

台燿科技為國內四大銅箔基板廠之一，為因應美中貿易戰高

關稅衝擊與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於新竹購地建廠增加產能，總

經濟部近期核准回流的投資案

企業名稱 投資額（億元） 落腳地

智邦科技 8 苗栗廣源科技園區擴廠

慶豐富實業 9.6 彰濱工業區新建廠房

廣達電腦 * 42 桃園華亞科技園區

南六企業 35
於高雄市燕巢區成立營運中心與智慧

化生產基地

崴立機電 12 於新竹縣新埔鎮購地新建廠房

宇隆科技 7 台中港加工出口區

亞旭電腦 5 桃園遠雄自貿港區

迅得機械 9 桃園楊梅

康普材料科技 20
新竹湖口廠新增產線、苗栗頭份建新

廠

銓寶工業 12
中科二林科學園區打造精密零配件智

慧製造工廠

台燿科技 35 新竹購地建廠增加產能

一家未上市公司 * 未公布 未公布

註：*代表經濟部未公布投資金額與投資地等細節

資料來源：投資台灣事務所 製表：漢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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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金額 35億元。因 5G與網通產業持續升溫
帶動相關產品需求大增，該案針對 5G商機生
產高階材料，將可縮短終端客戶取得材料時程，

強化整體供應鏈。

因應美中貿易衝突，台商積極轉移生產基

地，行政院通過「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

案」，並於今（2019）年元月實施，對於有意
回台投資廠商，由「投資台灣事務所」為單一

窗口提供專人專案專責服務，並由該事務所每

周召開聯審會議審查台商回台投資案，於二周

內完成審核，隨時關切廠商投資進展。從土地、

水電、人力、人才與資金等各面向會同相關主

管機關與地方政府共同協助。

台商海外資金匯回租稅優惠 
行政院再加碼

據經濟日報 2月 20日報導，行政院已將
《海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列

本會期優先法案，最快上半年通過立法，明年

上路。

根據草案內容，台商匯回海外資金必須在

二年期限內實質投資，並對台灣實體經濟、創

造就業有利，才能享受租稅優惠。有關租稅

優惠稅率，在工商團體、台商、朝野立委強

烈建議下，財政部加碼為第一年 8％，第二年
10％，較原先草案版本 10％、12％再降調 2個
百分點，以增加台商回台投資誘因。

未來資金匯入專戶擬先繳稅、後退稅，對

於匯回資金被課 20％（最低稅負制稅率）的台
商，等於可以退稅 12％、10％，而投資政府扶
植重點產業可以退更多的稅。

至於台商匯回資金投資哪些產業可享租稅

優惠，除原本的 5+2產業外，金管會、經濟部
也增加了部分產業如長照等。而除了實體投資

外，也可以投資和實體產業相關金融商品，包

括 5＋ 2產業相關股票、綠色金融債券、創投
等。投資金融商品比例則會有限制。

此外，台商回台資金要在銀行設立帳戶，

以有效控管流向，避免炒房、炒股或炒匯。

因應美中貿易戰　台灣五大電子代工廠擴產

據經濟日報 2月 24日報導，台灣電子代
工廠持續拓展非中國大陸製造產能，市場法人

估計，和碩、廣達、英業達、緯創、仁寶等五

大電子代工廠，合計將投入近 500億元擴充東
南亞、南美或台灣等地產能，以因應客戶為避

開美中貿易戰不確定性的訂單需求。

和碩表示，2018年資本支出進入高峰達 10
億美元（約新台幣 310億元）；2019年因局勢
不明，相關計畫尚未定案。據了解，和碩為降

低美中貿易戰影響，擬斥資 3億美元（約新台
幣 93億元）擴大印尼生產基地規模，預計最快
4月營運，主要針對智慧手機品牌客戶訂單。
緯創加碼印度，市場傳出已向印度政府提

出申請，未來五年斥資 500億盧比（約新台幣
216.2億元）擴建印度的生產設施，印度政府
可望提供緯創100億盧比（約新台幣43.2億元）
補助。

電子代工廠今年擴產計畫

公司 擴產計畫 相關資本支出

仁寶

◎ 台灣、越南廠已經準備就
緒

◎ 去年 6月大陸重慶廠區擴
廠，預計今年下半年開出

新產能，衝刺穿戴裝置訂

單

法人估約 60億元

英業達

◎ 啟動桃園大溪廠第二階段
擴產

◎ 因應客戶需求，可在台
灣、東南亞、墨西哥等地

生產

法人估約 60億元

廣達 在桃園購買 1萬坪廠房擴產 法人估約 60億元

緯創

將擴建位於印度的生產設

施，未來印度政府可望提供

緯創 100億慮比（約新台幣
43.2億元）補助

外電披露，未來

五年將斥資 500
億盧比（約新台

幣 216.2億元）

和碩
擴大印尼生產基地規模，預

計最快今年 4月開始營運

擬斥資 3億美元
（約新台幣 93億
元）

製表／漢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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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寶總經理翁宗斌表示，針對美中貿易戰

