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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民主之旅」 
蔡英文總統出訪印太地區 3友邦
據總統府新聞稿指出，蔡英文

總統 3月 21日出訪帛琉、諾魯及
馬紹爾群島等三個太平洋友邦國

家，展開 8天 7夜的「海洋民主之
旅」。總統於行前發表談話，說明

此行具有「國際合作」、「國際參

與」和「讓台灣的努力被看見」三

項任務，並強調身為台灣的總統，

她會全力以赴的讓政務順利推動，讓國家前進在正確的道路

上，更讓台灣持續在世界舞臺上發光發熱。

第一個任務，就是「國際合作」。海洋跟民主是我們跟

這些友邦國家的共通點，農業、醫療、科技則是台灣的專長。

對於永續發展議題的熟悉，以及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跟活動

的支持，則是友邦可以給我們的協助。

第二個任務，就是「國際參與」。這一次訪問帛琉跟諾

魯，我會實地了解他們在全球永續發展議題上的努力跟貢

獻，作為台灣的借鏡。

第三個任務，就是要「讓台灣的努力被看見」。在天涯

海角，無論再遙遠的地方，我們的外交官、技術人員、醫療

人員、商人，還有來自各領域的台灣人，在太平洋島國的努

力和付出，應該要讓我們的國人更加了解。

反制「一國兩制」　蔡英文總統召開國安會議

據中央社 3月 11日報導，為有效因應及反制中共「一國兩
制台灣方案」對國家安全的巨大挑戰，確保中華民國國家主權與

自由民主，總統蔡英文 3月 11日召開國家安全會議，並提出因
應及反制指導綱領，作為國安團隊與行政部門的行動準則。

圖／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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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總統府新聞稿，因應及反制「一國兩

制台灣方案」指導綱領如下：

兩岸：正面看待兩岸交流，堅持對等尊嚴

原則，以民主為互動基礎，參考主要民主國家

作為，全面檢視兩岸交流相關規定的落實。積

極反制中共假借交流，對我國統戰滲透，干預

我國內事務。

民主法制：立即推動兩岸條例修正案，加

速完成民主防護網的法制工作，以強化民主監

督程序與防衛機制。

經濟：因應美中經貿衝突及國際經貿局勢

變遷，積極協助台商回台投資，致力促進產業

轉型升級，強化國際佈局，穩定總體經濟發展。

提升台灣在全球產業鏈的優勢與戰略地位，積

極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多邊、雙邊經貿協議。

外交：善用國際友我新情勢，結合國際社

會，反制中共消滅中華民國主權行徑。

安全：嚴密掌握中國大陸的政經社會情勢

變化，防制中共對我國進行輿論操弄、社會滲

透、竊取國防及核心產業機密，以維護國家安

全與社會安定。

國防：穩定增加國防預算，全面提升國軍

戰力，以嚇阻中國軍事冒進，確保中華民國主

權及民主自由。

社會：全面加強社會溝通，凝聚人民對兩

岸政策共識，團結內部，以一致行動捍衛國家

主權。

台商回台投資 總額可望衝千億

據經濟日報 3月 26日報導，經濟部政務
次長王美花表示，從今年 1月 1日至 3月 22
日止，已有 18家廠商通過審查，回台投資金
額達 570億元，創造本國就業人數約 7,700人，
後續已排定 22家廠商審查，預計可再創造投
資金額 400億元、逾 1,000個就業機會。此外，
另有 30家廠商在評估中。
王美花表示，以業別觀察，回台廠商以電

子業最多，包含網路通訊設備、伺服器、電腦

周邊產品；其次為金屬機電產業，包含機械設

備、自行車、汽車零件。王美花也分析，伺服

器產業鏈、網通設備產業鏈與自行車產業鏈，

皆有回台投資的趨勢。她舉例，廣達將高附加

價值產品整機組裝的產線，移回桃園華亞科技

園區生產；巨大在台中大甲母廠擴建智能化產

線，在台中科學園區興建營運暨研發總部新大

樓，也在大甲建置自動化國際物流中心；車王

電在台中大雅廠新增智慧化產線，也在中港加

工出口區建新廠。

王美花強調，經濟部將持續鎖定優質產業，

透過工商團體、產業協會、地方政府及銀行等

中介機構加強廣宣，也期望儘速通過《產業創

新條例》修正草案、《海外資金匯回專法》草

案，以提供更多台商回台的投資誘因。

▲ 3月 25日，蔡總統與諾魯總統瓦卡（右 1）進行雙邊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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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座都更式加工區落腳高雄

