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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去年經濟成長率 2.73% 　居四小龍之首

據聯合報 1月 21日報導，主計總處公布 2019年第 4季經濟成長率
3.38%，比起 11月預估的 3.04%增加，是近 6季以來最高。2019年 GDP
也從原本預估的 2.64%上修到 2.73%，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主計總處表
示，主因國內投資、出口及民間消費均優於預期所致。

主計總處指出，第 4季美元計價商品出口增加 1.84%，其中資通與視
聽產品及電子零組件受惠於廠商持續擴充在台產能及 5G通訊新興應用熱潮
等效應增加；第 4季民間消費成長 2.94%，政府消費也成長，另資本形成，
包含政府、公營與民間固定投資，以及存貨變動實質成長 10.72%，帶動經
濟成長。

 青年創業貸款 600 億　最快 3 月上路

據新頭殼 1月 9日報導，經濟部在行政院會中報告「挺青年創未來－
青年創業圓夢方案」，提出 3大策略包括：裕資金、廣服務與創聚落。對此，
次長林全能表示，政府將提供青年創業貸款額度新台幣 600億元，100萬
元以下的小額青創貸款，前 5年政府補助 1.67%利息，且政府最高可擔保
100%，最快今年 3月上路。

經濟部的報告指出，「裕資金」方面指定中小企業銀行擔任專責銀行，
提供青年貸款 600億元，採取一站式服務，並簡化貸款程序，提供單一窗
口諮詢；100萬元以下的小額青創貸款，以表格申請取代計劃書，7天內完
成審核，政府擔保的保證成數，最高可達 100%，而且政府在前 5年會補助
1.67%利息；國發基金未來 4年也將匡列 100億元，投資青年創業。林全
能說，600億青年貸款目前正在跟專責銀行討論，希望能在地方分行設立窗
口，預計將在今年 3月或 4月上路。

「廣服務」方面，經濟部將設置「在地青年創育坊」，滿足青年返鄉創
業需求；至於「創聚落」，由於現在創業基地大都集中在六都，未來希望到
城鎮或鄉村設立青年創育坊，將複製林口新創園模式，推動台南「沙崙新創
園」，形成「北林口、南沙崙」的國際創業聚落，提供青年發展商品的業師
團隊協助、跨業交流以及單一窗口服務等。

發展「大南方」 四年匡列 9,000 億

據經濟日報 1月 14日報導，針對「大南方」政策，行政院規劃投入「租
稅優惠、學研能量、人才及人力供給、創業協助、優質生活、公共建設」等
六大措施；法令面則比照《花東地區發展條例》、《離島地區發展條例》做
法，研擬南部區域發展條例為專法，由國發會主責推動。

行政院政委張景森召開跨部會會議，針對蔡總統指示的南台灣發展計畫
交換意見，並將《台灣南部國土區域發展特別條例》專法細部草擬工作，交
由包括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勞動部、交通部等部會帶回分工、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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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域計畫的重點方向為「用聚落帶動發
展」，選擇既有重點聚落，整合各部會資源，規
劃完整的配套措施，全面整建該等聚落的產業空
間、生活與文化休閒等機能，以吸引產業投資，
青年回流，帶動中南部整體發展。

內政部已初步選擇 22個重點發展產業聚落，
且研議透過《新市鎮開發條例》條款，祭出當年
度最高 20%的投抵優惠，且在 5年內針對房屋
稅、地價稅 5年內減免約 20%至 100%，以吸
引投資。

國發會：2025 年行動支付普及率 90%

據經濟日報 1月 21日報導，據資策會最新
統計，2019年行動支付普及率達 62.2%，再創
新高。國發會主委陳美伶表示，政府推動行動支
付普及已有亮眼成績單。未來政策規劃也將持續
從需求端出發，加速國內行動支付普及，如期達
成 2025年普及率 90%之目標。展望 2020年，
國發會推動重點包括：

一、加速修正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建立電子
支付跨機構平台，開放行動支付業者間相互
轉帳、共享點數，營造行動支付產業良好發
展環境。

二、擴大行動支付導入多元場域，如行政規費、
醫療診所、國家公園及農夫市集等 ;搭配全
台重大節慶、活動，持續鼓勵商圈、小商家
等提供行動支付。

三、配合電子票證加速數位化，推廣交通、觀
光、校園等場域使用行動支付，以提升年
輕族群使用率；此外，鼓勵公務員刷國旅
卡使用行動支付作為示範。

國發會表示，在 15個政府機關共同努
力下，2019年行動支付全面導入日常繳費、
大眾運輸、觀光旅遊、校園生活及民生消費
等場域，商家與民眾也普遍接受手機支付方
式，大幅增加使用量。

國發會推數位三法：

個資法、組織法、開放資料專法

據經濟日報 2019年 12月 24日報導，面對
數位經濟時代，國發會 2020年國家發展藍圖，
提出「數位國家發展全景」整體概念，將祭出「數
位三法」因應，包括啟動個資法修法、研擬個人
資料保護專責機關的組織法，以及制定開放資料
專法。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表示，2020年將啟動《個
人資料保護法》修法，並研擬「個人資料保護專
責機關」的組織法，以及制定 Open data開放資
料專法。此外，新經濟移民法，也將重提列為優
先法案。

陳美伶說明，目前台灣申請歐盟的一般資料
保護規則（GDPR）適足性認定，已經經過三次技
術性協商，預計在明年 3月會收到歐盟的評估報
告，屆時會立刻啟動正式修法作業，包括設立專
責機關的組織法，預計三個月內將兩個法案送至
立法院審查。

