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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9日海基會「2019大陸台商小型座談」
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

陸委會 108年 7月 29日

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一、 台商回台投
資相關建議

(一 ) 很多大陸台
商有意願回

台投資，惟

境外資金匯

回稅率應設

法降低。

財政部 1. 境外資金匯回未必涉課稅問題
(1) 境外資金並不等同境外所得，台商將境外資金匯回國內，屬資金運用事項，
未必涉境外所得課徵所得稅或基本稅額問題。

(2) 台商取得境外所得時，始須依法課徵所得稅或基本稅額，與前述境外資金是
否匯回無關，且計算稅額時，尚須考量核課期間、扣除額及扣抵境外所得已

納稅額等規定，未必須繳納所得稅或基本稅額。

2.為消除外界誤解並協助台商釐清回台投資所涉稅務問題，財政部依行政院 107
年 12月 7日「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提供「稅務專屬服務」，並於
108年 1月 31日發布解釋，明確規範資金性質認定原則及相關證明文件，以
有效處理稅務疑義，提升稅負確定性，增加台商資金回流投資意願。

3. 考量仍有台商反映其境外累積多年資金是否為所得尚有辨識困難之問題，又
為改善營利事業將轉投資盈餘累積在外不分配情形，並引導回流資金挹注我

國產業及金融市場，促進經濟發展及增加就業，財政部擬具「境外資金匯回

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經立法院於 108年 7月 3日三讀通過。明定個
人及營利事業於該條例施行之日起 2年內分別匯回境外資金及自其具控制能
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投資收益且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戶

依規定管理運用者，得適用特別稅率 8%或 10%課稅。倘於規定期限完成實
質投資，取具經濟部完成證明者，得向國稅局申請退還 50%稅款 (即實質稅
率 4%或 5%)。

4. 前開草案所定稅率，已考量現行一般所得稅制稅負，為鼓勵台商回台依規定
投資，提供合宜租稅優惠。倘過度提供租稅優惠 (如：完全免稅 )，恐衍生在
地公平性之爭議。

(二 ) 現在是大陸
台商回台投

資相當好的

時機點，希

望政府能以

務實態度開

放陸幹隨同

台商來台。

內政部

(移民署 )

勞動部

本案陸委會業訂定「『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申請陸籍專業人才專案許

可流程」，以利廠商提出申請及專案許可審查。內政部移民署依「投資台灣事

務所」專案許可審查結果配合製證。

1.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1條及第 95條規定略以，開放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工作前，應由本部會同有關機關擬訂其來台工作

相關許可及管理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後，並須經立法院決議同意後，始得

開放。然因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工作，須從國家安全、社會影響、民意傾

向及經濟需求等層面加以評估，故目前大陸政策並未開放引進大陸地區人民

來台工作，合先敘明。

2.考量兩岸實務交流，現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活動，係依內政部主管《大
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及《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

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專
題
報
導  Sp

ecia
l Rep

ort

13

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經濟部 1. 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得經國內
企業邀請來台從事相關活動之停留規定如下：

(1)停留 1-3個月之短期商務交流、演講、履約及研習（含受訓）等活動。
(2)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 1年之產業科技活動。（得展延，總停留期間最長不得
逾 6年）

(3)每次停留期間不得逾 3年之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得展延，每次不得逾
3年）

2. 依據前開規定回台投資之大陸台商得依其需求申請陸籍幹部回台從事相關活
動；至於再進一步鬆綁前開規定，經濟部尊重主管機關內政部及陸委會之政

策規劃。

(三 ) 政府應重視
中小企業台

商回台投資

的意向，加

快 行 政 效

率並提供協

助。

經濟部 為協助台商返台投資，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已於今年起實施，對於受美

中貿易戰衝擊、赴中國大陸投資達二年以上，且回台投資之台商，就融資、人力、

用地、水電及稅務等五大面向，提供專屬服務，並由投資台灣事務所擔任窗口，

提供台商回台投資單一窗口及客製化服務。

二、 對兩岸關係
相關建議

(一 ) 希望政府設
法 與 大 陸

保持友善的

溝通，以利

台商投資經

營。

陸委會 政府始終堅持維護兩岸和平穩定現狀，持續向中國大陸釋出善意與彈性，呼籲對

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客觀事實，透過溝通對話，化解分歧，方有助改善兩岸關係，

實現良性互動，並共同保障台商及民眾權益福祉。

(二 ) 台灣年輕人
在 廈 門 任

職社區「志

工」有利兩

岸 民 間 交

流，希望政

府能正面看

待，不要予

以處罰。

內政部 1. 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第 33條第 2項
規定，台灣地區人民不得擔任經貴會會商各該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大陸地區黨

