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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分項一：總體產業合作策略推動與研析
1.已推動辦理亞太/區域高峰論壇之廠商座談會6場次，並完成推動6場次雙邊產業高峰論壇
，促進雙方產業交流及合作；分別於辦理3場次產業交流活動，拓展雙邊合作商機。
2.已召開2次工業局工作會議，使資訊縱、橫向流通；已建置亞太國家工業相關部門、各國
工總等單位組織圖及高層首長名單、重要各國廠商建置共353位；
3.完成「研擬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業交流策略分析與論述」報告乙份；建置/維運「亞太
產業合作交流推動平臺」。
4.就推動兩岸及亞太區域產合之相關議題，協助釐清並進行資料彙整。
5.已完成31家個案廠商於新南向國家經營之成功案例之撰寫
6.挑選台灣智慧化需求之盤點與方向及機械產業B2B電商進行新型商業模式議題研究
分項二：亞太新興市場產業合作議題研析
已完成與印尼、印度、馬來西亞分別建立三個政策及產業智庫交流管道，並
進行我國與對手國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並進行產業群聚與工業區連結分析。
分項三：輿情觀測與文宣品
輿情觀測簡訊發送並進行分析；依據2次編輯委員會議結論，製作工業局105年科技計畫執
行成果摘要報告專書，以利刊物易於大眾閱讀，使成果效益擴散予社會大眾周知。
分項四：兩岸產業合作交流活動與研究議題
1.針對中國大陸重點產經趨勢如共享經濟、智慧化、陸企東協布局、外資布局與陸企走出
去等五項研究議題，進行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言；持續維持與重點智庫、公協會之交流機
制，掌握兩岸產業競合最新動態；持續運作兩岸動態觀測平台運作，並辦理10場政策成果
擴散座談會
2.針對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案例分析，了解其運作模式與合作後對當地國家造成
之效益，以提供政府推動南向政策之參考。
3.持續運作兩岸跨領域議題研究交流平台機制，辦理8次平台專家內部討論與交流會議，發
揮知識交流與擴散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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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與預期成效
1. 目的
過去數百年來，全球經濟脈動一直聚焦於大西洋兩岸與環太平洋地區，
但根據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CID)預測，未來球全經濟成長引擎將寄託在
環印度洋地區，環印度洋地區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成長新引擎，東協、印
度未來發展情勢看好。
展望2020年，完善的基礎建設、能源使用技術、高素質人才將造就美
國成為美洲製造業群聚領導者的地位，歐陸製造業主要仰賴德國、英國，
平均而言較美洲和亞洲居於劣勢，中國大陸則因中產階級崛起、開放一胎
化政策、產業創新升級等將改變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競爭優勢，印度則有
豐沛、低廉的優質人力，加上英語優勢，將帶給該國未來的競爭力優勢，
而新加坡和臺灣將是亞太高科技出口重鎮，全球4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
一的德勤全球(Deloitte)預測2020年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與越南將
擠入全球製造業前15強。隨著大陸經濟成長減緩，亞太市場前景極具吸引
力， 臺灣面對國際的劇烈競爭及全球化的經貿競爭浪潮、區域經濟的整合
等浪潮，若無法以國際化的思維適時調整相關產業發展政策，則產業在全
球的發展必定備受壓抑，而複製對亞太地區出口的機會，正是把亞太地區
當成臺灣內需市場延伸的商機，配合政府政策的推動，未來臺灣產業將以
5+2產業創新為出發，結合上中下游產業鏈，透過創新技術開發，提升產品
品質， 找出臺灣產業的競爭優勢，讓產業找到更寬廣的市場商機。
2016 年世界均長率 2.4%，美國 1.9%，歐洲地區 1.6%，然而亞太地區
平均卻高於 6%，反觀我國產業面臨的挑戰與契機包括產業出口衰退、人
才與人力不足、工業用地的取得、產業附加價值低、市場過度依賴中國大
陸、產業過度集中中國大陸、面臨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競爭、東亞區域整
合之競爭等、政府政策面希望分散市場與布局，綜觀亞太地區各國現況，
印度、印尼、菲律賓人口數大於 1 億，泰國、越南大於五千萬，馬來西亞
也大於 3000 萬人口，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均蘊藏豐富天然資源且天然
資源與土地成正比，印度則是亞洲第三大經濟體，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分別為東協前三大經濟體，具開拓市場潛力，有鑑於此，本計畫規劃分「總
體產業合作策略推動與研析」
、
「亞太新興市場產業合作議題研析」
、
「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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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與文宣品」
、
「兩岸產業合作交流活動與研究議題」四個分項進行。分
項項目及執行目標，說明如下：
分項一：總體產業合作策略推動與研析
a. 推動亞太區域進行產業鏈結
以「一國一平台」模式，建立「高峰論壇」與「一產業一分論壇」
架構。以民間產業交流為主，由雙方公協會進行對接，舉辦雙邊高峰論
壇，同時建構官方溝通管道，並透過重要關鍵人物，協助促成產業合作
項目。為推動亞太區域進行產業鏈接，本工作項目及執行項目包括(1)
推動辦理亞太產業交流活動：辦理亞太區域交流活動(如高峰論壇)之業
者座談會，辦理亞太地區相關活動，彙整各活動辦理的成果，彙整及評
估年度亞太地區產業合作與交流項目，並安排與亞太地區重點國家等
相關單位進行次年度產業鏈接活動之洽商；(2)維運亞太/區域網絡：協
助亞太/區域高層交流互訪，辦理工作會議，辦理法人公協會交流研討，
建置業務關鍵網絡資料庫(3)鏈結外部研究能量：擬訂產業合作項目與
策略規劃等。
b. 兩岸與亞太地區相關資料彙整與平台會議
本計畫擬針對推動兩岸與亞太區域產業合作所產生之相關資訊需
求進行統合彙整，提供做為全盤性討論判斷之參考基礎，並協助處理相
關臨時交辦。
此外，依據兩岸與亞太地區產業合作之議題性質，組織相關智庫，
配合工業局需求，辦理相關會議進行簡報與討論，建立兩岸及亞太區域
產業合作推動之系統性幕僚機制，擔任聯繫、溝通、協調等相關工作，
以協助政府建立在兩岸與亞太區域產業合作上之全面觀點。
c. 兩岸與亞太地區聚焦關鍵議題
本計畫配合推動兩岸與亞太地區產業合作交流，擬針對總體與特
定產業合作之關鍵議題，蒐集產業發展、競合態勢與市場商機等情報，
提出臺灣與中國大陸或亞太區域重點國家之間，對雙方或多方合作之
願景、趨勢、需求、困難、項目與模式等相關研析。
d. 其他國家與新型商業模式議題
依據我國產業需求，搭配「五大產業創新發展」
、
「循環經濟產業發
展」
、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等重要產業政策，挑選重點國家
進行關鍵議題研析，提供臺灣政策借鑒。同時配合政府政策需求，針對
跨國產業合作機制或國外新型商業模式，進行深入研析，了解機制或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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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運作方式。最後綜合上述研析內容，擬定臺灣政府與產業之發展策
略與政策建議。
分項二：亞太新興市場產業合作議題研析
a. 印尼
(1) 建立與印尼重要智庫交流網絡
為掌握印尼政策走向及印尼重要智庫對臺灣產業政策與臺印(尼)
產業合作的看法，加強相互瞭解，本計畫將和印尼重要智庫機構和專家
學者建立交流網絡，透過相互訪問、共同舉辦研討會、赴印尼駐點研究
等方式，深化與印尼智庫交流與合作，有效預先掌握印尼政府之重要政
策思維和印尼主要產業發展趨勢；並透過上述各種交流活動，強化雙方
的瞭解和互信，進一步評估推動與印尼適當的智庫單位或公協會簽署
合作備忘錄(MOU)。
(2) 臺印 (尼)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研析印尼未來五年之國家重要發展規劃，深入瞭解其他主要國家
(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新加坡、德國等)在印尼之產業佈局，以及
台商企業在印尼之佈局，探討推動臺印(尼)產業鏈合作之具體方向與推
動方式，尋求雙方對產業合作推動方向之共識。
b. 印度
(1) 篩選印度重點智庫，建立產業交流管道
印度由於幅員遼闊，智庫機構數量眾多，智庫規模與影響力差異懸
殊，為能及時掌握印度官方重要產業政策與需求，本計畫將篩選出重點
政策智庫，並持續透過相互訪問與座談等方式深化合作，以及時掌握印
度政府重要產業政策思維變化及主要產業發展趨勢，進而找出臺印(度)
產業鏈合作機會。此外，亦將推動與印度重點智庫確立長期合作意願及
評估簽署合作備忘錄(MOU)之可能性。
(2) 臺印(度)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瞭解印度當前國家發展願景及方向，並歸納印度未來五年重點發
展產業政策及發展規劃，另透過研析台商已在印度之佈局，搭配印度經
濟特區、工業區及工業走廊等規劃，釐清印度未來之發展需求及我國優
勢產業，同時針對印度外資之管機關與投資規範進行整理，以利探討臺
印(度)產業鏈合作之方向及凝聚雙方共識。
c. 馬來西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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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與馬來西亞重要智庫交流網絡
為強化對馬來西亞當地政策、市場與產業資訊的掌握度，本計畫將
與馬來西亞重要政策智庫機構，例如 Malaysia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MIER)等，以及專家學者建立聯繫交流管道，規劃透過雙方互
訪活動、共同舉辦研討會、座談會等方式，拓展與馬來西亞智庫合作的
廣度與深度，以期有效掌握馬來西亞政府之重要政策思維與馬來西亞
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同時，透過前述之交流活動，強化雙方的瞭解和
互信基礎，並進一步評估推動與馬來西亞適當的智庫單位或公協會簽
署合作備忘錄(MOU)，擴大後續雙向交流與合作。
(2) 臺馬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為強化雙方合作基礎，本計畫將針對馬來西亞未來五年之國家重
要發展規劃進行研析，深入了解馬來西亞經濟產業發展藍圖及發展需
求。同時，亦將針對馬來西亞未來需求，深入瞭解主要投資與競爭國家
(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在馬來西亞之產業佈局，研析我
國業者與馬來西亞產業合作之優勢與機會。針對有機會合作之產業，將
與公協會合作舉辦業者座談會，探討推動臺馬產業鏈合作之具體方向
與配套措施。
d. 產業群聚與工業區連結分析
透過次級資料之蒐集彙整，先分析臺灣的產業園區發展脈絡、新南
向政策之產業園區開發建議以及以 ODA 模式推動新南向政策之海外
工程產業建議。並針對我國所挑選之亞太國家，其各別之產業發展及政
府、園區發展歷史、產業群聚概況以及台商投資概況做分析後，對各國
之合作架構進行研析，以期能發掘工業區產業合作機會或產業布局的
參考資訊。
分項三：輿情觀測與文宣品
近幾年來，全球透過 FTA、TPP 等各項貿易協定，消弭與他國貨品
貿易間的關稅壁壘，降低跨國貿易之門檻，藉此加速全球區域經濟整合。
在自由貿易的浪潮之下，屬開放性經濟體系的臺灣，無疑正面臨極大衝
擊，特別是近期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更是該現階段應該重視的對象。
中國大陸於 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
以來，除積極參與世界銀行(Word Bank)、關貿總協(GATT)、國際貨幣
基金會(IMF)、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全球經濟體制外，亦藉由各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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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政策吸引外商與台商設廠投資，接納人才，經過二十幾年來的演進，
中國大陸的科技與工業製造水平隨著經濟不斷成長而大幅提升，台商
欲在中國大陸經商獲利的門檻也愈來愈高，台商的立足空間受到中國
大陸內部高度競爭而壓縮，突顯產業升級的迫切性。
政府相關部門與智庫團隊可積極持續推動臺商回臺，運用臺灣創
新研發能量及完整產業聚落等優勢，回臺進行技術升級並投資發展新
興事業，以臺灣作為全球布局之核心基地。同時，為隨時掌握人民對政
府經濟、產業等政策訊息之評價回應，協助台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
透過網路輿情觀測分析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IPOA)，掌握人
民對兩岸經貿政策的民意趨向。
將持續利用網路資訊蒐集技術，提取網路社群民意相關數據，針對
主流社群平台/網站進行公開性資訊的蒐集、清理、結構化、辨識、比
對、統計及分析等作業，並透過自動化系統運作與分析師視覺化圖形的
建構與解讀，並將分析結果提供相關研究人員進行深入研析，作為後續
決策參考。
鑒於兩岸經貿新局勢與產業競合，應積極掌握契機，協助我國亞太
地區產業合作策略研究及協助智庫交流，擬透過相關廣宣工作，協助業
者了解計畫內容，有效協助相關業者拓展商機、積極掌握合作契機，將
以各種形式回饋各界意見並製作相關文宣宣傳物。
分項四：兩岸產業合作交流活動與研究議題
a. 研究議題
(1) 共通性議題研究
配合兩岸經貿新局勢與兩岸產業競合政策研擬需求，在既有的研
究能量基礎下，持續強化中國大陸總體產經發展與兩岸產業競合前瞻
之政策研究幕僚團隊，針對中國大陸產業總體發展趨勢、兩岸展開國際
合作(含第三地市場開拓)乃至於區域內產業競合等構面，研提關鍵性議
題進行深入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
(2) 特殊性議題研究-智慧產業競合與市場發展之相關研究議題
隨著產業數位化、網路化、資訊化、自動化之程度持續提升，形成
以物聯網(IoT)、Big Data、雲端運算及行動網路技術為主軸的「智慧產
業」
，藉由智慧科技改善人類福祉之智慧城市概念應運而生，並受到世
界各國重視。而發展智慧城市所引發交通、醫療、能源等各領域之智慧
5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化需求，便為智慧產業創造出龐大商機。
臺灣過去雖累積豐厚資通訊科技基礎，但身處在智慧化時代之中，
需進一步將資通訊知識及技術水平擴散，達到全產業智慧化升級，方能
因應當前趨勢與國際競爭。此外，中國大陸於近幾年迅速崛起，科技水
準大幅提升，且中國大陸之創新與智慧應用受到政策大力支持，更加速
各領域之智慧化進程，使台商在爭取兩岸甚至全球商機之門檻大幅提
高。
有鑑於此，實有必要前瞻中國大陸智慧產業市場發展，了解其智慧
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及兩岸如何開啟新的競合關係。本研究將在眾多的
智慧產業中，優先篩選出臺灣具有優勢的利基產業進行研究，以利持續
建立領先中國大陸的發展時程。並進一步分析中國大陸智慧產業市場
發展動向(包含政策、供給、需求及法規等構面)，並提出未來兩岸智慧
產業的競合重點方向之政策建議。
(3) 特殊性議題研究-中國大陸佈局東協國家及相關兩岸競合研究議題
近年中國大陸對外的投資活動甚為熱絡，積極落實「走出去」的國
際外交戰略，尤其在東協國家的布局動作特別受到國際間的矚目，無論
是透過購併、直接投資或是與東協國家簽訂相關經貿協議的金額或數
目，亞洲除了日本之外，中國大陸皆在上述各統計項目中居於首位。然
而，臺灣的「新南向」政策目前正積極協助業者至東協國家耕耘，屆時
是否會與中國大陸在東協國家的布局策略發生相關競合局勢或挑戰，
實則臺灣未來值得關注的議題之一。據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質性資料的
蒐集，研析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的佈局趨勢，另也藉由台經院對於貿易
磁帶的分析經驗，針對東協國家進行相關的量化分析，找出兩岸產品或
產業在東協國家之競合態勢，以研擬臺灣產業可能的因應對策。
(4) 特殊性議題研究-中國大陸引進來、走出去政策相關議題研究構面
本研究將針對中國大陸外資發展與佈局現況與未來發展進行討論，
並針對中國大陸積極推動開放的相關服務產業進行外資當地佈局的深
入研究。此外，將針對陸企海外併購議題進行研析，瞭解中國大陸如何
透過「走出去」戰略落實產業對外發展，提升其在全球產業生態系之地
位。特別是陸企進行大型海外併購之策略及意圖，以及地主國對於陸企
併購之態度及因應方式，將於研究計畫中討論。由於兩岸產業競合關係
與中國大陸在全球產業生態地位之變化密切相關，本研究將透過此一
議題之研析，瞭解中國大陸海外併購對於兩岸產業競合之影響，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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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議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b. 兩岸工業競合關鍵議題、公協會研析兩岸產業合作需求
(1) 兩岸工業競合關鍵議題探討
在全球趨勢與兩岸產業環境快速變遷之背景下，在兩岸工業轉型
升級過程中可能產生之競合，持續兩岸智庫溝通機制，作為掌握對方
政策意圖、並適時溝通我方意見之平台，避免誤判走向惡性競爭；此
外，針對兩岸工業需求與困難等關鍵議題，前瞻兩岸工業發展之趨勢
與策略，就頂層設計與大戰略進行探討，並在理解雙方產業需求前提
下，提出雙方互惠之建議。
(2) 連結代表性公協會，探討兩岸產業合作需求與困難
為充分了解國內產業界意見，並協助國內產業界形成共識，以本
計畫為平台，連結國內代表性公協會，舉辦專家座談會，蒐集供協會與
廠商對兩岸產業合作之需求、期待與困難等情報，以作為相關政策之
參考依據。
c. 兩岸動態觀測
十三五規劃作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戰略布署的重要藍圖，相較十
二五規劃更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創新；其中，中國大陸經濟新常
態、調整產業結構、互聯網/高科技需求、節能環保重視及靈活貨幣政
策等，均為中國大陸十三五時期重要發展方向，加上中國大陸作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所產生的商機或衝擊，更值得我方關注。
再者，中國大陸運用市場優勢，順勢推動更高層級的國際合作；同
時建立雙創平台，連結更多創新企業及人才，這將帶給我國更多在兩
岸產業競合上的時效與壓力。因此，面對中國大陸產業環境暨政策變
化，如何提升政府與企業對於事件管理與未雨綢繆的應變能力，將是
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此，本研究期針對中國大陸重點產業及兩岸政經情勢，定期有
系統的監測相關情勢發展。即定期篩選可能對臺灣產業發展有影響之
政策議題，邀請國內各智庫及大陸研究專家學者進行討論，建立兩岸
產業政策分析之幕僚機制，進而健全兩岸交流決策方針，提升政策應
變能力，強化智庫整合與未雨綢繆，以發揮我國在兩岸產業發展之優
勢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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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策成果擴散座談會
鑑於 2016 年中國大陸啟動十三五規劃，且為習李體制第一次自主
規劃長程政策方向，規劃時間囊括至 2020 年；以物聯網(IoT)、Big Data、
雲端運算及行動網路技術等重點關鍵產業，亦逐漸受全球重視；面對
中國大陸於近幾年迅速崛起，科技水準大幅提升，於創新與智慧應用
受到政策大力支持，加速了各領域之智慧化進程。
如何即時回應兩岸產業合作發展趨勢，協助政府建立未雨綢繆的
應變能力實為關鍵。期能藉由舉辦系列研討會，及參與觀察、並分析兩
岸產業交流重點平台之成果，掌握兩岸政治、產業、標準之最新態勢，
探討對臺灣的影響，以提供主管單位掌握關鍵情資，做為上位決策之
參考與判斷。
e. 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項目與關鍵議題之探討
針對中國大陸近年大力推動全球布局總體戰略如一帶一路，與亞
太新興國家已產生之重點合作項目、模式、關鍵對象、涉及產業鏈影響
及相關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以了解中國大陸在亞太新興國家各層面
(如政府、產業鏈、企業、智庫及公協會等法人)之影響力，以作為相關
策略擬定之參考依據。
f. 兩岸跨領域議題研究交流平台
本研究目的為運用更具效率的研究方法，彙集專家意見並快速提
供政策建議，擬建置跨領域議題研究平台，廣邀大專院校學者參與智
庫研究，透過共同學習與廣泛討論，促使決策面考量機制更加完善。
同時透過平台納入更多專家學者意見，有助於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
增進學者對政府政策的認同與支持。最後亦可活化及帶動智庫成長能
量，長期有益於智庫人才養成，形成對政策與學界及智庫之間的正向
良性循環。
2. 預期成效
本計畫旨在結合國內重要智庫、學者之能量，建立亞太地區產業智
庫幕僚團隊，推動與亞太地區重點國家智庫交流，不僅可掌握亞太地區
產業政策發展動態與趨勢，據此提出政策建議，以協助產業朝國際化發
展；此外，透過推動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並以「產業主導、政府支
持」的原則，搭建臺灣與新南向國家產業合作常態性平台，促進雙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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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業公協會、技術法人、智庫之交流與合作，深化夥伴關係，衍生
產業合作契機並促成具體產業合作案。以協助臺灣企業開拓新南向市
場，降低推展跨國合作業務的障礙。
3. 實際達成與原預期差異說明
實際達成與原預期無差異，原規劃重點工作項目均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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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亞太地區產業合作策略研究及智庫交流計畫

