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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5年7月26日

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　　理　　情　　形

一、台企聯王屏生總會長：

(一)	呼籲政府要盡最大的努力「維持現

狀」：今天回到台商的娘家「海

基會」，但是今天整個的氣氛有

點特別，因為兩岸目前是處於一種

「冷和」或「暫時停止交流」的狀

況，我們很憂心這個狀況是暫時的

還是會一直持續下去。海峽兩岸的

交往到今天為止，經過這8∼9年

的時間，可以說是1949年以來最

和平、穩定的時候，但大家都擔心

會有任何變動，剛剛陸委會的長官

告訴我們，現階段政府的兩岸政策

就是「維持現狀」，我在這裡是非

常誠懇的呼籲政府要盡最大的努力

維持這個得來不易的現狀。

(二)	建議新政府召開「全民國是會

議」：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而且

從目前的情勢看起來復甦非常乏

力，台灣的經濟也樂觀不到哪裡

去，通常國家遇到危機的時候，都

會召開「全民國是會議」，剛才也

聽到長官告訴我們，政府要突破

黨派、不分藍綠，全民拚經濟。大

陸台商大大小小的公司不下於15

萬家，所涉及的員工、眷屬等影響

層面超過300萬人，這是一個非常

大的族群，對台灣的經濟、社會安

定都有很大的貢獻，如果新政府召

開國是會議，大陸台商絕對不能缺

席。

二、東莞台商協會葉春榮榮譽會長：

(一)	大陸工資高漲及五險一金執法不

公：台商在大陸投資面臨困境，工

資高漲，年年漲15%以上，這是

大家知道的，更嚴重的是大陸的費

陸委會 1. 政府多次強調，將在既有政治基礎上，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現狀，並根據中華民

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政府的立場堅定而明確，充分

展現我方最大善意，及務實處理兩岸事務的態度與決心。

2. 未來政府會持續敞開兩岸對話談判的大門，也會設法透過各種方式，減少中國大陸的疑

慮和誤解，並努力維護兩岸既有機制，以實際行動展現落實維護和平穩定發展的承諾。

政府也呼籲對岸繼續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持續溝通與對話，以創造良

性互動的兩岸關係。

經濟部

（研發會）

1. 國是會議召開之主要目的是討論國家發展重要議題，以凝聚全民共識。未來倘有必要召

開經貿相關議題的國是會議，經濟部將積極配合國發會之規劃辦理。

2. 行政院最近一次召開「經貿國是會議」係於103年7月26∼28日，分就「全球化趨勢下

台灣經濟發展策略」及「台灣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策略」兩大議題進行討論，

相關結論具體執行計畫並於103年9月18日核定，交由相關部會落實推動，國發會追蹤

檢討，以利達成各應辦事項。

經濟部

（投資處）

近年因中國大陸工資調漲，及實施「五險一金」，導致成本大增，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感受

台商具有轉型升級之需求，爰以台商投資密集地區為重點，因應當地台商產業、經營需

求，邀集相關專家組團，辦理經營講座、交流座談會，協助台商強化核心競爭力。

國發會 1. 近來國內經濟景氣表現低緩，除因全球經濟成長不如預期，衝擊我國出口動能，亦凸顯

我國出口產品與市場過度集中、產業結構亟待調整等課題。

2. 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型，政府將致力打造一個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

的新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由需求面著手，激勵投資，擴大內需，另方面則由供給端切

入，進行法制創新與生產要素市場改革，加速結構調整。主要施政方向如次：

⑴ 激勵投資，振興經濟景氣

 考量出口受限於國際經濟大環境，故公共與民間投資為提振景氣的優先著力點，重點

措施包括：

－ 加快今年公共建設預算的落實，檢討公營企業預算執行。

－ 推動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亞洲矽谷計畫、生技醫藥、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

太），藉此帶動新投資，推升產業發展的層次。此外，五大創新產業也具有在地特

色，可結合地區優勢及發展條件，打造創新研發產業聚落。

－ 規劃成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基金規模1千億元，並成立跨部會促進投資小組，協

