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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蔡總統：向世界傳達台灣的主張

蔡英文總統任內的第七次出訪「自由民主永續之旅」於 7月
11日啟程。全程共計 12天 11夜，依序訪問海地、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聖文森及聖露西亞等四個加勒比海友邦國家，向全世

界傳達「和世界共享自由開放的價值」、「堅定守護民主制度」、

「以永續發展為目標，推動互惠互助的國際合作」三個台灣主張。

據據總統府新聞稿及中央社報導，此行是蔡總統任內出訪天

數最多的一次，因美方首次給予四天的過境行程，也成了過境美

國最久的一次。首日過境紐約，隨即出席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的歡迎酒會，創下總統在台灣駐美館處進行公開活動首例。

過境期間蔡總統還與多位美方官員接觸，分別與 AIT主席莫
健及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面談、與眾院議長裴洛西進行電話會

談，也在酒會及僑宴前和與會的參、眾議員會談。而總統與產學

界的交流亦是一大亮點，包含出席台美企業高峰會、於哥倫比亞

大學進行座談，以及與當地台美青年於中央公園健走，讓許多留

學生倍感親切。

蔡總統出訪首站抵達海地，海地總統摩依士伉儷親自迎接，

並與蔡總統一同接受禮兵致敬及檢閱軍警聯合儀隊。蔡總統隨後

參加了海地台灣商品展與雙邊元首會議，並在國宴後隨即啟程第

二站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蔡總統出訪克國以觀光產業與友善環境為主軸，包含參觀兩

洋交界點、出席平尼斯海岸景觀公園動土典禮、至船難紀念碑獻

花致意，更登上尼維斯島留下第一個來自中華民國總統的足跡。

蔡總統表示同樣身為海洋國家，兩國將攜手為觀光成長與永續發

展共同努力。

總統第三站造訪聖文森，並於該國國會發表演說，感謝聖國

長期支持台灣國際參與，另強調衛生部長布朗今年 5月在WHA

「自由民主永續之旅」期間，總統出席哥倫比亞大學座談。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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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仗義執言。此外，蔡總統也參與兩國財