分項一：
總體產業合作策略
推動與研析

1-1推動亞太區域進行產業鏈接
1-2兩岸與亞太地區相關資料彙整與平台會議
1-3兩岸與亞太地區聚焦關鍵議題
1-4其他國家與新型商業模式議題

分項二：
亞太新興市場產業
合作議題研析

2-1印尼
2-2印度
2-3馬來西亞
2-4產業群聚與工業區連結分析

分項三：
輿情觀測與文宣品

3-1輿情觀測
3-3文宣品

4-1研究議題
分項四：
兩岸產業合作交流
活動與研究議題

4-2兩岸工業競合關鍵議題、與公協會研析兩岸產業合作需求
4-3兩岸動態觀測
4-4政策成果擴散座談會
4-5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項目與關鍵議題之探討
4-6兩岸跨領域議題研究交流平台

圖 1：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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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主要內容
1. 規劃內容
分項一：總體產業合作策略推動與研析
本分項為總體產業合作策略推動與研析，透過「推動亞太區域進
行產業鏈接」、「兩岸與亞太地區相關資料彙整與平台會議」、「兩岸與
亞太地區聚焦關鍵議題」、「其他國家與新型商業模式議題」等工作項
目，深入探討我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的定位，以及與亞太、兩岸及其他
國家/地區之發展策略，進一步擬定與不同地區之產業合作方向。透過
產業合作，建立產業人才與人力合作、推動系統整合輸出、建立上下游
產業合作供應鏈，強化台商布局，擴展亞太地區市場，深化臺灣與全球
產業鏈夥伴關係。本分項計畫主要工作事項說明如下：
推動亞太區域進行產業鏈接
(1) 推動辦理亞太高峰會議
過去數百年來，全球經濟脈動一直聚焦於大西洋兩岸與環太平洋
地區，然根據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CID)預測，未來球全經濟成長引
擎將寄託在環印度洋地區，詳如下圖，

資料來源：CID(2015/05)

圖 2：全球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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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銀行的報告中，指出 2016 年世界均長率 2.4%，美國 1.9%，
歐洲地區 1.6%。亞太地區平均高於 6%，詳如下表。
表 1：經濟成長趨勢
國家

2016

2018f

成長趨勢

印度

7.6

7.7

↗

印尼

5.1

5.5

↗

馬來西亞

4.4

4.7

↗

泰國

2.5

3.0

↗

中國大陸

6.7

6.3

↘

美國

1.9

2.1

↗

歐洲

1.6

1.5

↘

日本

0.5

0.7

↗

…

資料來源： June,201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表 2：Real GDP Growth

資料來源：A World Bank Group Flagship Report, Jun 2016

就人口數而言印度、印尼、菲律賓人口數大於 1 億，泰國、越南
大於五千萬，馬來西亞也大於三千萬，可投入產業的人力資源充足；就
天然資源而言，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均蘊藏豐富天然資源(礦物、天
然氣、橡膠、金屬….等等)。綜上所述，亞太地區為全球成長最快速且
具潛力的地區，亦是我國主要的經貿市場，在面對亞太區域內各國經
濟整合加速推展，將運用我國科技發展實力與產業能量，透過產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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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官方互動、科技交流等方式，加強與亞太地區(如泰國、印尼、馬
來西亞、印度、菲律賓、越南等國家)進行產業交流活動，分享臺灣的
發展經驗，並探討商機。
配合政府政策，本計畫成立「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作為亞太產
業合作的協調與服務窗口，以「一國一平台」之模式，建立「高峰論壇」
與「一產業一分論壇」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亞太地區產業合作架構圖

由雙方公協會進行對接，舉辦雙邊高峰論壇，同時建立與當地政
府及產業機構高層級的對話，提升我國在亞太地區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外，配合政府領航、布局亞太的政策，更可協助台商廣佈人脈與商機提
升場的競爭力，創造雙贏。

圖 4：亞太區域產業交流合作推動辦公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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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規劃年度亞太產業合作之高峰論壇
基於亞太地區產業發展現況，並依據我政府區域產業發展政策，
在行政院「一國一平台」之推動架構，亞太產業合作之高峰論壇將分為
經貿談判及產業合作兩部分，本項工作是以產業合作為主體，以亞太
產業鏈接為主軸，以產業高峰論壇的形式做為產業合作平台功能，並
於了解亞太區域重點國家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印度等國的產業
需求以及政策導向後，再基於雙邊產業合作現況、我國產業政策發展、
廠商對產業合作之需求及合作條件的變遷，進行次年度亞太產業合作
方式與項目的探討，提出產業鏈接項目建議，並安排與亞太區域重點
國家相關單位進行次年度之亞太產業鏈接項目洽商，以呼應整體政策
及產業效益。
目前，在新興國家發展快速之下，我們必須思考雙邊產業定位，找
出互補的關係，創造雙方有利的條件，以期在雙方互惠、創造雙贏的前
提下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達成共識，共同進行亞太區域產業高峰論壇，
搭建雙邊產業合作平台，協助廠商進行產業鏈接。因此，了解亞太區域
各國對於產業發展的佈局，將是影響雙邊產業合作成功與否的重要因
素。
在擬訂次年度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業合作項目時，將進行包括
指導單位提案、本辦公室之資料彙整、業務主管洽商及核定步驟。
(a) 指導單位提案
次年度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業合作項目提案書，將由亞太產業合
作鏈結辦公室制定格式，參酌我政府經濟發展政策及我方業者需求等
方向做成草案，於工作會議中提出報告，再根據各指導單位的修正意
見及工業局裁示，製作成「年度亞太區域產業合作項目提案書」
。由工
業局函請相關指導單位填寫。
(b) 提案書資料彙整
預定於 9 月收回由各指導單位填寫之產業提案書，亞太產業合作
鏈結辦公室將彙整資料，並請工業局檢視欲辦理論壇之目的、預期效
益後，確認亞太區域重點國家與產業合作項目等資訊，完成年度產業
合作規劃書草案。
(c) 業務主管洽商
亞太產業合作鏈結辦公室完成次年度產業合作規劃書草案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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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工業局循行政程序，俟部次長核示後，於 106 年底或 107 年初由工
業局主管偕同相關人員赴亞太區域重點國家之產業相關業務單位主管
協商討論。針對各場次高峰論壇會議舉辦，取得共識。
(d)經濟部核定並公佈施行
業務單位主管協商取得共識，陳請經濟部核定後，透過工業局網
站公告週知，並經工作會議決議或函請各指導單位依規劃時程，進行
準備產業高峰論壇相關工作。
B. 協助辦理亞太/區域高峰論壇及廠商座談會
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扮演亞太區域產業合作服務與協助角色，對
重點市場國家產業在籌備及舉辦高峰論壇會議時，希望雙邊國家能從
接觸到協商，逐漸形成共識並達成一致的作業規範，透過高峰論壇，達
到增進亞太地區重點市場國家之互信與互補雙贏，從而提升高峰論壇
會議之效益。
亞太區域重點市場國家產業鏈結合作，從交流、洽商對接到具體
合作，希望對產業能產生具體效益，對我國經濟發展有明顯的協助，在
辦理高峰會議前，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將協助主辦單位辦理產業座談
會，凝聚業者對高峰論壇會議的預期目標，由主辦單位納入論壇規劃
中，做為與重點市場國家籌備團隊討論之主要議題。
(a)高峰論壇舉辦前：
廠商的需求是產業論壇會議議題的重要依據，因此，廠商座談會
是高峰論壇會議舉辦前的重點工作，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會提醒並協
助主辦單位辦理會議前廠商座談會，以了解產業界的需求和建議，並
凝聚該項產業在雙邊合作交流之策略、做法的共識，作為主辦單位在
規劃高峰論壇會議之參考，或議題洽商時，做不同面向之思考，以確保
活動規劃內容符合產業界之需求，使高峰論壇會議之舉辦，更順利、更
具體落實。
(b)高峰論壇舉辦時：
於會議辦理期間，會在會場做必要之協助，配合長官行程調整致
詞順序，協調長官接受媒體專訪之場地與時間，以及維安注意事項，以
利會議順利召開。此外，亦將協助高層會議的舉行以聚焦解決廠商提
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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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高峰論壇舉辦後：
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會協同主辦單位在產業論壇會議結束後 3 日
內，先提出會議摘要資料，如高峰論壇出席人數、所簽署之 MOU 項目
與內容、會議共識等，並進行出席產業論壇會議代表廠商之訪談，掌握
廠商之心聲及建議，做為後續成果追蹤與落實的基礎。
C. 完成亞太產業合作之高峰論壇成果彙編
高峰論壇會議舉辦後 30 日內，各場次主辦單位應完成高峰論壇會
議成果彙整資料，送工業局及亞太產業連結辦公室各一份存檔，做為
編印年度成果彙編之素材。
為完整記錄本年度高峰論壇會議之重要成果，依據各論壇所提交
之論壇會議成果彙整資料，除各論壇推動情形，並輔以整體性的推動
模式、成果及效益進行彙編；另外，也從中挑選較具成果的廠商進行深
度訪談，了解各家參與企業，所衍生之成果及效益，並探討成功的關鍵
因素，找出成功模式，做為經驗分享的參考。
亞太產業合作成果彙編編印完成後，將發送各指導單位、主辦單
位、協辦單位參考使用，也將提供相關法人公協會及媒體推廣成果及
效益使用。
(2) 營運亞太/區域網絡
A. 辦理亞太/區域產業交流活動
本項工作將運用我國科技發展實力與產業能量，透過科技交流、
官方互動、產業合作等方式，加強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協會如泰國、印
尼、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越南等進行產業交流活動，辦理亞太/
區域產業交流活動2場，藉由產業互訪交流，建構亞太/區域產業重要成
員資訊網絡，推動與亞太/區域重要機構高層互訪機制，拓展雙邊合作
商機，分享臺灣的發展經驗。
B. 召開/參與亞太/區域高峰論壇之相關會議
(a) 召開工作會議
本工作項目係視推動的情形，適時召開局長層級工作會議，形成
業務主管單位與指導單位、主辦單位間之協調溝通平台，以保持資訊
縱、橫向流通，並協助配合產業合作政策推動。
會議目的為透過工作會議討論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之產業合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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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務，督導及檢視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業合作之規劃、執行和成
果，並確認各論壇的規劃、執行進度及內容，包括每場次產業論壇之籌
辦情形、辦理成果、問題揭露、障礙排除，以符合推動的目標與精神。
本年度預定辦理工作會議至少 2 場次，由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報
告年度整體規劃、執行成果、下年度提案規劃，各指導單位則就所負責
之亞太地區國家之產業論壇的規劃、籌備情形或已舉辦之產業論壇成
果提出報告。會議由工業局指導，工業局主管擔任主席，亞太產業合作
鏈結辦公室籌辦，針對報告或討論事項作成結論，做為後續工作進行
之依據。
辦理工作會議之程序及工作重點如圖 4，包括：草擬議程初稿、工
業局核定後寄發開會通知、調查會議出席狀況、製作出席狀況表和座
位表，回收各單位簡報資料、印製會議資料、準備相關會議庶務、完成
會議記錄並發文通知各單位等。

圖 5、工作會議流程

另，本年度將依需要辦理次長級檢視會議，由次長擔任主席，亞太
產業鏈結辦公室、各指導/主辦單位依檢視重點進行報告，並聽取次長
之指示，會議流程則與上述工作會議之流程相同。
(b)亞太產業合作相關討論會議
掌握亞太區域現在與未來可能之發展趨勢，包括亞太區域重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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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政經與產業環境之變化分析、未來產業政策分析等資訊。擬規劃
透過相關討論會議，辦公室提供推動亞太產業合作時，分享交流經驗
及觀察所得，讓推動策略更具體可行。
C. 舉辦法人公協會亞太/區域高峰論壇實務經驗交流分享研討會
舉辦「亞太產業高峰論壇經驗交流研討會」之目的為讓參與亞太
產業高峰論壇活動的各主/協辦公協會及相關法人之相關規劃及承辦人
員，能有資訊交流、經驗分享及相互學習之機會，並凝聚共識，增進亞
太產業高峰論壇活動之舉辦成效，以達到知識及經驗之分享與傳承。
本研討會規劃於第四季舉辦，安排適合經驗分享與交流的主題，
讓各場次亞太產業高峰論壇活動的主/協辦公協會及相關規劃及承辦人
員，能夠透過交流及分享，傳承及分享高峰論壇經驗，包括知識交換、
成功案例分享、所遭遇之困難障礙交流及建議突破方法等等，期能提
供各主協辦單位之規劃及承辦人員相互學習之機會，並進而能做後續
高峰論壇會議規劃之各種面向之思維及參考。
D. 建置/更新亞太產業合作業務關鍵網絡
為與亞太區域各國產業合作交流順利，透過亞太區域產業高峰論
壇，整理亞太區域重點國家參與的官員名單，建置「亞太區域各國主要
單位聯絡資訊資料網絡」
，了解亞太區域重點國家主管工業/產業相關人
士的層級、背景，自有其需要。
本年度將初步建立亞太區域各國(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印
度、菲律賓、越南)之主管工業/產業部分的相關人脈資料網絡。建置/更
新亞太區域產業合作之人脈資料網絡至少 50 人。對於亞太區域各國
之工業/產業具有影響力的人士，延攬聘請為專家顧問，針對該國及國
際產業趨勢提出建言，協助促進臺印、臺馬、臺泰等產業合作機會，並
作為我政府政策參考。
E. 配合臨時性議題
為配合政府政策，及凸顯亞太產業合作鏈結辦公室幕僚角色成效，
將隨時依工業局需求，提出有關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合作交流之議題
探討或成果展現，並完成其他政策性及臨時交辦議題、提供即時資訊，
使推動亞太區域產業鏈結與政府產業政策緊密互動，推動過程更為順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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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鏈結外部研究能量
本項工作將鏈結外部研究能量，研析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業政策
及其競爭力，擬訂產業合作項目與策略規劃，以利亞太地區重點國家
產業合作業務推動。分述如下：
A. 研擬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業交流策略分析與論述
因應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的多元文化、潛在無窮創意、強大的國際擴
張力及豐富的人口紅利，本專案今年度將針對亞太區域（泰國、印尼）
國家進行產業策略分析與探討。主要針對上述具潛力及蘊藏豐富能量
的亞太區域產業初步掃描及探索，進一步深度研擬我國前進東南亞之
合作策略。
本案除針對上述國家之基本資料、經濟發展及產業現況進行瞭解
外，同時將深度探尋上述國家的產業合作機會及准入門檻，給予具體
之策略建議。透過多面向的合作可能，就「市場面」
、
「產業面」
、
「人才
面」
、
「經營面」
、
「競爭面」等五大面向，給予點、線、面之策略建議及
合作互補可能，成功前進亞太區域，帶動亞太經濟循環能量。
B. 建置亞太產業合作交流推動平臺
為推動亞太區域產業發展政策，在行政院政策推動下，透過民間
產業建置「亞太產業合作交流推動平臺」
，藉由產業界領袖的響應和號
召，凝聚產業界共識，並整合企業界多方能量和資源，共同推動與亞太
區域國家之產業交流及合作，並以促成與各國的企業、投資、技術、產
銷和人才培育方面的合作。
本年度將進行我國與亞太區域產業合作調查，發掘企業產合需求
及期待，建置資料庫以追蹤掌握臺商在亞太區域之布局意向，並整合
國內有關支援服務，積極促成具體產業合作落實。此外，與亞太區域各
國全國性產業團體以推展雙邊產業合作、優勢互補為主軸，洽簽推動
雙邊產業合作意向書，協助雙方企業進行跨業合作或產業鏈整合布局，
形塑創新合作模式。
兩岸與亞太地區相關資料彙整與平台會議
(1) 運作模式
為配合政府推動兩岸及亞太地區產業政策，針對推動兩岸與亞太
區域產業合作所產生之相關資訊需求進行統合彙整，提供給政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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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全盤性討論判斷之參考基礎。
為使運作模式更加平順，本計畫設計兩岸及亞太地區相關資料彙
整與平台會議運作流程(詳如下圖)，首先，承接工業局任務指示，本計
畫之計畫主持人或計畫主要窗口將協助釐清議題需求，並依議題特性
與單位專業分工，如議題係跨單位合作則提供內部討論、分工、研究等
過程提出總體策略建議，並交由工研院 IEK 進行研究總彙整，再將成
果簡報交由工業局。

