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訪中美洲四國

發表返國談話

據總統府1月15日新聞稿，蔡總統15日結束「英捷專案」
返抵國門，在桃園機場發表談話，說明此行之成果與收穫，並
宣示未來外交工作的方向及策略。
總統表示，這一趟出訪，在9天之中，訪問了宏都拉斯、

整理／紀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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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瓜地馬拉以及薩爾瓦多四個中美洲國家。在外交部
駐館、立法委員、產業界朋友及全體團員的同心協力下，行程
已經順利結束。總統首先要在此表達感謝之意。
在啟程談話中，總統提到這次出訪有兩個目標。第一個目
標，是鞏固邦誼，讓台灣走向國際舞台。
因此，在出訪期間，跟4位元首進行雙邊會談，針對全球
趨勢，以及未來的雙邊合作事項，進行對話。也把握在美國短
暫過境的期間，參訪了產業，也跟美方重要人士晤談。
第二個目標，是深化雙邊合作方案，並且為許多在海外打
拚的台灣人，加油打氣。
透過「親身經歷，親自體會」，看見中美洲各國走出動盪，
對繁榮發展的潛力跟期待。相信這些觀察，對於未來落實更深
化的「踏實外交，互惠互助」合作方案，都是重要的參考。
總統表示，經過這一次出訪，也對未來的外交工作，有兩
項宣示。
第一，「踏實外交」改變過去單向援助，採取雙邊對話，
尋求互惠互助的做法，已經獲得友邦的肯定。未來，我們的合
作計畫不會減少，只會更有效率、更有創造雙贏的機會。
第二，未來的合作方案，要把產業和市場的發展一併列入
考量。全球局勢正在劇烈的變化，台灣產業要布局全球，中美
洲是具有潛力的一塊。我們要讓自由貿易協定的效力發揮出
來。未來，會請專家進行更深入的考察，也會鼓勵企業針對雙
方可以合作發展的項目，規劃出有機會合作雙贏的策略。

蔡總統出席年金改革國是會議
據總統府1月22日新聞稿，總統出席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全
國大會開幕式時強調，年金改的目標是要讓台灣的年金制度，
成為「政府付得起、退休領得到」、「現在領得到、未來也領
得到」的永續制度。今天提出的改革是一個穩健改革的做法，
不強求一步到位，而是用逐年漸進的方式，讓衝擊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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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蔡總統參訪尼加
拉瓜台商企業如興紡織，實
地參觀生產線。
1 月 12 日，蔡總統致贈藥品
予瓜國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象 徵 促 進 兩 國 醫
療與教育之合作。

圖／總統府

總統表示，包括讓18%優惠存款走入歷史、調
降公教所得替代率、訂定基本生活保障、漸進式調
整費率、提升基金管理效率，以及建立政府挹注基
金財源的機制，另外，黨職併公職、政務官年資併

圖／總統府

計事務官年資等不合理的設計也要做處理。
這些作為，有一個重點，就是要讓台灣的年金
制度，成為「政府付得起、退休領得到」、「現在
領得到、未來也領得到」的永續制度。

國發會通過社會住宅計畫 代管空餘屋 8 萬戶
據中央社1月23日報導，政府大力推動社會住

年金破產危機，是經過數十年累積而來的。用

宅、8年要蓋20萬戶，國發會委員會議通過「社會住

半年多的時間歸納問題、提出方案，這樣的過程不

宅興辦計畫草案」，將規劃興建12萬戶社會住宅及

僅值得，也很有必要。相信許多年以後，當台灣各

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8萬戶。

界回過頭來看這幾個月，我們會慶幸自己熬過這段
過程。
這樣的過程有兩項重要的意義。第一，我們讓

國家發展委員會23日召開第38次委員會議中通
過內政部提報「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草案」，依據住
宅法，全面啟動興辦社會住宅，安定人民居住。