採取因應措施，仁寶在台灣、越南廠已準備就

緒，若貿易戰加劇，可配合客戶要求，進行全

球產能分散的風險管控。仁寶認為，長遠來看，

貿易戰不會馬上結束，加上中國大陸工資持續

提升的壓力，且客戶也在尋找不同地區的製造

基地，提升非大陸地區的產

能將是主要方向。仁寶未揭

露相關投資金額，法人估約

60億元。
英業達集團董事長卓桐

華表示，英業達全球布局，

台灣、東南亞、墨西哥等地

各廠都能配合生產，但不會

放棄中國大陸的工廠。卓桐

華透露，英業達銷美筆電已

從台灣出貨，除針對筆電產

品做更大投資外，許多銷美

特殊需求的產品由桃園廠出

貨，智慧手持裝置開始自馬

來西亞檳城出貨，伺服器由

墨西哥出貨。法人估，英業

達相關投資約 60億元。
廣達規劃在台灣擴大投

資 AI（人工智慧），董事
長林百里表示，由於林口總

部空間不足，正尋找新廠因應，同時解決美中

貿易戰擴產的需求。法人估計，廣達此次投入

加碼台灣的資金，將達 50億至 60億元。

台灣農產品外銷創 3紀錄
據中央社 2月 13日報導，蔡總統在臉書

與社群平台分享農產品外銷打破 3項紀錄的好
消息，分別是外銷出口達 54.7億美元，創 20
年來新高；生鮮水果外銷 1億 3,000萬美元，
近 5年成長 25%；農產品出口到中國大陸金額
12.6億美元，成長 23.2%。
觀察台灣農產品去年出口情況，蔡總統說，

賣到大陸的農產品，比前一年大幅成長來到

12.6億美元，同樣破紀錄，另外對日本、香港、
新南向國家、甚至中東地區的外銷，也紛紛獲

▲ 台灣農產品外銷屢破紀錄。圖為新竹柿農忙著採收柿果，秋收農忙，照映成趣。

得好成績。可見台灣農產品的好，國際都知道。

蔡總統表示，好成績不是靠口號，而是來

自政府和民間一起打拚。農委會就做了三件重

要的事：一、幫忙打廣告：透過宣傳行銷、品

牌輔導，讓台灣好農產更有知名度。二、幫忙

提升品質及技術：和工研院合作升級冷鏈技術，

新鮮水果從包裝、庫存到運輸全程低溫處理，

確保出口品質。三、幫忙開發多元市場：打造

農產品外銷整合平台，和外貿協會一起辦展宣

傳，也和台商組織合作打開通路，把台灣農產

賣到全世界。

蔡總統說，台灣農業當然有世界級的競爭

力，政府會繼續做農民的後盾，讓農產品的新

鮮與美味，都能分享給外國朋友。

1月零售業營業額創歷年同月新高
據經濟日報 2月 27日報導，經濟部發布 1

月零售業營業額 3,889億元，為歷年同月新高，
年增 7.1%，較預期表現佳，堪稱史上最強 1月
零售表現。

經濟部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內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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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所得及股市財富效果有直接關係，因景氣較

佳，去年薪資成長 2.6%，來到近 18年新高，股
市今年來表現也不錯。此外，政府今年推出擴大

內需，包括節能家電補助、減稅等，皆有助提升

民間消費。在春節墊高基期下，今年（2019）2
月零售業營業額會成長 1%，實屬不易。
經濟部指出，1月零售主要行業中，以綜

合商品零售業表現最佳，年增 10.6%，主要是
相關年節採購提前到 1月進行；其中，新百
貨商場開幕，致百貨公司營業額年增 14.6%，
量販店年增 15.6%。此外，食品、飲料及菸
草零售業因逢春節前採購熱潮，營業額年增

