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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公布「有政府、會做事」內閣名單

據行政院 5月 19日新聞稿，行政院秘書長李孟諺及發言人丁怡銘召開
記者會公布內閣閣員名單。丁怡銘表示，蘇貞昌院長期許行政團隊繼續做到
「有政府、會做事」，為蔡英文總統的下一任期開啟嶄新序幕。

丁怡銘指出，蔡總統在 5月 8日宣布蘇貞昌院長續任時，就交付了 5
項重要任務：「做好防疫、振興經濟、照顧人民、深化改革、均衡建設」。
因此蘇揆要求閣員即刻上手，讓蔡總統在第二任期交付的各項任務均可超前
進度，符合民眾對內閣的期待。

秘書長李孟諺表示，這次內閣組成的特色是沿續「接地氣、會做事」的
團隊。在過去一年多，政府在非洲豬瘟防治、經濟振興與成長、台商回台及
財政稅收結餘等，都有非常好的成績，乃至目前防疫工作，都已打下非常好
的基礎。因此相關部會首長大多予以留任，希望延續基礎、繼續打拚，爭取
豐碩成果。

李孟諺指出，內閣團隊新任人選也呈現多元人才管道，從各領域延攬優
秀人才，例如從基層公務員拔擢的金管會主委黃天牧，長期在金管會體系，
是任期最久的副主委。台美事務委員會主委楊珍妮，也長期在經濟部國貿體
系服務。此外，許多閣員是從學界延攬，包括教育部次長蔡清華、科技部次
長林敏聰。另也從政界延攬，包括僑委會副委員長徐佳青、客委會副主委鍾
孔炤等。

行政院副院長暨各部會首長宣誓典禮5月20日在總統府舉行，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前）
等人高舉右手宣誓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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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方案見成效　投資台灣金額破兆

據自由時報 5月 15日報導，投資台灣三大
方案自去年起實施，經濟部宣布總投資金額達 1
兆 36億元，在五二〇前突破兆元大關。經濟部
表示，台灣防疫表現受肯定，成為更多企業分散
風險首選，接下來至少還有 2件百億元以上電子
業大案正審查中。

截至 5月 14日止，投資台灣三大方案已吸
引 480家企業，包括 188家台商回台、投資 7,609
億元；68家根留台灣、投資 1,477億元；224家
中小企業、投資 950億元。經濟部表示，今年
將落實約 3,300億元投資，目標仍是 3年 1.4兆
元；由於疫情好轉將促使觀望廠商具體擬定投資
計畫，整體金額可能再增加。

官員表示，為分散風險，不少大廠可能會移
出中國大陸，接下來將鎖定因疫情出走的美、日
大廠及供應鏈，研擬吸引來台方案，增加其考慮
在台落腳的誘因。包括半導體及相關設備、關鍵
材料、電子高端設計、5G及資料大廠等，能提
高台灣供應鏈技術及完備關鍵材料的大廠都在鎖
定範圍內。

台灣在這波企業重新佈局浪潮中，對吸引大
廠來台頗具優勢，因台灣距離目標市場相當近，
法規也相對完備，加上去年起外商一站式投資處
理相當快速、成熟，在國際間已有口碑；另一優
勢是台灣供應鏈較其他國家完備，能因應需要快
速建廠、串鏈的需求。

台灣投資環境世界第 3
僅次瑞士、挪威

據中央社 5月 11日報導，美國商業環境風
險評估公司（BERI）公布 2020年第 1次的「投
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台灣的投資環境風險評
比（POR）排名全球第 3名，較 2019年第 3次
的評比前進 1名，總分 61分，在全球列入評比
的 50個主要國家中，僅次於瑞士、挪威。

經濟部指出，排名較上次調查進步一名的主
因，是因為執政黨連任、國會過半，對於政策延
續的信心增加，因此指標中的政治風險指標排名
上升。

這份報告同時將台灣的「投資環境風險」在
這次評比列為 1C等級，BERI對於投資人的建議
是可增加投資行為。

進一步分析各項指標，台灣的「營運風險指
標」為全球第3名、亞洲第1名；「政治風險指標」
為全球第 13名、亞洲第 6名，相較於 2019年第
3次評比的 27名，名次大幅前進；「匯兌風險指
標」，排名全球第 1名，在 4項副指標中，台灣
在「國際儲備」及「外匯創造能力」及「國外負
債」排名全球第 1，「外匯法令架構」則排名全
球第 4。

台灣在全球排名第 3、亞洲地區排名第 1名，
其他亞洲國家排名依序為新加坡與南韓，同為全
球第 5名、日本為全球第 11名、馬來西亞為全
球第 14名、印尼為全球第 18名、印度與越南同
為全球第 20名、中國大陸為全球第 23名、菲律
賓為全球第 26名、泰國為全球第 38名。

