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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微軟總經理孫基康表示，設立資料中心以及成立「Azure雲端硬體與基礎建
設團隊」，是 31年來微軟在臺的最大投資案。  

境外資金匯回 2,157 億元　優於預期

據經濟日報 10月 9日報導，財政部賦稅署署長許慈美表示，「境外資
金匯回專法」自去 (2019)年 8月 15日起實施，統計至今年 9月 30日止，
已有 1,034件、2,254億元資金申請匯回，其中 947件、2,157億元已實際
匯回，預期未來申請實質投資的金額將會持續增加。

許慈美分析，整體自境外匯回資金 2,157億元中，個人匯回件數占 7
成，在金額方面，營利事業匯回金額占比約 6成。申請資金匯回營利事業
申請業別，製造業占整體約 8成。

檢視個人匯回資金來源，最高者為香港 82%，其次為新加坡 17%、第
三則為美國 0.4%，其他來源共 0.6%。財政部次長李慶華分析說，個人匯
回資金以香港最多，研判可能與香港情勢變化有關，臺商也藉此專法進行
資金配置調整。

微軟加碼投資臺灣資料中心　預計創造 3 千億元產值

據經濟日報 10月 27日報導，臺灣微軟舉辦「投資臺灣新計畫發表記
者會」發布來臺 31年來最重大的投資計畫，包括設立臺灣首座 Azure資料
中心區域、成立「Azure雲端硬體與基礎建設團隊」、帶領臺灣各產業數位
轉型走向全球，以及在臺注入更多資安資源與人才培育等項目。

臺灣微軟總經理孫基康表示，藉由這些計畫，要將臺灣打造成亞洲數
位轉型中樞，預期在未來 4年創造超過 3萬個工作機會、培育 20萬名數位
人才，帶來超過 3,000億元的經濟產值。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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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應邀出席發布記者會並表示，臺
灣在高階硬體製造擁有不可取代的關鍵優勢，在
資安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更是美國以及其
他先進的科技國家可信賴、安全的夥伴。美國作
為全球高科技發展的龍頭，只要臺美雙方可以結
合彼此的優勢，在供應鏈重整上加強合作，一定
可以為臺灣和美國以及很多科技先進的國家，帶
動科技飛躍性的進步，也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

臺灣微軟近年在臺增加許多投資項目，包括
2016年成立亞洲第一個物聯網創新中心、2018
年成立 AI研發中心，以及 2019年打造新創加速
器等。這次微軟將設立臺灣第一座、全球第 66
座 Azure雲端資料中心，有助於提升臺灣在國際
雲網路地位；微軟也將在臺成立「Azure雲端硬
體與基礎建設團隊」，並將臺灣作為亞洲營運中
心，協助設計先進的雲端軟硬體基礎設施。

孫基康表示，未來會跟更多臺灣業者進一步
合作，希望從電信業者起頭展開自身內部轉型，
再到相關生態系企業轉型，最後影響到客戶的轉
型；未來會在醫療、製造、半導體及金融等產
業，導入上述的營運模式。此外，微軟將在臺灣
注入更多資安資源，除了希望幫助臺灣發展自身
的資安產業，並能協助臺灣企業打造更可靠的產
業鏈。

總統提再生能源 3 策略

邁向亞洲綠能發展中心

據中央社 10月 14日報導，蔡英文總統於
「臺灣國際智慧能源週」開幕典禮致詞表示，
近年來臺灣再生能源有飛越性發展，未來將把
握 3個策略，明確提出發展方向、完整規劃綠
能產業鏈及確保綠能供應穩定，持續朝亞洲綠
能發展中心邁進。

總統表示，近 4年間臺灣成為再生能源投資
的重要熱點，預計到 2025年，可創造新臺幣 1
兆元投資額、1.2兆元產值及 2萬個工作機會；
去年第一座風場正式商轉，吸引日韓團隊來臺取
經，2020年到 2025年間，預計還有 14座風場
陸續完工，未來臺灣將把握下列 3個策略：

第一，明確提出發展方向，加強國內外廠商
長期投資的信心。離岸風電發展策略分 3階段，

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目前已開始研擬區塊
開發的推動機制，預計從 2026年到 2035年，釋
出 10GW規模，近一步穩定市場需求，帶動在地
供應鏈永續發展。