數位經濟發展以資料為後盾，國發會要在
2020年底前提出「開放資料專法」草案，陳美伶
指出，當前已經有 4.3餘萬筆政府部門資料是開
放資料形式，其中 64%已經達到最高標準。

不過，政府開放資料若擴大到民間部門，如
何讓民間加值利用大數據、是否收費、如何維護
公共利益並平衡產業發展等，陳美伶認為，已經

據資策會最新統計，2019年
行動支付普及率達 62.2%，
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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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制定法律的必要時刻，將在明
年底前訂定開放資料的國家標準，
落實公、私部門的資料開放。

春節連假影響　我國 1 月出

口年減 7.6%

據經濟日報 2月 7日報導，財
政部公布今年 1月進出口表現，全
月出口值為 250.7億美元規模，相
較去年同月年減 7.6%，統計處長蔡
美娜表示，1月出口下滑的原因，受
武漢肺炎影響較不明顯，主要是因
為今年農曆春節來得早，全月工作
天數僅 17天，呈現季節性下滑。

蔡美娜表示，若剔除年節因素
放假天數影響，以 1月 1日計算到 1
月 22日表現調整計算，1月出口值
年增率約3.7%，符合近期表現趨勢，
延續去年第四季止穩回揚表現。1月
進口值 216.1億美元，同樣受到連假
影響，較去年同期年減 17.7%。

外界關注武漢肺炎疫情是否衝
擊台灣出口，蔡美娜表示，從 1月
出口來看，目前影響還不明顯，但
以過去 SARS疫情為例，疫情在 2月
底爆發、持續到當年 6月中旬，但
是對當年度出口的影響，卻是反映
在 4月到 7月的表現，對產業的影
響會有遞延的效果。

唐鳳：政院預計 5 月推出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據聯合報 1月 13日報導，行政
院政委唐鳳於臉書上表示，行政院
預計在今年 5月推出「開放政府行
動國家方案」，向國際社會宣告落
實開放政府的進度、目標與決心。

唐鳳指出，他受邀赴韓國首爾，
擔任Asia Young Activist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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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ship活動的主講者，抽空接受韓國三大報
之一的「朝鮮日報」訪問，並指出在訪談中指
出，行政院預計在今年 5月推出第一版「開放
政府國家行動方案」，並以未來 4年的總統任
期為度，向國際社會宣告落實開放政府的進度、
目標與決心。

唐鳳也在訪問中分享，行政院設立青年諮詢
委員會的沿革與成果、蔡總統日前對數位發展主
管機關的期許，以及中央、地方政府的公務同仁，
如何透過總統盃黑客松、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Join.gov.tw）、「數位對話」等管道，以對話
取代放話，與社會各界協力深化民主。

產創未分配盈餘優惠

投資日可彈性分期分批認定

據中央社 1月 13日報導，產創未分配盈餘
實質投資優惠子法日前公告，對分期付款支付日
距投資日若已逾3年是否還可減除，財政部解釋，
依法不可申報減除，但企業可採分批或分期興
建、交貨，彈性減除多年度未分配盈餘。

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於 2019年 6
月三讀通過，增訂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租稅優
惠，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若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
質投資，報稅時得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免
徵 5%營所稅；並於日前配合公布子法「公司或
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
請退稅辦法」。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會計師陳
惠明說明，根據子法，此優惠自申報 2018年未
分配盈餘稅即開始適用，企業只要在盈餘發生年
度次年起的 3年內進行實質投資、且金額逾新台
幣 100萬元即可適用優惠。在申報 2018年未分
配盈餘稅時，可將實質投資金額列為減項扣除。

台企投資越南　科技業躍主力

據經濟日報 1月 6日報導，經濟部統計，去
年 1至 11月我國核准對越南投資金額達 8.5億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我投資越南以傳產為
主，但美中貿易戰下，去年台灣投資越南則以科
技業為大宗，越南已成為台灣科技業轉移生產基

地之主要選擇。

統計指出，去年前 11月台灣對越南投資，
以製造業 54.1%的占比最高。再細看製造業中
各產業別，相較以往以紡織、基本金屬、化學材
料等傳產為主，去年對越投資以電子零組件業、
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等為主，兩者占比合計占
22.1%，較 2018年增加 18.8個百分點。

除製造業外，去年前 11月台灣對越投資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達 1.5億美元，占 17.8%；對不
動產業投資 1.2億美元，占 14.2%。經濟部分析，
主因越南內需市場快速成長，我業者擴充太陽能
發電廠及不動產開發投資，兩者合計占比較 2018
年增加 31.8個百分點。

投資將帶動出口。台對越出口以中間財為
主，前三大貨品依序為紡織品、塑橡膠製品及化
學品，去年前 11月三者合計占 49.1%。隨著科
技業擴大對越南投資，帶動上游半導體等電子零
組件對越出口達 8.5億美元，年增 37.1%，成長
幅度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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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2019年1-11月

金額
(億美元)

占比
(%)

金額
(億美元)

占比
(%)

1988年至2018年

台灣核准製造業對越南投資

電子零組件

紡織業

電力設備業

基本金屬業

金屬製品業

化學材料業

整體製造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電腦電子及
光學製品業

0.61

0.39

0.22

0.17

0.12

4.57

7.2

4.7

2.7

2.1

1.5

54.1

7.9

1.3

46.6

4.4

6.7

87.8

7.99

1.35

46.91

4.41

6.79

88.3

1.06 3.612.6 3.58

0.80 0.79.5 0.71

註：1.上述占比係指該業占台灣投資越南總金額之比重
2.台灣對越南投資，除製造業外，尚還有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不動
產業、批發及零售業、金融及保險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