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帶動整體經濟成長潛能

據行政院3月20日新聞稿，政府推動兆元「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行政院20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其中「水環境」與「綠

能」二項建設。國發會主委陳添枝表示，近年台灣投資動能不

足，政府部門與公營事業投資均呈負成長，公共建設經費自

2008年達高峰後，也逐年下降。未來政府將積極推動「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帶頭強化投資動能，帶動整體經濟成長潛

能。

陳主委表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含五個項目：建構

安全便捷的軌道建設、因應氣候變遷的水環境建設、促進環境

永續的綠能建設、營造智慧國土的數位建設、加強區域均衡的

城鄉建設等。

在綠能建設方面，目前台灣以太陽光電、風力發電，以及

沙崙綠能科學城為主要發展項目，政府將針對國家未來20至

30年的相關建設需求，盤整相關法規及建置單一窗口，以吸

引國內外投資。估計10年整體能源國內外產業額投資可達3兆

元；其中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預估可帶動約1.8兆元國內外

投資。

李部長表示，沙崙綠能科學城目標是建構創新綠能產業

生態系，實質建設包括：科學城公建計畫、科學城低碳智慧

環境基礎建置、沙崙綠能科學城—綠能科技產業化技術驗證

平台、區域性儲能設備技術示範驗證計畫、及再生能源投

（融）資第三方檢測驗中心技術評估。藉由建置這些計畫讓財

政環境、技術環境、及驗證平台完整推動，往前邁進。

「水與環境」部分，目標是水岸融合、環境優化，推動

88處河川環境景觀及棲地營造、水環境親水空間營造420公

頃。實質建設包括：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加強無自來水地區

供水改善計畫、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2期、推廣水資源智

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再生水工程以及深層海水取水工程計

畫等。

全球景氣回溫　經濟部：台灣出口動能轉強 

據經濟部3月2日新聞稿，經濟部統計處針對台灣產業今

年的出口表示，由於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優於去年，有利提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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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出口動能。其中隨著手持行動裝置推陳出新，新

興應用需求擴展，加上國內半導體先進製程極具競

爭優勢，都將挹注今年的出口成長。

統計處指出，去年第四季全球主要國家出口逐

漸好轉，今年1月成長幅度更為明顯，隨著國際景

氣復甦及原材物料價格上揚，台灣外銷訂單、工業

生產、零售及餐飲業半年來年增率都呈正成長。其

中外銷訂單年增率已連續6個月正成長，出口也已

連續4個月正成長，行政院主計總處並預估今年商

品出口成長率可達8.5％，創6年新高。

個別產業觀察，統計處指出，面板、DRAM需

求續增，LED產業景氣漸趨復甦，都可望推升出口

動能；傳統產業出口中，機械受惠自動化設備需

求，有利出口成長，加上鋼價、油價緩步上升，亦

挹注鋼鐵、石化等產品外銷動能，惟今年上半年晶

圓代工處於客戶端庫存調整階段，恐抑制部分動

能。

另外由於智慧型手機日漸普及，民眾消費行為

亦逐漸改變，統計處表示，無店面零售業營業額年

增率已連續52個月為正成長。至於綜合商品零售業

的百貨公司、便利商店、超級市場、量販店為因應

消費者需求，也積極轉型創新，力拼商機，其中超

級市場去年的營業額規模達1,973億元，更首度超

越量販店的1,913億元。

物聯網組國家隊　國發會：21家廠商出線 

據中央社3月8日報導，亞洲．矽谷計劃將打造

物聯網「國家隊」，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表示，經

過第一次領域分組會議，有21家廠商出線，預計下

半年進行第二次會議，最快年底就能看到國家隊雛

型。

政府力推「亞洲．矽谷計畫」，物聯網產業創

新研發是兩大主軸之一；在宏碁、聯發科、研華及

7大聯盟的發起下，來自物聯網聯盟、協會、新創

企業、廠商代表，有超過130家加入「亞洲．矽谷

物聯網產業大聯盟」，由宏碁創辦人施振榮擔任亞

矽物聯網大聯盟榮譽主席。身為亞洲矽谷執行長、

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指出，歷經8場亞洲．矽谷物

聯網大聯盟第一次領域分組會議（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後，共集結52件提案，最後選出21個

