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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前週期性的景氣問題，以及長期結構性問

題的雙重挑戰，蔡英文總統於就職演說中正式揭櫫，

未來台灣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將以「創新、就業、分

配」為核心，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在產業發展方面，將打造「以創新為驅動核心」

的產業型態，優先推動包括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

能科技、生技醫藥以及國防產業等五大創新產業，藉

以重塑台灣的全球競爭力，同時提升勞動生產力，讓

薪資待遇能與經濟發展同步成長。

壹、以三大連結作為下一世代產業驅動

　　力量

為呼應跨世代、跨境、跨領域以及跨虛實的產業

發展趨勢，政府將透過連結未來、連結國際、連結

在地的三大連結力量，全力推動下一世代的產業發

展，激發台灣創新能量，以達成「數位國家，智慧島

嶼」、服務業高值化、非核家園及節能減碳願景。

一、連結未來

連結未來即是掌握下一世代的產業發展趨勢，

配合台灣的客觀條件和比較優勢，推動具前瞻性的

創新研發計畫，以帶動現有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從

供給端來看，台灣具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完整的

產業鏈，以及敏捷靈活的中小企業，更有過去數十

年累積下來的傲人ICT產業基礎。從消費面來看，台

灣的消費者樂於接納新科技與創新產品，且上網普

及率高，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之調查，2015年我國民

眾上網率為80.3%，其中18至30歲的民眾上網率更

達100%。

如能善用台灣的ICT基礎優勢，配合建立高品質

的網路傳輸環境，以及後端大量的數據處理分析能

力，台灣就可藉由物聯網技術的導入，發展出針對在

地問題之解決方案，並在國內市場先行試驗後，將成

功經驗複製到海外市場，成為未來的整廠輸出項目。

台灣的民眾可以因此享受到更為便利、人性化的科技

生活；台灣的科技產業也將由過去的製造代工，跨入

後端系統服務市場，提升整體產業附加價值。

二、連結國際

連結國際是依據五大創新產業之特性，篩選出包

括美國、德國、瑞士、日本等在相關領域具備先進技

術的國家，與其進行技術、人才、資金以及市場的交

流，將台灣打造為適合孕育創新應用的開放環境，並

為產業發展引入所需資源。

技術方面，可與目標地區的學校、法人等相關機

構以及企業，展開合作及研發試驗計畫，共同針對新

技術進行開發；人才方面，將啟動更具積極性的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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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才交流及延攬機制，為台灣吸引更多國際優秀人