助企業轉型、併購與升級，並誘發民間的投資動能。

－ 設立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初步規劃資本額為新台幣100億元，將扮演「尋找、開

創、整合、促成」投資與貿易之平台角色，以鏈結國際，協助企業競逐全球市場，

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

⑵ 啟動體制改造，激發經濟潛能

 未來政府將針對與投資環境攸關的法規制度與生產要素，逐一檢視、全面革新。在法

制創新方面，政府將前瞻數位時代的發展趨向，預先籌劃、建置新經濟時代法規，並

就攸關經濟成長之各項要素進行優化，配合五大創新產業的推動，針對資金、人才、

國土規劃、行政效能等，全面革新現行法規。

3. 兩岸經貿開放與發展至今，台商在兩岸經濟成長、產業全球競爭力與國際產業分工具有

高度貢獻，此外台商亦是台灣向外延伸的經濟實力，故政府除積極維護台商投資權益，

提供實質協助外，對台商所提各項建言，亦將納入後續施政參考。

2016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

台商座談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

壹、「操之在我」之台商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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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稅特別高，尤其是「五險一金」

的問題，我們對五險一金的抱怨

不在於立法不好，而是在於執法

的不公，比如廣東省的覆蓋率才

45.7%，卻要求台商（包括外商）

要100%的繳交，這樣子台商怎麼

還有競爭力？希望我們的政府替我

們發聲，解決這個問題。

(二)	台商退場不易：中國大陸自習近平

主席上台後執行反貪腐，卻造成行

政效率不好，政府官員沒有人敢擔

當，只要有一點灰色地帶都不會通

過，只要有點責任的都不會准，讓

台商投資也不是，退場也不是，在

此要向各位長官報告，現在要退場

回台真的不容易。

(三)	新政府應照顧台商：至於台商如何

因應這些困境，這些問題台商沒有

能力去處理，所以要靠我們新政府

來照顧我們，更重要的是新政府

要體諒台商，我覺得台商真的很可

憐，一遇到政黨輪替，都會感到焦

慮。剛剛陸委會邱副主委也提到最

新的民調，台灣人民對蔡總統的就

職演說及兩岸關係相關看法，有

80∼90%的認同度，我們也認同，

但是，這種認同不要我們自己很高

興，但大陸不一定認同，最後變成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兩岸如果不

往來，那政府要怎麼幫助台商，搞

不好陸委會都沒事情做了。

(四)	建議儘快公布海基會董事長：新

政府上台後很早就決定陸委會主

委，但海基會的董事長卻一直沒有

公布，新政府說要照顧台商，但我

們要和大陸談的主人都沒有，還談

何照顧？在此強烈建議海基會的董

事長快點公布，然後快點和大陸坐

下來談，讓台商安心做事，大人吵

架沒有關係，但不要讓小孩難過。

三、九江台商協會蔡正富會長：

(一)	新政府應正視中國大陸市場：大

陸到今天為止還是全世界最有效

率、最好的、最大的世界工廠及世

界市場，今天如此，未來也是如

此，因為它有14億的人口，再加

上華人勤勞的個性。面對這個大市

場，台灣能夠不往來嗎？現在有些

台商到東南亞發展，但我相信現在

全東南亞市場加起來都還不及一個

中國大陸，而且東南亞又分成很多

國家，所以，中國大陸才是我們在

經濟上必須長期合作的地方。

經濟部

（投資處）

（工業局）

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已邀集專家撰擬「台商在中國大陸合法結束投資Q&A」，並置放於

「全球台商服務網」供台商參考。

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近年均利用於國內或前往中國大陸訪問期間與台商聚會之場合，邀請

