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全力推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據行政院5月18日新聞稿，行政院長林全18日在行政院
會聽取科技部「5+2產業創新計畫－生技醫藥推動進度及滾
動檢討」報告後表示，生醫產業對我國未來產業發展佔有相
當重要的一部分，請科技部根據已核定的「生醫產業創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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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案」協同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經濟部、衛福部、中
研院等機關全力推動。
林院長表示，「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科學技術
基本法」、「藥事法」等修正草案及「行政法人國家藥物審
查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等，均為優先法案，請各相關部會充
分與立法院溝通，爭取於本會期內通過。
科技部表示，截至2016年底，我國生醫產業計有108
家上市櫃公司，市值達9,761億元，總營收1,864億元，較
2015年成長 21%，其中營收50億以上企業計8家，營收100
億以上企業2家，此外，產業併購案新增9件；希望未來透過
策略、價值及商業創新，促進生醫產業持續成長。
科技部進一步表示，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願景為建
置台灣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產業重鎮，預計於2020年開發10
項新藥、40項高值醫材在國際上市，產值與外銷達6,500億
元；2025年開發20項新藥、80項高值醫材於國際上市，以
達「百大產品、兆元產業」的目標。

產創修法初審過

天使投資人優惠保留協商

據聯合報5月24日報導，立法院經委會初審通過《產業
創新條例》修正草案，有關國營事業強化研發、符合一定條
件之創投可採穿透式課稅順利通過；但天使投資人個人所得
稅抵減優惠案、技術配股緩課稅以5年為限，皆無法取得共
識，保留送朝野協商。
國營事業應提撥一定比例營收投入研發，原本院版草案
為替國營事業採購只能採最低價標限制解套，條文訂為排除
適用《政府採購法》。國營事業為進行創新研發，得採「限
制性招標」不受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一項之限制。
經濟部長李世光對此也表認同，因限制性招標可同時滿
足「受公眾監督」以及「排除最低標」的要求，也符合原來
修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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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半年在半導體高階製程訂單成長，及物聯網、

出資總額新台幣3億元以上，資金運用於國內達出

雲端服務、車用電子、智慧晶片等應用擴展下，將

資總額50%以上，投資於新創公司達實收出資總額

有助帶動電子零組件業生產動能。此外，國內輕裂

30%或新台幣3億元（取兩者較低者），可以穿透

廠歲修結束，鋼鐵市況持穩，石化、鋼鐵需求可望

式課稅優惠。

維繫，機械業也因需求續增而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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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也通過依有限合夥法成立之創投基金，若