才。

資金方面，將與目標地區的企業互相投資，並與

國際創投及私募基金合作，透過國際資金帶來國內企

業所需的金融支援以及發展協助，並提升台灣產業的

國際接軌程度；市場方面，將透過合作企業與台商在

各地遍布的據點，建構供給全球市場的行銷網絡。

以生技醫藥為例，政府將加強與先進國家的生技

醫藥核心區域之合作，包括美國的三大生技醫藥研發

重鎮─東部的波士頓、西部的加州灣區、聖地牙哥，

以及歐洲的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國。未來將

鎖定生技醫藥、醫療設備及材料等領域，與上述地區

的重要研究機構及企業，共同進行技術研發與臨床試

驗，並建立人才交流與延攬機制。此外，更要推動台

灣法制與國際法規標準接軌，包括參考國際作法以加

速訂定醫療器材專法等，以打造連結國際的產業發展

環境。

三、連結在地

連結在地是指五大創新產業與台灣的生產與消費

面產生連結，就生產面而言，五大創新產業將以台灣

豐沛的研發人才作為核心，並發揮產業群聚優勢，將

現有產業聚落串連為完整、不斷鏈的產業帶，以促成

跨領域創新，以及跨區域整合。

就消費面而言，五大創新產業的共同特色為具有

一定的內需市場需求，例如為因應巴黎峰會減碳願

景，加上長年以來國內能源大量倚賴進口，台灣勢必

要發展節能、創能、儲能及系統整合等綠能產業。而

台灣自身內需市場的需求，正好可以作為創新產業的

先期市場與試驗基地，待技術與服務內容成熟後，再

推廣到亞洲甚至全球市場。

除此之外，從自然環境條件來看，台灣海峽得

天獨厚的地形優勢，加上綿長的海岸線，造就了絕

佳的離岸風力發電電場，根據國際工程顧問公司4C 

Offshore的評估，全球20個最適合設置離岸風力發電

的風場，有16個在台灣海峽 1。

而台灣地處亞熱帶，日照時間長且日光偏斜角度

小，也非常適合發展太陽能。過去台灣在太陽能領域

已有相當的基礎，累積了大量的研發人才與製造能

力，在系統建構、節能等相關領域，如資通訊、材料

與機械產業，台灣已有成熟的產業鏈，綠能科技正是

在台灣在地具備殷切需求，以及產業特性緊密關連

下，所孕育出的未來潛力產業。

貳、五大創新產業推動方向 
政府以「連結未來、連結國際、連結在地」三大

連結為原則，選定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

生技醫藥以及國防產業作為未來產業發展方向，以下

謹就各產業推動方向進行介紹：

一、亞洲矽谷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全面興起，

引領以資料應用為主的經濟快速發展。根據麥肯錫

（McKinsey & Company）的資料顯示 2，2025年物

聯網相關應用的產值將上看11兆美元，龐大的商機

不僅吸引國際重量級大廠爭相布局，各國亦紛紛提出

物聯網相關產業政策，以帶動產業全面升級轉型。

為使台灣的產業在行動裝置普及與連網服務盛行

的趨勢下，走向行動化、雲端化以及虛實整合型態的

新模式，國內產業對外應積極與矽谷連結，以台灣優

良的製造實力，吸引矽谷的潛力企業、創投或投資公

司與我國產業合作，補強台灣在網路、行動服務等偏

重軟體實力相關領域之創新實力。

對內台灣則應致力打造人才、資金、技術自由流

通的環境，並以開放友善的法規，讓創新思維能夠在

台灣孕育成長。人才方面，針對優秀國際學生之引

入，將持續提供獎學金及實習機會，並放寬其畢業後

留台工作之限制；針對吸引國際人才，將鬆綁來台簽

證、居留限制，並在總稅額不變的前提下，研議解決

薪資所得稅率過高的問題。

於法規調適部分，將修改公司法、科學技術基本

法等相關法律，以因應新型態事業發展所需的經營彈

性，並鬆綁學校及教研人員參與創業之規定；更要建

立數位時代的法制基礎，解決隱私權保護、網路智慧



8 2016年8月號／296期

專
題
報
導

財產權等問題，讓新應用服務能在健全的法制環境下

蓬勃發展。資金方面，將修正國內興櫃門檻等相關規

範，並透過資料庫分析消弭創業者與天使、創投間的

訊息不對稱，以協助具創新性的微型企業取得資金。

面對物聯網發展所帶來的新契機，台灣應從具全

球性需求的在地問題出發（如交通壅塞、人口高齡化

帶來的醫療照護需求等），並結合台灣特殊優勢（如

完整的健保數據），在內需市場進行服務創新的試

煉。政府亦將配合物聯網產業發展需求，布建如高速

寬頻與感測網絡，以及基礎供電設備等基礎建設，讓

台灣產業有機會開發出前瞻的物聯網應用與創新商業

模式，並帶領ICT產業跳脫以往缺乏規格制定能力的

代工模式，再創國內產業新一波成長高峰。

二、智慧機械

中台灣具有深厚的精密機械基礎，更分布了包括

航太、自行車及零組件、木工機械、手工具、光電面

板等相關產業聚落，如能在現有產業基礎上，整合台

灣引以為傲的ICT實力，將能把台灣的精密機械升級

為智慧機械，達到工業4.0時代所需的彈性製造、少

量多樣、客製化生產等模式，並串聯眾多的中小企

業，把台灣彈性敏捷的製造優勢發揚光大。

為此，政府將以台中為核心，串聯彰化、雲林、

嘉義地區，打造台灣智慧機械之都。於技術面，透過

產學研合作研究機制，發展智慧型機器人減速機、人

機協同、機器視覺等技術；同時，將推動智慧型機器

人結合智慧應用，並提高利基型機種使用國產控制器

比例，以促成智慧機械相關產品應用廣泛發展。

需求面則將透過國內市場需求，厚植智慧機械產

業化能量，以推動航太及先進半導體為主，另以智慧

運輸、綠色車輛、能源、機械設備、電子資訊、金屬

運具、食品及紡織等產業為輔，加速產業供應鏈智能

化與合理化，建立廠與廠之間的整體解決方案。並著

重於半導體利基型設備、智慧車輛之核心技術開發，

以達到進口替代目標；並強化跨域合作開發航太用工

具機，整合相關產業建立聚落。

於國內市場試驗取得實績後，智慧機械可進一步

結合代訓種子師資以及售後服務等，開發東南亞系統

整合輸出商機，政府也將透過協助整廠輸出業者取得