稅務專家協助台商掌握中國大陸稅務問題，以減低未來退場時遭陸方查稅之損失。另

亦鼓勵台商運用台灣優勢，將海外資金匯回投資新創事業或發展新興及地方重點產業。

（投資處）

3. 針對海外台商經營狀況，經濟部投資處每年均會籌組投資合作促進團，依據台商需求事

項（如自動化、節能升級等轉型需求），結合技術服務業者及法人專家等技術能量，促

進雙方合作，有效運用其技術強化台商競爭優勢。（工業局）

陸委會 政府了解海基會董事長人事，受到各界高度關注，需有整體規劃，會在人選確定後儘速對

外說明。

經濟部

（投資處）

（工業局）

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為協助海外台商，已設立「台商聯合服務中心及建置「全球台商服務

網」（http://www.twbusinessnet.com），歡迎台商多加利用，並將視台商個案需求提

供相關協助。（投資處）

2. 另政府也鼓勵台商回台投資，配合政府現階段推動「創新研發產業計畫」，以亞洲矽

谷、綠能科技、智慧機械、生技新藥、國防產業等創新研發產業為主軸，提供台商具體

投資商機；另設置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海、內外投資者「專案、

專人、專責」全程客製化一站式諮詢服務。若台商在台投資遭遇投資障礙，經濟部將不

定期召開排除投資障礙協調會議，邀請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逐案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

礙。（工業局）

經濟部

（投資處）

（貿易局）

1. 中國大陸仍為我重要經貿夥伴之一，兩岸和平發展，為兩岸良性互動累積有利條件，此

有助於台灣總體利益及對外關係的拓展。

2. 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在既

有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3. 東協及南亞擁有高經濟成長（2011∼2015年6%以上的經濟成長）及近20億人口的市

場，其龐大商機已吸引全球跨國企業矚目，爰政府推動多面向與東協及南亞經貿合作，

以提升出口動能，並非為取代中國大陸市場及減低其重要性。（貿易局）

4.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為協助台商轉型升級，布局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爰以台商投資密集地

區為重點，因應當地台商產業、經營需求，邀集相關專家組團，辦理經營講座、交流座

談會，以強化台商核心競爭力。（投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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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崇左台商協會黃薇彤會長：

 （經驗分享：特殊陸路口岸運營）

(一)	我從2009年至廣西的中越邊境投

資，投入建設邊境口岸的經營與

運營，7年來已經建設5個邊境口

岸。台灣四面環海，只有一種口

岸叫國際碼頭，我們在中越主要是

建設陸路口岸，建設完成後有了

這個平台基礎，就可以發展周邊產

業。

(二)	提前卡位，栽好梧桐樹，引得鳳

凰來：在我去投資前，這個地方

原本是荒郊野嶺，我們建設好口

岸後，無償提供給政府使用，派

駐海關、檢疫、邊防等，所有的

「稅」由政府來收，企業的回報則

在於「費」。

(三)	當時之所以投資，除了看重大陸及

東協的20億人口外，另外就是這

個行業的特殊性，一旦口岸建成開

始運營後，就不可能有其他人來跟

我們競爭。2011年，我們開始將

大陸及東協的商品相互進出口，越

南是當時最大的腰果集散地，所以

我們選擇開始做腰果的貿易，因為

區位優勢讓我們做到了全大陸最大

的腰果入出口。

(四)	我們藉由口岸達到互聯互通，目

前我們和東盟六個國家的口岸已

經建立姐妹關係，已實現「點對

點」及「網對網」的商貿物流共

享平台，現在已跟新加坡、馬來西

亞、越南、泰國、緬甸及香港等地

合作，商品如果不是東協的產品，

進入大陸就沒有享受政策紅利，如

藉由我們口岸的平台進入大陸，則

可讓商品具有一樣的競爭力。最近

我們也和高雄港在談，如何讓高

雄港利用同樣模式來擴大整體業

務，同時也帶動台灣整個口岸的發

(二)	停止兩岸冷對抗，打破僵局：我從

深圳到九江，就是因為九江政府提

供政策紅利，而且是一對一的，我

並不是大陸派來招商引資的，只

是要告訴在座的長官，新政府不要

去唱衰大陸。因此我呼籲政府要透

過已經有經驗的台商，或是過去有

經驗的官員，都應該重用他們的經

驗，我相信蔡總統能發揮她的智慧

及整合能力，停止兩岸的冷對抗，

我相信台灣人才濟濟，蔡總統一定

有智慧可以打破目前的僵局。

經濟部

（投資處）

為協助台商因應東協經貿環境變遷，2016年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推動「東協策略夥伴計