政合作及打擊跨國犯罪之雙邊協定簽屬，以及

「台聖合作計畫成果展」、「智慧公車管理及

監控系統啟動儀式」、「警備用車贈交儀式」

等活動，見證兩國多領域合作的成果。

蔡總統出訪末站抵達聖露西亞，出席由我

國協助興建的聖茱德醫院整建工程動土典禮、

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揭牌儀式與廣域網路計畫

(GINet)第二期的啟動典禮，以台灣數位成功經
驗與醫療軟實力為後盾，主打醫療衛生與數位

基建外交。  
蔡總統於回程過境美國丹佛，參觀了國家

大氣研究中心、地球觀測實驗室、國家再生能

源實驗室等機構，也與科羅拉多州長波利斯及

參議員賈德納會面。美方除讚台灣為亞洲第一

個合法同婚的國家，也表示將持續加強台美關

係，積極促成雙邊 FTA。蔡總統則對美方支持
對台軍售案表示感謝，另強調美台共享價值，

應在香港議題上有更多合作。

結束出訪返抵國門時，蔡總統在桃園機場

發表談話，強調台灣有能力幫助其他國家，也

需要其他國家在國際舞台幫忙發聲，這就是「踏

實外交、互惠互助」的實踐。

第 2季 GDP大幅上修至 2.41%
躍居四小龍之首

據經濟日報 7月 31日報導，因出口及國
內投資成長顯著，主計總處公布第 2季經濟成

長率大幅上修至 2.41%，較今年 5月預測值多
0.63個百分點，創 4 季新高。主計總處表示，
若下半年情勢與原預測相同，今全年成長率將

由原預測的 2.19%上修到 2.34%。
主計總處分析，美中貿易戰促進了投資回

流及轉單效應，使台灣資通、視聽商品產能增

20.15%，石油煉製品增 7.45%，而占比最高
的電子零組件因積體電路出口好轉而減幅縮小

為 -0.37％；加計服務輸出後，因來台旅客增
19.01%，商品及服務輸出實質成長 4.11%，高
於 5月預測的 2.21%。

此外，這波投資回流及轉單效應雖在亞洲

四小龍都有發生，但相較於其他三國表現，南

韓第 2季經濟成長率 2.1%、香港為 0.6%、新
加坡為 0.1%，台灣 2.41%的成長率居 4小龍之
冠，受惠最多。

展望下半年，主計總處專門委員黃偉傑分

析，轉單來台的商品多出口美國，若美國景氣

能維持，下半年應能持續看見轉單及回流帶來

的經濟效益。而隨回台投資廠商家數持續增加，

若投資案皆能落實，將為台灣帶來正向循環。

境外資金回台專法三讀

實質優惠稅率最低 4%
據工商時報 7月 4日報導，立法院 7月 3

日三讀通過「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

例」，使資金匯回首年稅率由 20％降為 8％、
次年 10％。而匯回資金若實質投資特定產業，
如 5+2創新產業等，還可退回一半稅款，使實

質稅率降至

4%或 5%。
惟 境 外

資金回流仍

需符合國際

規範，為避免

炒作房市，並

響應洗錢防

制與資恐防

制等相關法

令規範，法案

規定匯回資

7月 12日，總統出席主流暨僑界人士晚宴。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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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必須存入金融機構專戶控管，且禁買不動產、

REITs。同時要求資金需在二年內回台，才可享
有優惠。只要符合規範，匯回的資金 5％可自由
運用、25％可進行金融投資，其餘 70%可進行
實質投資。對此，亞太洗錢防制組織已在 6月
12日表示該法案不違反規定，因此不會進一步
採取任何動作。

民進黨立委余宛如指出，長期以來，台灣

出口投資，很多資金留於境外，特別是在新加

坡和香港，台灣年輕金融人才也往海外出走。

鼓勵資金回流有利促進實體投資與經濟，維持

財富管理產業競爭力，有助留才與育才。另財

政部亦表示，專法實施後預估每年最高可吸引

近 9,000億元活水，投資台灣。

工業區更新立體化　六都產值估增 3,000億
據中央社 7月 10日報導，為滿足台商回流

對產業用地之需求，並鼓勵產業升級轉型，經濟

部於 2018年 3月推出「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
化發展 方案」，使廠房從平面變立體化「原地
長高」增加樓地板面積，以解決企業投資五缺中

的「缺地」問題。該方案實施後反應良好，惟產

業用地需求殷切，行政院 4月核定擴大此方案適
用對象，目前計有 32家廠商表達申請意願。
所謂「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

案」，是透過提升容積率的方式強化用地綜效，

該方案原適用範圍是以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

基準容積於 240%(含 )以下的政府編定開發工
業區或科學園區為限。條件放寬後，適用對象

已擴及至「都市計畫一般工業區」、「非都科

學園區」、「非都編定工業區」、「農業科技

園區」等。獎勵項目包括新增投資（15％）、
能源管理（5％）與捐贈產業空間或繳納回饋金
（30％），並以基地法定容積 50％為上限。
工業局指出，至 7月 10日為止共有 32件

潛在案源，以電子、金屬製造等產業為大宗，

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北。預計可新增樓地板面積

8,244.13坪，新增投資約新台幣 116.93億元。
若以 6都來看，保守估計樓地板面積將因此新
增 914.57公頃，產值增加新台幣 3,161億元。

扶植新創

國發基金再度放寬投資金額至 1億元
據央廣 7月 15日報導，為加強培養下一

世代的獨角獸 (即指成立不到 10年，但估值
10億美元以上未上市的科技創業公司 )，國發
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再釋利多，宣布規

定再放寬。

國發基金表示，現有的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將調整為一條龍機制，讓投資不再限於早期創

立階段，可以在後續每個階段持續投資，陪伴

公司一起成長，因此將個案投資上限由新台幣

2,000萬元放寬至 1億元。
此外，為了鼓勵國內外知名投資機構共同

投資我國新創事業，協助新創事業進軍國際市

場，凡獲得該知名投資機構投資 3,000萬元的
新創業者，國發基金可以共同搭配投資，投資

金額也將從 2,000萬提高至 3,000萬元。
國發基金從今年 1月底以來就陸續放寬門

檻，包含個案投資上限由 1,000萬提高至 2,000
萬元、經審議可免天使投資人搭配投資、取消

7年退場機制，以及簡化小額投資流程，也就
是所謂的「綠色通道」。若申請金額在 300萬
元以下，且外部天使投資人投資金額高於國發

基金，就可不經審議會，直接投資 300萬元。
國發基金強調，未來仍將配合新創事業資

金需求，持續滾動式檢討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期能提供新創事業發展所需資金。

台商回台可用土地用地來源

項目 內容

首播回台

台商

 擴充既有閒置廠房、土地
 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

行政院盤

點預備

(1,827公
頃 )