不過，天使投資人個人所得稅抵減優惠案，因
天使投資人的適用範圍到底是「個人」還是能擴大

1 ～ 4 月陸資來台投資金額增 29.61%

到「營利事業」，投資門檻能否從院版的100萬降

據中時電子報5月23日報導，經濟部投審會22

至50萬等仍無法取得共識，最後保留送朝野協商。

日公布今年1～4月核准陸資來台投資計46件，雖較

經濟部長李世光表示，院版的修法草案其實已

上年同期減少6.12%，但投（增）資金額計達5,436

是各方意見所能達到的最大共識，修法雖然不能符

萬9,000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9.61%。分析1～4

合所有人期待，但至少先試試這些法規執行能否取

月陸資來台金額成長原因，投審會表示主要為1月

得成果，「總是邁出一步，再繼續往前走，才是最

份荷蘭商NEXPERIA B.V.以美金2,500萬元投資台灣

穩健的作法」。

耐智亞半導體，加上股權結構變動為陸資所致。累
計自98年開放陸資以來，核准陸資來台投資共993

4 月工業生產指數小跌 0.59%
製造業持續走紅

件，總金額計美金17億4,521萬3,000元。
至於1～4月僑外投資核准計991件，較上年同

據經濟部5月23日新聞稿，經濟部統計處23

期減少2.75%；投（增）資金額計14億6,167萬9,000

日公布4月工業生產指數102.05，較去年同期減

美元，亦較上年同期減少4.68%，金額減少主要是因

少0.59%，其中，占工業比重多數的製造業年增

去年1月份英屬維京群島商天恩企業以美金1億636

0.79%，連續第12個月正成長。

萬元投資華躍前瞻投資公司，使基期較高所致。

統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製造業生產指數

如以僑外投資類型分析，新設公司計597件，

104.11成長0.79%，電子零組件業年增5.34%是主

投資金額為1億4,598萬9,000美元；投資現有公司

要貢獻來源，其中，積體電路業、液晶面板及其組

394件，金額為5億3,540萬3,000美元；增資407

件業，分別年增10.97%、14.74%；機械設備業則

件，金額為7億8,028萬6,000美元。

受惠於科技大廠產能擴充，以及全球智慧自動化生
產設備需求增加，年增7.04%。

在對外投資方面，1～4月共核准147件，較上
年同期減少21.81%；投（增）資金額計45億4,367

另外，基本金屬業因鋼品出貨順暢及銅箔需

萬3,000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42.7%。金額成長主

求熱絡，年增4.38%；汽車及其零件業因接單順暢

要是因3月份核准台積電以20億美元增資英屬維京

及比較基期偏低，年增9.69%；化學材料業年減

群島TSMC GLOBAL LIMITED所致。

3.49%，主要因國內輕裂廠及部分石化廠歲修所

對中國大陸投資方面，1～4月核准173件，件

致；至於固態硬碟、隨身碟因缺料減產，加上手持

數較上年同期增加122%；核准投（增）資金額計23

行動裝置、虛擬實境裝置因新舊產品交替續減，致

億3,879萬2,000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24%。金額減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大減19.93%。

少主因為去年2月份核准台積電以10億美元投資中國

圖／總統府

王淑娟指出，第二季為電子、電腦產品淡季，

大陸台積電南京有限公司，使比較基期較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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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強調重
大武器系統採外購及自研並
重。圖為蔡總統3月視導海
虎號潛艦。

圖╱總統府

推動國防產業發展 聚焦三大核心領域
據青年日報5月23日報導，國防部指出，為達

低價競標，採「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
式，以保障重要軍品品質。

成國防自主，將透過《振興國防產業條例》之立

陳正棋進一步指出，新設「國防產業協進小

法，使相關措施制度化、程序化，以提升國防產業

組」，成員包括產、官、學、研各界人士，實質參

發展成效；目前已完成「國防產業發展策略需求」

與國防產業發展政策規劃及建議，以兼顧務實與前

規劃，聚焦航太、造艦、資安三大核心領域，並就

瞻的專業意見，透過相關部會就產業面，提列具體

產業面向研擬具體規劃，以利政策推動執行。

規劃。未來條例通過，更能賦予國防產業政策之法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陳正棋報告時指出，在

源依據。

立法方向上，就「列管軍品需求經營」方面，軍品
採購及外購程序將依「級別」予以區分，訂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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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業首季營收年增 1.3%

採（外）購要件；「一般品及涉國家安全程度低」

據經濟部5月10日新聞稿，經濟部統計處10

部分，適用《政府採購法》，以公開透明為原則。

日公布資訊服務業第1季營收達630億元，年增

廠商部分，則依專長領域、執行研製維修軍品之能

1.3%；其中又以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因代客

量或相關經驗，來審認其資格。此外，為杜絕廠商

處理資料及網站代管業務，年增6.8%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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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住宅、辦公及營業用之室內裝修設計需求
轉趨保守，使專門設計服務業年減15.9%；攝影業
也受室內、戶外海報影像輸出及婚紗攝影服務需求
減少，年減13.5%。
第1季租賃業營業額198億元，減少1.7%。其
中占比達6成以上的運輸工具租賃業營業額，因航
空運輸設備租約將屆，致租賃金額遞減，抵銷了企
業長租汽車服務的業績成長，營業額年減0.2%；機
械設備租賃業因自由貿易港區之工業用機械設備及
電力設備出租需求減緩，年減2.2%；物品租賃業
則因駐點語音導覽用品及影音碟片出租衰退，年減
15.6%。

