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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數位競爭力　台灣晉升第 13名
據工商時報 9月 27日報導，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布

2019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以知識、科技及未來整備度 3大
領域，9項次指標、51項細指標來評比各國的數位競爭力。此次
參與評比的 63個國家中，前 5名依序為美國、新加坡、瑞典、
丹麥及瑞士，台灣排名則躍升全球第 13。
本次調查評比中，台灣有 7項細部指標名列全球前三，包括

「行動寬頻用戶」排名第一、「資訊科技及媒體股票市值」、「人

均研發人員數」排名第二，另「PISA數學教育評估」、「高科技
出口占比」、「公司敏捷度」及「科學畢業生」均排名第三。

國發會表示，台灣今年排名能回升，主要受惠於「未來整備

度」這一項領域進步 10名之貢獻，顯示台灣於商業敏捷度、適
應態度這兩項次指標上之卓越表現，資通訊實力受國際肯定。

其次，「知識」及「科技」領域也都各提升 2名。前者主要
受惠於科學畢業生（ICT、工程等類科畢業生比率）、人均研發人
員數等細部指標上表現突出。後者則是因我高科技出口、行動寬

頻用戶數名列前矛所致。

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指出，台灣的國際數位競爭力整體排名較

去年的第 16名晉升 3名，惟高技術人員落至第 48名，電信投資
排第 45名。這顯示台灣應加強吸引外國高階人力。另行政院 8
月已通過「台灣 5G計畫」，將可為我國電信產業的投資注入發
展動能。

 台灣研發人力充沛，2019年全球數位競爭力排名上升至第 13名。
　 圖為經濟部工業局 6月舉辦「跨域數位人才就業博覽會」，推動就業媒合。

圖／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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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流　電子資訊產業最踴躍

據工商時報 9月 23日、自由財經 10月 4
日綜合報導，因國際情勢詭譎多變，台商回台

布局腳步未歇，截至投資台灣事務所第 37次聯
審會議為止，已有 146家廠商回台投資、投資
金額累計 6,152億元，創造 5.3萬個本國就業
機會，其中以電子資訊產業最為踴躍，預計今

年底前通過之回台投資總額將上看新台幣8,000
億元。

經濟部解釋，美國宣布自 9月 1日起對
3,000億美元中國大陸輸美商品加徵 10%關稅，
8月 13日宣布將手機、筆記型電腦、玩具等部
分品項移出關稅加徵清單。由於消費型電子產

品對台灣衝擊較大，已經促使相關供應鏈加快

腳步回台布局，加上部分原計畫轉往新南向投

資越南、印尼等地的電子廠，因當地供應鏈尚

不成熟，近期也搶搭晚班車申請回台擴增產能，

帶動相關供應鏈回台。因此，儘管美國已宣布

暫緩手機及筆電等商品的關稅加徵措施，但因

美國政策時常變化，對於台商回台意願及規劃

並無影響。

投資台灣事務所執行長張銘斌指出，台商

一波波回來顯示政府真的有協助產業回台布

局，讓許多供應鏈從上游到下游全跟著回來，

對出口及就業有相當大的幫助。據悉，還有幾

家電子科技大廠將回台投資，每家個案金額破

百億元，將成為撐起 7,000億大關的主力部隊。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上路 3個月  
成效卓著

據中央社 9月 27日報導，「中小企業加
速投資行動方案」自今年 7月上路後，已通過
32家中小企業投資案，截至目前總投資突破
200億元關卡。經濟部表示，後續還有 60多家
中小企業正排隊等待審查。

經濟部表示，為了因應美中貿易戰造成全

球經濟波動，政府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鼓

勵企業在台投資，政府也會積極協助業者，齊

心打造台灣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樞紐。

資金匯回續揚　首件產業投資申請通過

據經濟日報 10月 1日報導，自今年 8月
15日同步實施「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
條例」與「境外資金匯回投資產業辦法」，全

臺首件產業投資申請案，經由經濟部接洽、國

稅局及銀行完成聯合審查通過，該申請案於送

件後 2天內即審核完畢，該申請案將投入新臺
幣約 3億元購置設備，為台灣經濟注入新活水。
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為引導資金匯回挹注

我國產業，個人或營利事業的境外資金經財政

部與國內銀行聯合審查通過後，得於資金匯回

1年內向經濟部提據直接投資計畫或間接投資
申請，經核准後可自外匯存款專戶提取資金開

始投資。於規定期限完成投資，並取得經濟部

核發完成證明者，得向國稅局申請退還 50%稅
款，適用優惠稅率 4%或 5%。
境外資金專法施行後，首宗通過實質投資

計畫的申請案件為國內資訊產業大廠，申請人

表示在經濟部協助下，申請過程相當順利且迅

速，也肯定政府的行政效率。目前仍陸續有多

家營利事業及個人提出諮詢，預計從事產業實

質投資，反應頗為熱絡。

為使各界更加瞭解法令規定，經濟部將於

10月起於全台北中南舉辦說明會，主要針對境
外資金匯回國內進行直接投資或間接投資相關

規定、申請事項及申請流程等進一步說明，俾

 投資台灣事務所近日通過鴻勝化學、七駿科技 2家中小企
業投資案，圖為去年 12月鴻勝化學新建辦公大樓在彰濱工
業區落成啟用。

圖／鴻勝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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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投資人瞭解規範內容並申請適用。未來亦將