據經濟部加工出口管理區 3月 11日新聞稿
表示，為打造全國首座都更式加工出口區，經

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積極推動「前

瞻基礎建設─高雄加工出口區智造新基地」計

畫，並於 3月 11日舉行動土典禮。行政院副
院長陳其邁及高雄市長韓國瑜一同執鏟動土，

經濟部次長曾文生、加工處處長黃文谷、多位

民意代表及業界先進都出席觀禮。

陳其邁表示，高雄園區是全球首座加工出

口區，成立迄今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卓著，本

次中央挹注新臺幣 24億元的「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預算，將讓高雄加工區可以風華再現，引

領高雄經濟的躍升發展。

經濟部曾次長也指出，由於目前國內投資

暢旺，使得產業用地需求殷切，為提升投資動

能，經濟部特別選在高雄加工區推動大面積廠

房更新，預計將創造 8萬平方公尺的產業空間，
並將引進創新產業，如此不僅可紓解產業缺地

問題，也可進一步帶動高雄產業的轉型升級。

本案是由公部門推動大規模產業園區都更

的首例，將去化約 4.75公頃的老舊行政區與標
準廠房區，並建構立體化研發產業聚落，預計

可增加產值 118億元、創造 3,000個就業機會，
歡迎所有企業把握良機，踴躍進駐投資，讓高

雄再次邁向經濟成長高峰。

財政部籲請善用自由貿易港區通關便捷

服務

據財政部 3月 26日新聞稿表示，我國自
2003年推動自由貿易港區之設置，分布地點包
括基隆港、台北港、蘇澳港、台中港、安平港、

高雄港等六海港，及桃園航空一空港之自由貿

易港區，屬境內關外之經濟特區。區內提供自

國外運入港區內供營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

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等相關稅費。 
財政部進一步表示，除租稅減免外，海關

在通關便捷方面，提供貨物控管、電腦連線通

關及帳務處理作業得實施自主管理；課稅區貨

物運入自由貿易港區視同出口，得申請減徵、

免徵或退還相關稅費；港區事業之貨物進出保

稅區、課稅區，得申請以「按月彙報」方式辦

理通關，降低報關及貨物處理費用；自由貿易

港區免稅貨物、機器、設備輸往課稅區進行修

理、檢驗、測試、加工，得免提供稅款擔保等

通關便捷措施。 
另為有效運用區外廠商之產能，財政部對

於自由港區事業委託區外廠商加工之關務程序

已進一步簡化，委託加工之國外貨品進口時，

得於貨物卸存地完成通關後，逕運往區外廠

商。該項措施由原須辦理 2次貨物通關，即申
報 F1(外貨進儲自由港區 )、F2報單 (自由港區
貨物進口），及 2次運輸，將貨物自卸存地運
至自由貿易港區，及自由貿易港區運至區外廠

商，簡化申報程序為僅須申報 F1報單之一段式
通關，即得將國外貨品送往區外廠商辦理加工，

以有效降低業者營運成本，並縮短物流作業時

間。

金管會致函銀行 減少擾民措施

據聯合報 3月 5日報導，為避免反洗錢措
施擾民，金管會提出十大常見的「常規或例行

性交易」類型，發函銀行參考，要求對於這十

種類型交易，不要採取過多措施。

金管會提出「客戶基於日常所需之交易型

態例示」問答集，希望達到簡政便民效果，落

實洗錢防制強調的風險基礎原則，重點應放在

異常交易，避免資源錯置。十大常規交易類型

包括：

第一，五十萬元（或銀行自訂的額度）以下的

有摺現金存、提款；

第二，三萬元以下國內匯款及無摺存款；

第三，銀行認識且留有身分資料紀錄的客戶本

人或代理人，從事的三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或銀行自訂的金額）以下國內匯

款及無摺存款；

第四，代收付政府稅費：例如民眾或企業繳納

所得稅、汽機車燃料費、國民年金保險

費、勞工保險費；

第五，繳交公用事業費：例如民眾或企業繳交

電信費用、水電瓦斯費；

第六，自行同名或關聯戶間的轉帳：例如民眾

從本人帳戶轉帳匯款至自行本人其他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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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或關聯戶（如父子或夫妻）間的轉