第二，完整規劃綠能產業鏈，完備綠能產業
應有的措施。國內綠能供應鏈已經完成盤整，電
力設施、風電機組、海事工程等，都要拉高廠商
規格層級，除了在地使用，也要打進國際市場；
此外，政府也將完備相關的金融機構和市場機制，
如綠電交易制度等。

第三，全力確保綠能供應穩定，確保臺灣高
科技產業的競爭優勢。今年臺積電向沃旭能源購
買 920MW離岸風電生產的綠電，提高再生能源
使用不僅符合國際潮流，更能幫助臺灣企業打進
蘋果、微軟、亞馬遜等綠色供應鏈，維持在國際
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

「臺灣國際智慧能源週」串聯「太陽光電」、
「風力能源」及「智慧儲能」3大領域，共計
150家廠商、500個攤位，展示創能、儲能、節
能最佳解決方案；同時間經濟部能源局舉辦「再
生能源週」，藉由「綠能館」及「縣市成果館」，
展現目前再生能源政策與技術的推動成果。

臺英經貿對話會議

強化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

據中央社 10月 22日報導，英國在臺協會發
布新聞稿表示，英國國際貿易部貿易政策部長韓
斯（Greg Hands）21日至 22日線上訪問臺灣，
進一步拓展臺英貿易關係。透過與經濟部次長陳
正祺的臺英經貿對話會議，聚焦打造更強固的貿
易和投資關係，並解決市場准入議題。

韓斯指出，臺灣在離岸風電、金融服務產業
等許多領域，皆提供英國貿易業者產品、服務以
及專業的龐大商機，今年的經貿對話會議更強調
臺英雙方在教育、科技與創新等領域貿易與投資
關係日益重要，且在許多議題上都有建設性的討
論，包括如何可以降低雙邊經濟的市場進入障礙，
很高興在未來英國羊肉進口臺灣議題上取得良好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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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祺表示，面對美中貿易緊張情勢、
Covid-19疫情影響，及英國脫歐等經貿環境變
化，政府積極協助企業調整布局，英國是臺灣重
要貿易夥伴，英國在脫歐後將擁有自主對外貿易
政策，是臺英深化夥伴關係的契機，臺灣盼與英
方強化產業合作，如快篩試劑、離岸風電、半導
體等領域。

英國在臺協會表示，半導體科技對新興科技
發展至關重要，臺灣在相關國際供應鏈中扮演至
關重要角色。有鑑於臺灣是英國在半導體科技合
作上的重要國際夥伴，英國化合物半導體應用創
新中心 （CSA Catapult）和工業技術研究院簽
署合作備忘錄，以進一步深化交流。此外，韓斯
也樂見臺英加強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合作。
英國經濟與社會科學學會（Economic andSocial 
Research Council）將與臺灣科技部啟動臺英雙邊
研究計畫。

臺灣獲會展獎雙料大獎

為亞洲最佳會議目的地

據中央社 10月 20日報導，具指標性的會展
專業獎項「Stella Awards」揭曉，臺灣獲「2020
年度亞洲最佳會議獎旅目的地獎」及「最佳創新
目的地行銷特別獎」，提升了臺灣會展國際產業
形象與知名度。

「Stella Awards」由新加坡 Northstar Meetings 
Group旗下會展媒體M&C Asia主辦，設置會獎
旅遊目的地、飯店及航運等不同獎項，由全球
讀者及業界人士票選傑出機構或企業，臺灣獲
「2020年度亞洲最佳會議獎旅目的地獎」及「最
佳創新目的地行銷特別獎」」雙料大獎。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文若局長表示，臺灣不
僅是亞洲貿易的重要據點，更是理想的會議及獎
勵旅遊目的地，產業充滿活力與創造力，交通網
絡相當便利，會展中心及旅館設施也很優質，可
提供最專業的會展服務。