「2017 年 APEC O2O 高峰會」在台北舉行
據經濟部5月31日新聞稿，「2017年APEC
O2O高峰會」31日在台北盛大舉行，超過20國
代表出席，其中包含菲律賓貿易及工業部次長
Ms. Zenaida C. Maglaya、國際大廠Google、Audi、
Samsung、國際創投、加速器、育成中心及超過270
家國際新創團隊都共同參與。
至於專業技術服務業及租賃業營收則負成長，
營收分別為514億元，年減6.3%及198億元，年減
1.7%。
統計處分析，資訊服務業營業額中，資料處理
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因代客處理資料及網站代管業務
增加，年增6.8%；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營業額，
因上年同期部分業者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
計畫之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比較基數較高致增幅不
大，微增0.1%，但IC設計軟體及體感模擬遊樂設備
之電腦軟體業績則增加。
在專業技術服務業營業額部分，第１季年減
6.3%，除了管理顧問業因企業經營及財務管理之顧
問諮詢業務成長，年增9.7%外；廣告業及市場研究
業受數位及一般平面媒體廣告業務量皆減少，年減

經濟部長李世光出席致詞時強調，在數位時代
下，O2O網實整合的商業模式雖帶來更多跨境貿易
的機會，但也增添資安威脅的風險，他也呼籲企業
需強化數位韌性，提升面對網路危機時的應變及恢
復能力。同時，也盼未來能持續透過APEC平台，與
更多東協國家強化夥伴關係，務實拓展以人為本，
多元連結的新南向政策。
經濟部配合新南向政策，規劃在亞太地區五大
城市，包括吉隆坡、台北、高雄、胡志明及馬尼拉
舉辦6場海內外O2O系列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即
是「2017年APEC O2O高峰會」，內容聚焦全球數
位經濟發展趨勢、數位轉型對中小企業的機會與挑
戰，以及「行動商務」、「共享經濟」、「物聯
網」及「下世代創新」等O2O四大創新創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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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企處也表示，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材業主要成長動能。

發展網路及數位經濟已成為現今世界各國發展經

王淑娟表示，台廠隱形眼鏡享有高性價比，

貿戰略重點之一。APEC 21個會員體中，有11個尚

受到國內外消費者青睞，已經連8年維持雙位數增

屬開發中經濟體，年輕的人口紅利，加上龐大市

長，平均年增長率25.8%，隱形眼鏡毛利高，也吸

場潛力，預期將隨著這波數位轉型浪潮，促使亞

引廠商爭相投入。

太地區逐步邁向成為具創新、永續及包容性的社
群。

在其他業別方面，王淑娟指出，近年來注射
器、血糖機、人工關節及醫用導管等產品需求成
長，去年醫療設備及用品業產值達249億元，年增

隱形眼鏡助攻

2016 年醫材產值創新高

據中時電子報5月5日報導，隨著台灣社會邁
入高齡化，加上健康、美妝意識抬頭，去年眼鏡製

6.4%。另外，血糖診斷試劑需求增加也帶動醫用化
學製品業雙位數增長，去年產值為93億元，年增
10.5%。

造、醫療設備及用品，以及醫用化學製品等相關

數據顯示，台灣醫療器材以外銷為主，有近

醫材產業產值達新台幣629億元（下同），年增達

75%的醫療器材是直接外銷，去年出口產值達16

11.2%，產值創歷史新高。另外，在隱形眼鏡助攻

億美元。王淑娟表示，醫材外銷有4成是眼鏡類產

下，眼鏡製造業產值同創歷年新高。

品，外銷地以美國、日本、大陸為主。

經濟部統計處發佈醫療器材產業統計報告，統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醫療器材產業仍屬於入

計處副處長王淑娟表示，眼鏡製造業是醫材業主要

超，醫材進口總值達19億美元，進出口差額達3億

業別，去年產值高達287億元，年增16.0%，當中

美元，有超過5成進口是來自美國、日本、德國的

又有超過5成是仰賴隱形眼鏡，顯示隱形眼鏡是醫

高端醫療設備。

台廠隱形眼鏡連8年維
持雙位數增長，是醫
療器材業主要成長動
能。

圖╱傳動數位

32

兩岸經貿 ˙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