帳；活存轉定存、定存轉活存；

第七，薪資轉帳交易：例如公司會計或出納定

期以轉帳方式辦理員工薪資撥款；

第八，例行通常金額的交易：例如小吃店都是

現金收入，每天中午收攤拿現金存入本

人帳戶；社區管委會財委每個月都定期

到銀行辦理提款或匯款支付保全費、清

潔費；超商員工定期至銀行換小額鈔票

或零錢等；

第九，辦理與一般民眾生活背景相符的日常交

易：例如繳交信用卡費 （無溢繳）、房
貸、學費、考試規費；

第十，季節性需求交易：例如農曆年前較大額

的換鈔或提現交易。

金管會祭出四大措施 吸引獨角獸來台掛牌

據經濟日報 2月 26日報導，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於立法院財委會進行業務報告時，提出

健全資本市場發展四大措施，包括：

第一，引進基石投資人（Cornerstone 
Investors）制度。為吸引大型獨角獸 (即成立
不到 10年，但估值 10億美元以上，但又未上
市的科技創業公司 )在台掛牌，並衡酌我國資
本市場胃納量，以及外界建議及香港相關規範，

金管會督導證交所、櫃買中心及證券商公會修

正公告相關規章，針對「以大型無獲利上市櫃

條件」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書」申

請上市櫃，且初次上市櫃（IPO）承銷金額達
20億元以上者，放寬得採詢價圈購辦理承銷，
且得洽專業機構等基石投資人認購股份，並要

求應強制集保一定期間不得賣出，持股及揭露

相關事宜等配套方案，以提高其 IPO公開承銷
成功率。

第二，推動逐筆交易制度。為利與國際接

軌，證券市場將在明年 3月 23日實施逐筆交
易制度，由於所涉層面較廣，金管會已督導證

交所規劃建置擬真交易平台，預定 3月上線。
第三，建置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機制。

為防範交易人錯誤下單、「胖手指」及盤中委

託簿流動性瞬間失衡，可能導致價格瞬間異常

波動，金管會督導期交所建置期貨市場動態價

格穩定措施。

第四，強化金融機構股東會委託書使用，

健全委託書制度，金管會已修改法規，提高金

融機構股東會有選舉董監議案時的徵求人持股

資格，將在今年 7月 1日施行。

擴大投資台灣 
Google在新北打造全新辦公園區

據自由時報 3 月 26 日報導，Google宣
布，將在新北市的台北遠東通訊園區打造全新

辦公園區，為目前已擁有超過 2,000名員工的
Google台灣預備雙倍成長空間，預計於 2020
年底開始搬遷部分團隊。Google也將在今年擴
大在台招募規模和人才交流，預計增聘數百位

台灣員工。

Google 裝 置 與 服 務 資 深 副 總 裁 Rick 
Osterloh親自來台宣布此一重大消息，他表示，
自先前與宏達電達成協議之後，台灣已成為

Google最大的工程研發基地，意義重大，台灣
扮演核心角色，例如 Pixe等產品，未來也會持
續投資台灣。Rick Osterloh說，新北園區是用
承租的大樓，因應未來在台灣發展及新的成長，

目標 2020年底分批遷入。

▼ Google裝置與服務資深副總裁 Rick Osterloh親自來台宣布未來
在台員工數將雙倍成長。

圖／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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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擬修貨物稅 節能家電退稅 2,000元
據經濟日報 3月 4日報導，為鼓勵節能減

