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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通過內需型商家振興方案　預估可創 87億商機
據聯合晚報 8月 29日報導，為推廣行動支付與振興國內商

圈買氣，行政院 8月 29日通過「內需型商家振興輔導方案」，
鼓勵商圈小型店家與國內行動支付業者合作，吸引消費者使用行

動支付購物以帶動商圈店家買氣。

此次經濟部提出三大方案補助經費，包含「行動支付回饋 4.4
億元、商圈特色補助 6000萬及數位服務共 9.9億元，執行三年」，
總計補助達 15億 880萬元，預計今年底可創造 87億商機。
在行動支付方面，政府正積極推動行動支付普及化，經濟部

將鼓勵商圈小型店家與國內行動支付業者合作，吸引消費者使用

行動支付購物，以帶動商圈的買氣，具體回饋方式消費者每人每

月最高可回饋 1,000元現金或點數，將可鼓勵民眾多去商圈店家
消費。

在商圈特色補助部分，為了塑造商圈特色，要補助全台灣

200處商圈，每處 30萬元，辦理特色行銷活動，創造集客效果。
經濟部次長林全能表示，這次沒有特別遴選商圈，希望能建立一

致性的消費回饋。

在數位服務方面，經濟部也將補助店家數位服務系統，協助

改善顧客服務流程，例如提供線上點餐、雲端收銀、電子優惠券

等，不但加速店家數位轉型，也可累積營運數據做為數位化分析

基礎。預計每年補助 1萬家，每家補助 3萬元，實施 3年，這項
方案也有助於國家推動數位轉型。

根據經濟部規畫，補助對象為商圈類零售與餐廳業者為主，

並提供一對一教育訓練，申請資格必須為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

設立的零售或餐飲家，且符合前一年營業額在 5,000萬元以下或
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 50人。

資金匯回專法上路　帶動台灣經濟轉型升級

據中央社 8月 15日報導，行政院核定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
用及課稅條例 8月 15日上路，實施後首年匯回資金以稅率 8% 
課徵，次年提高至 10%，匯回後若進行實質投資，可享減半優惠
稅率。

惟需要留意的是，匯回資金須符合洗錢、資恐防制相關規範，

資金也須匯入專戶存放，且不可購置不動產、不動產投資信託。

匯回資金可自由運用比重為 5%，金融投資比重上限為 25%，未用
於實質投資資金則存放專戶 5 年，屆滿後可分年提取三分之一。
財政部預估，專法上路 2年間，低推估可吸引新台幣 2,666 

億元資金匯入，中推估引資規模達 8,544 億元，若更樂觀看待，
高預估資金匯回規模可達 1.78 兆元；稅收方面，低推估專法上路
2年稅收貢獻為 60 億元，中推估 496 億元，高推估為 1,18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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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蘇建榮表示，海外資金專法即將

上路，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經濟部

子法規將與母法一同生效。盼透過專法上路，

引導台商匯回海外資金進行實質投資。

因應美中貿易戰下各種不確定，外資廠商

陸續從中國大陸撤離，包括 ICT 資通訊產業，
台商為供應鏈的一環，一樣也會跟著移轉產能，

加上國際反避稅潮流，台商個人或企業都有海

外資金匯回台灣的需求，這股回流潮可望為台

灣帶來加速進行經濟轉型升級的機會。

刺激觀光　交通部推出因應措施

據工商時報 8月 30日報導，為因應當前
觀光產業挑戰，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已備妥三

項「救急措施」，亦即「36億元國旅補助、國
際旅客增量方案、對觀光業者獎勵紓困」。

除三項短期救急措施，另三項「打底措施」

亦在同步推動，其一，加速觀光局組，力拚讓

觀光局升格為「觀光署」以利增加預算、員額

配置，充實駐外人力；其二，第 4季端出下個
10年觀光白皮書，目標 2030年國際旅客衝上
2,000萬人次；其三，規劃年底前舉辦全國觀光
會議，將匯集產業意見，讓觀光政策更接地氣。