政院推出「振興三倍券」

刺激民間消費

據行政院新聞稿指出，行政院長蘇貞昌 6
月 2日率部會首長召開「行政院振興券方案記者
會」， 強調政府計畫推出刺激經濟、振興經濟的
措施，將推出「振興三倍券」，讓 1仟元變為 3
仟元使用，提高 3倍價值。

蘇院長強調，政府掌握「三好」、「一溫暖」
原則讓「振興三倍券」好領、好用、好刺激，而
且最溫暖。全國 2,300萬名國民皆可領取，約計
15萬名有居留權的配偶亦能領取；且有郵局、超
商、信用卡、電子票證及電子支付等多種領用方
法，可依自身習慣領用，不論是吃、喝、玩、樂、
買均可使用，但不能購買股票及禮券等，以免違
背限期消費的原意。至於「好刺激」，院長表示，
尚未推出「振興三倍券」前，已有業者競相以加
碼等方式招攬客人，3仟元就變得更大、更多，
這就達到政府刺激效果。

針對「溫暖原則」，政府會將 1仟元匯入
120萬名中低收入戶及弱勢帳戶，使他們得以兌
換「振興三倍券」進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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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院長表示，「振興三倍券」將於 7月 15
日開始使用，攤商及小商家收到一週後即可至銀
行兌領換現，兌換期限可至 2021年 3月底前；
所購買物品不限，包括營業用的原物料等。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表示，「振興三倍券」
領受分為數位及紙本兩種方式。數位「振興三倍
券」又有三種方式：信用卡、電子票證及電子支
付。電子票證如悠遊卡、一卡通等，電子支付為
行動支付。民眾於綁定後，7月 15日開始累積消
費，累計至 3,000元時，各業者將以簡訊、APP
推播等方式通知，電子票證亦可至超商靠卡查詢
是否達到消費門檻。回饋部分，以信用卡為例，
消費累積滿 3,000元，帳單直接抵扣 2,000元；
若電子支付是銀行帳戶，則直接匯入 2,000元。
另外，目前政府也正評估從 ATM提領 2,000元現
金。假設民眾在綁定後，發現有其他更好選擇，
也可取消綁定，但先前累計消費也會一併取消，
需重新起算。以上方式，提供民眾擇一使用，希
望大家均能以個人最便利的方式領取「振興三倍
券」。

國際會議最新排名　台灣躋身亞洲 4 強

據自由時報 5月 13日報導，全球協會型會
議最重要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協會（ICCA）」

公布最新出爐「全球協會型國際會議統計報告
（2019 Statistics Report）」，台灣以 163場次擠
下泰國，名列亞洲第 4，創 5年來排名新高，並
追平歷年最佳記錄，但全球排名略降至第 26名。

ICCA公布2019年全球及亞洲會議排名資料，
台灣共有多達 13個城市包括雙北、高雄、台中、
新竹、台南、花蓮、屏東（墾丁）、嘉義、基隆、
宜蘭、南投（日月潭）、苗栗等符合 ICCA標準的
國際會議，展現我國會議「遍地開花」政策奏效，
且台北更創下歷年新高，以 101場較去年再提升
1名，擠下香港、排名躍升至亞洲城市第 5名。

外貿協會表示，經濟部貿易局委託貿協執行
「推動台灣會展產業發展計畫―會展產業整體計
畫（MEET TAIWAN）」，由中央與地方協力推動
會議產業，以客製化輔導機制，協助國內公協學
會、國際組織爭取國際會議來台，打造台灣成為
國際會議最佳目的地。

去年 163場協會型國際會議主要類別在醫
學、科技、科學會議等 3大領域，主要是台灣擁
有專業能量、領先的產業技術，吸引「2019國際
醫療照護品質與安全論壇」、亞洲區生化與生物
工程學術界的重要交流平台「2019亞洲生物技術
大會（ACB）」等國際重量級醫療會議。

另外也有探討人權、民主領域頗具地位的指
標會議「第 4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國

行政院公布「振興三倍
券」規劃以期刺激短期
經濟。 

圖／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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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人權聯盟（FIDH）大會」及全球規模最大的國
際飛安會議「第 72屆世界飛安高峰會（IASS）」
均選擇來台舉辦。

貿協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會議產
業幾乎停擺，「MEET TAIWAN計畫」透過我國防
疫有成的全球聲譽，藉由正面形象並儲備產業能
量，全球疫情趨緩後，將爭取指標型國際會議來
台辦理。

便利商店第一季營收逆勢成長 5％

據聯合報 5月 16日報導，受到新冠肺炎衝
擊，今年第一季零售業營業額出現衰退，但便利
商店營收卻逆勢成長 5%。經濟部推估主要有三
大原因，除展店效應外，民眾減少去餐廳吃飯與
透過網路銷售，都是挹注便利商店營收的助力。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公布的最新資料，今年第
一季便利商店營業額達 847億元，創歷年同季新
高，年增達 5%，是少數未受疫情衝擊的零售業。