圖 6、兩岸及亞太地區相關資料彙整與平台會議運作流程

此外，依據兩岸與亞太地區產業合作之議題性質，組織相關智庫
包括工研院 IEK、資策會 MIC、中經院、台經院等，配合工業局需求，
定期或視議題需求辦理相關會議進行簡報與討論，建立兩岸及亞太區
域產業合作推動之系統性幕僚機制，擔任聯繫、溝通、協調等相關工
作，以協助政府建立在兩岸與亞太區域產業合作上之全面觀點。
(2) 完成會議成果彙編
定期或視議題需求召開之會議結束之後，預計一至二週內提供會
議紀錄，並依照不同議題之主題分別歸納彙整，期末完成會議成果彙
編 1 本，提供給工業局做為參考。
兩岸與亞太地區聚焦關鍵議題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政府於 2016 年 9 月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強調
整合各部會、地方政府，以及民間企業與團體的資源與力量，期望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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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
體意識」。
新南向政策所提四大工作主軸，包括「經貿合作」
、
「人才交流」
、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
。經貿合作強調改變過去以東協及南亞為
出口代工基地的型態，擴大與夥伴國產業供應鏈整合、內需市場連結
及基建工程合作，建立新經貿夥伴關係；人才交流強調以「人」為核
心，深化雙邊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
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資源共享透過運用文化、觀光、醫療、科技、
農業、中小企業等軟實力，爭取雙邊及多邊合作機會，提升夥伴國生活
品質，拓展我國經貿發展；區域鏈結則擴大與夥伴國的多邊與雙邊制
度化合作，加強協商及對話，並改變過去單打獨鬥模式，善用民間團
體、僑民網絡及第三國力量，共同促進區域的安定與繁榮。
本計畫旨在配合推動兩岸與亞太地區產業合作交流，聚焦總體與
特定產業合作之關鍵議題，其中包括中國大陸與亞太重要國家如印度、
印尼等國家，協助蒐集產業發展、競合態勢與合作機會等情報，分析臺
灣與競爭國(包括中國大陸或亞太區域重點國家)對雙方或多方合作之
願景、趨勢、需求、困難、項目與模式等。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工作將視工業局需求，提出兩岸與亞太區域重要國家雙方或多
方間之競合關鍵議題數項；研究方法則以蒐集次級資料為主，前往中
國大陸或亞太區域重點國家之智庫進行訪談蒐集初級資料為輔，以分
析臺灣與特定國家雙方或多方競合態勢、趨勢、需求。
次級資料蒐集範疇以中國大陸及亞太區域國家相關產業研究報告、
官方與代表性智庫所公布之數據、具公信力之媒體、期刊等資料為主；
次級資料蒐集完成後，將初步分析議題關鍵所在，彙整成訪談題綱，前
往關鍵國家重要智庫進行訪談，探討兩岸與亞太區域重要國家之合作
或競爭模式與可行之因應策略，最終產出研究簡報至少 2 份。
(3) 預期效益
透過初級與次級資料蒐集，掌握兩岸與亞太區域重要國家雙方與
多方間的競合態勢，了解臺灣在中國大陸或亞太區域重要國家中產業
優勢為何，並協助我國政府制訂新南向政策之策略思考，提高相關施
政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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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與新型商業模式議題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從過往臺灣產業發展來看，臺灣 ICT 產業已經累積出十分完整的
硬體優勢，包括電子製造業核心能力和產業供應鏈群聚；然而過去十
幾年臺灣在網路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並未佔有競爭優勢，仍是以傳統硬
體為導向的產業思維，也因此在全球 ICT 發展脈絡中逐漸失去優勢，
亟待產業發展方式之調整。
隨著全球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點，已從效率提升進展到創新驅動，
加上新興技術的興起，包括物聯網(IoT)、大數據(Big Data)、人工智慧
(AI)、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等，使得各種創新概念有進一步落
實之可行性，目前國際上重點國家均積極鼓勵創新發展，不論是在追
求技術性的解決方案，或是以服務導向的商業模式上都有逐步進展，
各種跨領域的新產業、新業態等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崛起。
面對全球發展趨勢，以及臺灣產業轉型困境，目前，行政院已提出
「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包含綠能科技、亞洲矽谷、生技醫療、智
慧機械、國防航太等五大產業發展，主要透過以「創新、就業、分配」
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從北到南打造五個產業創新生態系，利用
創新來帶動臺灣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帶動產業的競爭力、改善企業的
利潤，並同時提高勞工的薪資、增加新的工作機會。
為進一步掌握並借鏡歐美日韓等重要國家在五大創新產業、循環
經濟、數位經濟等我國重要產業政策方向上之作法，實有必要針對國
外產業發展方向、新型商業模式、跨國合作機制等關鍵議題進行研析，
以提供臺灣政策設計與執行之參考。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之說明，本研究將依據臺灣產業發展需
求，從國外產業政策發展、新型商業模式、跨國產業合作機制等構面，
選定關鍵議題進行研析。基於研究資源限制，本工作以蒐集次級資料
為主，包括國外官方政策文件、官方與權威機構統計數據、中外文研究
報告、期刊等資料，搭配前往歐美日韓等重點國家之智庫進行訪談蒐
集初級資料為輔。資料蒐集完成後，將進行系統性彙整與分析，最終產
出研究簡報 2 份(PP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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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期效益
透過情報收集與研究分析，掌握國際在五大創新產業、循環經濟、
數位經濟等我國重要產業政策方向上之作法，了解其產業發展方式、
新型商業模式、跨國合作機制等運作方式，提供臺灣政策借鑑。
分項二：亞太新興市場產業合作議題研析
1. 印尼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印尼為東協(ASEAN)創始會員國之一，人口將近 2.6 億，全球排名
第四，也是東南亞最大、全球排名第 16 大的經濟體。印尼的經濟發展
自 2004 年以來進入快速成長期，2010 年後受到中國大陸需求放緩和
以及原物料價格下跌，經濟成長率隨之下降，2015 年降至 4.8%。整體
而言，過去六年間印尼的經濟表現仍相對正向，GDP 成長率平均維持
在 5.5%以上。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統計，2015 年印尼 GDP 總計達 8,619
億美元，2016 年經濟成長率亦可望反彈回升至 5.112%。同時，根據聯
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的調查研究，2015 年印尼已超過英國與俄
羅斯，成功躋身全球前十大製造國之一。
為積極改善國家發展體質，推動「印尼 2015-2019 國家中期發展
五年計畫」
，印尼總統佐科威自 2014 年就任後至今陸續公布 14 項經濟
方案，致力鬆綁法令，創造產業投資與發展的有利環境，從而帶動新的
市場商機，例如：基礎建設、海洋工業、農業加工、觀光業、出口導向
製造業等。此外，
「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正式
成立，預計將進一步驅動區域經濟的進展，推動東南亞產業版圖的演
化。印尼是臺灣對東南亞投資第二大國，面對新的政治與經濟環境的
快速變遷，更需要積極建立廣泛的交流管道與機制，在過去構築的基
礎上掌握在地資訊，深化南向佈局，進而推動後續雙邊合作。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為掌握印尼當地政策與產業資訊，本計畫將透過以下工作項目，
建立當地資訊網絡與交流管道，以利後續推動雙邊合作。
A. 建立與印尼重要智庫交流網絡
為強化對印尼當地政策、市場與產業資訊的掌握度，本計畫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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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重要政策智庫機構，例如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LIPI)等，
以及專家學者建立聯繫交流管道，規劃透過雙方互訪活動、共同舉辦
研討會、座談會等方式，拓展與印尼智庫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以期有效
掌握印尼政府之重要政策思維與印尼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同時，透
過前述之交流活動，強化雙方的瞭解和互信基礎，並進一步評估推動
與印尼適當的智庫單位或公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擴大後續雙
向交流與合作。
B. 臺印(尼)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為強化雙方合作基礎，本計畫將針對印尼未來五年之國家重要發
展規劃進行研析，深入了解印尼經濟產業發展藍圖及發展需求。同時，
亦將針對印尼未來需求，深入瞭解主要投資與競爭國家(如日本、韓國、
中國大陸、新加坡、德國等)在印尼之產業佈局，研析我國業者與印尼
產業合作之優勢與機會。針對有機會合作之產業，將與公協會合作舉
辦業者座談會，探討推動臺印(尼)產業鏈合作之具體方向與配套措施。
(3) 預期效益
印尼為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是臺灣拓展南向佈局的重要據點。
透過建立與印尼重要智庫交流網絡以及政策研析，將有助掌握印尼政
府之重要政策思維與印尼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深化在地連結，建立
臺灣於「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中的策略地位，促進後續貿易、經濟、
文化等雙邊合作與交流。
2. 印度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印度自 1990 年代改革以來，經濟成長大幅躍進，加上擁有全球人
口第二多人口(13.3 億)，近年來經濟成長率表現亮眼，於 2015 年一舉
超越中國大陸(6.9%)，達到 7.3%之譜， 資誠(PwC)在 The World in 2050
報告更預測，印度將在 2040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
外，印度國內需求強勁，約占經濟總量的 60%，中產階層和年輕消費
者迅速增長，帶動零售業蓬勃發展，目前市場規模約 6,000 億美元，估
計到 2020 年將達 1 兆美元，而印度在全球消費者信心排名居全球之
冠，為全球最看好的消費者市場。
印度發展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政策之下，
「印度製造」已開始接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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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製造」
，客觀而言，印度的勞動力成本低廉、英語普及、在高技術領
域擁有一席地位、對歐美專利體系相對熟悉，具備相當產業發展優勢。
不僅如此，印度勞動力人口一半以上是年輕人，對外資製造業有吸引
力，而莫迪總理全力推動經濟改革，放寬外商直接投資上限，到 2015
年外來直接投資累計已達 2,780 億美元；反觀我國近年來面臨韓、陸系
品牌崛起，在其持續提升自製率下，逐漸侵蝕臺灣產業成長空間。進一
步觀察 2015 年各主要國家對印度直接金額占比(日本 7%、韓國 0.63%、
中國大陸 0.48%)，可發現我國僅占 0.06%，排名 38，顯見台商布局仍
不深，應可將印度納入台商調整布局之新地點。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為掌握印度當地政策與產業資訊，本計畫將透過以下工作項目，
建立當地資訊網絡與交流管道，以利後續推動雙邊合作。
A. 篩選印度重點智庫，建立產業交流管道
為加強對印度當地政策、市場與產業資訊的掌握度，本計畫將篩
選出印度重點政策智庫，並持續透過相互訪問與座談等方式深化合作，
以及時掌握印度政府重要產業政策思維變化及主要產業發展趨勢，進
而找出臺印(度)產業鏈合作機會。此外，亦將推動與印度重點智庫建立
長期合作意願及評估簽署合作備忘錄(MOU)之可能性。
B. 臺印(度)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為強化雙方合作基礎，瞭解印度當前國家發展願景及方向，將歸
納印度未來五年重點發展產業政策及發展規劃，另透過研析台商已在
印度之佈局，搭配印度經濟特區、工業區及工業走廊等規劃，釐清印度
未來之發展需求及我國優勢產業，以找出現階段臺印(度)產業鏈合作合
適之方向，此外，針對雙方合作意願較高之產業，將實地拜訪相關公協
會或業者，以排除可能存在的合作障礙。因此，除了特定產業的經濟效
益分析之外，為能積極落實臺印企業雙方的在地合作，即有必要對影
響台商投資及產業方向布局的印度 FDI 政策予以整理，此必要性構成
研究的動機。
(3) 預期效益
印度擁有全球人口第二多人口及高速的經濟成長率，屬於我國拓
展南向佈局的最重要的國家之一。透過篩選印度重點智庫，建立產業
交流管道及政策研析，將有助於掌握印度政府之重要政策思維及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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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產業的發展趨勢。而面對莫迪總理上任以來所推動之「東進政策」
(Act East Policy)下，將可發掘更多與我國新南向政策連結之處，進一步
提升雙方在經貿、人才及資源等面向合作與交流。本研究內容有利強
化對印度當地政策、市場與產業資訊的整體掌握度。另藉由與印度重
要智庫機構以及專家學者的交流，將有效掌握印度政府的最新政策思
維與落實臺印產業合作的發展
3. 馬來西亞
(1)研究背景與動機
馬來西亞是東協經濟體中一個重要的成員，是一個由多元種族組
成之國家，其中土著（含馬來人）約占 67.4%，其次為華人占 24.6%，
印度人占 7.3%，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占 0.7%。馬來西亞立國以來以馬來
文化為主體，也是重要的穆斯林國家，在語言、文化、教育及經濟政策
上都對馬來族特別保障。2015 年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率為 5%，較 2014
年小幅下降 1%，近五年複合成長率約-1.45%。馬來西亞 GDP 組成項
目中，2014 年民間消費約占 52%；國內投資約占 34%；政府消費約占
13%。
根據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發布之統計資料顯示，馬來西
亞 2015 年共核准 4,887 項製造業、服務業及原產品產業投資計畫案，
總投資金額為 1,867 億馬幣，創歷年來新高紀錄，較 2014 年下跌 20.86%；
其中馬國國內投資金額為 1,506 億馬幣，占總投資額之 80.66%；外人
直接投資金額則為 361 億馬幣，占總投資額之 19.34%，創造 18 萬 240
個就業機會。
為持續推動國家經濟成長，馬來西亞首相納吉於 2015 年 5 月 21
日，在國會提出「第 11 馬來西亞計畫」，目標使馬國 2030 年 GDP 達
2.6 兆馬幣，平均每人國民所得達 11 萬 7,260 馬幣，每年實質 GDP 成
長率達 5.6%。馬國政府將採取 6 大策略，包括（一）提高生產力；
（二）
透過創新創造財富；
（三）增加中產階級人數；
（四）致力教育及技術訓
練；
（五）推動綠色科技發展，以及（六）投資具競爭力城市，包括吉
隆坡、柔佛州新山、砂勞越州古晉和沙巴州亞庇等。馬來西亞是東南亞
國家中所得排名第三位，市場消費力道強，華人比重高，又有許多留學
臺灣的校友，在東南亞區位適宜，可同為前進東協、印度和中東市場的
前哨，面對新的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快速變遷，更需要積極建立廣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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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管道與機制，可透智庫交流掌握在地資訊，深化南向佈局，進而推
動後續雙邊合作，期能有利於我國市場拓展和臺馬之間的產業合作開
展。
(2)研究內容與方法
為掌握馬來西亞當地政策與產業資訊，本計畫將透過以下工作項
目，建立當地資訊網絡與交流管道，以利後續推動雙邊合作。
A. 建立與馬來西亞重要智庫交流網絡
為強化對馬來西亞當地政策、市場與產業資訊的掌握度，本計畫
將與馬來西亞重要政策智庫機構，例如 Malaysia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MIER)等，以及專家學者建立聯繫交流管道，規劃透過雙方互
訪活動、共同舉辦研討會、座談會等方式，拓展與馬來西亞智庫合作的
廣度與深度，以期有效掌握馬來西亞政府之重要政策思維與馬來西亞
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同時，透過前述之交流活動，強化雙方的瞭解和
互信基礎，並進一步評估推動與馬來西亞適當的智庫單位或公協會簽
署合作備忘錄(MOU)，擴大後續雙向交流與合作。
B. 臺馬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為強化雙方合作基礎，本計畫將針對馬來西亞未來五年之國家重
要發展規劃進行研析，深入了解馬來西亞經濟產業發展藍圖及發展需
求。同時，亦將針對馬來西亞未來需求，深入瞭解主要投資與競爭國家
(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在馬來西亞之產業佈局，研析我
國業者與馬來西亞產業合作之優勢與機會。針對有機會合作之產業，
將與公協會合作舉辦業者座談會，探討推動臺馬產業鏈合作之具體方
向與配套措施。
(3)預期效益
馬來西亞為東南亞重要經濟體，是臺灣拓展南向佈局的重要據點。
透過建立與馬來西亞重要智庫交流網絡以及政策研析，將有助掌握馬
來西亞政府之重要政策思維與馬來西亞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深化在
地連結，建立臺灣於「東協經濟共同體」(AEC)中的策略地位，促進後
續貿易、經濟、文化等雙邊合作與交流。
4. 產業群聚與工業區連結分析
(1)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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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市場經濟發展近幾年呈現輪動成長情勢，東協與南亞等國家
經濟發展前景極具吸引力，臺灣面對國際的劇烈競爭及全球化的經貿
競爭浪潮、區域經濟的整合等浪潮，必須因應國際化的思維適時調整相
關產業發展政策，避免過度集中於單一生產基地與市場，以期突破產業
鏈在全球佈局的發展限制，將亞太地區當成臺灣內需市場延伸的商機，
配合政府政策的推動，結合上中下游產業鏈全球布局，找出臺灣產業的
競爭優勢，搭配亞太地區國家個別的優勢產業發展環境條件，讓產業找
到更寬廣的市場商機。因此，從關注在亞太地區的產業聚落發展與工業
區的資料調查分析，期能初步掌握相關重點區域的產業聚落演進發展
情勢，與相關工業園區的發展狀況關聯資訊，未來能進一步尋求建立產
業合作基地的契機。
(2)研究內容與方法
透過次級資料之蒐集彙整，先分析臺灣的產業園區發展脈絡、新南
向政策之產業園區開發建議以及以 ODA 模式推動新南向政策之海外
工程產業建議。並針對我國所挑選之亞太國家，其各別之產業發展及政
策、園區發展歷史、產業群聚概況以及台商投資概況做分析後，對各國
之合作架構做出建議，以期能發掘工業區產業合作機會或產業布局的
參考資訊。
(3)預期效益
透過資料蒐集分析所挑選之亞太國家的重點產業聚落與工業區連
結狀況，找出個別國家產業群聚與工業用地之優勢條件，提供未來我
國相關工業區開發合作機會或產業布局的藍圖。
分項三：輿情觀測與文宣品
1. 輿情觀測
(1). 資訊蒐集與過濾
選定可供查詢並進行數據記錄之網站/平台，合計選擇涵蓋新聞網
站、雜誌網站、部落格 (Blog)、論壇 (Forum)、電子佈告欄 (BBS)與臉
書(Facebook)等 6 類國內民眾甚常瀏覽、使用之網站/平台。事實上，
不同網站/平台涵蓋不同格式、通訊協定設定及版面/版型/內文結構，本
計畫發展「社群事件雷達（Social Event Radar, S.E.R.）」技術平台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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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巨量資料之蒐集來源，結合多樣化的自動化網路爬蟲(web crawler)技
術與各網站/平台所提供 API 模式，擷取相關公開性可取得數據資料。
SER 架構可參考下圖所示。
資料涵蓋範圍：
 telnet、http、API三種擷取方式
 包 含 Facebook 、 BBS 、 Blog 、 Forum 、
News、商城等類型；資訊擷取型態 超過