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 (構 )、團體之職務。違反者，同條例第 90條並
有罰則規定。又上開有關黨政軍或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禁止範圍，依陸委

會 93年 3月 1日陸法字第 0930003531-1號公告，包括各級人民政府（省、直
轄市、自治區；縣區市旗、鄉鎮行政組織）及村級行政組織等。

2. 有關建議所稱「社區志工」，經洽陸委會表示，係指「社區主任助理」，而國人
赴陸擔任「社區主任助理」1職，業經陸委會認定違反前開兩岸條例第 33條第 2
項規定，爰內政部係依法進行裁罰。案內所提建議，仍請兩岸條例主管機關陸委

會研處。

陸委會 1. 國人擔任中國大陸社區主任助理，前經相關機關會商認定，構成違反兩岸條例第
33條第 2項規定。對於涉案的案例，經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法調查，始進行裁罰。

2. 陸方利誘招聘台灣民眾參與基層治理工作，其背後目的是製造宣傳樣板，並藉此
要求台灣民眾及政府屈從其政治主張。台灣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國家安全沒

有妥協空間，政府再次呼籲已赴陸擔任社區主任助理的極少數民眾，應正視陸方

統戰作為的風險，儘速停止擔任相關職務，以一致行動共同捍衛台灣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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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陸投資經
營相關建議

(一 ) 大陸台商未
來布局，不

論是回台投

資、轉移到

新南向國家

投資、或者

留在大陸繼

續投資，希

望政府協助

找到清楚的

方向，並提

供何種產業

適合到哪裡

投資的資訊。

若台商擬前

往新南向國

家投資，個

人認為菲律

賓較無語言

障礙，人民

也較好相處，

是適合前往

投資的選擇。

行政院經

貿談判辦

公室

經濟部

1. 在協助台商產業布局方面，經濟部相關單位在資訊蒐集與研究上，不斷更新
發布，例如投資業務處提供新南向區域產業研究報告、國際貿易局及外貿協

會亦發布投資環境報告。經濟部設立之「投資台灣事務所」，依業者意願及

產業布局考量，協助台商回台投資，或引導其至新南向國家拓展。事務所提

供投資諮詢服務、產業聚落與工業區資訊、協助台商群聚布局、視廠商需求

組團實地考察適合之生產基地等。

2. 另外政府也積極與新南向夥伴國家如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
泰國、印度等國，更新雙邊投資保障協定之條文，以使台商獲得與時俱進的

投資保障。

3. 菲律賓政府近年來積極吸引外資，正研議修法擴建已飽合之蘇比克灣工業區。
建議有意前往拓展之中國大陸台商，洽詢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就菲國投資環

境進行更進一步之瞭解。

1.政府將依據業者意願及產業聚落特性，透過駐外經濟組、「台灣投資窗口」，
提供介接服務 (投資諮詢、主動洽詢、群聚布局、實地考察 )，另 108年度針
對受美中貿易衝突影響較深並有轉移生產基地至新南向國家之電子產業，篩

