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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回流衝破 4千億　逾 50家廠商排隊中
據中央社 6月 27日報導，台商回流再通過 4案，投資金額

超過新台幣 253億元，將新增 1,853個工作機會，至今累積吸引
4,117億元返台投資。經濟部表示，後續還有 50多家廠商排隊申
請，台商回流熱度不減。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自 1月實施迄今，共召開 23
次聯審會議，已有 81家台商通過審查，成功吸引 4,117億元返台
投資，預計創造超過 36,850個本國就業機會。
經濟部強調，除了歡迎「台商回台 2.0行動方案」、「根留

台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及「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也即將於 7月 1日上路，有意申請企業歡迎洽詢投資台灣事務所。

產創條例三讀通過　租稅優惠再延 10年
據經濟日報 6月 21日報導，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產業

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四大租稅優惠展延 10年至 2029年
12月 31日止；另增訂以未分配盈餘進行投資，免加徵 5％營利
事業所得稅規定，鼓勵企業在台投資。

由於產創條例租稅優惠措施將於今年底實施期滿，本次修法

應運而生，立法院臨時會日前三讀通過智慧機械及 5G投資抵減
案，再於6月21日三讀通過部分條文修正案，包含研發投資抵減、
員工獎酬股票、天使投資人半數投資抵稅、個人投資新創穿透性

課稅，四大租稅優惠都展延 10年，延長到 2029年 12月 31日止。
這次修法增訂第 23條之 3，以未分配盈餘進行實質投資，投

資金額得列為未分配盈餘減除項目，免加徵 5%營所稅；另考量
我國創投募資型態，修正放寬第 23條之 1「有限合夥創投事業採
透視個體概念課稅」的適用條件，期能鼓勵大小企業在台投資，

也有助穩定租稅及投資環境，加速創新佈局。

此外，經濟部關注產業界長年以來反應未分配盈餘課稅不利

投資規劃，本案通過後，業者以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於營運所需

建築物、設備及技術，將可免加徵 5%營所稅，不僅減輕業者稅
務負擔，活化資金運用效率，且對於國內GDP成長具有實質貢獻，
符合政府「接地氣、拚經濟」的優先施政目標。

IMD公布世界力競爭力排名　台灣全球第 16名
據自由時報 5月 29日報導，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

2019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在 63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 16名，
較去年進步 1個名次。國發會主委陳美伶表示，國內經濟發展表
現提升，這和吸引外資到台投資有亮麗表現有關。

IMD評比有 4大類項目，包括「經濟表現」、「政府效能」、
「企業效能」和「基礎建設」。相較於去年，台灣在「企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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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礎建設」的表現上升，在「政府效能」

表現持平， 至於「經濟表現」排名則是下降，
從第 14名滑落到第 15名。
「經濟表現」中的分項－「國際投資」評

比從第 41名躍升到第 28名，創下 2004年以
來最佳成績；另一分項－「國內經濟」上升到

第 25名，但「物價」、「國際貿易」與「就業」
3項指標則滑落。
陳美伶表示，4大類項目裡，「經濟表現」

因為受到美中貿易戰關係而分數略微落後，但

其中的「國內經濟」卻是往上提升，這和加速

投資台灣、吸引外資來台灣投資有亮麗表現有

關；4大類項目中排名最好的「政府效能」，
維持在第 12名。
陳美伶強調，政府前年即開始加速改善投

資環境，包括法規鬆綁、解決五缺等，讓投資

經營環境可以更好，美中貿易戰的轉單效應帶

給台灣一些機會，對於國內經濟表現有助益。

社會宅列入促參法重大建設範圍

可享 5大租稅優惠
據自由時報 6月 11日報導，為促進興辦

社會住宅，財政部再鬆綁促參法可享租稅優惠

的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修正發布「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重大公共建設範圍」，新增社會

住宅為重大公共建設範圍，適用促參法 5項租
稅優惠，以吸引民間投資。

財政部近日修正促參法重大公共建設範

圍，增訂使用土地面積達 0.5公頃以上，或總
樓地板面積達 5,000平方公尺以上的社會住宅，
列為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財政部指出，符合上述條件者，可適用促