3rd Party
applications

Social Insight

6,000種網頁Template

資料收集儲存與分析：
 平均每6小時更新索引

API
Social Analysis

 每月蒐集300G，累積資料總量超過10T，

Social Graph,
Interest Graph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包含約10億筆社群討論分析數據

 繁簡中英語意分析
 社群分析

Crawler Management System

FB

Forum

Blog

硬體架構：

News…

 伺服器總量共61台，含Crawler 42台、
DB 13台、Analyzer 6台

圖 7、S.E.R.技術平台架構

(2). 雲端架構資料平台
自多個公開的不同網路平台/網站來源中進行數據資料蒐集後，後
續進一步將跨平台的異質性資料進行統一化收集與管理，並建構一個
具多種分析模組且採視覺化圖形配合社群民意資料建構的 IFEEL 輿情
觀測分析系統。
(3). 文字處理與中文搜尋檢索
而後參考領域專家建議，就所預先設定之「初始關鍵字詞 (initial
keyword)」
，結合「關鍵字擴充 (Keyword Expansion)」
、
「文字內容抽取
(Text Extraction)」與「文字訊息標注 (Labeling)」技術，及時萃取資訊
中重要的 metadata，並自極其龐雜且無規則性的「文本 (text)」中進行
全文檢索或「文字探勘 (Text Mining)」
，近而過濾篩選出研究人員所欲
分析之政策或議題主體的資料範圍。
(4). 自動化議題分析
網路/社群資料分析核心在於處理「非結構性資料 (unstructured
data)」
，以從中挖掘、了解網民所關注、重視之議題，乃至於透過文字
表達之個人意見。執行團隊依據資料蒐集頻率與時下議題發展狀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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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過濾出的相關資訊中，以自動化/半自動化系統並輔以人工驗證方
式，進行時間區間(每週或每日)之新聞議題偵測與分析，辨識觀測時間
區間內的議題重點或子議題，以即時了解民眾意見，找出網民如何討論
相關議題，以便相關單位可據以從中研擬應對策略與溝通內容。
(5). 建構視覺化圖表分析模型
運用以資料統計分析技術與圖表繪圖軟體(如 Tableau 軟體)，搭配
IFEEL 輿情觀測系統，就議題分析需要，建構出適性化圖表化分析模
型，以便透過視覺化圖像解讀與呈現數據意義，並視資料所需處理時間
進行模式調整；另，亦可進行網民於社群媒體的使用行為特性分析，進
一步將使用者分群，以輔助相關單位鎖定目標對象進行網路溝通，獲得
精準行銷的效益(分析示意圖參見下圖)。

圖 8、對使用者分群進行精準行銷

2. 文宣品
跳脫民間對官方宣傳刻板印象，採用新型態媒體或 APP 等較親民、
更貼近一般民眾認知的方式呈現，以協助我國產業重要政策，以利外界
瞭解我國產業政策之推動方向與成果。
而其工作項目則可分為以下 2 點：
(1). 議題研究剖析輿情觀測訊息發送研究成果報告一份
(2). 完成文宣品至少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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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四：兩岸產業合作交流活動與研究議題
1. 研究議題
(1) 共通性議題研究
配合兩岸經貿新局勢與兩岸產業競合政策研擬需求，在既有的研
究能量基礎下，持續強化中國大陸總體產經發展與兩岸產業競合前瞻
之政策研究幕僚團隊，針對中國大陸產業總體發展趨勢、兩岸展開國
際合作(含第三地市場開拓)乃至於區域內產業競合與可能商機等構面，
研提關鍵性議題進行深入研究，並提出政策建議。
A. 研究背景
2013 年習李體制正式接班後，面對中國大陸在經濟成績耀眼的同
時，衍生出的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粗放發展模式造成嚴重環境汙
染、政府刺激政策遺留大批過剩產能、貧富差距擴大引發民怨高漲等
問題，已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總體部署，分別針對經濟、政治、文化、
社會、生態文明、國防與軍隊等六個領域，設定重要改革議題，目標至
2020 年，將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
2016-2020 年的十三五規劃時期，即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達成目標
之關鍵時期。2016 年 3 月，中國大陸已公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三五規劃)，將落實創新、協調、綠色、
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為主線，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
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同時，2016 年中國大陸亦已發布《國
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
《中國製造 2025》首批配套文件等重點政
策，其目標均為推動中國大陸擠身世界科技強國之列，進行重要政策
佈署。
過去，兩岸為國際分工體系之一環：歐美日等先進國提供核心技
術與關鍵零組件，由台、韓等高生產效率國家進行生產，然後台、韓將
中間財送至中國大陸或東南亞，進行較低附加價值的加工或組裝，最
終產品再送往全球市場銷售。此一分工體系已隨著中國大陸逐步建置
完整產業鏈、中間財進口倚賴度下降，中國大陸先後與東協、韓國、日
本完成自由貿易談判等重大環境變化，而漸漸出現崩解，臺灣產業在
產業鏈的原有地位也將受到衝擊。除了出口倚賴大陸市場、且品牌與
關鍵零組件倚賴海外的臺灣重點產業遭受衝擊外，目前臺灣產業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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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面臨大陸產業(包含大陸外資)在國際市場的挑戰。兩岸產業如何透過
建立良序競爭，進一步融合為競合並存、國際競爭力持續提升之供應
體系，已成為眼下兩岸產業競合之關鍵議題。
為配合兩岸經貿新局勢與兩岸產業競合政策研擬需求，面對十三
五規劃下，中國大陸重要改革措施、重大產業變革等總體發展趨勢，以
及兩岸展開國際合作(含第三地市場開拓)乃至於區域內產業競合與可
能商機等構面，實有必要選定關鍵議題進行研析，以助於預判未來中
國大陸產業發展動向與兩岸產業競合趨勢，以即早擬定臺灣之總體策
略思維與因應策略。
B. 研究內容與方法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之說明，本研究將依據兩岸產業競合政
策研擬需求，針對中國大陸產業總體發展趨勢、兩岸展開國際合作(含
第三地市場開拓)乃至於區域內產業競合等構面，選定關鍵議題進行研
析。基於研究資源限制，本工作以蒐集次級資料為主，包括官方政策文
件、官方與權威機構統計數據、中外文研究報告、期刊等資料，搭配前
往中國大陸之智庫進行訪談蒐集初級資料為輔。資料蒐集完成後，將
進行系統性彙整與分析，最終產出研究報告一份。
C. 預期效益
透過情報收集與研究分析，掌握中國大陸產業總體發展趨勢，了
解其(1)發展意圖與具體作法；(2)將引發中國大陸在產業面與市場面之
變化；(3)對臺灣將產生的正面與負面衝擊。最後就上述研析結果，擬
定臺灣政府與產業之發展策略與政策建議。
(2) 特殊性議題研究-智慧產業競合與市場發展之相關研究議題
A. 研究背景
隨著產業數位化、網路化、資訊化、自動化之程度持續提升，形成
以物聯網（IoT）
、Big Data、雲端運算及行動網路技術為主軸的「智慧
產業」
，藉由智慧科技改善人類福祉之智慧城市概念應運而生，並受到
世界各國重視。智慧城市已成為城市及產業發展的重要領域。2012 年，
聯合國將智慧城市列為重要議題，僅 5 年時間，建構智慧城市已成為
各國施政的重點方向，根據全球智慧城市領域的領先企業奧雅納（Arup）
集團估算「到 2020 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場預估超過三千億美元」。而
發展智慧城市所引發交通、醫療、能源等各領域之智慧化需求，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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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造出龐大商機。
臺灣過去雖累積豐厚資通訊科技基礎，但身處在智慧化時代之中，
需進一步將資通訊知識及技術水平擴散，達到全產業智慧化升級，方
能因應當前趨勢與國際競爭。因此，臺灣行政院規劃將自 106 年度起
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 DIGI+方案)」
，期望在 2025
年時，臺灣數位經濟規模能夠成長至新台幣 6.5 兆元，資訊國力排名能
夠躍進到前 10 名。並透過六大重點發展策略：①建構有利數位創新之
基 礎 環 境 (DIGI+Infrastructure) ； ② 全 方 位 培 育 數 位 創 新 人 才
(DIGI+Talent)；③數位創新支持跨產業轉型升級(DIGI+Industry)；④成
為數位人權、開放網路社會之先進國家(DIGI+Right)；⑤中央、地方、
產學研攜手建設智慧城鄉(DIGI+Cities)；⑥提升我國在全球數位服務經
濟之地位(DIGI+Globalization)。期待此方案能夠跳脫過去產業發展瓶頸，
同步帶動當前的五大創新產業：亞洲・矽谷、生技醫藥、智慧機械、綠
能、國防等國家重點產業發展，以促成臺灣整體產業的升級轉型及「智
慧產業」的蓬勃發展，並提升臺灣在全球數位經濟服務的地位。
在全球均致力於發展智慧產業的趨勢下，由於中國大陸擁有廣大
的網路用戶數（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截至 2016 年 6 月，
中國大陸網民規模達 7.1 億）
，因此其發展「智慧產業」及「數位經濟」
對總體經濟的影響甚至更高於美國與德國。然而，中國大陸於近幾年
迅速崛起，科技水準大幅提升，「互聯網+」戰略成為中國大陸十三五
時期的重要政策，加快建設「網路強國」
，更是中國大陸發展分享經濟，
實施大數據戰略是落實產業創新轉型的重要策略。加上中國大陸特殊
的國情與政策，其誕生出一批靈活的「大象企業」
，除了積極跨領域的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BAT）巨頭，諸多的新創企業也紛紛嶄露頭角，
顯示在中國大陸之創新與智慧應用受到政策大力支持下，加速各領域
之智慧化進程，但同時使台商在爭取兩岸甚至全球商機之門檻大幅提
高。
有鑑於此，實有必要前瞻中國大陸智慧產業市場發展動向，了解
在互聯網時代變化下，中國大陸智慧產業未來趨勢，以及在此變化格
局下，兩岸將如何開啟新的競合關係。而在眾多的智慧產業中，本研究
將優先篩選全球暨中國大陸共同重視的智慧產業，並搭配臺灣具優勢
的利基型產業進行觀察及研究，以利該產業能持續建立領先中國大陸
的發展時程。並分析中國大陸該智慧產業市場發展趨勢，及提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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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智慧產業的競合重點方向之政策建議。
B.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研究主要內容可分為四個部份。第一，研究標的篩選，盤點全球
暨中國大陸智慧產業發展側重領域，並藉由次級資料的蒐集，從中篩
選出臺灣具優勢的利基型產業進行觀察及研究，以利該產業能持續建
立領先中國大陸的發展時程。第二，透過初級資料的訪談及次級資料
的蒐集，深入剖析中國大陸該智慧產業市場發展之政策面、供給面、需
求面及法規面等構面，釐清中國大陸智慧產業的優劣勢及產業生態系
的發展趨勢。第三，分析該智慧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將帶來的產業生態
體系變化及對兩岸產業競合的影響。最後，綜整上述之分析結果，提出
未來兩岸智慧產業的競合重點方向之政策建議。
C. 預期效益
本研究之效益包含三個層面。首先，由尋找全球暨中國大陸智慧
產業發展側重領域，並從中找出適合臺灣具優勢的利基型產業進行觀
察及研究，協助政府找出於兩岸市場適合著重發展的智慧產業，並能
持續建立領先中國大陸的發展時程。再者，透過觀察中國大陸該智慧
產業的發展要素，從中歸納出其優劣勢及發展趨勢，有助政府了解中
國大陸該智慧產業的發展動向，或可提供未來我國該智慧產業在自我
能力提升可深耕的方向。最後提出兩岸智慧產業的競合重點方向之政
策建議，協助政府思考未來該智慧產業在兩岸複雜的競合關係下，應
如何因應之策略與政策建議。
(3) 特殊性議題研究-中國大陸佈局東協國家及相關兩岸競合研究
議題
A. 研究背景
隨著近年全球主要國家對外的直接投資有明顯成長復甦，根據聯
合 國 貿 易 和 發 展 會 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2016 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全球對外投資金額達至 1.47 兆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1.8%，尤其
中國大陸的對外投資成長最為強勁，其金額達 1,456.7 億美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 18.3%，同時亦為歷史新高的對外投資金額數字。再進一步觀
察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的區域分布而言，2015 年對亞洲地區的直接投資
共計 1,083.7 億美元，主要流向香港及東協十國， 分別占 897.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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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46.0 億美元，其中對東協十國投資的年成長率為 87%，創下歷史新
高，顯示東協國家在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的規劃中具有相當戰略地位及
意義。
然而，事實上中國大陸自 2013 年末開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後，
積極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進行佈局，並先後成立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與絲路基金，不斷完善「走出去」的工作體系，讓中國大陸
企業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腳步加快，尤其在「一路」
，亦即「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的東南亞沿線國家，更有其他具有高度框架的經貿戰略予
以支持，包括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協定（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ACFT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另也透過政治、外交、商貿等多元管道，力主穩
定南海局勢及鞏固與東協各國的經貿關係。
從中國大陸向東協佈局基礎建設方面而言，近年中國大陸積極參
與東南亞國家的高速鐵路建設或競標，其中中國大陸的中車集團已在
馬來西亞成立號稱「東協中心」的列車組裝廠，為馬來西亞量身打造適
合當地的各種高鐵、地鐵、輕軌等列車，每年可達百輛的生產力，也使
得目前中國大陸製列車在馬來西亞的市占率高達八成以上。中國大陸
藉由在大馬的列車組裝廠作為東協的示範基地，向外輻射鄰近的東協
國家市場，包括在 2016 年 8 月搶下印尼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速鐵路(簡
稱雅萬高鐵)建設許可證，將與印尼的相關國企聯合建設雅萬高鐵，以
及未來從雲南昆明至新加坡的高鐵路段(簡稱昆新高鐵)，其涉及中國大
陸至寮國、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跨國的高鐵路段競標，中
國大陸亦全有參與之，其中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鐵路段，預計也將由
中國大陸所搶下，亦是東協國家中第一個跨國境的高鐵項目，極具象
徵意義。
事實上，中國大陸向外輸出的高鐵計畫並不僅有代表該領域或是
單一行業的輸出，而是該領域涉及的上、下游數十個關聯產業共同輸
出，其中也包括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在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業別，
恰能獲得妥適地消化，加速達成十三五規劃中「去產能」的政策目標。
然而，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的投資可能不僅只在基礎建設方面上有所
著力而已，其他行業包括半導體、化工、紡織等業別之佈局趨勢是否還
有隱含其他的戰略思維，或是否會影響臺灣目前積極推動的「新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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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協國家的佈局政策，實則臺灣未來值得關注的課題之一。
B. 研究內容與方法
誠如前述的議題背景論述，本研究希望可藉由中國大陸官方文獻
或相關統計資料之蒐整，從中彙整目前中國大陸對東協投資的主要國
家或是其各國間的重點投資項目，以及目前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間的
相關經貿協議或政策，以掌握中國大陸未來對東協國家的佈局趨勢。
其次，為了可以瞭解東協國家近年與中國大陸在經貿往來密切的
情形下，東協各國對此的看法或相關回應，因此希望可從國內外相關
的文獻進行蒐整，以瞭解目前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雙方互動的可能情
況，此或可作為兩岸互動的參考依據。
再其次，本研究嘗試從東協國家中，篩選出中國大陸主要投資的
重點東協國家，藉由該國的貿易磁帶資料分析，找出中國大陸主要的
出口項目資料，並搭配中國大陸對東協投資之相關資料，輔以判讀該
出口項目或該產業陸企於當地的產業活動型態。
最後，為了可具體瞭解兩岸在東協國家可能的競合態勢，本研究
嘗試藉由貿易磁帶資料進行兩岸在東協國家的進口市場之市占率分析，
以及建立相關的量化統計指標，以嘗試從不同的分析層面捕捉兩岸產
業或產品在東協市場的可能競合關係，並綜合上述各部分的分析結果，
提出臺灣出口商品或是台商至東協國家之相關政策建議，亦期能提供
局內在「新南向」政策方面有一參考的依據。
C.