過去在綜合商品零售業中，營收占比向來
居首的百貨公司，第一季因受疫情衝擊營收大
幅滑落，便利商店占比則由去年的 26.1%升至
27.3%，躍升為綜合商品零售業的首要類型，是
便利商店營收自2007年以來再度超越百貨公司。

經濟部表示，便利商店營收成長有三大
原因，第一是展店效應，便利商店家數擴增至
11,551家，平均每年展店超過 200家，加上近年
持續改裝新型態門市，推出複合店型，強化鮮食、
現磨咖啡及現調茶飲等商品，並提供代收包裹等
服務，增加來客數及顧客黏著度。

第二，疫情導致民眾減少餐廳外食，就近採
購需求擴增，進一步推升便利商店營收成長；第
三，部分消費管道轉移至網路，今年第一季便利
商店透過網路銷售的營業額大幅成長 25%，高於
實體通路的增幅 4.7%，網路銷售占營收比重也
由 0.9%升至 1.1%。

此外，統計處觀察便利商店商品銷售結構發
現，飲料、菸酒類銷售占比逾 6成，就各月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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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飲料類為主要銷售商品，隨著夏天天氣酷
熱，國人對飲品需求增加，銷售旺季因此集中在
每年 7至 8月暑假期間。

統計處表示，我國便利商店密集度高於日本
但低於南韓，台灣去年平均每 2,058人有 1間便
利商店，日本則因市場飽和、成長有限，平均每
2,233人有 1間便利商店。

成大揪企業

成立「沙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

據自由時報 5月 10日報導，國立成功大學
揪國家實驗室等官方單位及 24家企業，成立「沙
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並針對智慧醫療、循環
經濟、未來運輸、減碳綠能等議題進行對話，共
同商討沙崙綠能科學城的未來展望。

「沙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成立大會 5月
10日在成大未來館舉行，70多位產官學研高階
代表齊聚，包括來自台灣、日本、美國、加拿大
共 24家企業高階代表，成大將成立「沙崙綠能
智慧創新推動平台」，與政府對接，行政院副院
長陳其邁致詞時也表示，行政院會全力支持聯盟
的運作。

「沙崙智慧產業創新聯盟」強調大學、產業、

政府共構創新生態系，目的在建置以「台灣智慧
解決方案」為動力的國際智慧科技場域及循環生
態城鎮，以5G、AI人工智慧、資料交換平台技術，
串連到智慧醫療、未來運輸、減碳綠能、循環經
濟等應用領域，發展前瞻科技創新，以及實驗場
域測試，並且建立資料交換平台智慧化。

陳其邁表示，產業創新聯盟是嫁接政府跟學
校、產業最好的平台，行政院將與台南市政府及
成功大學合作，引進國外及台灣最頂尖的新創公
司，進駐到沙崙，擴大智慧產業研發能量。

台南市長黃偉哲指出，沙崙智慧產業聯盟的
組成，不僅是對台南，對南台灣以及影響整體台
灣發展的大南方計畫，都能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4 月 PMI 大跌至 47.6%
創編以來最大跌幅

據中央社 5月 4日報導，中經院今天發布 4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大幅滑落 5.5
個百分點至 47.6%，不僅由擴張轉為緊縮，還創
2012年 7月至今、指數創編以來最大跌幅，未
來 6個月展望指數也續跌至 25.7%。

採購經理人指數若高於 50%表示製造業或
非製造業景氣正處於擴張期，若低於 50%表示
處於緊縮期。

4月經季節調整後的 PMI轉為緊縮，指數大
跌至 47.6%，主因為新增訂單與生產數量指數大
幅下跌並呈現緊縮所致；觀察各項重要指標，4
月包括新增訂單指數、生產數量指數及人力僱用
指數，均呈現創編以來最快緊縮速度。

其中，新增訂單指數，4月中斷連續 7個月
擴張，驟跌 13個百分點至 37.1%；生產數量指
數連 4個月緊縮，下滑 9.3個百分點至 40.2%。
此外，客戶存貨指數雖上升 7.1個百分點至
50.5%，為創編以來最大升幅，但主要是受終端
需求消化緩慢造成，不宜過度樂觀看待。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簡錦漢表示，預計
隨歐美疫情減緩、逐漸解封，PMI指數可望逐步
回升，但受全球需求減緩影響，製造業需求也難
快速恢復，除非有疫苗、新藥問世，否則經濟成
長短期難回到原先水準。

受到新冠肺炎影響，今年第一季便利商店營業額達
847億元，創歷年同季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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