畫」，運用我國與東協各國政府、產業公協會及台商建立之綿密網絡，透過辦理策略夥伴

論壇、籌組投資合作促進團、辦理東南亞僑外生人才媒合會等，協助廠商「走出去」拓展

海外市場能量，及「帶進來」出口商機、人才與投資。另透過洽簽新型投資保障協定及建

立緊急應變機制營造有利台商投資環境。

新南向政策作法：

1. 提供充分的投資訊息：蒐集更新海外經貿投資資訊，包括自然、人文、投資法令、稅賦

等，並刊登於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提供台商評估參考。另運用台商在當地綿密網

絡，進佔當地內需市場。

2. 推動「東協策略夥伴計畫」 

⑴ 辦理「台灣─東協投資策略夥伴論壇」：邀請東協智庫、東協各國官員、產業公協會

及廠商，就台灣與東協之投資合作，與我國政府、產業公協會、技術法人機構、業者

進行交流與對接，以達到連結東協、共創商機目標。

⑵ 促請台商回台投資。

⑶ 籌組投資合作促進團。

⑷ 帶動出口商機：協助國內技術法人機構及業者拓展研發能量，架構供需媒合平台，帶

動出口商機。

3. 協助台商群聚投資，拓展海外市場

⑴ 協助國內產業公協會蒐集及篩選東協各國適當之工業區或開發工業區，運用政府力量

爭取投資優惠，協助台商群聚布局，拓展海外市場。

⑵ 設置「台灣窗口」，連結在地資源：規劃在印度及東協國家設置「台灣窗口」

（Taiwan Desk），聘用熟悉當地法令、產業資訊、人脈網絡之專家，深度掌握在地

產業供應鏈資料。另外也規劃進行實地調查當地台商經營情形、建立台商產業聚落及

供應路徑資訊，提供台商參考運用，以強化台商企業支援體系及整體競爭力。

4. 更新（洽簽）投資保障協定，提供台商安心安定之投資環境

⑴ 隨時蒐報當地大政經情勢提供海外台商參考，並籲請海外台商提高投資風險意識，隨

時注意投資環境變化並採取必要措施。

⑵ 配合外交部駐外單位緊急應變機制，強化海外台商聯繫網絡。

⑶ 檢視與各國既有之投資保障協定內容，並參考最新國際法有關保護外國投資之原則與

精神，積極推動重新簽署或更新協定，以保障我台商權益，如擴增投資人定義範圍、

增加最新爭端解決機制等。

5. 加強專業人才培訓及雙邊人才交流

⑴ 成立國家級對外攬才平台Contact Taiwan，並於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

尼之駐外單位成立攬才窗口。

⑵ 辦理國內僑外生與企業媒合會，尋找布局東協之行銷人才。

⑶ 鎖定東協國家頂尖大學與經濟部簽署攬才合作備忘錄，吸引東協大學生來台實習，為

國內企業培育未來布局東協之幹部。

6. 未來將會依據本次論壇東協國家投資官員與我駐東協國家經濟組所提之建議，以及參考

歐美、日本、韓國之作法，再修正配套作法。

陸委會 1. 蔡總統520就職演說中，已強調將在既有政治基礎上，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現

狀，並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這是就維護

兩岸關係展現了最大彈性與善意。

2. 政府了解各界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期待，會以智慧及耐心，務實面對兩岸情勢變化；除致

力維護現有機制外，並透過各項交流往來，增進雙方互信與理解，建構和諧與友善的兩

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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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哈爾濱台商協會徐正文常務副會