林佳龍表示，雖下半年有香港反送中動盪、

陸客自由行禁令、團客限縮等利空，但今年來

台旅客數量仍然樂觀，估可超過去年 1,120萬
水準。交通部政次王國材也說，今年前 7個月
住房率比去年明顯成長，觀光旅館增 7％、一
般旅館增 12％、民宿增 31％，顯見上半年擴
大國旅、春遊補助措施，確實發揮效益。

林佳龍透露，目前急需開發的國際旅客，

首要目標鎖定來台灣人數最多的亞洲前 10大
國家地區。除了大陸以外，還有日本、港澳、

韓國、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地，約佔台灣整

體國際旅客市場 88％，是當前耕耘核心。

台商回流熱度不減　

成下半年景氣主要動能

據中央社 8月 31日報導，經濟部推出歡
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至今，累計通過投資

金額已達 5,682億元，政府官員表示後續仍有
大案待審，目標在 9月總投資額將突破 6,000
億元。

根據科技部統計，由於台商積極擴廠、建

廠，將產線轉移回台，今年至 7月底因美中貿
易戰回台在科學園區設廠業者，媒合成功的已

有 23家，總投資金額達到 588.39億元。
原本就幾乎額滿的加工出口區，今年 1到

8月新增的 357
億投資中，有 87
億是來自受美中

貿易戰影響的廠

商。經濟部也責

成工業局盤點台

糖可釋出土地，

規劃開發工業區

供產業所需，在

在顯示台商回流

熱度。

根據經濟部

統計，受台商回

流挹注，國內固

定投資在今年上

半年實質年增率

達 7.2%， 全 年
 擴大秋冬國民旅遊補助獎勵計畫 9月上路，預計投入 36億元，並加碼花東屏投等 4縣市。



兩
岸
經
貿 Stra

its Business M
onthly

22 2019年 9月號‧333期

有望衝破 4兆元，實質成長 6%，創 2011年以
來最高增幅。

經濟部官員表示，美中貿易戰造成全球供

應鏈重組，若業者在全球布局、相關轉型升級

因應得當，反而能增強接單能力，不見得就會

受到衝擊。若持續推動台商回流、根留台灣、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等 3大投資方案，並確實落
實投資，將可挹注下半年國內投資表現，成為

經濟成長動能來源。

台灣獲亞太防制洗錢組織最佳評等

據時報資訊 8月 26日報導，行政院洗錢
防制辦公室表示，台灣在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APG）6月底公布的第三輪相互評鑑初步報
告中，達最佳的「一般追蹤」成績，此次在 8
月 18至 23日於澳洲坎培拉舉行的第 22屆年
會中，成績獲得亞太 41個會員國同意認採，
名列亞太地區最佳會員國之一。

依據 APG第三輪相互評鑑程序，成績共分
成「一般追蹤」、「加強追蹤」、「加速加強

追蹤」及「不合作名單」。在 APG的 41個會
員國中，目前僅澳門、印尼、香港及庫克群島

與台灣同獲「一般追蹤」成績。

洗防辦指出，在 11個效能遵循項目中，台
灣共 7個達到實質上相當有效（substantial），
在 40個法令遵循項目中，共 36個達到大致遵
循以上，優於標準值的 5個、33個以上，故列
為「一般追蹤」等級，優於 2011年的「加強
追蹤」等級。