持續協助並加速審核效率，讓投資能盡快落實，

厚植台灣產業發展實力。

工研院打造「台商回流投資創新研發平

台」

據中時電子報 10月 1日報導，美中貿易
戰成為台商回流契機，工研院配合政府政策打

造「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台」，以三方向

協助台商轉型升級，包括投資新創、數位轉型，

和人才培育，要讓回家的台商有個可靠的「娘

家」。

工研院院長劉文雄指出，回台台商的需求

可分為三類，第一，希望能分散風險、擴大全

球生產布局，以利搭建橫跨歐美日技術平台；

第二，希望透過自動化提升生產力，進行高附

加價值製造，加速製造轉型升級；第三，前瞻

技術研發布局，希望能強化布局AI與 5G發展，
以及下世代產業技術。

而「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台」的三大

重點就是投資新創事業、協助數位轉型產業升

級，以及人才培育，目前已有數家公司透過平

台向工研院提出服務需求，透過工研院技術、

專利、人才、新創等多元能量，協助回流台商

強化產業競爭力，為台灣未來 10年產業發展
風貌奠基。

經濟部次長林全能表示，台灣產業升級本

具有技術、專利、人才、新創、平台等 5大優
勢，工研院建立的「台商回台投資創新研發平

台」就是幫台商把這五個重要的升級法寶備齊，

一次滿足企業的需求。

中國大陸 5項進口鋼品　
台灣暫不課平衡稅

據中央社、工商時報 9月 27日報導，財政
部自 2018年 4月 17日開始對自中國大陸進口
的5項鋼品，展開3宗「反補貼調查」及2宗「反
傾銷及反補貼調查」的「雙反調查」，以具體

行動回應美國對中國大陸低價鋼品可能繞道台

灣輸美的疑慮，為台灣首度祭出雙反調查。

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就大陸 5項進口
鋼品是否首課平衡稅進行最終審議後，決定暫

不課徵平衡稅，長達近 1年半的「雙反調查」
暫時畫下句點。

財政部表示，雖大陸 5項鋼品對國內產業
確有實質損害之虞，但由於美中貿易戰和當初

 經濟部與外貿協會昨共同主辦美國商機日，經濟部政務次長王美花（右 7）、
貿協董事長黃志芳（左 6）、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右 6）出席。

圖／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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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雙反調查」時情勢已有轉折，且國內鋼

鐵業者短期內若找不到進口替代來源必然受衝

擊，在考量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下，最終決定

暫時不課徵平衡稅。

財政部解釋，最終決定「暫不課徵」，而

非直接不課徵，目的在於「以時間換取空間」

保留政策彈性，讓經濟部日後得視國際經貿情

勢變化建議恢復課徵。此外，財政部也提醒業

者，應盡快調整產業策略，尋找替代原料，不

要把風險集中在同一處。

貿易戰效應　美商轉採購MIT產品

據自由財經 10月 4日報導，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與外貿協會共同主辦「2019美國商機
日」，貿協董事長黃志芳表示，美中貿易戰以

來，台灣作為美國供應商的重要性日漸增加，

在貿易戰持續下，美商對台採購轉單與日俱增，

以去年商機 1.67億美元估算，今年商機可成長
1到 2成，可望破 2億美元（約 60億台幣）。
經濟部次長王美花表示，很多美國企業發

現台灣的供應鏈具有國際性，大家都可以找到

不錯的合作夥伴。今年台灣對美國出口大幅成

長，對部分較敏感產品，美方也很樂意直接在

台製造、對台採買，顯示台灣在法規完備、資

訊透明的環境下，的確增添製造優勢。

此外，美中貿易紛爭延燒，也促使了台美

更進一步合作，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日前通

過的台北法案中，也包括呼籲美國行政部門以

簽訂台美自由貿易協定（FTA）為目標。王美
花表示，現在的確是比較好的時機，也了解到

美國參眾議員非常同意台美之間包括簽訂 FTA
的更緊密合作，但目前還未能實際提上時程。

台灣製造業 PMI　9月回升至 50％  

據旺報 10月 1日報導，中華經濟研究院
公布 9月台灣製造業 PMI，連續 4個月的緊縮
不再，指數續揚 1.8個百分點至持平 50%，中
經院院長陳思寬表示，由於美中貿易戰緩和不

確定性稍降，加上六大產業中的電子暨光學產

業有轉單、回補訂單效應、iPhone新機上市、
5G手機應用有樂觀期待，使得指數回升。

9月製造業組成指標中，新增訂單指數中
斷連續 4個月的緊縮，指數攀升 3.1個百分點
來到 52%，為去年 10月以來最快擴張速度；
生產數量指數續揚 0.2個百分點至 51.9%，連
續第 3個月呈現擴張；人力雇用數量指數則回
升 0.5個百分點至 48.8%，連續第 2個月呈現
緊縮，而存貨指數已連續 5個月呈現緊縮，惟
指數續揚 3.4個百分點至 49.5%。
製造業六大產業 PMI 中，三大產業回

報擴張，依擴張速度排序為電子暨光學產業

55.8%、交通工具產業 51.9%與化學暨生
技醫療產業 50.5%；三大產業回報為緊
縮，依緊縮速度排序為電力暨機械設備產

業 39.3%、基礎原物料產業 42.5%與食
品暨紡織產業 45.2%。
而全體製造業的未來六個月展望指

數已連續 5個月呈現緊縮，惟本月指數
微升 0.4個百分點至 44.9%。

 貿協舉辦美國商機日，吸引超過
200家廠商前往洽商。圖／外貿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