長：

（經驗分享：智慧型手機及移動互聯

網）：

(一) 當我們還在得意在7-11便利超商可

以買到高鐵票時，中國大陸都已經

全部用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可

以用手機去支付水電費，甚至支付

所有的款項，這個部分我覺得非常

值得我們去學習。

(二) 現在80後及90後的人都不再看電

視，在地鐵上所有的人都在看手

機，將來所有的媒體跟手機的運用

會越來越多，我們成立了「好康報

報群」微信公眾號，我們前陣子在

6月1日推出一個大陸海關的最新

規定，2天的點閱率7萬人，其中

有1萬人去分享我們的公眾號，每

個人在微信的朋友圈有300∼400

人，轉發後等同於有300萬到400

萬人看到這篇文章，所以這個互聯

網公眾號的宣傳力量是很強的，而

且是點對點的。

(三) 我覺得新媒體、新通路是很可怕的

力量，對商業來說，將來這是一

個很好的新通路，如果輔以APP網

路支付（如支付寶），這會是一個

很好的新模式，建議政府要去研

究，帶台商走出一個新的通路及渠

道，可以解決我們很多好的產品無

法去銷售的問題。

展，也期待台商共同來中越邊境發

掘商機。

金管會 1. 普及行動支付與強化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發展係金管會施政重點之一，相關重要措施略

以：

⑴ 為協助銀行業因應數位化發展之商機，提供民眾便利之數位化金融服務，金管會推動

「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3.0」計畫，已修正相關法令，以營造發展科技金融之健全法

治環境，亦開放銀行既有客戶得於網路銀行或透過線上方式直接辦理結清銷戶、申請

個人信貸、申請信用卡及信託開戶等12項業務，並為兼顧交易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

益，亦督促銀行公會配合修正3項自律規範及訂定相關強化消費者保護措施。另已開

放線上開立存款帳戶，銀行公會並已規劃完成相關配套，各銀行系統建置完成即可自

行線上開辦。

⑵ 為進一步推動銀行提供各項電子金融服務並普及行動支付，金管會自104年起放寬銀

行辦理行動支付服務的試辦期間，截至105年5月底止，已有23家銀行開辦手機信用

卡、15家金融機構開辦行動金融卡、1家銀行開辦行動X卡、14家銀行開辦QR Code行

動支付、7家機構開辦mPOS行動收單服務。

⑶ 為因應國內部分非金融機構業者因網路電子商務及小型或個人商家之支付需求所產生

之新興支付型態趨勢，業制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及訂定相關授權法規命令，

並自104年5月3日施行，截至105年6月30日，金管會已許可5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

22家兼營電子支付機構。

2. 為協助台商發展並拓展業務，金管會已訂定「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

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開放經核准機構（包括專營電子支付機

構、銀行及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得與境外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合作，辦理「價金匯入

代收服務（cash-inbound）」。即境外消費者（含大陸地區消費者）於我國網路或實體

商店消費，交易價金透過境外支付機構代收並轉付我國電子支付機構，我國電子支付機

構再將交易價金支付予我國商店，以解決我國商家收取跨境交易款項之問題，進而協助

我國商品銷售至境外（含大陸地區）並拓展業務。

交通部 有關如何讓高雄港利用同樣模式來擴大整體業務，同時也帶動台灣整個口岸的發展一節，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已積極與業者進行洽談，就航線、碼頭設備、倉儲設施、通關檢疫