融資、強化海外服務據點等方式，強化國內智慧機械

國際行銷實力。

三、綠能科技

台灣具有發展綠能科技的良好條件，加上節能減

碳的理念已成為全球主要國家的共識，美國、歐盟、

日本、韓國和中國大陸都競相投入，台灣若能掌握這

波產業趨勢，集中力量積極推動，綠能科技將能成為

台灣未來的重要產業，更能解決長期以來能源大量進

口問題，提升能源自給率，達到兼顧「能源安全、綠

色經濟、環境永續」之目標。

政府將規劃在台南沙崙設立以研發為核心的「綠

能科技研發中心」，整合鄰近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之

創新能量，共同開發如變頻器（Inverter）等關鍵技

術，並進行系統示範與生活體驗，再將成果擴散至全

台灣的產業群聚。

綠能科技發展將包含「節能」、「創能」、「儲

能」以及「系統整合」四個領域。首先在節能部分，

將鼓勵設備商、資通訊產業以及能源服務業的結合，

推動智慧電網與智慧電表的廣設，以及節能設備的發

展應用等；創能部分，將致力發展台灣具有優勢的太

陽光電、離岸風電，加上生質能、地熱、海洋能的前

端開發，引入國外先進技術，提升台灣綠能科技國際

化程度。

儲能部分，政府將協助國內廠商技術商業化，包

括鋰電池、燃料電池及氫能。並透過時間電價的規

劃，創造離峰、尖峰間的儲能需求，提升電力品質與

調度技術；在系統整合部分，政府將引導業者由過去

的零組件製造，邁向系統整合規劃階段，並搭配台灣

發展物聯網之契機，打造台灣的系統服務品牌，以整

案整廠輸出模式走向國際市場。

四、生技醫藥

隨著全球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帶動醫藥需求湧

現，加上各項醫療技術的突破，以及個人化醫學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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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生技醫藥產業的未來發展充滿潛力。從台

灣的角度來看，2006∼2015年製藥、應用生技及醫

材產業總產值複合年成長率達5.5%，充沛的成長動

能，可望為台灣創造更多高值就業機會，並促進國內

醫療保健技術的進步，提升國民福祉。

台灣在生技醫藥領域的發展上，具備相當優秀的

基礎，不僅具有世界級的醫療體系，足以從事新藥及

新醫材的臨床試驗；更蓄積了豐沛的技術研發創新能

量，以及眾多跨業整合專注新藥開發的新創公司。如

能將台灣特有優勢，結合未來的趨勢和需求，慎選主

題聚焦如東亞疾病之成因及防治等，台灣將有機會成

為亞太地區生技醫藥研發與產業中心。

為此，政府將整合台灣生技醫藥在地研發能量，

串聯從台北南港、新竹竹北、中科到南科的「生技醫

藥研發產業聚落」，形成產業、學術與研究單位可相

互交流的體系。並推動創新研發與經營管理高階人才

培育、國際法規標準協合，以及強化智慧財產保護、

降低生技募資門檻等措施，促使台灣的人才、法規環

境、資金構成支持創新的生態體系。

台北將以南港為核心，建立轉譯醫學研究及產業

創新研發走廊，從事新藥、新疫苗以及新試劑的研

究，協助新創公司開發新產品；新竹的醫材研究，將

整合新竹生醫園區、工研院以及研究型大學的研究能

量，並善用鄰近的ICT產業資源與上下游產業鏈，致

力於高階醫材的開發；中科則是以大台中地區的精密

機械技術為基礎，研發醫學精密儀器以及檢驗醫材；

南科可整合成大、高醫、義大等臨床醫療資源，共同

著力於骨科與牙科的精密醫材研發。

五、國防產業

台灣每年都投入相當高的採購經費，向外購買國

防設備，長期下來不僅需面對輸出國不願販售的不確

定性，更因無法掌握零組件，造成維修升級困難，武

器妥善率欠佳。如能將部分向外採購商機，轉為對內

採購本土產製設備，將可推動國內國防產業升級轉

型，並促進相關產業如精密機械、材料、電機等共同

發展。

為發展國防產業，政府將鎖定航太、船艦、資安

等三大具備「軍民兩用」性質的領域，並以台中的航

太工業、高雄的船艦工業以及台北的資安產業為核

心，運用民間廠商現有能力和製造能力，支持下個世

代的軍備發展。

航太產業除了無人飛行載具的持續研發，也將推

動高級教練機的自研自製；船艦工業將啟動潛艦研

發，以及其他水面艦的升級，藉此提升國機(艦)國造

的比例。資安方面將規劃成立「資通電軍」個別軍

種，由國防部投入預算，提升國軍資安能力，以軍用

需求支持國內資安市場發展，後續更可擴散至民用，

擴大台灣在資安市場的優勢。

參、全力打造「數位國家、智慧島嶼」

面對數位經濟的浪潮，產業結構性問題之困境，

台灣必須以更開放的態度，擁抱機會並迎向挑戰。在

現有的產業基礎上，著手國內法規與國際接軌、改善

人才居留及工作條件、健全資金募集管道，讓台灣成

為孕育創新的搖籃，並帶動下一波經濟發展。

由於創新來自於解決在地生活的問題，政府將協

助國內產業從內需市場的需求出發，試驗新的應用服

務與解決方案，讓台灣的產業可以在轉型過程中提升

技術水準，並創造質量兼具的工作機會，國內民眾也

能享有更舒適優質的生活環境。

此外，過去帶領台灣創下傲人經濟奇蹟的中小企

業，更能藉由創新生態系的串連，再次發揮彈性靈活

與務實敏捷的特長，由台灣出發，擁抱全球商機。而

五大創新產業的推動，正是打造「數位國家、智慧島

嶼」願景的墊腳石，讓台灣能厚植創新能量，開創經

濟發展新模式，進而引領國內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創造下一波經濟成長的新動能。

（本文作者任職於國發會產業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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