預期效益

本案依據前述的初步研究規劃，將預期效益歸納為以下四個部分。
(a)掌握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之佈局趨勢；(b)掌握中國大陸在東協
國家佈局的各產業活動型態；(c)找出在中國大陸積極佈局東協國家之
趨勢下，臺灣出口或台商至東協國家的優勢項目或產業；(d)研擬臺灣
產業對東協佈局或相關因應的對策方向。
隨著各國間的關稅壁壘下降而逐漸走向貿易全球化後，擴大了各
國產業間的專業分工網絡，同時也讓兩岸間的產業分工開始擴散至其
他國家，尤其近年快速崛起的東南亞新興國家，包括越南、泰國、印尼
及馬來西亞等，其市場潛力、關稅或勞工成本優勢皆為吸引兩岸或是
其他國家爭相投資的首選。此外，中國大陸在新能源、中國製造 2025、
物聯網+等政策規劃下，積極推動與先進製造國家的工業發展連結，包
括德國、美國等，以投資或購併的方式在海外進行相關佈局，而臺灣在
36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打造「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的政策施行下，未來在美、歐等先進
國家之經貿往來亦將會日益密切，顯示兩岸政府未來的政策方向皆與
先進國家的產業連結有關。總的來說，過去兩岸產業分工的相關研究
著重在兩岸產業價值鏈的建立，在貿易全球化、專業分工的引導下，如
今兩岸政府的產業政策重心皆逐漸轉往至兩岸以外的其他區域時，兩
岸對東南亞國家或是對歐、美國家的產業分工現況與趨勢，殊為目前
臺灣值得觀測的經濟面向之一。
另一方面，美國未來的新領導人川普，將會繼續加強製造業回流
及提高關稅壁壘的政策，尤其對美國貿易長期出超的中國大陸可能會
有比以往有強力的箝制效果，面對中、美貿易關係的丕變，臺灣對中、
美間的產業貿易亦值得觀察。此外，
「新南向政策」是目前臺灣政府積
極推行與海外國家產業連結之政策方向之一，是否會與中國大陸政府
正在進行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政策間接影響兩岸對東南亞國家
的投資或產業之布局決策，而加速兩岸產業分工模式的轉變，或是落
入零和競爭的關係亦值得關切。當兩岸同時尋求在東協、南亞、澳紐等
海外市場的外貿經略與投資布局時，我國應如何積極尋求上述地區的
經貿拓展之外，並避免與中國大陸產生零和競爭，甚至可以創造雙贏，
可能是新南向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因此，在探討目前兩岸對其
他區域國家產業分工的現況之外，亦須關注兩岸在南向國家的相關佈
局政策，以監測未來兩岸對東南亞國家的產業分工的趨勢變化。
D. 研究內容與方法
在研究的分析方法方面，首先會藉由量化的數據、或建置相關統
計指標來分析國際經貿局勢改變兩岸產業之分工趨勢，例如美國、越
南、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家，並蒐集相關的質性資料來輔以說
明，從中分析影響臺灣產業的趨勢或變化之因素，其包括各國自行建
立產品標準、設定關鍵零件之自給率等，皆有可能成為區域間分工轉
變、進口替代的關鍵因素。此外，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合作夥伴協議
(TPP)在川普政府力築貿易壁壘而可能破局的情況下，未來臺灣與其他
相關的區域貿易協定發展，將如何會影響兩岸在海外的佈局決策，亦
值得關注。
再者，為了可以更精準的掌握兩岸與其他區域產業間的關聯程度，
將藉由過去建置兩岸產業關聯模型，以及曾在 2012 年、2016 年參考日
本 IDE-JESTRO 編製多國產業關聯表的方法，建置「日、中、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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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臺」三國產業關聯模型等相關經驗，重新編撰並建置兩岸與
第三地國家之產業關聯模型。另外，編製多國產業關聯表的來源，預計
先以 OECD 最新公布的投入產出表作為編製基礎，並配合相關貿易磁
帶資料，以日本 IDE-JESTRO 編製架構重編。
藉由本研究建立的多國產業關聯模型，可用來評估在兩岸產業對
東南亞或歐美國家分工之趨勢改變下，對臺灣產業的經濟影響與其他
產業的波及效果，或是針對特定經濟事件進行相關的影響分析。
最後，本研究預計舉辦一場專家座談會，邀請相關研究之專家學
者與相關廠商，整合模型分析結果以及業者與學者專家的意見彙整，
並根據國內外文獻之比較分析，強化質性說明不足的部分，提出本研
究結論與建議。
E. 預期效益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內容的初步規劃下，將預期的效益歸納如下：
(a) 建立跨國性的多國經貿評估分析模型：重新建置兩岸與第三
地國家經貿評估分析模型，除了能更加真實呈現兩岸與第三
地國家產業價值鏈的分工狀況，亦有利於後續的個別政策來
進行效益模擬分析，以及經濟效益評估。
(b) 國際經貿局勢改變下對兩岸產業之影響模擬分析：捕捉並分
析兩岸在第三地區域貿易分工改變對臺灣產業影響的趨勢，
評估該趨勢下的產業波及效果，對臺灣產業的影響程度，有
助於瞭解當兩岸在第三地國家貿易分工發生改變，或發生其
他外在衝擊時，對兩岸產業的影響程度。
(c) 國際經貿局勢改變下兩岸產業對外的投資機會：藉由完整的
多國經貿評估模型，將兩岸在第三地國家貿易分工改變之趨
勢進行模擬分析後，找到影響臺灣產業較大的業別，並提出
預警；或藉由經貿或相關的投資效益模擬分析，找出其他國
家可能需要的互補產業，以擴大臺灣產業的利基或永續發展。
(d) 研擬臺灣產業因應的對策方向或與中國大陸合作的機會：藉
由中國大陸發展特定產業政策的量化模擬分析結果，找出臺
灣產業因應的對策，作為未來政策調整或強化的實證依據。
(4) 特殊性議題研究-中國大陸引進來、走出去政策相關議題研究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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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內容與方法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大陸是一個資本稀缺而勞動過剩的國家，因由
於資本的缺乏，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最主要的目的即是希望透過經
濟體制改革與開放，擴大與國際之間的交往，利用貿易與吸引國際資
金投資，以緩解資金不足、提升生產技術與管理水準，以促進中國大陸
的經濟發展。1990 年代初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大量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開始進入中國大陸，根據聯合國 2016
年的《世界投資報告》
，美國是吸引全球 FDI 金額第一名，而中國大陸
則位居第三名，共吸引 1,360 億美元，香港則是第二名，共計 1,750 億
美元，此表示中國大陸持續吸引海外直接投資的政策依然有效，亦顯
示中國大陸至今仍是世界各國海外直接投資佈局的主要選擇之一。
一般而言，在開放初期，外資投資中國大陸主要是在於其廉價的
生產資源（尤其是勞動力），除了廉價生產資源外，根據相關之研究，
外資投資中國大陸的主要原因尚有相對匯率、雙邊貿易大小、政治穩
定性等。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生產技術與科技發展的提升，外資
投資中國大陸已逐漸由取得廉價生產資源轉向取得其國內廣大的市場。
跨國企業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除了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外，亦可以取得
中國大陸市場，成為其全球佈局中的一環。而根據過去之研究結果，中
國大陸市場規模與外人直接投資規模大多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顯示在
中國大陸投資的外商普遍都認為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是其投資佈局的
重要考量因素。
外資由於文化背景、交易習慣與消費形態等均與中國大陸有所差
異，如何適應、接受該差異，並利用本身的競爭優勢，以利在中國大陸
經營與拓展業務，並將其納入全球佈局中的重要一環，是本研究希望
瞭解的重點。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研究在中國大陸成功經營的
外商其行銷策略之擬定、行銷管道之佈局等，可以提供我國在中國大
陸投資的廠商參考，亦可提供我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的考量。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對於世界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力已毋庸置疑，
而十三五期間，中國大陸仍持續透過對外經貿及發展政策，在國家發
展的自身需求的基礎上，主動並務實地擴展對外關係，強化自身在全
球經濟的地位。
若從產業觀點出發，則中國大陸十三五期間透過對外發展政策的
39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運用，並結合陸企「走出去」能量，企圖爭取中國大陸在全球產業生態
系之主導權。特別是中國大陸雖然位居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國，然而其
生產之產品大多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此外，重要產業之關鍵零
組件、關鍵技術受制於其他國際廠商的情況，是中國大陸在十三五期
間亟欲扭轉的現象。近期中國大陸不斷針對海外高科技產業進行併購
投資，包括 2014 年長電科技收購星科金朋、2015 年通富微電收購
AMD 旗下子公司，甚至是 2016 年美的收購德國機器人製造商 KUKA，
凸顯中國大陸正透過對外併購的「走出去」戰略影響中國大陸產業發
展及其在全球產業生態鏈之地位。
由於兩岸經貿往來密切，兩岸產業競合關係亦與中國大陸在全球
產業生態地位之變化密切相關。因此，本計畫將由政策面及企業面出
發，針對中國大陸陸企海外併購議題進行研析，期能對此議題深入了
解，並提出政策建議供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B. 研究內容與方法
(a) 文獻回顧：由報導、專家評論、統計資料與相關研究文獻所
構成。有鑒於許多預定分析的政策都將持續調整更新，研究
團隊除了整理既有政策內容與影響評論之外，並將隨時追蹤
中國大陸近期主要會議 (例如，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
務院常務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 、文件中各項改革的
新政策方向、隨時發布之新措施、相關產業與金融創新政策
發布等。研究所參考的文獻來源包括但不限於：國內外中英
文期刊、書籍、國內相關學位論文、政府公報與政策文件、
報章雜誌、資料庫統計數據、網路資料等。
(b) 參與相關的研討會/論壇：本研究參與人員將適時參加與本研
究議題相關之研討會/論壇。透過參與相關活動，力求緊密掌
握兩岸、各國官方、產業界與學術界對中國大陸相關政策作
法的看法與評論，以豐富本研究的素材與完備即時資訊的追
蹤。
(c) 舉辦座談會並進行專家訪談：對於企業界之衝擊影響可能必
須透過座談或訪談的方式來取得第一手的訊息，本研究亦會
視議題內容，邀請產、官、學、研等專家進行訪談或座談會，
以補充前述自行研究與參加外界研討會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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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綜合歸納：將綜合次級資料分析、參與研討會以及第一手蒐
集訊息等之成果，綜合分析中國大陸相關政策對我國產業與
經濟發展之影響，並配合我國當前重要兩岸與經貿政策新內
容，提出相關之政策建議。
(e) 本研究以質性的分析為主，輔以統計數據的分析。然而，在
分析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中國大陸官方資訊不透明及統計
資料不足之限制。
C. 預期效益
本研究預計將提出研究報告，重點是討論中國大陸外資佈局與海
外併購之發展與趨勢，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整體之影響，與其對臺
灣經濟與產業之衝擊，並提出相關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2. 兩岸工業競合關鍵議題、公協會研析兩岸產業合作需求
(1) 研究背景
展望未來全球產業升級浪潮下，兩岸產業所面對的合作格局上也
將隨之變化，將伴隨著產業結構轉變、技術與產品創新、新型態消費模
式及貿易內涵的提升，兩岸產業行之有年的競合模式將出現不同於以
往的挑戰。以下分三方面說明之：
第一，亞洲已逐漸成為全世界首要區域市場之一，而中國大陸又
是亞洲最大、且最具成長潛力的市場。龐大的市場爆發力吸引美日歐
等跨國企業持續深化在中國大陸之布局。加上中國大陸積極透過獎勵
補助與公共工程等政策，建立某些特定產業早期市場，已使中國大陸
成為對於全球產業跨國企業趨之若鶩的重要競爭場域。
第二，兩岸產業發展仍存在關鍵資源流動與競爭的議題。以高階
人才來說，產業發展所累積出來的關鍵人才較為有限，不易尋得。大陸
為加快產業發展速度，部分產業出現向臺灣挖角的現象，已引起臺灣
產業與人民的廣泛關注。在兩岸產業之間、在兩岸廠商之間，高階人力
等資源的競爭在所難免，政府無權管轄人才如何選擇工作機會。可預
見未來大陸產業對我關鍵資源的磁吸效應將隨著大陸產業發展而提高。
人才往更有機會、更好條件的區域移動，在產業生態中，是很自然的，
對於兩岸產業而言，宜把關鍵資源的流動視為警訊，關鍵資源流動的
速度與規模增加，都顯示臺灣對大陸產業的競爭優勢已快速縮減中。
第三，隨著兩岸政治局勢進入新階段，兩岸官方協商與談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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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中止，官方在兩岸產業合作的參與空間受到明顯限制。而兩岸廠
商的合作意願與需求，一方面取決於臺灣本身的比較利益，另一方面
也受本身發展條件與發展企圖所影響，較易落入單方面的招商引資，
難以展開覆蓋全產業鏈的產業合作推動工作。
基於上述來自比較利益變化、資源競逐與政治因素干擾等三方面
挑戰，可知未來兩岸產業合作將面臨更大困難。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之說明，本研究針對中國大陸產業政策
重點內容、兩岸產業競合態勢、關鍵領域(如智慧製造或綠色製造等)兩
岸廠商對接可能性與合作需求、兩岸產業合作之瓶頸/困難與可能解決
方案等課題，選定特定議題，從國內與對岸蒐集初級與次級資料。在次
級資料蒐集部分，以相關研究報告、官方與代表性智庫公布數據、具公
信力之媒體、期刊等資料為主。在初級資料蒐集部分，國內資訊以舉辦
座談會形式為主，與國內代表性公協會合作，舉辦產學研座談會，掌握
產業界對此關鍵議題之看法、期待與要求；國外資訊則以實地查訪為
主，赴中國大陸實際拜訪當地代表性廠商、智庫或事業單位，了解陸方
目前施政重點與廠商發展最新狀態。
另一方面，將依研究議題需要，本計畫研究團隊將聯合國內代表
性公協會與法人，組成專家組，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研究會議，針對蒐集
之資料，彼此交換意見，確保研究之成果符合產業界期待與需求。本計
畫也將透過此專家組的平台，將研究成果擴散給產業界，讓產業界能
即時得知兩岸產業合作的推動重點與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的最新動態。
(3) 預期效益
系統性蒐集我國產業界、公協會與對岸智庫對兩岸產業合作需求、
困難與期待等看法，彙整產業界反饋意見，研究成果可納入相關兩岸
產業合作交流平台之洽談議題，有利於解決我國產業在中國大陸布局
之困難，另一方面，透過本研究，可協助我國產業界對兩岸產業合作推
動的方向與需求形成共識，進而強化我國政府相關施政之民意基礎。
3. 兩岸動態觀測
(1) 研究背景
十三五規劃作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戰略布署的重要藍圖，相較十
42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二五規劃更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創新；其中，中國大陸經濟新常
態、調整產業結構、互聯網/高科技需求、節能環保重視及靈活貨幣政
策等，均為中國大陸十三五時期重要發展方向，加上中國大陸作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所產生的商機或衝擊，更值得我方關注。
再者，中國大陸運用市場優勢，順勢推動更高層級的國際合作；同
時建立雙創平台，連結更多創新企業及人才，這將帶給我國更多在兩
岸產業競合上的時效與壓力。因此，面對中國大陸產業環境暨政策變
化，如何提升政府與企業對於事件管理與未雨綢繆的應變能力，將是
非常重要的課題。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研究將針對兩岸政經情勢及產業競合之政策、經營、產業等各
個面向，定期有系統的監測中國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國台辦及各部
會的政策走向及影響要素，再透過專家會議篩選出當月之重大事件/議
題，再進行重大事件/議題之解析並評估對臺影響，藉以形成系統化之
政策與議題監控體系。
A.重要事件廣蒐
主要觀測來源以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商務部、國務院、中國
大陸政府網、聯合報系、中時報系、央視網、鳳凰網、人民網、中國大
陸新聞網、BBC、英國每日郵報等，進行當月之最新政策、發展趨勢及
重要事件蒐集彙整。
B.透過篩選機制挑出當月重大議題並進行專家討論
完成重要事件廣蒐後，透過定期篩選機制，挑出當月重大議題，即
挑出可能對臺灣產業發展有影響之重要議題，而後再透過專家會議（將
邀請中國大陸研究專家學者及智庫主要成員）覆審當期重要議題並進
行討論，並以該重大議題為基礎，探討對我國產業之影響範疇及程度。
C.重大議題影響評析及研擬因應策略
針對重大議題事先進行影響評析，再透過專家會議討論此重大議
題之評析內容，再研擬因應對策與政策建議。最後，進而將重大議題之
研析結果定期在工業局「兩岸產業競合總體規劃智庫平台會議」進行
簡報，以建立大陸產業政策分析之幕僚機制，並降低政府對兩岸產業
交流資訊之不對稱性，以減少誤判。
(3)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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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期針對中國大陸重點產業及兩岸政經情勢，定期有系統的
監測相關情勢發展。即定期篩選可能對臺灣產業發展有影響之政策議
題，邀請國內各智庫及大陸研究專家學者進行討論，建立兩岸產業競
合動態及政策分析之幕僚機制，以降低政府與企業對兩岸產業交流資
訊之不對稱性，進而健全兩岸交流決策方針，提升政策應變能力，強化
智庫整合與未雨綢繆，並提升我國產業鏈競爭力，以發揮我國在兩岸
產業發展之優勢與影響力。
4. 政策成果擴散座談會
(1) 研究背景
2016 年中國大陸啟動十三五規劃，十三五規劃是習李體制第一次
自主規劃長程政策方向，且規劃時間囊括至 2020 年，基於此，我方應
定期追蹤並即時解讀其產業發展趨勢，以研擬兩岸產業競合策略。
另一方面，隨著產業數位化、網路化、資訊化、自動化之程度持續
提升，形成以物聯網(IoT)、Big Data、雲端運算及行動網路技術為主軸
的重點關鍵產業，亦受到世界各國重視。
臺灣過去雖累積豐厚資通訊科技基礎，但面對中國大陸於近幾年
迅速崛起，科技水準大幅提升，於創新與智慧應用受到政策大力支持，
更加速了各領域之智慧化進程，使台商在爭取兩岸商機之門檻大幅提
高，突顯臺灣產業升級之迫切性。
鑒於上述，如何即時回應兩岸產業合作發展趨勢，協助政府建立
未雨綢繆的應變能力實為關鍵。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盤點與剖析兩岸產業競合重要議題，定期舉辦系列成果擴散座談
會，鎖定產學界為研究成果擴散之對象，協助業者瞭解全球動態及中
國大陸相關產業發展情況，進而掌握重點產業發展商機，帶動業者轉
型升級，提升臺灣競爭力。同時透過活動與業者進行交流，蒐集民間業
者意見以作為後續施政規劃之參考。
另外，從目前仍有維繫交流之管道，如「兩岸企業家峰會」
、
「兩岸
信息產業和技術標準論壇」及「雙城論壇」等，可看出，兩岸互動重心
已明顯由官方轉往民間，因此，上述重點交流平台已成為兩岸對話主
要管道，故期能藉由會議參與，從中觀察並分析兩岸產業交流重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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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成果，掌握兩岸政治、產業、標準之最新態勢。
(3) 預期效益
透過活動與業者進行交流，針對民間業者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
蒐集其意見，並提供可能解決方案，並將其資料彙整，提供政府相關單
位，作為後續施政規劃之參考。
參與民間兩岸交流之會議平台，記錄兩岸產業合作交流現況，同
時掌握會議重要資訊，將其成果彙整資料，提供主管單位掌握關鍵情
資，做為上位決策之參考與判斷。
5. 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項目與關鍵議題之探討
(1) 研究背景
目前中國大陸正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大批過剩產能無法消化、
人口結構未富先老與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等嚴峻的內政問題，短中期內，
習李的目光焦點仍擺放在解決國內問題。故如何利用國際新局勢解決
內政經貿困局，是中國大陸對外經貿關係的一大重點。從短期來說，中
國大陸期望透過加快實現亞洲區實現自由貿易，擴大對外出口規模，
以擴大出口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動能，減輕經濟下行引發國內經濟危機
之風險，中長期則希望透過一帶一路戰略布局，強化對歐亞非區域之
國際政經舞台話語權。
於此同時，美國川普新政府即將走馬上任，倘若川普如選前所言，
積極推動貿易主義，退出 TPP 並中止其他對外自由貿易談判，甚至主
動挑起與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貿易戰(如課徵高額關稅)，如此一來中國
大陸對美國的出口勢必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且中美之間的技術與資
本合作也將受到限制。但同時，中國大陸可趁勢取得亞洲區域自由貿
易新盟主之地位，擁有較大的籌碼爭取較佳的自由貿易條件。在此情
境下，對中國大陸產業的影響可謂為短空長多。換言之，面對國際新局
勢，中國大陸勢必對亞太國家拋出更多橄欖枝，積極尋求合作機會，在
美國川普政府減少對亞洲干預之際，占領更關鍵的地位。
然而，另一方面，我國政府期望透過深化我國與亞太區域其他國
家之經貿合作，減少我國產業界對中國大陸單一市場之倚賴。在我國
尋求亞太區域其他國家的合作與交流的同時，也將面對中國大陸延伸
到這些國家的政治與經貿影響力。這些影響力可能體現在中國大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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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新興國家的各項交流與合作上，包括：雙邊與多邊貿易、智庫交
流、科技專案合作、公協會對接、產業策略聯盟、中國大陸重點廠商赴
亞太新興國家投資與布局、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產業鏈分工等。
而這些影響力對我產業界而言，是阻力還是助力，需視該產業兩岸競
合現況與我國廠商競爭條件而定。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基於研究資源限制，本工作以蒐集次級資料為主，旨在掌握中國
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之現況與影響程度。故次級資料蒐集範疇以
中國大陸及亞太區域國家相關研究報告、官方與代表性智庫公布數據、
具公信力之媒體、期刊等資料為主。次級資料蒐集完成後，將進行系統
性彙整與分析，聚焦關鍵議題，探討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之
樣態與影響途徑。
(3) 預期效益
透過研析與情報收集，掌握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走出去、與亞
太重點國家合作等重點政策，了解中國大陸在亞太新興國家之影響層
級與範圍，協助我國政府在相關施政上充分考慮中國大陸干擾之變數，
以提高相關施政之效益。
6. 兩岸跨域議題研究交流平台
(1) 研究背景
鑑於兩岸研究議題涵蓋層面複雜而廣泛，舉凡國家安全、國際關
係、社會文化、經貿產業等，均環環相扣，彼此牽動。故為強化本委託
計畫的跨領域研究能量，與政策影響效益，在研究策略上應有所創新
作為。本計畫擬透過議題研究平台之建置，依政策議題所涉領域，廣泛
邀請大專院校學者以及相關專家參與智庫研究，透過共同學習與廣泛
討論，活化及帶動智庫成長能量，長期有益於智庫人才養成，且有助於
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廣納學界與各方意見。
故本計畫目的在於擷選當前兩岸關鍵研究議題，建置「跨領域議
題研究平台」
。考量兩岸議題所涉層面既深且廣，絕非單純由經濟角度
所能因應，故有必要拓展研究層面，透過邀集大專院校學者共同參與：
納入政治、國家安全、國際關係；以及長期關注中國大陸政經發展之專
家，領域涵蓋文化、財金、乃至於產業研究者，透過本研究平台，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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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議題提出不同領域之研判分析觀點，彼此交流並促進共識。藉以
凝聚出跨領域的總體兩岸政策建議，提供施政參考。
(2)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計畫之執行方法，將由執行團隊依據時勢發展，規劃當年度具
時效性的兩岸關鍵議題。根據特定主題，主動邀請領域專家學者研析，
進而開放其他領域學者參與討論，並總結跨領域的觀點。執行策略上
近似於德爾菲法 1，透過充份運用不同領域的專家專業經驗和學識，經
由平台的交流和討論，對共同議題提出不同專業見解，再由執行團隊
將各領域意見予以融會加值，進而得出較為完整（comprehensive）的兩
岸產業經濟政策觀點與建議。 此種德爾菲法特別適合用於趨勢掌握與
前瞻預判，尤其透過不同領域專家間的意見交流，各促進跨領域間不
同觀點的認同與理解。
具體執行規劃方面，執行團隊主要負責規劃全年度平台運作，掌
握執行進度。工作內容包括擬定研究議題，邀請平台成員，規劃各成員
在平台中的承擔角色。本年度執行團隊嘗試組織 4 大領域專家學者研
究小組，安排至少 8 次議題討論工作坊(workshop)，並配合於期中、期
末提供二次綜合性分析報告，提供委託單位彙整後的跨領域政策分析
報告。運作流程規劃如下：
表 3、兩岸「跨領域專家議題研究平台」運作流程規劃
流程規劃
第1次