選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印度等台商可布局之潛力國家，

撰擬產業地圖報告，協助移轉生產基地至新南向國家。

2. 菲國擁有超國 1億人口，為英語系國家，技術工人較易培訓，且其地理位置
與我相鄰，雙邊經貿往來之運輸成本及時間效益具競爭力，加以菲國為東協

會員國，享有東協間之優惠措施，有利於從菲國拓展東協市場。另菲律賓為

東協 10國中唯一適用歐盟 GSP Plus資格且享有美國 GSP優惠待遇的國家，
面對美中貿易衝突，部分在大陸投資的台商有轉移生產基地的需求，兼具加

工出口與內需市場優勢的菲律賓，可作為廠商南向投資布局的另一個選項。

(二 ) 政府應思考
如 何 將 IT
產業升級，

進一步提昇

電動車產業

鏈的價值，

以引領未來

汽車產業的

發展契機，

開拓日後台

商投資的空

間。

經濟部 1. 經濟部對於我國 IT產業以往發展重硬體輕軟體之問題，已責成相關局處研提
硬體、軟體、場域與人才等四大方向之發展策略和推動措施。其中軟體策略

可望強化未來物聯網嵌入式軟體應用，如辨識技術、感測技術、人工智慧運

算等，強化使用者體驗之設計，開發創新應用服務；並以人機介面和人工智

慧交互整合做為推動措施，期使未來運算裝置的運用突破既有人機介面模式，

加強開發手勢 /影像 /生物辨識、環境感測、物聯網與人工智慧運算技術及應
用，相關 IT技術研發可望作為推動我國電動車產業及自動駕駛領域的發展能
量。此外，亦積極結合 NVidia在台建立技術 /生態系等新合作關係，可望鼓
勵外商與台灣在電動車或自動駕駛領域進行深度合作。

2. 車輛電動化所需電機及電子產業能量向為我國強項，故 IT產業升級確有助於
掌握車輛電動化發展契機及提升電動車輛產業價值鏈。我國電動車輛零組件

產業在政策推動下已進入國際電動車供應體系，如充電設備、電池材料、動

力馬達、減速機構等已進入國際車廠 Tesla、BMW等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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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將持續運用政策及 A+、產創等科專計畫資源，協助業者建立自主電動車
關鍵技術、開發智慧安全車電等零組件並完善供應體系，鼓勵業者創新車輛

及充電營運服務。

4. 因應車輛電動化及智慧化等趨勢，除了車輛零組件相關軟硬體發展契機外，
更可透過資通訊產業異業結盟，結合車輛及充電設施，持續發展創新營運管

理服務模式，並透過大數據分析進一步提升滿足消費需求的交通載具服務。

四、 其他建議
(一 ) 政府應整合

跨產業資源，

優化台灣高

端的旅遊休

閒產業鏈，

將台灣打造

成國際的旅

遊聖地。

交通部

(觀光局 )
1. 交通部觀光局與大陸旅遊業者合作，自 2017年起逐年以「生態旅遊年」、「海
灣旅遊年」、「小鎮漫遊年」與「脊梁山脈年」等主題開發多元創新旅遊產品，

如深度區域行程及主題體驗行程，帶動兩岸文化交流及旅遊價值分享。

(1)深度區域行程：台灣各地觀光資源特性不同，有豐富人文環境、充滿活力城
市，及大自然鄉野山林，適合規劃及包裝區域深度旅遊行程，如離島（金門、

澎湖及馬祖地區）、花東縱谷路線、東部海岸奇景及原住民部落觀光等，吸

引旅客重遊及延長停留天數。

(2)主題體驗行程：台灣特色美食、溫泉、休閒農業以及自行車等，提供大陸旅
客多樣化、深度體驗，加深對台灣的印象。

2. 以開拓自由行客源及穩定團客為目標，持續與知名影視、視聽平台、網路達
人合作，加強自由行一線及二線城市推廣，運用多元管道擴大傳播，並開發

多元創新旅遊產品，吸引自由行或精緻小團旅客來訪。

3. 鼓勵民間推廣交流，宣傳台灣各地方區域旅遊特色，增加大陸民眾對台灣各
地方觀光資源之正面認知，吸引大陸組團社包裝台灣各地方特色旅遊產品。

4. 推動星級旅館評鑑及好客民宿選拔，協助提升國內旅宿業質量，建構優質旅
遊住宿環境。

5. 整合交通運輸系統，推出台灣觀巴及台灣好行，提供自由行旅客多語便利、
易達性高之旅遊服務，創造友善旅遊氛圍。

(二 ) 世界台商會
成員眾多，

且在各地已

建立良好的

政商關係，

希望能和大

陸台商資源

整合，相互

支援及合作。

經濟部 建議世界台商會與大陸台商協會間相互洽邀參加相相關聯誼活動，以增加交流

互動的機會。如：世界台商會邀請大陸台商參與世界台商年會，大陸台商協會

邀請世界台商參與三節聯誼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