台灣此次由行政院洗防辦、金管會、外交

部、央行、法務部調查局及內政部警政署派員，

組成 30人代表團參加 APG第 22屆年會。此
次成果顯見近年來推動防制洗錢工作的努力成

果，獲得國際肯定，未來將持續努力，成為國

際洗錢防制的重要夥伴。

金融業拚 FinTech將再投 219億
據經濟日報 8月 10日報導，為推動普惠

金融，金管會持續鼓勵國際金融科技創新及跨

域合作之發展潮流，預估今年將投入 219.3億，
使年成長率可望上看 86.9%。

據統計，2018年度金融業者投入金融科
技發展總金額為新台幣 117.3億元，平均每家
業者投入 3,936萬元，較前一年成長 52.4%。
2019年度，金融業將再投入金融科技投資
219.3億元；其中銀行業估 143億元、保險業
61.5億元、證券期貨業 11.1億元及周邊單位 3.6
億元，幾乎每一個單位都有成長，以保險業的

成長率將近 127%最高。
另外，金融科技也帶動相關新的職務與就

業機會。據統計，國內負責金融科技相關業務

員工數，2018年度共計有 7,602人，占總員工
人數比率為 2.44%，相較 2017年度的 2.31%，
增加 0.13百分點。其中銀行業 5,544人、證券
期貨業873人、保險業848人、周邊單位337人。

台廠開創新局　加快異質整合

據經濟日報 8月 18日報導，第五代行動
通訊（5G）開啟半導體產業新浪潮，除了半導
體製程將於明年推向 5奈米量產外，也正式點
燃異質晶片整合趨勢。業界認為，差異化有助

於廠商取得先進應用晶片商機，異質整合將是

拉開兩岸競爭差距的關鍵。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發展策略所研究總監

楊瑞臨預期，未來 10年，異質晶片整合將為
先進封裝廠帶來龐大機會。不過，還是要透過

材料及封測技術突破，才能做大這塊大餅。

異質整合的趨勢主要建立在穿戴裝置、智

慧手機、5G、AI、網通設備對微型化的系統級

我國發展金融科技現況與 2019年預估

項目 產業別 2018 2019(估 )

投入經費

銀行 79.3 143

保險 27.1 61.5

證期 8.2 11.1

合計 117.3 219.3

員工人數

 銀行 5,544

保險 848

證期 873

合計 7,602

資料來源 :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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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裝（SiP）需求持續揚升。尤其未來手機及
穿戴產品須將連網的關鍵元件進行異質整合，

而為確認各項不同元件整合在同一封裝中的品

質，晶圓測試將更受重視，而高頻 RF測試介
面的垂直探針卡需求將會成長；進到最後成品

測試時，還會透過系統級測試（SLT）進行最後
把關。當測試時間拉長、重要性也提高，測試

廠將可望迎來龐大商機。

業者認為，透過與先進製程的晶圓代工廠

緊密相連，台灣封測廠未來在異質晶片整合，

也會成為各大晶片倚重的重心，並避開與大陸

價格戰，開創新局。

推廣行動支付普及化　租稅優惠至 2025
據經濟日報 8月 15日報導，為鼓勵小商

家導入行動支付，財政部於 2018年起針對小
規模營業人提供租稅優惠，對月銷售額逾 20
萬的店家僅按 1%課徵營業稅，目前已核准逾

廣告

3,000家小商家。為擴大效益，財政部宣布將
優惠期限延長至 2025年。
國發會表示，去年的行動支付普及率已突

破 5成，今年交易金額則可望破千億元，若按
照前幾年成長速度，有信心在 2025年讓台灣
行動支付達到 9成普及率。
國發會表示，在繳費服務方面，水、電、

油及天然氣等公用事業已全面導入行動支付。

而護照、公司登記等逾百項規費及各種稅費也都

能使用行動支付。在民生消費方面，目前四大

超商逾 1萬家門市已提供行動支付服務。另包
括近 9成醫學中心、逾 1.3萬輛計程車、逾 3,500
家連鎖餐飲門市等場域均可使用行動支付。

金管會強調，為打造有利行動支付創新應用

的基礎環境，將加速修正《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開放跨機構金流服務，並擴大業務內容。

在資安議題上，政府已訂定《行動應用 App檢
測規範》，並加強輔導業者符合資安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