Kick-off meeting (全體出席) —執行團隊主持

第2次

各分項領域規劃分工/觀點分享(全體出席)

第3次

領域 1/ 領域 2 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第4次

領域 3/ 領域 4 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執行團隊彙整內容，配合期中審查

第5次

期中檢討會議 (全體出席)

第6次

領域 1/ 領域 2 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第7次

領域 3/ 領域 4 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第8次

期末總體報告 (全體出席)—執行團隊統合報告
執行團隊彙整內容，期末審查

1

該研究方法最初應用於科技領域，後來逐漸被應用於任何領域之預測，如軍事預測、人口預測、醫
療保健預測、經營和需求預測、教育預測等。亦常見用於進行評價、決策、管理溝通和規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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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判 2017 年，兩岸可能的情勢發展，本研究擬定的 4 項議題研析
領域，可能涵蓋美中臺新關係、亞太區域整合新局、中國大陸新執政人
事與政策、兩岸新興產業競合，以及陸企全球布局及其影響等面向。俟
與委託單位討論後，依重要性擇優進行編組與研析。
(3) 預期效益
兩岸政策於當前社會為高度爭議的議題，往往混雜多方產業利益、
黨派政治角力，乃至於意識型態與民粹爭論。有必要以證據為基礎
（evidence-based）
，務實的就兩岸產業生態轉變消長，以維護我國企業
彈性與適應性為重點，進而提升臺灣長期產業為宗旨。觀察現今國際
情勢發展瞬息萬變，黑天鵝事件頻傳，舉凡各種國際不確定性因素均
牽動兩岸關係，為因應兩岸情勢動態發展，有必要運用更具效率的研
究方法，彙集專家意見並快速提供政策建議。故本研究建置跨領域專
家平台，預期效益如下：
 隨趨勢發展，公共政策的形成愈來愈需要跨領域意見的融入，尤其
兩岸研究議題涵蓋層面複雜而廣泛，舉凡國家安全、國際關係、社
會文化、經貿產業，均是高度敏感且各影響層面環環相扣。若能更
廣泛納入跨領域專家意見，則可使決策面考量機制更加完善。
 建置跨領域專家平台亦具有中央政策的外溢效應，透過平台讓更多
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參與，有助於其理解政府決策及政策內涵，透
過研究轉化成政策建議之餘，亦能促成學者對政府政策的認同與支
持。
 本計畫透過跨領域專家研究平台之建置，作法上係以智庫為平台，
向外聯結至大專院校各領域專精學者共同參與政策研究，在提升政
策研究品質的同時，亦有效活化智庫能量，長期有益於智庫人才的
7 成，形成對政策與學界及智庫之間的正向良性循環。
本計畫擬透過跨領域專家對兩岸產業競合格局的前瞻意見彙整，
期能預判未來 5-10 年的重要產業與經濟、政治與社會等層面影響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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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際執行方法
(1) 查核點達成情形
分項一：總體產業合作策略推動與研析
查
核
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1

完成協助辦理個別亞
太地區高峰論壇 1 場
106/06/30
次；協助舉辦廠商座
談會 2 場次

5

完成協助辦理個別亞
太地區高峰論壇 3 場
106/12/31
次；協助舉辦廠商座
談會 6 場次

2

完成 107 年度亞太地
106/09/30 區高峰會論壇提案書
彙整

4

完成 107 年度亞太地
106/12/31 區高峰會論壇規劃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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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已推動 5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於 3/30 假高雄漢來飯店舉辦「臺灣印
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7/27 假泰國曼谷
雅典娜廣場艾美皇家飯店 2F 舉辦「臺灣
泰國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9/28 假菲律賓
馬尼拉半島酒店辦理「臺菲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10/12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臺
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10/25 臺中長
榮桂冠酒店「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
12/7 辦理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已積
極展開籌備工作。已針對各場次論壇，分
別於 3/15、4/17、4/19、4/20、5/23、6/5
完成召開廠商座談會。分別收集廠商對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的建議意見、經驗的
交流，凝聚共識，以作為辦理論壇之參考
依據。
針對 107 年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已規
劃各國產業論壇之作業時程表，並於
7/18 工作會議中向相關單位提出。經召
開會議討論，決議：107 年度亞太產業鏈
結高峰論壇延續今(106)年度 6 國共印
尼、泰國、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及
越南，並新增缅甸一國，以單一產業為
主進行交流。本案將於會議討論後，送
交經濟部核定。此外，已於 12/11-16 辦
理泰緬產業考察活動，主要拜會泰國對
接機制及 2018 年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相關活動的總體規劃方向及想法。另
拜會緬甸工業相關部門，洽談 2018 年臺
緬雙方針對產業合作，舉辦小型產業鏈
結研討會的可行性。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查
核
點

日期

3

106/09/30

8

106/12/31

6

106/12/31

7

106/12/31

9

106/12/31

10 106/12/31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完成召開工作會議 1 (1) 於 4/12 召開局長級東南亞國家研商
會議，針對區域國家產業相關業務之
場次
專案執行進度狀況進行報告。
完成召開工作會議累 (2) 於 7/18 召開工作會議，針對下半年
工作重點及「2017 年產業鏈結高峰論
計 2 場次
壇」規劃情形、成果進行報告。
配合亞太產業合作高峰論壇「印尼」
、
「泰
完成兩岸亞太地區高
國」
、
「菲律賓」
、
「印度」
、
「馬來西亞」及
峰會論壇成果彙編 1
「越南」等國，彙整各國會議資料、成
式
果、活動照片及成果效益，並進行編纂。
本項工作項目透過官方互動、產業合作
方式，加強與亞太/區域產業鏈結，分別
於 5/8-12、7/24-27、8/6-11 辦理印度、菲
律賓、越南產業交流活動、拜會相關主管
辦理亞太地區產業交
部會、產業公協會及智庫洽談共同推動
流活動 2 場次
雙邊產業合作，並說明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之相關規劃。藉由高層互訪機制，推動
產業合作交流，拓展雙邊或多邊合作商
機。
「2017
於 12/22 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辦
法人公協會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經驗
交流研討會」
，由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徐
基生主任擔任會議主席，邀請工業局長
官做貴賓致詞，並進行「亞太產業鏈結論
壇實務經驗分享」
，邀請籌辦 6 國論壇的
舉辦法人公協會亞太 法人代表分享籌辦經驗及心得，另外，也
地區高峰論壇實務經 邀請臺北清真寺馬孝祺前教長做「認識
驗交流分享研討會 1 伊斯蘭文化及清真認證」專題演講。本次
研討會邀請本年度負責籌辦印尼、泰國、
場
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及越南等 6 國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指導單位、主辦單
位、工總、各分論壇承辦單位及智庫之相
關人員，進行資訊交流、經驗分享，以達
到亞太產業鏈結相關知識累積、擴散及
傳承。
完成建置業務關鍵網 因應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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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絡一式

11 106/12/31

完成其他政策性議題
交辦事宜

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
12 106/12/31 業交流策略分析與論
述報告 1 式
完成產業界東南亞投
資布局意見調查一份
完成召開「亞太產業
14 106/12/31 合作推動委員會」委
員會議至少 2 場次
13 106/12/31

完成召開高層會議策
15 106/12/31 略規劃會議至少召開
3 場次

參訪亞太重點國家，
安排全國性產業團體
16 106/12/31
互訪活動，每年只少 3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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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越南等 6 國的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皆已舉辦，其中新增如印尼經濟統籌部、
工業部、投資部等；泰國工業部、投資委
員會、科技部、能源部、商業部、數位經
濟部、總理府等；菲律賓貿工部、科技部、
資通訊部等；馬來西亞貿工部、科技部
等；印度科技部及越南工商部、科技部等
部委單位之組織架構及高層首長等人員
及各國重要廠商建置共計 353 位資訊
完成臨時性政策性議題交辦事項計有 7
則，使亞太產業交流合作推動更順暢。
聚焦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瞄定的國家
與產業為主要範疇，就「印尼」
、
「泰國」
高峰論壇的舉辦成果基礎進行探討，延
伸建立雙邊產業交流策略與模式之初
探。進一步深度研擬我國前進東南亞之
合作策略。
已於 6 月完成報告，並於 8 月完成分析
報告，並函送經濟部與相關單位參考。
已於本年 3/8、9/1 舉辦亞太產業合作推
動委員會。
已於本年 3/15(臺印尼 )、 6/5(臺泰 )、
6/29(臺菲)、8/2(臺馬)、8/18(臺印度)及
9/11(臺越)完成舉辦 6 場高層策略規劃會
議，並研擬相關議題於高層會議中進行
交流討論。。
(1) 3/30 接待印尼商工會。
(2) 4/24 至 4/28 前往泰國曼谷拜訪泰國
工業總會(FTI)。
(3) 5/8 至 5/12 前往印度新德里拜會印
度工業聯合會(CII)。
(4) 6/13 接待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
( FMM)。
(5) 6/20 接待菲律賓貿工部。
(6) 7/24 至 7/26 籌組菲律賓機動考察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查
核
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團，拜會駐菲律賓大使及代表處、菲
律賓商工總會、菲律賓貿工部、蘇比
克灣管理局、菲律賓經濟特區管理
局等。
(7) 7/17 接待越南商工總會武進祿主席
及一行來訪，討論共同舉辦 「臺越
南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事宜。
(8) 8/6 至 8/11 越南分組召集人詹正田
率團，前往越南拜會越南商工總會
(VCCI)，確定高峰論壇會議及相關
活動型式、以及產業合作交流重點。
(9) 8/30 至 9/2 赴印度分別拜 訪印度商
工聯合會（FICCI）以及印度工業聯
合會(CII)等工商團體。
(10) 9/27 許理事長率團赴馬尼拉，並與
菲 律 賓 商 工 總 會 代 表 們 (PCCI) 餐
敘，雙方並於 9/28 共同舉辦「臺菲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1) 10/11 許勝雄理事長親自接待印度
工商總會(FICCI)，雙方並於 10/12
共同舉辦「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
(12) 10/24 工總林明儒副理事長接待馬
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林偉才會長，
雙方並於 10/25 共同舉辦「臺馬產
業鏈結高峰論壇」。
已於 5 月與 11 月舉辦第一次與第二次
完成兩岸及亞太地區 兩岸產業政策智庫平台會議，針對中國
17 106/12/31 相關資料彙整成果彙 大陸產業動態進行跨智庫、跨單位討
論。並持續依政策需求，提供兩岸與亞
編1式
太地區相關資料，12 月完成成果彙編。
(1) 已完成 31 家個案廠商於新南向國
家經營之成功案例之撰寫，並於
完成兩岸及亞太地區
12/15 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新
18 106/12/31 聚焦關鍵議題研究報
書發表暨研討會。
告(簡報)2 份
(2) 已完成新南向整體效益和個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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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完成其他國家與新型
商業模式議題研究報
19 106/12/31
告2份