提案議題列為優先考量。預計下半年，將再進行第

二次領域分組會議滾動出更明確的技術團隊。龔明

鑫表示，目前這21個議題涵蓋智慧交通、智慧製

造、智慧商業、智慧家庭、智慧醫療等七大面向，

將由廠商持續滾動調整，從中形塑創新技術與商業

模式，打造出具有整案輸出能力的物聯網國家隊，

預計年底可看到雛型。

對於這21隊需要經費協助者，龔明鑫說，將協

助視其技術開發是否能與目前各部會49個執行的亞

洲．矽谷計畫接軌。龔明鑫指出，執行中心預計將

52個提案提供給相關部會參考，並把21個廠商名單

提供給行政院智慧城市規劃單位作為優先考慮成為

合作的對象。

龔明鑫說，像在智慧農業上獲選的廠商也有從

農場管理，農業資訊、生產履歷、運銷、超市到便

當，公司一條龍全包的垂直整合公司，執行中心也

尋求協助能在技術面上拓寬，使其營運面將會更寬

廣，更具國家隊潛力。

立法院續審「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據今日新聞3月23日報導，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23日續審「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陸委會主委張小

月受訪時表示，「我們的立場對兩岸關係的定義，

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張小月表示，對行政部

門來講，希望這個條例能夠順利通過，但應該要是

一個大家的意見都能被採納，是一個合宜、可以使

用、務實、能夠反應民意、社會各界所想要的監督

條例，這些都很重要都必須要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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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團要求聯席審查，張小

月說，這個要尊重立法院的看法，各黨團會協商，

大家的意見都很重要，從過去的經驗得到一個結

論，「如果不是大家的共識，不能有共同結論的

話，其實這樣的協議，不見得是務實可行」，最主

要是說，一定要做到落實國會監督，而且有人民的

參與很重要，同時要務實可行。

媒體問到，外交與國防委員會加入聯席是否適

當？張小月表示，監督條例裡面，有個重要的規定

是說，有兩階段的國安審查，如果將來簽暑協議，

有牽涉到國家安全層面，當然國防部的立場一定會

被考慮到，陸委會持開放的態度，最後還是要由各

黨團大家共同討論，才能做成最後的決定，尊重立

法院根據議事規則所做出的決定，行政機關都會

尊重。

張小月指出，回顧過去的歷史，在辜汪會談簽

署過四個協議，當時也覺得說，兩岸協議應該要根

據條約協定處理準則來處理，後來大法官會議在

1993年的時候，曾經有過釋字329號解釋，也就是

說，兩岸之間簽署協議，它不是國際協定，大法官

會議已經對此做了解釋。

張小月強調，後來才會有兩軌併進，第一軌就

是跟外國所簽的協定，根據當時的條約協定處理準

則，也就是後來的條約締結法來處理，另外一軌，

就是現在立法院在審議的兩岸簽署協定，就立法院

所制定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就是兩軌併進的方式

來處理。

2 月外銷訂單 337.5 億美元　年增 22% 

據今日新聞3月20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公

布2月份外銷訂單337.5億美元，年增率大幅增加

22%，主要貨品接單均呈二位數成長。統計處長林

麗貞表示，由於全球景氣回溫帶動需求增加、原材

物料價格上揚，以及去年逢春節基數偏低等三大因

素影響，致2月份能有好表現，若排除春節因素，

綜合比較1至2月外銷訂單697.2億美元，為歷年同

期新高，較去年同期成長12.7%。

觀察主要貨品，排除春節因素，累計1至2月

與去年同期相比，筆電、手持行動裝置、液晶電

視推陳出新及伺服器需求增加，帶動組裝代工及

相關產業供應鏈的訂單成長，致資訊通信產品年

增14.3%，電子產品年增7.7%；精密儀器則因大尺

寸電視面板需求強勁，產能供不應求，價格持續走

揚，致年增34.1%。

傳統貨品接單方面，受到國際需求回升、原油

及鋼價上揚影響，1至2月基本金屬年增20.6%、塑

橡膠製品年增20.0%、化學品年增13.5%、機械因

景氣展望樂觀，業者對智慧自動化機械設備投資增

加，致年增16.3%。

進一步分析主要訂單地區，1至2月接自中國大

陸及香港訂單年增率達2成以上，接自美國及日本

各增1成以上。其中，中國大陸、日本皆以電子產

品增加最多，2月分別增加27.9%、46.2%，美國訂

單則以資通信產品為主，增長31.2%。

2016年太陽能發電11.3億度　創歷史新高 

據經濟部3月6日新聞稿，經濟部統計處6日公

布台灣電力統計概況指出，火力發電雖仍占8成以

上，但隨環保意識抬頭及政府政策支持，再生能源

發電量近10年平均年增5.2％，其中太陽光電2016

年發電量11.3億度，占再生能源發電量8.9%，更

創歷史新高。

統計處表示，隨著產業動能逐年擴增，台灣

發電量維持穩定成長，近10年平均成長1.2%，

2016年總發電量達2,641億度，其中以火力發電

量2,164億度，占比逾8成居首，近10年平均年

增1.6%，其次為核能發電量317億度，惟占比從

2007年的16.7%降至12%，再生能源隨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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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美國商會舉辦
2017謝年飯晚宴，
蔡英文總統與出席貴
賓合影。