等各項作業進行研商，以建構可行之轉口運輸或自由港區操作之模式，高雄港120、121

碼頭為該公司營運之自營櫃場，同時也是自由港區，能全力協助業者滿足營運所需，以促

進我港整體經貿業務，帶動港埠經濟之發展，另本部航港局積極配合業者需求，適時給予

必要的協助。

通傳會 1. 行動支付主要涉及金流議題，通傳會主管之電信業者則是提供通暢的行動寬頻服務，並

協助更換可支援行動支付之SIM卡。通傳會持續積極促進我國行動寬頻網路之發展，以

提供國人健全通暢的通訊環境。

2. 至105年4月，我國行動寬頻上網帳號數已達1,999萬人，顯示行動上網已十分普遍。隨

著越來越多新服務的出現，頻譜需求也不斷上升，通傳會更於104年年底辦理第二次4G

寬頻釋照，釋出190MHz頻寬以因應未來需求。

3. 此外，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台灣之星等5家電信業者與悠遊

卡控股公司於102年共同成立「群信行動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與中國信託、玉

山銀行、台新金控、國泰世華、富邦金控等金融機構合作，結合電信、票券、小額支

付、銀行等相關業者，積極發展我國行動支付市場，該公司於104年年底已完成信託服

務管理平台(TSM)建置並提供「RicoPay」電子錢包服務，預計全台使用手機近場通訊技

術（NFC）功能的行動支付用戶數將快速躍升。群信並與香港、中國大陸及日本洽談跨

國TSM介接，未來國人將可使用群信TSM平台的NFC手機進行跨國消費。

經濟部

（工業局）

1. 在國內，因應消費市場需求，網路家庭國際資訊公司（PChome）已投資成立拍付國際

資訊公司，提供智慧手機行動支付服務（Pi行動錢包），即仿照支付寶模式於線下實體

商店運用掃碼（QR-Code、一維條碼）完成支付，現已可在全台5,000家7-11進行購物

付款，並繳納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路邊停車費，未來亦規劃導入水電、瓦斯等政府

相關規費行動線上付款繳納，以及連結母集團資源（24h線上購物、露天拍賣等）完善

服務。

2. 如何促成實體商家與網路的溝通媒介，協助業者建構電子商務通路平台，成就新穎的商

業模式，帶給傳統商家互聯網優勢，以促成獲利提升，滿足消費者需要，產生正向循

環，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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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漳州台商協會李榮福榮譽會長：

(一)	期望政府開放大陸的快速生產線移

回台灣，並開放大陸員工來台工

作。

(二)	希望政府創造和諧友善並有利於台

灣的投資環境，讓台灣的稅收與其

他國家相比能偏低。

(三)	開放博弈產業：此項產業美國、新

加坡皆已開放，若台灣開放博弈產

業，將會帶動整體經濟的快速發

展。

七、珠海台商協會葉飛呈會長：

  （協處案例分享）

(一)	台灣著名導演本年1月16日凌晨

在大陸珠海遭流浪漢打傷，21日

傷情惡化，25日醫院發出病危通

知。海基會於25日接獲家屬陳情

後，聯繫珠海台商協會就近表達關

切並提供協助，協會並於第一時間

偕同珠海市台辦主任與院長及主治

醫生開會，決定要求珠海市委市政

府將該案列入重要追蹤事項。

(二)	由於病患病情嚴重，家屬決定 送

回台灣治療，惟病患與大陸配偶結

婚後，生活重心移往大陸，台灣健

保長期未繳費，本身亦無商業保

險，經徵詢家屬同意後，珠海台商

協會發起捐款活動提供援助。

(三)	經各方協調及支援下，病患於1月

31日平安抵達台灣，並送往長庚

醫院治療。

(四)	該案例顯現台商的團體力量，且大

陸政府對台灣的重視非常重要，然

而現在大陸政府與先前協助該案

交通部 1. 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10條之2規定，離島地區經地方性公民投票通過後，才能於離島地

區以設置國際觀光度假區方式，附設觀光賭場；本島目前尚無得設置觀光賭場之法律依

據。

2. 本部觀光局業完成研擬「觀光賭場管理條例（草案）」，並於102年5月6日函送立法院

第8屆委員審議；惟依立法院法案屆期不續審之規定，本案於105年2月1日由行政院重

行送立法院審議。現因須重新全面檢視相關政策，爰該條例草案經行政院105年6月23

日第3503次會議決議，函請立法院同意撤回該法案，刻正檢視中。

經濟部

（投資處）

感謝會長分享案例，經濟部將持續在輔導台商工作上繼續努力。

衛福部 1. 全民健康保險係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基於保障國人健康，依健保法之規定，凡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者，其在國內設有戶籍且符合投保資格時，不論住在國內或國外，均應依法以