可立即設廠

使用之政府

開發園區土

地：532公
頃

 北部 (宜然、桃園、新竹 )：48公頃
 中部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 )：
215公頃

 南部 (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162
公頃

 東部 (花蓮 )：107公頃

產創條例修法鼓勵釋出民間閒置土地：214.5公頃

輔導開發新園區：723公頃

其他：357公頃

台糖整備

土地
彰化、雲林、台南、高雄、嘉義六處：1,04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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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基金

國發基金調整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調整項目 調整前 調整後

強化國內外投資

機構共同投資

新創事業初次投資

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2,000萬元

新創事業若已取得累計

募資或管理資產達 10億
美元以上之國內外投資機

構承諾投資者，國發基金

投資金額提高至新台幣

3,000 萬元

持續提供新創事

業後續發展所需

資金

對個案投資金額以新

台幣 2,000萬元為上
限

持續參與新創事業後續增

資，初次投資金額加計後

續參與增資金額總計可達

新台幣 1億元

無懼貿易戰陰霾　服務業人力需求逆增 3成
據鏡週刊 7月 16日報導，在美中貿易戰

的不確定性下，全球經濟動向混沌不明，國內

景氣燈號呈現趨勢偏弱的黃藍燈，企業徵才意

願明顯下滑。1111人力銀行調查也指出，今年
第三季企業的徵才意願為 50.7％，較去年同期
滑落 5個百分點，平均每家企業的徵才規模也
從去年的 12人縮減到 9人。

不過，隨下半年服務業進入旺季，包括零

售百貨、餐飲業等，仍有相當大的人力缺口。

據人力銀行統計，7至 9月相關產業每家企業
平均徵才 12人，較所有產業平均值多出 3成。
尤其第三季是零售與餐飲業的銷售旺季，許多

業者提前招兵買馬，包括麥當勞、微風百貨、

家樂福，都紛紛祭出攬才誘因。

1111人力銀行副總何啟聖表示，過去服務
業總是給人「錢少、事多、地位低」的刻板印

象，讓求職者卻步，但隨著服務業佔 GDP比重
超過 6成，已逐漸成為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
不僅政府帶頭提升產業競爭力，企業主的經營

思維也出現轉變，願意提高薪資條件、給予額

外獎金，增加升遷機會、提供優於勞基法的休

假制度，以吸引人才上門。

5+2效應　綠債發行可望上衝 200億
據經濟日報 7月 18日報導，櫃買中心董

事長陳永誠表示，為配合 5+2綠能政策並同步
擴大綠色債券市場發行規模，將加速推動企業

發行綠色債券，預估今年年底前新發行債券量

將由目前的 66億元大增至 200億元、總規模
達到 750億元。
此外，櫃買中心在今年 1月 19日鬆綁了綠

色金融資產證券化的認定，並建立證券化商品

認可制度，有助於銀行及綠能產業活化其資金，

擴大我國綠色產業投資與綠色債券市場的規模。

據櫃買中心的統計，截至 7月 16日，上
櫃債券 ETF規模已達 8,161億元，今年新發行
的綠色債券則共有 66億元，累計市場已發行
28檔、合計新台幣 605億元，發行人涵蓋本國
銀行、外國銀行、國營事業及一般民營企業等。

下半年除了外銀在台分行之外，其他金融

機構或外國離岸風電開發商也可能發行綠色債

券，使今年第 3季預計新發行綠色債券已達到
100億元，第 4季綠色債券新發行更可望上衝
到 200億元，綠債市場規模成長可期。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　首次聯合審查登場

據經濟日報 7月 19日報導，甫上路的「中
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第一次聯審會議於

7月 19日召開，由成立超過 20年的知名烘培
食品製造商拔得頭籌，成為第 1家加速投資的
中小企業。

經濟部指出，該廠商是網路票選的夢幻伴

手禮名店，為了擴大國際化布局，將在台中投

資 1.98億元建置自動化廠房、智慧化一條龍式
產線與工業物聯網資訊平台，可望帶動台灣烘

培業升級轉型，創造 47個就業機會。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是政府推

出的投資台灣 3方案之一，除了開放給製造業
外，也對服務業開啟大門，只要具備智慧技術

元素或智慧化功能，且投資項目與國家重點產

業政策相關，皆可採用。

經濟部表示，該方案實施以來詢問熱線不

斷，目前已有 10餘家中小企業打算提出申請，
預估帶動 250 億元投資，創造 2,000 個就業
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