國際會議協會（ICCA）去年公布的國際會議
場次排名，臺灣躍升為亞洲第 4大會員國，2020
年年會將於 11月在高雄登場，首次採實體與線
上並行方式辦理。

臺灣防疫表現亮眼，備受國際肯定，會展活
動也在 6月解封，陸續舉辦亞洲生技大會、國際
半導體展、臺灣國際醫療展及臺灣國際護理研討
會等多項國際會展活動。此外，由貿易局主辦、
貿協執行的「MEET TAIWAN」在疫情期間積極協
助業者透過線上平臺與海外潛在買主交流洽談，
爭取商機，也盼透過虛實整合，建置多項線上展
覽及論壇。

逾 2,289 萬人領三倍券

政院：效益超乎預估

據聯合報 10月 28日報導，行政院發言人丁
怡銘表示，從經濟部統計處近期公布的調查，零
售業 7月終止連續 5個月負成長，8及 9月創下
歷年同月新高；餐飲業從 7月份減幅度縮小，9

由貿易局主辦的Meet Taiwan線上平臺積極媒合業者與
海外買主

臺灣榮獲「2020年度亞洲最佳會議獎旅目的地獎」

圖／外貿協會

圖／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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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也創下歷年同月新高。加上主計總處公布的今
年上半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 0.78%，預測全年經
濟成長率 1.56%，是亞洲四小龍唯一正成長，在
在顯示出各部會推動的振興消費措施已有顯著的
成果。

丁怡銘表示，截至目前，已超過 2,289萬人
領取振興三倍券，占符合領取資格者 96%以上，
三倍券的領用至今年 12月 31日，預期領用率可
再提升，各部會推出的振興券使用率也達 6至 7
成以上。從振興三倍券數位綁定，消費滿額3,000
即可回饋，以目前民眾請領回饋的平均消費近
6,000元來看，預期三倍券整體創造的商機將超
過當初預估的 1,000億元。

生技醫藥條例新法

經部擬納個人股東租稅優惠

據中央社 10月 11日報導，2007年公告上
路的「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將在明年底到
期，為繼續扶持生技產業，經濟部打算推出「生
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預定實施至 2031年底。

這次修法的重點在適用範圍新增「數位醫
療」與「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其中又以數
位醫療備受關注，希望透過租稅優惠讓資訊與醫
療兩大產業結合，打造出新型醫療產業。此外，
經濟部擬增加租稅優惠，規劃納入個人股東相關
租稅優惠。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生醫產業在藥物部分投
入時程長，從研究到成品上市耗費時間至少 7年
起跳，10年以上的也有，產創力道沒那麼充足，
需要政府支持。站在扶植生醫產業的立場，經濟
部希望原有的租稅優惠在新一波條例中能維持，
股東投資抵減部分，則能新增個人股東，但此部
分尚待財政部評估。此外，新條例將保留現有獎
勵優惠，包括技術股與認股權憑證緩課、研發折
抵35%營所稅、法人股東投資折抵20%營所稅。

經濟部長王美花日前指出，臺灣一定要發展
生醫產業，將盡快修改條例促進相關產業升級及
投資合作。

涵蓋出生到終老

我的 E 政府線上服務進階

據中央廣播電臺 10月 13日報導，國家發展
委員會指出，政府服務入口網「我的 E政府」9
月 25日改版上線，從出生、就學、就業、就養、
終老為主軸，精選超過 589項人生事件服務，提
供人生各階段所需線上服務。

為使「我的 E政府」符合民眾需求，國發會
以人生事件為主軸，透過使用者研究、易用性測
試等數據分析，標準化申辦流程，讓民眾查找服
務更簡單。

國發會資管處表示，目前最熱門的服務包含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勞保生育給付、高級中等學
校特殊身分學生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費用補助、公
司登記、國民年金老年年金、死亡登記等。以新
手爸媽申辦「勞保生育給付」為例，透過自然人
憑證或健保卡 +戶號，民眾可線上快速請領，津
貼直接入帳，比臨櫃申辦減少 3至 5天的申辦時
間。「我的 E政府」網址：https://www.gov.tw

臺灣榮獲「2020年度亞洲最佳會議獎旅目的地獎」

配合政府「智慧政府行動方案」，「我的 E政府」入口網
完成轉型與改版，集中列示各機關申辦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