社會更了解年金改革的內容和重要性。第二，是要

總統提出8年要推20萬戶社會住宅，國發會指

讓改革的方案更具體和合理。像是軍人退休制度獨

出，目前台灣只租不售的的社會住宅僅約有7,281

立處理，警消及中小學老師的退休年齡的例外設

戶，佔全國住宅總量的0.08%，相較日本及韓國的

計，還有目前採取的漸進原則，以及設定老年基本

5%，明顯偏低，更遠低於歐洲國家的30%。

生活的樓地板保障。這些，都是一次次會議之後，
所得到的珍貴成果。
總統呼籲所有國人同胞，仔細看看現在所有提
出的草案，相信大家會發現，這不是霸凌某些職業
別，更不會讓大家活不下去。這是溫和漸進的改
革，是各退一步，世代互助的方案。

內政部依據「住宅法」提報「社會住宅興辦計
畫草案」，未來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將規劃興建12
萬戶社會住宅及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8萬戶，達成8
年興辦20萬戶社會住宅的目標。
此計畫將規劃興建12萬戶社會住宅及包租代管
民間空餘屋8萬戶，達成8年興辦20萬戶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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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並讓租屋市場成為無力購屋者的正常居住消
費選擇方式，進而發揮租屋市場與購屋市場相互調
控的市場均衡機制，對穩定住宅市場與安定人民居
住，具有重大意義。

第四，雙方同意建立電信服務業監理機關聯絡
窗口，以推動電信服務業發展。
第五，雙方同意加強相關公協會在自動化產
業、金融與航太工業投資合作。

計畫重點在於，第一，直轄市、縣（市）政府

為持續拓展台馬經貿關係，國貿局表示，今年

一般優先運用縣市所有土地，衡酌地方發展需要，

將陸續在馬來西亞成立機械買主聯盟、商品行銷中

納入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考量。

心，並舉辦台灣形象展及台灣產業日等活動。

第二，成立社會住宅融資服務平台，提供地方
政府興建社會住宅的長期低利資金，協助地方政府

國發會：2017 年經濟成長率拚 2.5%

解決財源問題。第三，依據住宅法推動以包租代管

據聯合報1月23日報導，國發會主委陳添枝22

方式興辦社會住宅，承租與管理民間空屋。第四，

日公布經建目標：力拚今年經濟成長率衝上2.5％，

成立專責機構辦理社會住宅，以因應社會住宅興建

未來4年目標落在2.5％至3％。陳添枝表示，提升投

營運的專業性及人力需求。

資率是最根本作法，政府會「把力氣花在民間」。
國發會公布2017年至2020年4年總體經濟目標

台馬經貿對話

獲多項具體成果

據中時電子報1月17日報導，第2屆台馬局長級

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上漲率不超過2％。

經貿對話落幕，經濟部表示，這次獲得5大成果，

陳添枝表示，相關設算目標都是合理、可行且

包括電子商務合作、清真原物料資料庫合作、設中

達得到的，政府要做得好，最容易的作法就是把投

藥產品管理諮詢機制及電信服務業監理機關聯絡窗

資率提高，進而讓投資對經濟成長率有所貢獻，尤

口等。

其我國投資率是四小龍最低，與南韓差距更將近9個

經濟部推動新南向政策，積極建立及推動與東
協、印度等國經貿對話機制，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

百分點，意味還有很大成長空間，「投資對台灣未
來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會積極達到更高目標。」

長楊珍妮率領投資業務處、中小企業處等單位，與

據主計總處最新公布的國民所得統計，台灣固

馬來西亞駐台友誼貿易中心及貿工部官員在台北共

定資本形成約3.6兆元，其中民間規模達3兆元。陳

同召開「第2屆台馬局長級經貿對話」，並就貿易、

添枝指出，一直以來，民間都是我國投資最重要的

投資及中小企業合作3個面向進行討論。

來源，政府會把力氣花在民間，除了透過五加二產

國貿局表示，這次經貿對話獲得5大重要具體
成果。
第一，雙方將持續推動電子商務行銷合作，及
舉辦電商產業交流。
第二，清真產業合作方面，馬方同意提供我方
清真原物料資料庫計畫資料，以利雙方進行後續供
應鏈合作事宜。
第三，生物科技領域方面，雙方同意建立中藥
產品管理諮詢機制，並深化藥物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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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將今年經濟成長率目標訂在2％至2.5％，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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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導入新的投資項目，也將改善投資法規，並讓水
電、土地、勞動力供應更穩定。
國發會今年施政重點包括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規
畫、預計3月將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送立法院
審議、推動亞洲．矽谷計畫以及完備數位經濟及財
經法制。
陳添枝舉例，完善前瞻基礎建設是健全投資環境
的重要關鍵，將從綠能、數位、水環境與軌道著手，
綠能建設包含建構沙崙綠能科學城、協助推動太陽光