參法規定的 5項租稅優惠，包括「5年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支出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抵減」、「進口機具設備之關稅優惠」、「地

價稅、房屋稅及契稅之減免」、「營利事業投

資股票應納所得稅之抵減」。

官員表示，將社會住宅列入促參法重大公

共建設範圍，除配合政府政策外，也因應市場

需求，先完備法制環境，搭配租稅優惠，較有

誘因吸引民間資金，主辦機關可在土地使用分

區規定下，發展附屬事業，例如電影院、商場

等，但規模須視各地方政府規範而定。民間資

金投入社會住宅後，可望加速改善弱勢族群居

住環境，實現民眾安身需求，落實居住正義，

並可活化公有土地，加速經濟發展。

擴大育兒津貼

蘇揆：增 300億幼兒照顧經費
據聯合報 6月 21日報導，行政院長蘇貞

昌出席教育部「2－ 5歲ㄞˋ照顧 2019全面
啟動記者會」，宣布政府自今年 8月起全面實
施「增設公共化幼兒園」、「建置準公共化機

制」及「擴大發放育兒津貼」，減輕家長育兒

負擔。

資料來源：IMD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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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貞昌表示，政府將學前教育預算從

2016年 95億元，增加至明年近 400億元，
這是政府展現魄力，多挪出了 300億元來照顧
幼兒。這 400億元經費，除了要增設公幼，建
置準公共化機制外，也要讓在家照顧孩子的家

長，每年可領 3萬元育兒津貼，第 3胎以上子
女家長每年則發給 4.2萬元育兒津貼。另外，
有鑑於目前全台灣的幼童專用車約 4,000輛，
依規定逾 10年必須汰換，政府要大力補助，
請教育部編足預算，儘速換新，讓小朋友安全

上下學。

教育部表示，行政院於 2018年 7月發布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針對 2-5歲幼兒，
以「擴大公共化」、「建置準公共」及「擴大

發放育兒津貼」為三大策略，營造友善育兒環

境，將於今年 8月起全面實施，預計約有 80
萬名幼兒受惠。

其中包括 8年內 (2017-2024年 )增加公
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3,000班 (8.6萬個名額 )；
持續推動準公共化幼兒園，讓家長每月負擔不

超過 4,500元，目前平價幼兒園 (公幼及準公
幼 )與私幼比例提高為 5:5；另亦擴大發放 2-4
歲育兒津貼，針對在家自己照顧孩子的家長，

每月可領 2,500元，第三胎以上每月再加發
1,000元，是歷年來最大規模的學前教育投資。

2019年 5月份景氣概況
2019年 5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17分，較上月減少 4分，燈號續呈黃藍燈；景
氣領先指標雖連續 5個月上升，但增幅已縮小，
同時指標亦持續下跌，惟跌勢漸減，顯示景氣

改善幅度仍緩慢，須密切關注後續變化。

展望未來，半導體業者持續擴充先進製程，

綠能投資及台商回台投資成效逐漸顯現，另政

府落實前瞻基礎建設投資、加速都更及危老重

建，以及所得稅制優化、補助民眾節能家電及

旅遊、減徵貨物稅等消費面激勵措施，將進一

步擴大內需成長動能。

外需方面，美中貿易紛爭再起，影響全球

經貿成長動能減緩，不利我國出口表現，但轉

單效應及新興科技應用持續擴展，有助緩解部

分衝擊，後續國際情勢對國內景氣影響仍須密

切留意。

5月外銷訂單連 7黑　年減 5.8%
據中央社 6月 20日報導，隨著美中貿易戰

 行政院長蘇貞昌前往新北市萬里的大鵬幼兒園出席教育部「2-5歲ㄞˋ照顧 2019全面啟動記者會」。

圖／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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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再升溫，經濟部統計處公布 5月外銷訂單金
額 387.2億美元，年減 5.8%。外銷訂單去年 11
月翻黑，4月外銷訂單減幅雖略縮小，但仍為負
成長，受到美中貿易戰僵局延續影響，加上去