圖／總統府

抬頭及政府政策支持，發電量占比由3.5%升至

4.8%，近10年平均年增5.2%，尤其是2016年增加

21.2%最為快速。

統計處指出，再生能源在2012～2015年間平

均一年發電約100億度，到了2016年9億度創歷史

新高，其中以慣常水力發電65.6億度占51.6%最

多；其次為廢棄物發電量32.6億度（占25.7%）；

風力發電因相關示範獎勵措施推廣，2016年4.5億

度（占11.4%）；而太陽光電在設備補貼、優惠價

格收購等措施激勵下快速成長，自2011年每年成長

74.4%，2016年發電量11.3億度占再生能源發電量

8.9%，較2011年（0.8%）提升了8.1個百分點。

統計處表示，台灣缺乏天然資源，充分開發

運用再生能源是目前政府積極推動的方向，除可

帶動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外，更可降低台灣對外能

源依存度，也有利於環境永續發展，在相關推動

計畫及電業法等相關法規修正上路後，再生能源

可望加速成長。

台美進一步合作　簽智慧財產執法備忘錄 

據中央社3月22日報導，台北市美國商會舉行

年度謝年飯晚宴，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梅健華藉由晚

宴宣布，美國與台灣簽署一份關於智慧財產執法的

備忘錄，以因應智慧財產權侵權和貿易詐欺。

台北市美國商會22日舉辦年度謝年飯晚宴，

總統蔡英文、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梅健華出席並致

詞。梅健華強調台灣在智慧財產保護方面的成績，

並宣布美國與台灣簽署一份關於智慧財產執法的備

忘錄。

梅健華表示，美國商會及會員促進雙方貿易及

經濟成長上扮演領導角色，例如每年的白皮書和商

業景氣調查，並對此建設性的合作關係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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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在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舉行，
圖為混合動力越野自行車展
示。

圖／中央社

梅健華藉由謝年飯場合宣布，美國在台協會與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簽署「智慧財產合作備

忘錄」，未來將協助美國和台灣因應智慧財產權侵

權和貿易詐欺。他說，這份合作備忘錄彰顯一項共

識，當創新和創意人士能不受智慧財產竊取行為的

威脅進而獲利，商務活動能不受詐欺和不公貿易行

為的侵害而暢行無阻，雙邊的經濟才能夠實現最大

潛能。

電動自行車夯　出口漲逾五成 

據聯合報3月21日報導，景氣復甦溫吞，加上

天候不佳影響，2016年自行車相關產業出口大幅衰

退15%，尤其是整車出口衰退幅度更逾26%，但電

動自行車逆勢成長逾五成，主要來自歐盟和北美市

場需求成長。

根據財政部和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統計顯

示，台灣2016年自行車整車出口國家輸出衰退，尤

其是前兩大美國和英國，分別衰退27%和38%，對

中國大陸退逾二成。

外貿協會表示，整車出口衰退主因是已開發國

家對整車需求減緩，但台灣生產的電動自行車出口

年增率達58.6%，其中對北美貿易自由區出口成長

200%，對歐盟成長45%。

去年雖然整車出口明顯衰退，但平均單價成長

6%，貿協表示，顯示台灣自行車產業仍須以高值

化的方向前進。

為了讓自行車國際買家能親身體驗台灣自行車

的優異性能，第30屆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於3月22日

在南港展覽館及世貿一館兩地擴大展出，並首次推

出戶外大型試騎體驗日（Demo Day），有20多家廠商

參加。主辦單位設計不同坡道，總長超過3公里的自

行車道，讓買主充分體驗自行車的各項性能。

貿協表示，本次自行車展預計吸引1,115家廠商

參展，除了多年參展夥伴歐聯館、法國館及第三次

組團參展的日本館外，義大利館也首次加入，展出

來自義大利的精緻工藝，加深展覽國際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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