50 家效益評估指標。
(1) 完成臺灣智慧化需求之盤點與方向
之研析分析報告 1 份，內容涵蓋全
球主要城市智慧化需求案例、我國
城市智慧化應用現況、我國單一城
市智慧化需求未來發展，並綜整出
我國智慧化需求結論及建議。
(2) 完成機械產業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
場之商業模式研析報告 1 份，內容
包含機械設備於印尼市場發展概況
之基礎資料，以綜整出機械產業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之商業模式
建議。

分項二：亞太新興市場產業合作議題研析
查
核
點
1

2017/6/30

2

2017/6/30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完成與至少 3 個印
尼政策及產業智庫
建立交流管道

本年度規劃將與 7 個印尼重要智庫與大
學建立交流合作管道：
(1) 已於 2/20-2/24 期間拜訪印尼國家
科學研究院、印尼工業部部長資深
顧問 Dr. Ngakan Timur Antara、印尼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瞭解印尼產
業發展現況與政策趨勢，並於 3/30
與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中
心完成簽署合作意向書。
(2) 於 9 月邀請印尼建國大學副校長
Dr. Idris 來 臺 ， 11/24 拜 訪 泗 水
Ciputra 大學和泗水大學，探討臺印
尼雙邊產業合作議題。
(3) 於 12/21 邀請印尼安達拉斯大學學
者 Dr. Rika 及印尼食品協會會長
Mr. Adhi Lukman 共同來臺舉辦印
尼食品生計座談會，針對臺印尼產
業機會和合作契機展開交流。。
完成與至少 3 個印度 已於 5 月初前往印度拜訪 4 家智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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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點

日期

3

2017/6/30

4

2017/09/30

5

2017/09/30

6

2017/09/30

7

2017/12/30

8

2017/12/30

9

2017/12/30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產學研相關領域建立 別為 ICRIER、CSIR、IIT、JNU，8 月前
交流管道
往印度拜訪 2 家智庫，分別為 CEEW、
NSEFI，並建立交流連繫管道。
完成至少 3 個馬國政 於 4/24-4/28 出訪馬來西亞期間，與當地
策及產業智庫建立交 智庫 IDEAS、CREATE 及拉曼大學取得
並建立交流管道。
流管道
舉辦臺印(尼)產業合 已於 9/21 舉辦「運用新南向國家人才創
作座談會 1 場次
造產業商機專家座談會」
，邀集產官學研
專家探討如何建構更完整的機制或合作
方式，協助臺灣產業運用新南向國家之
人力資源。
舉辦臺印(度)產業合 於 6/26 及 9/21 分別舉辦臺印度臺印產
作座談會 1 場次
業鏈結與合作契機座談會，並邀集 19 位
業者專家探討臺印度產業合作機會與方
向。
舉辦臺馬產業合作座 已按規劃在 9/22 在高雄與中山大學合辦
談會 1 場次
並邀請拉曼大學專家與臺灣學研專家和
產業代表共同參加臺馬產業合作座談
會。
完成與印尼智庫交流 與 7 個印尼重要智庫與大學建立交流合
網絡之執行說明報告 作管道，並完成執行說明報告 1 份。
1份
臺印(尼)產業合作推 (1) 完成「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建
動研究報告(簡報)1
議產業合作領域(印尼)」報告，主要
針對印尼目前國情概況、未來五年
份
國家重要發展規劃以及產業發展現
狀，進行次級資料收集與主題研析。
(2) 完成印尼人力分析調查：針對印尼
前 100 大的大專院校之畢業生人數、
學校科系別、就業產業別、職能、薪
資等狀況做一蒐集調查，同時標示
調查之大專院校附近主要工業區，
以利臺灣廠商識別。
完成與印度智庫交流 完成印度 6 家智庫進行交流，並針對未
網絡之執行說明報告 來合作可能性或臺印(度)可能合作議題
1份
與方向進行交流與討論，並完成執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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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點
10

11

12

13

14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2017/12/30 臺印(度)產業合作推
動研究報告(簡報)1
份
2017/12/30 印度與外企合作 FDI
(含台商)的政策解析
報告 1 份
2017/12/30 完成與馬國智庫交流
網絡之執行說明報告
1份
2017/12/30 臺馬產業合作推動研
究報告(簡報)1 份
2017/12/30 完成研究分析報告 1
份

明報告 1 份。
針對印度最新政策、經濟發展現況、產
業發展趨勢、產業合作機會進行探討與
研究，並完成研究簡報報告 1 份。
完成印度就外資准入的程序性及實體權
利義務方面的研究。台商得因而強化全
開放、全禁止及外資限制的 20 餘產業政
令資訊的掌握握度；完成報告一份。
已針對我國與馬國智庫交流網絡之執行
進度進行整理記錄，並完成智庫交流活
動說明報告簡報一份。
已針對臺馬產業合作推動研究報告(簡
報)進行整理更新，並於期末完成簡報報
告一份。
已完成「產業群聚與工業連結分析」全
文，透過資料蒐集分析所挑選之亞太國
家的重點產業聚落與工業區連結狀況，
找出個別國家產業群聚與工業用地之優
勢條件，提供未來我國相關工業區開發
合作機會或產業布局的藍圖。

分項三：輿情觀測與文宣品
查
核
點

1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1) 輿情觀測簡訊：自 1/1 至 6/30 止，
共執行每日輿情觀測 181 次，並依
業主指示之重要性原則，製作輿情
通報簡訊 131 則。
議題研究剖析輿情觀 (2) 輿情觀測日報：自 1/1 至 3/31 止，
共製作 90 份輿情觀測日報。4/1 起，
2017/07/31 測訊息發送研究初步
強化每日與每週輿情簡訊通報，停
分析一份(資策會)
止日報重複發送。
(3) 輿情分析週報：計提交 25 份輿情分
析週報。
(4) 臨時交辦分析：計提交 2 份交辦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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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點

2

3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題輿情分析報告。
陸續完成主軸內文撰寫、潤校及美編作
業，截至 6 月底已召開 5 場政策組進
度會議討論，並定期召集編輯團隊成員
2017/11/30 完成文宣品至少 1 式
進行內部溝通與協調；相關產出進度一
律提交編輯委員會議供委員檢視討論
並依照會議決議做後續修正。
1. 輿情觀測簡訊：本年度執行每日輿情
觀測共 319 次，並依業主指示之重要
性原則，製作輿情通報簡訊 206 則。
2. 輿情觀測日報：自 1/1~3/31 止，共製
作 90 份輿情觀測日報。4/1 起強化每
議題研究剖析輿情觀
日與每週輿情簡訊通報，停止日報重
2017/12/31 測訊息發送研究成果
複發送。
報告一份
3. 輿情分析報告：本年度計提交 45 份
輿情分析報告(每週一次)。
4. 臨時交辦分析：本年度計提交 2 份交
辦議題輿情分析報告。

分項四：兩岸產業合作交流活動與研究議題
查
核
點
1

2

日期

2017/06/30

2017/07/31

3

2017/07/31

4

2017/07/31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辦理兩岸工業發展
合作之推進小組工
作會議至少 1 場次
完成兩岸產業合作
研究議題初步分析 5
份
完成「兩岸動態觀
測」專家討論會至
少2場
完成「政策成果擴
散」座談會至少 2
場

已於 5/25 赴中國大陸北京，召開第一次
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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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初步分析，並分別於 7/5 與 7/12
進行期中審查。
延續中國大陸政策觀測平台研究方法
及架構，並截至6月底已召開5場專家會
議討論，執行中國大陸政策觀測。
截至 6 月底已完成以下成果：
1. 與中華談判管理學會合作，分別於
3/4、3/18、5/13 舉辦三場活動，針對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查
核
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5

完成兩岸跨領域議
2017/07/31 題 研 究 交 流 平 台 執
行期中報告 1 份

6

完成兩岸產業合作
2017/12/30 研究議題期末報告 5
份

7

完成兩岸工業競合
2017/12/30 關鍵議題期末報告 1
份

8

完成「兩岸動態觀
2017/12/30 測」專家討論會累計
至少 4 場

9

完成「政策成果擴
2017/12/30 散」座談會累計至少
4場

完成兩岸跨領域議
10 2017/12/30 題 研 究 交 流 平 台 執
行報告 1 份

11 2017/12/30

辦理廠商及公協會
座談會累計 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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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智慧產業應用及發展趨勢對臺
企業之影響進行探討。
2. 與政治大學合作，於 4/9 辦理研討會，
針對中共「十九大」菁英甄補對兩岸
政經情勢之影響與因應進行討論。
分別於高雄、臺北舉辦兩場次座談會，
已完成期中報告，並於 7/12 進行期中審
查。
已完成共享經濟、智慧化、陸企東協布
局、外資布局與陸企走出去等五項關鍵
研究議題期末研究報告，研究發現與政
策建言請參見各研究議題期末報告。
分別針對智慧製造與綠色製造進行深
入研析。完成期末研究報告，研究發現
與政策建言請參見期末研究報告。
持續關注中國大陸重點產業及兩岸政
經情勢，定期有系統的監測相關情勢發
展，並於每月邀集相關智庫學者專家進
行討論，截至 12 月前已完成 10 場專家
討論會。
下半年度重點置於臺北、臺南、高雄等
地進行成果擴散，累計共計 10 場，透
過舉辦系列研討會及參與兩岸重要會
議，從中觀察、分析兩岸產業交流重點，
掌握兩岸政治、產業、標準之最新態勢，
探討對臺灣之影響，並提出相關因應對
策與建議。
針對中國大陸對外經貿、中美關係、中
日關係、中歐關係、國企改革、管制政
策等構面，辦理平台專家討論會議，進
行各領域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發揮知
識交流與擴散之成效，12 月完成兩岸跨
領域議題研究交流平台執行報告。
於第三季舉辦 2 場次廠商及公協會座談
會，蒐集臺灣廠商與公協會對兩岸智慧
製造與綠色製造競合態勢與產業合作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查
核
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12 2017/12/30

完成兩岸動態觀測
評析報告 1 份

13 2017/12/30

辦理專家座談會累
計 2 場次

辦理兩岸工業發展
合作之推進小組工
14 2017/12/30
作會議累計至少 2 場
次

完成中國大陸與亞
太新興國家合作項
15 2017/12/30
目與關鍵議題之探
討報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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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等看法，作為兩岸工業競合關鍵議
題研究之參考。
透過每月舉辦之「兩岸動態觀測平台」
專家會議，定期篩選與觀測大陸重點政
策及產業動態發展，針對兩岸重要議題
提出評析，供經濟部長官參考。
於第三季舉辦 2 場次專家座談會，蒐集
臺灣廠商與公協會對兩岸智慧製造與
綠色製造競合態勢與產業合作需求等
看法，作為兩岸工業競合關鍵議題研究
之參考
分別於 5/12 與 9/26 兩度赴北京，與對
接單位中國大陸智庫就兩岸工業發展
合作之推進，進行協商，預計於 12/12
中國大陸智庫來臺調研，辦理第三次推
進小組工作會議。
完成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泰國、越南、
菲律賓、印尼、印度等重點六國經貿現
況分析；針對中國大陸與重點六國五通
聯通狀況，進行現況分析。包括政策溝
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與
民心相通等五個構面；完成中國大陸一
帶一路戰略中南半島合作案例分析。12
月完成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
項目與關鍵議題之探討報告(簡報)一
份。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2) 工作項目實際執行情形說明
分項一：總體產業合作策略推動與研析