12.7%；服飾品零售業買氣增加，年增 17.4%；
無店面零售業也因買氣暢旺，營業額亦年增

17.4%。惟汽機車業因小客車銷售疲弱，年減
4.9%。
至於易受出口影響的批發業，1月表現亦

較預期佳。經濟部指出，1月批發業營業額為
9,055億元，為歷年同月新高，年增 2.2%，主
因農曆年前鋪貨需求，致藥品及化妝品批發業

年增 17.6%、家庭器具批發業年增 10.5%、食
品、飲料及菸草批發業年增 7.3%，惟汽機車
批發業因部分新車改款在即，買氣觀望，年減

8.2%。餐飲業 1月也有佳績，營業額為 416億
元，年增 8.4%，主因尾牙聚餐旺季較去年提早
所致。

2018年台灣平均月薪近 5.2萬元
據經濟日報 2月 21日報導，主計總處近

日公布 2018年全年工業及服務業全體受雇員
工的平均每人每月總薪資為 51,957元，為各行
業、各職業之平均結果。根據各業薪資排名以

電力供應業薪資居冠。

「全體受雇員工」包含了本國、外國籍的

全時及部分工時員工。針對 2018年總薪資倒
數五名的低薪行業，部分原因皆是雇用較多的

部分工時員工所致。例如「美髮及美容美體

業」，因為雇用領時薪的學徒制員工或其他建

教合作方案，導致部分工時員工占比較高，拉

低薪資水平。而「餐館業」和「住宿服務業」，

也因為外場服務員工多雇用輪班制的部分工時

員工。

觀察總薪資排名，以台電、中華電信為主

的電力供應業和電信業，薪資表現最為亮眼，

全年平均總薪資衝破 10萬元，銀行業和航空
運輸業居第三、四名，平均每人每月總薪資都

高達 9字頭，而中油為主的「石油及天然氣礦
業」也榜上有名，達 8.9萬。
主計總處說明，本薪、按月津貼等俗稱月

薪的經常性薪資，以及年終獎金、年節獎金、

紅利、績效獎金和加班費等非經常性薪資，二

者加計為「總薪資」。

2018 年全年平均總薪資排名概況

前五名 平均總薪資 後五名 平均總薪資

電力供應業 10萬 1,663元 補教業 2萬 6,033元

電信業 10萬 791元
美髮及美容

美體業
2萬 9,071元

銀行業 9萬 9,311元 餐館業 3萬 1,705元

航空運輸業 9萬 4,304元
保全及私家

偵探服務業
3萬 4,591元

石油及天然

氣礦業
8萬 9,350元 住宿服務業 3萬 7,020元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製表：漢翼創意

全球搶攻 5G市場　台灣技術具優勢

據經濟日報 2月 10日報導，工研院產業
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研究總監楊瑞臨表示，美

中貿易關係緊張，5G競逐也日趨白熱化，台灣
晶片製造、手機製造與網通設備廠是雙方都要

拉攏的對象，深具重要戰略價值。

德國市場調查單位 IPlytics GmbH調查，
在全球已提交第 3代合作夥伴計畫（3GPP）的
5G標準技術貢獻，台灣聯發科名列前 20大，
相較 4G標準制定時期，聯發科的 5G提案參與
度大幅增加近 4倍，審核通過率達 43.18%，位
居全球第3。3GPP標準會議今年1月來台舉辦，
也象徵台灣在 5G領域布局的實力獲得國際肯
定。

除硬體製造外，台灣也應建置 5G實驗
網，透過場域驗證，開創應用服務，推動智慧

製造與智慧城鄉發展，輸出服務。5G發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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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9月，宏
碁為台北榮總

日間照護中心

打 造 AI 照 護
場域，引進人

臉辨識、空氣

品質感測等功

能。

圖／宏碁

只與手機有關，還與自駕車、無人機、智慧製

造、醫療與智慧城鄉等新興領域發展有密切關

聯，為高通（Qualcomm）、聯發科、華為、
愛立信（Ericsson）、諾基亞（Nokia）、三星
（Samsung）與 AT&T等廠商兵家必爭之地。

5G商機無限，儼然成為國與國的科技競
賽，據悉美國有意起草行政命令，禁止國內企

業使用中國大陸製電信設備，並串聯英國等盟

國，圍堵大陸的華為和其他企業參與 5G網路
建設。為因應美國可能採取的禁令，日經新聞

報導，華為正要求供應商將部分生產轉移到大

陸，其中包括與台積電商談，把部分晶片生產

轉移到南京廠，也希望日月光及京元電把大部

分生產轉移到大陸工廠。

美中兩大強國關係緊張，楊瑞臨認為，不

管未來情勢如何發展，美中各自都需要供應鏈，

台灣晶片製造、手機製造與網通設備廠將是各

方拉攏對象，深具重要戰略價值。台灣廠商最

重要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價值，由於台廠同時也

與歐美廠商合作，應注意未來在與中國大陸廠

商合作時，避免技術外流。

施振榮：智慧醫療典範轉移 
台灣不能缺席

據經濟日報 2月 11日報導，電腦品牌廠
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說，智慧醫療是未來的

大方向，台灣不能缺席典範轉移的過程，希望

能像半導體與電腦一樣，讓台灣扮演促進典範

轉移的最主要貢獻者。施振榮指出，台灣的醫

療和資通訊人才都是世界第一，要在智慧醫療

領域掌握契機可以思考兩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是借重台灣最新開發的醫材設

備加上人工智慧，協助台灣醫材設備提升品牌

形象，突破大廠例如西門子、惠普等壟斷市場

的局面，今年宏碁會結合旗下人工智慧技術，

與台灣硬體設備廠合作；第二個模式是利用現

有醫學資料開發人工智慧，協助醫生判斷與分

析身體狀況，提供相關服務。

施振榮認為，下一波台灣產業轉型升級將

是「內需帶動外銷」，屬於服務導向，一定要

在地化。尤其在發展智慧醫療的過程中，台灣

的健保資料已經是全世界最大單一資料庫，政

府應有所作為，讓智慧醫療能發展起來。台灣

在電腦與半導體領域的發展，造就了全球產業

的典範轉移，已經是推動世界典範轉移的「始

作俑者」。智慧醫療就像電腦與半導體產業一

樣，也是未來的大方向，但台灣的發展模式可

能比較務實、永續。

施振榮強調，在智慧醫療領域，台灣在典

範轉移的過程中至少不能缺席，希望能像半導

體與電腦一樣，讓台灣成為促進典範轉移的最

主要貢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