碳防制空氣汙染，財政部研擬修正貨物稅條例，

民眾購買節能標章電器每台減徵貨物稅 2,000
元，汰舊換新大貨車每輛減徵貨物稅由 5萬元
大幅調高為 40萬元，估計退稅金額達 65億元。
財政部長蘇建榮表示，為鼓勵民眾購買節

能標章電器，研擬貨物稅條例第 11條之 1、第
12條之 6修正草案，自修正條例生效日起 2年
內，購買節能標章電器等貨物以每台減徵貨物

稅 2,000元為限，以達節能減碳綠色消費目標；
初估節能家電退稅金額為 50億元。
為防制空氣污染，鼓勵民眾汰舊換新大貨

車，報廢 1999年 6月 30日以前出廠大貨車，
並購買新大貨車，減徵新大貨車貨物稅每輛以

40萬元為限；初估退稅金額可達 25億元。

我機械產業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占居第五

據聯合報 3月 5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指
出，我國機械在中國大陸市占居第 5，2018年
各國在中國大陸機械進口市場市占前五名分

別為，日本占 27%、德國占 16.1%、美國占
11.9%、南韓占 11.7%、我國占 6.1%。
統計處指出，中國大陸為我國第一大機械

出口地區，近年其積極扶植半導體、面板產

業，對我國設備需求增加，2018年我國對其
出口機械 80.2億美元，占 29.3%；對美國出口
48.4億美元，占 17.7%居次，對歐洲及東協各
占 13.5%及 13.4%，分居第三及第四，日本占
7.5%居第五。就各出口市場消長情形觀察，受
美中貿易摩擦影響，中國大陸設備投資需求轉

弱，2018年我對其出口僅年增 3.2%，惟我國
廠商積極分散市場，對美國及日本出口大幅成

長 18.2%及 23.1%。

經濟部與亞馬遜於林口打造聯合創新中心

據經濟部 3月 26日新聞稿指出，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和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3
月 26日共同簽署了正式合約，在林口新創園
共同成立林口新創園─亞馬遜 AWS聯合創新

中心（聯合創新中心），利用國際合作和領先

科技推動創新和經濟發展，並加速台灣新創在

雲端專業技術上的部署和應用。

聯合創新中心預計將吸引全球領先的企

業、新創團隊以及技術專家進駐，中心涵括以

協助新創公司及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和雲端

運算為目標的加速器，提供 AWS雲端服務、
技術訓練以及商業和技術上的諮詢，包括物聯

網、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AWS
雲端運算等領域相關的諮詢，協助企業節省大

筆成本、加速產品上市時間、提升業務敏捷性，

並能在短時間之內擴展至國際市場。此外，聯

合創新中心將透過與國外知名加速器機構合

作，協助台灣新創公司擴展國際業務，同時吸

引國外新創公司來臺。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與 AWS將共同建設雲
端運算人培基地，以協助人才培育及媒合、使

雲端人才能夠發揮專長、適才適所，預計每年

將提供 2,000人次的 AWS專業技術訓練，包含
課程，工作坊，研討會等。

2018年飲料店銷售額創 10年新高
據工商時報 3月 15日報導，財政部統計

處指出，近十年冷（熱）飲店及咖啡館等飲料

業者家數自 1.2萬家成長至 2.2萬家，銷售額
則由 249億元成長到 697億元創歷史新高、約
成長 1.8倍。
官員表示，飲料業大致上分為冷熱飲的手

搖飲料店和咖啡館，其中手搖飲料店數量在十

年間從 10,509家增加至 18,142家，銷售額則
是從 189億元急遽成長到 522億元，占總體銷
售額約 75％。顯見國人消費習慣轉向手搖飲料
店，加上店家推陳出新，朝精緻化及高值化，

也讓銷售額快速成長。

不過，隨著飲料業蓬勃發展，塑膠吸管使

用量持續創新高，為解決生態浩劫，環保署也

在 2018年宣布推動限用一次性塑膠吸管政策。
自 2019年 7月起，公部門、公私立學校、百
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四大類共 8
千家業者不得提供「內用者」一次性塑膠吸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