適當身分投保及繳納保險費，並享有同等健保醫療權益。

2. 另為避免長期旅居國外者有帶病投保之逆選擇情形，目前健保制度已適度規範旅居國外

者，須在台設有戶籍滿6個月始符合參加健保的規定，因此長年居住國外之國人，如設

戶籍未滿6個月或戶籍遷出國外，即不符合投保資格，亦即不能使用健保醫療資源；對

於符合加保資格者，即使住在國外，只要持續加保繳費，即可享有健保的醫療權益。

財政部 1. 為建立更為公平合理且具國際競爭力之租稅環境，以達成促進經濟發展及國民就業之最

終目標，財政部持續積極推動稅制整體改革，以營造友善投資之租稅環境。我國營利事

業所得稅稅率為17%，較鄰近之南韓（22％）、中國大陸（25％）、日本（23.9％）

為低，與新加坡（17%）、香港（16.5%）相當，已具國際競爭力。

2. 另配合國內產業發展需要，陸續提供與強化研發創新、促進智慧財產權流通、協助企業

留才攬才政策相關之階段性租稅獎勵措施，期透過合宜有效之租稅優惠措施優化我國投

資環境，提高台商及外資回（來）台投資誘因。

3. 考量高素質人力資源有助推動產業創新，為提升我國競才條件，財政部將參考各國規定

並聽取各界意見，在稅收變動幅度最小前提下，通盤檢討綜合所得稅課稅方式，於凝聚

共識後，推動修法，俾吸引人才來（回、留）台，帶動經濟轉型與發展。

經濟部

（投資處）

因應台商回台升級轉型需求，以及國內勞動力不足之問題，近年經濟部以聚焦台商自動

化、節能等需求，結合國內技術法人或技術服務業者籌組投資合作促進團，促進雙方合

作，協助回台從事自動化投資，強化競爭優勢。

勞動部 有關建議開放中國大陸員工來台工作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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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中國大陸人民在

台灣工作，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又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台工作，須由勞動部會同有

關機關擬訂渠等來台工作相關許可及管理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並應經立法院決議同

意，始得開放。

2. 為促進兩岸人才之交流，現階段中國大陸專業人士來台，得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

灣地區許可辦法」等規定向主管機關(內政部)申請。

3. 考量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台工作涉及層面較廣，非單純屬勞工事務，且現階段尚無社會

共識，故目前尚無開放引進中國大陸勞工來台工作之規劃，倘未來有社會共識，勞動部

將配合大陸委員會之整體政策，訂定相關規定。



232016年9月號／297期

專
題
報
導台商建議事項 辦理機關 辦　　理　　情　　形

九、台企聯青年團蔡曜謙副學員長：

(一)	希望新政府能將台灣打造成創業

基地本部，將核心人才、專利技

術、總部運營留在台灣，將大陸創

業園區作為產品服務輸出據點，避

免人才及技術外流。

(二)	在台灣經濟飽和及低創業環境

下，使現在年輕人容易打消積極念

頭，建議新政府提供更多管道、平

台或者資源、資金和青年團體交

流，將各領域互相整合，碰撞出更

多火花及創想。

八、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葉宏燈董事長：

(一)	台商子弟學校是台灣教育的延

伸，2004年經過當時政府的核

定，每一個學生有台幣3萬元補助

款，迄今已經過12年，補助款依

然無調整，期望新政府上台後，

重視台商子女教育，提高補助款金

額。

(二)	現行東南亞僑校回台考試，皆有相

當的鼓勵，唯獨對大陸台商的子

弟教育回台，並無任何鼓勵及加

分，期望今後政府鼓勵大陸的台商

子弟回台接受考試及教育。

(三)	期望新政府針對課綱微調的部分

做多方面考量，包括教育、感受

性、下一代價值觀等層面。

時，態度已轉變很多，希望新政府

上台之後，能持續重視台商在大陸

的發展與權益。

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投資處）

（工業局）

為優化創新創業環境，吸引核心人才、技術留在台灣，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網實整合創