台 灣 經 貿 消 息

圖／傳動數位

經濟部統計處公布 2016 年 12
月工業生產指數為 112.07，較
上年同期增加 6.25%，表現是歷
年同月排名最高。

電與風力發電計畫，數位建設將朝向高速寬頻服務涵

底趕工交貨，分別成長3.82%及7.25%；但電腦電

蓋率九成、數位生活服務普及率8成等目標等。

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受到手持行動裝置產量續
減衝擊，衰退9.14%；汽車業因國產車減產致年減

製造業衝出好表現 12 月工業生產指數成長 6.25%

1.64%。

據經濟部1月23日新聞稿，經濟部統計處公布

展望未來，王副處長表示，車用電子、物聯

2016年12月工業生產指數為112.07，較2015年同

網及高效能新興運用擴展，加上台灣業者製程領先

期增加6.25%，表現是歷年同月排名最高，其中，

優勢下，可望維繫相關電子零組件供應鏈的生產動

占工業比重多數的製造業，連續8個月正成長，年

能，但1月開始進入淡季、步入庫存調整期，加以春

增7.46%。

節假期、工作天數減少，預期製造業生產指數將較

統計處王淑娟副處長表示，製造業生產指數達
113.93，創下歷年單月新高，主要由電子零組件業

上季下滑，年增率則因比較基期偏低，可望延續成
長走勢。

成長15.67%所推升，又以積體電路業及液晶面板業
分別成長30.12%及13.80%，表現最為亮麗，積體電
路業因製程領先優勢及春節備貨需求釋出，更創下y
連續7個月2位數正成長。
另外，基本金屬業也隨國際行情升溫，出貨
暢旺，成長15.81%；化學材料業受惠油價上揚激
勵市場買氣，機械業則因外銷市場需求回溫及年

餐飲業搶進拓點

去年營收創歷史新高

據中央社1月24日報導，餐飲業者近來紛紛將
拓點觸角伸向百貨公司，帶動營收成長，經濟部公
布2016年全年餐飲業營業額4,394億元， 創歷史新
高，年增3.6%，增幅為近5年最高。
受惠於部分終端電子產品需求仍殷，帶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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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法新社
在跨年及尾牙聚餐旺季加持下，2016 年全年餐飲業營
業額一舉衝上 4,394 億元， 創歷史新高。

片、記憶體及面板等銷售持續暢旺，加上汽機車

慶檔期，年增4.4%。便利商店因逢耶誕及跨年商

因舊換新補助政策及新車上市吸引買氣，經濟部

機，加上天候溫暖帶動鮮食及飲品銷售成長，營收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2016年12月批發業營

年增4.2%。

業額8,567億元，年增2.5%，且隨外貿增溫，第

另一方面，在耶誕、跨年及尾牙聚餐旺季，加

4季營業額年增3%，創2014年第3季以來最高增

上展店及品牌多元化效應加持下，王淑娟表示，

幅， 全年營業額年減1.9%，減幅較2015年縮小。

2016年12月餐飲業營業額382億元，創歷年同月新

零售業因車商衝刺年度業績與貨物稅補貼政策
加持、連鎖服飾業者擴增營業據點及賣場面積、秋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全年餐飲業營業額更一

冬彩妝及保養品熱賣及展店等利多因素，2016年

舉衝上4,394億元，創歷史新高，年增3.6%，增幅

12月營收3,668億元，年增2.1%，全年零售業營業

為近5年最高。

額4兆968億元，續創新高，年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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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增6.4%。

王淑娟指出，零售業1月因受惠年節尾牙採

2016年12月綜合商品零售業營收年增4.6%，

購、居家換季需求旺季，加上春節假期旅遊商機，

以超級市場因展店及集點活動增加來客數，營收大

預估營收成長1.5%，而餐飲業也因尾牙、春節連假

增12.2%表現最好，百貨公司因部分店家調整週年

聚餐商機，估計1月營收可望成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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