年基期較高，至今年 5月已連續 7個月負成長。
時序已逐漸進入外銷訂單接單旺季，下半

年表現預估將優於上半年，不過，美國對中國

大陸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範圍擴大，加上廠商呈

觀望態勢，後續變化仍有待觀察。

國發會領軍　台灣區塊鏈大聯盟 7月成立
據中央社 6月 14日報導，區塊鏈是當前

數位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國發會表示，產官

學界均贊同成立台灣區塊鏈大聯盟，並推舉國

發會主委陳美伶擔任聯盟首任召集人，於 7月
12日舉行聯盟成立大會。
國發會今年 2月便展開台灣區塊鏈大聯盟

的籌備工作，期間邀集國內區塊鏈產官學界相

關代表，進行了兩場座談會及兩次籌備會。討

論過程中，與會代表一致同意有必要成立區塊

鏈大聯盟，除了可做為業者、政府及學研機構

的溝通平台，整合各界資源，暢通資訊交流，

也有助於推動法規調適、國際合作、場域應用、

人才培育等工作，創造良好的區塊鏈生態圈。

陳美伶表示，國發會現正研議參與方式，

未來將促進台灣與歐洲區塊鏈業者更密切合

作，而區塊鏈大聯盟成立之後，後續工作包括

加強研發、人才培育以及區塊鏈策略研擬等。

美中貿易戰升溫　我 5月 PMI轉緊縮

據聯合晚報 6月 3日報導，受到美中貿易
戰火再度升溫影響，中經院公布 5月製造業採
購經理人指數（PMI）、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呈現上沖下洗，其中，PMI中斷僅一
個月的擴張轉為緊縮，指數驟跌 3.5個百分點至
48.2%，NMI雖連續三個月呈現擴張，但指數卻
下跌 1.6個百分點至 54.0%，其中又以金融保險
業對未來六個月展望的緊縮速度最快。

中經院院長陳思寬分析，美中貿易紛爭將

會是個長期戰，再加上大陸國務院日前又發布

「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以

及 6月底在大阪登場的 G20川習會，因此這次
訪談廠商對下半年的景氣看法，「持平」、「保

守」、「再觀察」的氣氛相當濃。由於大陸發

表白皮書陳述的立場目前都是大方向、大原則，

細部影響產業都還沒確定。因此，不確定因素

會一直存在，一定要做好不確定環境下的因應

措施。

經濟部助攻 AI晶片創新研發
最高補助 50％計畫經費
據經濟日報 6月 14日報導，助攻 AI晶片

創新研發，經濟部針對潛力公司廣發英雄帖，

啟動「AI on chip」補助計畫，自 7月 10日至
今年底受理申請，如有垂直領域系統應用、矽

智財共享的案件，再給予 5%至 10%的政策加
碼額度補助，但以不超過計畫總經費的二分之

一為原則。

經濟部技術處表示，台灣具備絕佳的資通

訊硬體基礎，半導體業去年總產值位居全球第

三，其中晶圓代工及封裝測試皆為全球第一，

IC設計業則僅次於美國。在半導體製造強項的
基礎上，配合軟體平台，在軟硬體相得益彰下，

將是台灣發展 AI晶片最大優勢。

2019年電腦及資訊服務業營業額上看
3,500億元
據經濟日報 6月 5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

公布最新「電腦及資訊服務業營業額統計」，

營業額由 2009年 2,375億元一路攀升至 2018  
3,467億元，平均年成長率 4.2%。今年第 1季
營業額為 845億元，年增 2.6%，預估全年可望
突破 3,500億元。
經濟部統計處指出，電腦及資訊服務業營

業額年年攀升，主要是受惠網路行銷快速發展

及網路資訊安全意識提高，加上近年來雲端高

效能運算及物聯網等智慧化應用興起，使企業

對資訊系統服務需求熱絡，由以往企業內部資

訊系統，擴及全方位系統整合，帶動電腦及資

訊服務業市場規模逐擴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