業服務，串接政府13部會創業計畫資源、民間創業社群能量，彼此交流激盪出更多創新火

花，相關推動作法如下：

1. 「青年創業及圓夢網」：匯聚青年創業專案13部會創業輔導資源，區分為「找資金」、

「創業能力診斷」、「青創基地與巡迴車」、「活動看板」、「創業服務資源」等專

區，並提供0800-589-168免付費諮詢專案，讓民眾可於線上快速便利取得政府與民間

創業輔導資源及服務資訊。

2. 「行政院青創基地」：於前行政院院長官邸（金華街142號）設立「青創基地」，將各

部會線上創業服務資源，實體化整合集結於此，成立線下（Off-line）一站式創業服務窗

口，提供創業資訊、業師諮詢、策展活動等實體服務，把創業社群或專業服務單位的資

源導入基地，也把政府資源匯出到民間社群，攜手活絡創業生態圈。

3. 「創業台灣368行動巡迴服務」：於北、中、南、東設有行動創業巡迴車，走遍全國22

縣市，串聯地方政府、區域內傳統產業、返鄉創業者與在地創業社群共同進行交流，依

在地青年需求，提供政府創業資訊巡迴服務。（中小企業處）

4. 經濟部吸引台商回台投資係以從事高附加價值產業及升級轉型之投資案為主，以台灣作

為台商研發中心及營運總部。

5. 從經濟部近年推動台商回台投資之案件顯示，台商多以運用台灣創新研發、高素質人力

等優勢，回台從事高階生產及研發，以提升全球布局競爭力，同時達到促進台灣出口、

研發及核心技術根留台灣之目的。（投資處）

6. 為鼓勵企業以台灣作為運籌決策中心及高附加價值創造基地， 經濟部工業局與相關部

會及縣市政府協商，爭取投資、人才及土地等相關優惠措施，以吸引企業總部留在台

灣，截至105年4月底，已推動856家企業以台灣作為全球或區域之營運總部。

7. 為打造國際性與創新性人才，新政府將致力打造「亞洲矽谷」園地，做為點燃第一把火

的計畫。希望將全球最前端的想法和應用，聚合於台灣，規劃於桃園打造創新交流基地

與試驗場域，串接全國創新資源，整合我國海外網絡，以吸引全球企業及優秀人才共同

加入。

8.在創新創業方面：

⑴ 建立全台各地創業生態圈：運用國內大廠資源，透過企業投資及專家輔導，於全台各

地建立創業生態圈，運用產學能量，協助青年創業，例如：在台東結合運籌網通、台

東大學及台東縣府等多方資源，設立「TTmaker」青年創業園區，協助東部地區的青

創團隊發展智慧觀光、智慧旅遊。

⑵ 結合輔導資源，協助在地團隊創新創業：運用在地創業園區，結合輔導資源，定期舉

辦課程及跨域經驗交流，協助青年在地創業及就業，例如：於台南結合明基集團、成

功大學、以及雷虎科技等單位，設立「成電創客學園」，發展智慧醫療、IoT及無人

飛行器新創產品。（工業局）

教育部 1. 目前對於中國大陸台商學校滿5足歲以上學生，政府持續給予每學期新台幣1萬5,000元

學費補助。所提增加台校學生學費補助額度部分，囿於政府財政預算有限，且目前有立

法院、輿論及國內民意壓力，推動困難，惟教育部仍將另以計畫經費協助學校提升師資

素質，改善教學設備及環境，並持續補助商借教師及補助師資培訓等，精進台商子女受

教品質。

2. 因升學優待涉及考試公平性，且尚無法源依據授權；另囿於規定，中國大陸非屬僑居

地，因此中國大陸台商子女無法以僑生身分考試加分。教育部已努力爭取並改善台商子

女返台就學環境，補助設置大陸學測考場、英語聽力測驗考場等，有關推動台商子女享

有升學優惠，目前刻由部內相關單位研議中。

3. 針對前受爭議之普通高級中學語文及社會領域微調課程綱要，已於105年5月31日廢

止。後續課綱之研發、審議，將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第3項秉持尊重族群多元、

性別平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之原則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