計畫執行情形應與計畫書之
分項計畫及工作項目核對，
且應詳敘計畫之執行情形

A. 推動亞太區域進行產業鏈接
(a) 推動辦理亞太高峰會議
1. 規劃年度亞太產業合作之高峰論壇
針對 107 年度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已規劃各國產業
論壇之作業時程表，於 7/18 工作會議中向相關單位提出。於
10/6 討論會議中局長裁示亞太產業鏈結論壇，再請智庫研析，
配合主秘考察後，再決定是否增加新南向產業合作國家。於
10/16 討論會議，會議結論為仍延續 106 年與 6 國進行高峰論
壇，而新增產業交流國家以雙邊有需求的產業對接之小型產
業研討會或座談會方式進行，並由各國智庫研析該國產業合
作項目，由亞太辦進行高峰論壇整體規劃。本案於 12/29 召開
會議討論，並將 107 年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整體規劃送交經濟
部核定後執行。
此外，於 12/11-16 辦理泰緬產業考察活動，主要拜會泰
國洽談合作及對接機制及 2018 年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相關
活動的時間、地點、規模等總體規劃方向及想法。另拜會緬甸
工業相關部門，洽談 2018 年臺緬雙方可針對產業合作，舉辦
一小型產業鏈結研討會，其相關活動的時間、地點、規模等總
體規劃方向及想法。
2. 協助辦理亞太/區域高峰論壇及廠商座談會
本年度已推動與亞太各國(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馬
來西亞、越南)辦理 6 場次亞太/區域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臺印
尼(3/30)、臺泰(7/27)、臺菲(9/28)、臺印度(10/12)、臺馬(10/25)、
臺越(12/7)】
。此外，針對各場次論壇，分別於 3/15、4/17、4/19、
4/20、5/23、6/5 協助舉辦廠商座談會，除向廠商說明目前與
亞太區域國家產業合作及供應鏈整合之推動策略外，分別收
集廠商對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的建議意見、經驗的交流，凝聚共
識，以作為辦理論壇之參考依據。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與相關
主辦單位保持密切聯繫，以掌握最新的發展情形，並提供活動
辦理所必須注意及配合之處。分述如下：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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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舉辦，成立臺印尼工作
小組，於 1/10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其後每周一次針對高峰
論壇籌備事宜進行論，共召開 10 次工作小組會議。
 已協助工總於 3/15 假工總第一會議室召開臺印尼召集人
暨廠商座談會，蒐集業者意見，並於臺印尼之高層會議提
出。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3/30 假高雄漢來飯店舉辦，為
首次臺印尼以產業合作為主軸的論壇，此論壇 700 多位報
名，現場超過 500 位(印尼貴賓約 100 位)產、官、學、研
專家及業者共同參與。上午為主論壇，下午為「船舶產業」
、
「資通訊產業(含智慧城市)」、「食品生技產業」、「資源循
環產業」
、
「金屬製品產業」等五分論壇報告。此外，亦辦
理「臺印尼高層會議」
。臺灣方面與會貴賓有工業總會許勝
雄理事長、經濟部李世光部長、行政院鄧振中政務委員、
高雄市史哲副市長、工業局呂正華代理局長等；印尼與會
貴賓有印尼工業部經濟統籌部、投資協調委員會、經濟統
籌部、副總統辦公室代表、IETO 印尼駐臺大使等 6 位次
長級官方貴賓。本次高峰論壇簽署 6 件合作文件，並確定
兩國產業合作對接單位及窗口。
 泰國
 為利「2017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規劃籌辦，工業
局成立「臺泰工作小組」
，於 2/17、3/15、4/12、4/19、5/15、
6/7、6/26、7/11 召開 8 次工作會議，進行臺泰論壇規劃
籌備相關事宜，並與泰國工業部協商論壇規劃細節。
 協助工總於 6/5 由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泰國分組謝
其嘉召集人召開「臺泰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
，進行 2017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廠商座談會，邀請產業界約 30 餘
人與會，進行意見交流，並對論壇提出建言及議題建議。
 2017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7/27 假曼谷雅典娜廣場艾
美 皇 家 飯 店 (Plaza Athenee Bangkok, A Royal Meridien
Hotel)舉辦，是首場海外舉辦的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本次臺泰論壇報名超過 800 人，現場超過 600 人，我方
出席人員超過 150 人，論壇規劃 5 個分論壇，包含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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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紡織、IT Service、文創(設計、數位內容)及智慧機
械等產業。我方重要貴賓包括經濟部李世光部長、王美花
次長、工業局呂正華局長、中小企業處吳明機處長、能源
局林全能局長、 國貿局李冠志副局長、工總許勝雄理事
長、亞太產合推動委員會泰國分組謝其嘉召集人，中經院
吳中書院長、南僑集團李勘文副總裁等，泰方出席貴賓包
括泰國科技部、泰國工業部、泰國 BOI、泰國東部經濟走
廊委員會、泰國工總(FTI) Mr. Chen 主席、商業總會(TCC)
Mr.Sanan 副主席、泰國發展研究院(TDRI)Dr. Kirida 等。
本次高峰論壇共達成 5 個會議共識，並簽署 14 份合作
MOU，其中 7 份法人/公協會間之 MOU(包括：工總與 FTI、
中經院與 TDRI、紡織所與 THTI、台創中心與 TCDC、
資策會與 DCAT、機械公會與 FTI 及資策會與 FTI/ITI
Club)及 7 份企業間之 MOU。
 本次我方代表團參加泰國工業展開幕式，泰國總理府 Dr.
Somkid 副總理偕工業部長 Uttama 接見我代表團業者 70
餘位，進行個別會晤，熱烈歡迎我方到泰國舉辦 2017 臺
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外，也指示泰國投資委員會(BOI)全
力協助臺泰產業鏈結合作相關事宜。
 本次論壇也辦理臺泰官方高層閉門會議(第 3 屆臺泰產業
合作對話會議)。
 菲律賓
 因應「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辦理，已啟動臺菲工作小
組運作，分別 3/13、5/16、6/9 拜訪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
處、並於 4/14 與沈軾榮總經理(亞太產業合作委員會菲律
賓召集人)進行工作討論會議，探討台商動態及產業鏈結
的合作需求與機會。
 協助工總 6/29 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由菲律賓分組沈
軾榮召集人假工總第二會議室召開「臺菲高層會議策略
規劃會」
，進行 2017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廠商座談會，
邀請產業界與會，進行意見交流，並對 10/27 舉辦之臺菲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提出建言及議題建議。
61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2017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及高層會議於 9/28 假馬尼拉
半島酒店 1F 完成辦理，本論壇共吸引超過 300 位產業代
表參加，臺方出席超過 100 多人，菲方出席政府機構、公
協會及企業約 200 人。本論壇聚焦工業區開發、太陽光
電、機械產業、資訊電子創新應用等四大分論壇。而本次
論壇由經濟部楊偉甫次長率領本局楊志清副局長、全國
工業總會許勝雄理事長、駐菲律賓代表處林松煥大使、新
金寶集團沈軾榮執行長、菲律賓商蘇比克灣開發管理中
心歐晉德董事長及工業局王書龍簡任技正、蔡忠平科長、
張國樑科長、鄭先佑技正、吳強生技士、全國工業總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工研院、精密機械中心、金屬中心、亞
太產業鏈結辦公室、資策會、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上銀光電、工信工程、華邦電子、
中國信託、泰山氣體、泰金寶、上林特化、漢家運動休閒
服裝、北科物聯、資拓宏宇國際、智捷科技、世華開發、
SBDMC Inc.、亞太國際地產等單位及產業代表赴菲律賓
馬尼拉出席論壇；菲方重要官方出席代表包括貿工部、菲
律賓商工總會主席馬尼拉經貿文化辦事處代表 Angelito
Tan Banayo 等、菲律賓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 Gilberto M.
Llanto 等，及民間代表包括菲律賓商工總會會長 Barcelon、
菲律賓半導體協會會長 Dan Lachica、菲律賓軟體協會會
長 Jonathan de Luzuriaga 等。本次論壇臺菲雙方共計 300
餘人與會研討，本次論壇也為臺菲投保協定的洽談提供
一個良好的溝平台。本次活動係依論壇整體規劃，配合主
論壇、高層會議、分論壇的設計與菲律賓投資機會探討等
安排，分別進行了雙方關注的工業區開發、太陽光電系統、
機械及資通訊產業創新應用等四個分論壇的辦理、簽署
MOU、辦理了雙方次長級的高層會議建立交流機制及參
訪 Laguna Technopark Inc. 及 TERUMO Philippines
Corporation(TPC)…等，探索菲律賓市場商機，以謀求與
當地合作的機會，建立雙邊互信與緊密交流，共創互利雙
贏的發展榮景。論壇重要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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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建立雙邊產業鏈結對接機制與對接窗口：工業
局與菲國貿工部投資署擔任對接單位並指定窗口；並
規劃明年來臺(中南部)共辧壇。
• 完成 6 份 MOU 的簽署:包含工總和 PCCI、機械和 ICT
相關機關單位等，為後續技術、人才交流、供應鏈整
合、政策研究等多元形式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 完成二項 2 報告案:菲律賓貿工部次長 Dr. Ceferino
Rodolf 及中經院劉大年主任分說別明雙方目前推動
中的產業政策。
• 完成 4 項討論案:網路基礎建設臺菲合作建議、以臺灣
半導體及 ICT 能量促進臺菲兩國新創之發展、臺菲工
業區開發合作建議、菲律賓太陽光電電廠投資等。
 印度
 因應「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辦理，已啟動臺印度
工作小組運作，每月召開 1-2 次，研商論壇之規劃籌備工
作及各單位論壇執行分工規劃與進度進行討論
 已協助工總於 8/18 由分組召集人郭台強召開臺印度召集
人暨廠商座談會，蒐集業者意見，並於臺印度之高層會議
提出
 2017 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10/12 於臺北國際會議
中心辦理，本論壇報名超過 800 人，現場超過 550 人，
臺方廠商超過 450 多人，印方出席政府機構、公協會及
企業約 100 人，論壇規劃 4 個分論壇，包含電子製造、
智慧城市、智慧車輛、印度投資商機等產業。我方重要貴
賓包含經濟部龔明鑫次長、工業局呂正華局長、臺北市林
欽榮副市長、工總亞太產合推動委員會印度分組郭台強
召集人、資策會詹文男所長等出席；印度方重要貴賓含工
商聯合會蕭馬主委、電子資訊部、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
院(ICRIER)院長卡圖利雅等出席。本次高峰論壇簽署 21
份合作 MOU。雙方針對臺印度雙方關注的電子製造、智
慧城市寬頻應用、綠色科技以及智慧車輛零組件等產業，
邀請臺灣及印度雙方之學研專家及產業人士進行未來合
作項目及機制的互動討論，結合印度重要政策「印度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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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數位印度」和「潔淨印度」
，創造「優勢互補、互
利共贏」新合作模式。
 馬來西亞
 因應「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辦理，已於 2 月啟動臺馬
工作小組運作，研商論壇之規劃籌備工作。
 已協助工總於 8/2 由分組召集人林明儒召開臺馬召集人
暨廠商座談會，蒐集業者意見，並於臺馬之高層會議提出
 「2017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已於 10/25 假臺中長榮
桂冠酒店長榮廳圓滿舉辦。臺灣主要出席重要貴賓為工
業總會副理事長林明儒、馬來西亞分組副召集人李芳信、
焦佑鈞常務理事、經濟部次長王美花、臺中市政府副市長
張光瑤、工業局局長呂正華、工業局民化組長洪輝嵩、政
策組副組長陳慧英、紡織所所長李貴琪。馬方與會代表有
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總會林偉才會長、副會長蕭健皓、馬
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首席表馮淑娟、馬來西亞首相署
中心小企業拓展中心、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發展局等 500 餘
位。本次「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暨分論壇共有 4 個分
論壇，含括「紡織」
、
「食品生技」
、
「資訊服務」及「智慧
城市」
，其論壇簽署 15 項 MoU，包括工總、台經院、紡
織、食品醫藥化粧品、智慧城市及資訊服務領域進行交流
合作，以及許多正在洽談中的合作規劃。
 越南
 為利「2017 臺越產業合作論壇」之規劃籌辦，工業局成
立「臺越工作小組」
，於 3/14、4/18、6/20、7/7、7/21、
7/30、9/4、9/29、10/23、11/3 召開 10 次工作會議，進行
臺越論壇規劃籌備相關事宜，論壇舉辦日期經全國工業
總會、越南商工總會、工業局、越南臺商商會四方多次協
商後取得共識，預訂於 2017 年 12 月 7 日假越南胡志明
市 Rex Hotel(雷克斯飯店)舉辦，規劃三個分論壇紡織、
鋼鐵鐵及應用產業、智慧校園與智慧照明等產業。
 協助全國工業總會於 9/11 由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越
南分組詹正田召集人召開「臺越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
進行 2017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廠商座談會，邀請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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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業界約 50 餘人與會，進行意見交流，並對 12 月舉
辦之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提出建言及議題建議。
 「2017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已於 12/7 假越南胡志明
市麗士酒店(REXL HOTEL)辦理(全程規劃為 12/6~12/8)，
越方出席貴賓包括越南商工總會武進祿主席(正部長級)、
越南工商部工業局范俊英副局長與亞非市場司代表、越
南臺灣事務委員會阮進洪秘書長、越南商工總會武新成
副主席及范光盛副司長、阮氏秋煌科長等約 150 人，我
方出席貴賓包括經濟部工業局游振偉副局長、工總許勝
雄理事長與監事會潘俊榮召集人、駐越南代表處石瑞琦
代表、亞太產合推動委員會越南分組詹正田召集人及戴
宏怡董事長副召集人、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梁光中
處長及龔榮男組長、工業局金機組盧文燦副組長及陳鵬
詠科長及黃健琨技正、金屬中心林仁益董事長、紡織業拓
展會楊曉琴副秘書長、徐基生主任、鄭尊仁副主任等約
350 人;本次論壇共達成一份大會共識及三個分論壇會議
共識，雙方簽署 7 份合作 MOU(含工總與 VCCI 簽署及
雙方公協會與廠商簽署合作備忘錄)。
3. 完成亞太產業合作之高峰論壇成果彙編
為確實掌握亞太產業高峰論辦理之成果及效益，並集結成
果彙編成冊，提供予國內指導單位、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參閱
使用，藉此讓亞太地區產、官、學、研各界及相關媒體瞭解亞
太產業合作的效益與成果。故，配合 106 年亞太產業高峰論壇
各亞太國家活動場次之辦理，已完成成果彙編之格式設計，並
蒐集及彙總各國家包括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
及越南所提交之亞太國家辦理資料、舉辦成果、活動照片及內
容後編纂成冊，並完成編印「2017 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成果
彙編」分送相關單位。
(b) 營運亞太/區域網絡
1. 辦理亞太/區域產業交流活動
本項工作項目透過官方互動、產業合作方式，加強與亞太
/區域產業鏈結，藉由高層互訪機制，推動產業合作交流，拓展
雙邊或多邊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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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於 5/8-12 辦理印度產業交流活動，拜會印度相關產
業主管部會、產業公協會及智庫洽談共同推動雙邊產業合作，
邀請並說明「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相關規劃。印度目
前產業合作單位為印度工業聯合會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簡稱 CII )，該會有高度意願促進臺灣廠商與印度之雙
邊產業合作，對於今年舉辦之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也樂意
帶領印度產業代表與會，並針對資通訊、綠能及智慧城市等技
術進行合作評估。
菲律賓：7/24-27 辦理菲律賓產業交流活動，拜訪貿菲律賓
工部、菲律賓商工總會及菲律賓經濟特區管理局等單位，並說
明 2017 臺菲產業高峰論壇之相關規劃，相關受訪單位皆肯定
雙方產業交流合作帶來正面的發展，並表示願意參與或共辦論
壇。
越南：已於 8/6-11 辦理越南產業交流活動，拜會越南官方
窗口(工商部亞太司)、產業公協會及產業組織代表，會談洽商
共同推動雙邊產業合作，並說明溝通「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相關活動規劃方向及想法，確認規劃方向適宜性及後續運作及
邀請參與方式及對象。臺灣全國工業總會(CNFI)與越南商工總
會(VCCI)達成共識，將於今(106)年 12/6 在越南胡志明市合辦
「2017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藉此加強雙方產業合作的平
台。
2. 召開/參與亞太/區域高峰論壇之相關會議
為檢視區域高峰論壇之事前規劃、執行方式及所獲得之成
果，並使多邊資訊保持縱向與橫向之暢通，已於本(106)年辦理
二場局長級工作會議。
(1) 於 4/12 召開局長級東南亞國家研商會議，針對區域國
家產業相關業務之專案執行進度狀況進行報告。
(2) 於 7/18 召開工作會議，針對下半年工作重點及「2017
年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規劃情形、成果進行報告。
3. 舉辦法人公協會亞太/區域高峰論壇實務經驗交流分享研討
會
擬於 12 月 22 日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辦「2017 法人公協
會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經驗交流研討會」，由亞太產業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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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徐基生主任擔任會議主席，邀請工業局長官做貴賓致詞，
並進行「亞太產業鏈結論壇實務經驗分享」
，邀請籌辦 6 國論
壇的法人代表分享籌辦經驗及心得，另外，也邀請臺北清真寺
馬孝祺前教長做「認識伊斯蘭文化及清真認證」專題演講。
本次研討會邀請本年度負責籌辦印尼、泰國、菲律賓、馬
來西亞、印度及越南等 6 國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指導單位、主
辦單位、工總、各分論壇承辦單位及智庫之相關人員，進行資
訊交流、經驗分享，以達到亞太產業鏈結相關知識累積、擴散
及傳承。
4. 建置/更新亞太產業合作業務關鍵網絡
因應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及越南等 6 國
的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的辦理，針對其 6 國部委高層人員資料整
理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如：姓名、照片、性別、生日、現任職務
及以起任年度…)，輔以個人喜好、人格特質等，今年完成新增
如印尼經濟統籌部、工業部、投資部等；泰國工業部、投資委
員會、科技部、能源部、商業部、數位經濟部、總理府等；菲
律賓貿工部、科技部、資通訊部等；馬來西亞貿工部、科技部
等；印度科技部及越南工商部、科技部等部委單位之組織架構、
高層首長等人員及各國重要廠商建置共 353 位。
5. 配合臨時性議題
完成臨時性政策性議題交辦事項計有 7 則，使亞太產業交
流合作推動更順暢。
 0221 因應鄧振中政委率團出訪越南及馬來西亞，並向當
局提出辦高峰論壇之提議，提供馬來西亞、越南高峰論壇
辦理提案規劃。
 0308 因應工總成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
，並舉辦
揭牌儀式，協助草擬部長致詞稿並向與會貴賓說明亞太
產業鏈結報告，以利亞太事務推動。
 因應 0328-0401 臺印尼高峰論壇，於 0328 草擬六份長官
致詞稿，以供工業局參考。
 0406 針對中華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舉辦第 4 屆兩岸經
濟論壇提供完整評估資料。
 0424 部長垂詢有關臺印尼高峰論壇後續成果，已提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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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說明予工業局參考。
 0725 因應立院林麗蟬委員請經濟部提供新南向政策相關
預算執行率及成效，提供 1-6 月執行數及重點成效。
 0731 由於立院吳思瑤立委問政需求，工業局請亞太辦提
供以下資料：1.新南向產業鏈結政策說明(含計畫名稱、
預算、主政單位) 2. 亞太產業鏈結高峰會，活動名稱、經
費、產業類別選擇(敘明選擇理由)、合作之民間團體、對
口國單位等項目。已於 07/31 提報予工業局參考。
(c) 鏈結外部研究能量
1. 研擬與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產業交流策略分析與論述
 因應亞太區域重點國家的多元文化、潛在的無窮創意、強
大的國際擴張力及豐富的人口紅利，本專案今(106)年度，
針對亞太區域（印尼、泰國）國家進行產業策略分析與探
討。主要針對上述具潛力及蘊藏豐富能量的亞太區域產
業初步掃描及探索，進一步深度研擬我國前進東南亞之
合作策略。
 本專案探討東南亞各國近期總體趨勢發展近況，除掌握
近期各重點國家的政策趨勢外，也進一步觀察東南亞區
域內的整合進程。
 針對亞太區域（印尼、泰國）國家的成果基礎進行延伸，
嘗試建立後續可能的成效追蹤機制以及如何挖掘更多可
能的雙邊合作案例，作為後續亞太產業交流之規劃參考。
2. 建置亞太產業合作交流推動平臺
 辦理產業界東南亞投資布局意見調查
「產業界對東協和南亞佈局之意見調查報告」此報告
於 2/20~5/31 進行問卷發送，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130 份，期
間由專人電話催收問卷，部份以內需市場為主的廠商，明白
表示無意願填覆問卷，換言之，回傳問卷的廠商多屬實際對
於東南亞市場有濃厚興趣或正在實際經營的廠商，應更能
反應廠商在實務上的切身需求。其中，已經前往東協南亞佈
局以及評估中的廠商共計佔了全體回卷的 82%，顯見受訪
廠商對於東協及南亞抱持高度的興趣。此外，為瞭解回卷廠
商於東協或南亞地區國家中，已前往或擬投資佈局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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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羅列出越南、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
新加坡等 18 個國家供回卷廠商勾選(採複選)，結果顯示，
廠商填答目前投資或擬佈局的國家中，以越南最多(佔 17%)、
其次為印尼(佔 14%)、第三為泰國(佔 13%)、第四為馬來西
亞(佔 10%)。印度、菲律賓與新加坡的比例同樣為 8%。本
調查亦同時請廠商針對東協及南亞地區的布局方式、投資
或布局所面臨的障礙、希望與當地國之廠商進行的合作類
別表達意見，詳盡的調查報告已送經濟部等相關單位參考。
 召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委員會議
基於亞太地區產業發展現況，配合政府區域產業發展
政策，於 3 月成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
，由經濟部
長和工總理事長共同召集，下設包括經濟部次長沈榮津及
業者等產官學委員若干人，並由工業局局長擔任執行秘書、
由工總秘書長和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主任共同擔任委員會
主任。
該委員會依據政府優先推動的新南向國家設置越南、
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印度及菲律賓等六個小組、分別由
宜進實業董事長詹正田、豐興鋼鐵董事長林明儒、台揚科技
董事長謝其嘉、建大工業董事長楊銀明、正崴集團董事長郭
台強與新金寶集團總經理沈軾榮擔任各分組召集人，並設
立六位專業秘書，專業秘書同時將擔任本平臺之窗口，執行
意見調查、促請產業界參與產業高峰論壇、產業座談等相關
任務工作。
第一次委員會議已於 3/8 召開，對外宣示「產官合作，
共同推動亞太產業鏈結」的工作已經開始啟動，會中除針對
本平臺之功能以及推動工作進行討論以外，並確認六國分
組召集人，將針對動員產業界積極參與「2017 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等重點工作進行討論及具體分工。
9/1 由許勝雄召集人主持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會中特
別就「臺印尼」
、
「臺泰」兩個高峰論壇進行報告和評估，與
會委員一致認為成效良好，已相當程度的提升了雙邊產業
合作的機會和環境，並認為產業合作模式不單只有”對外投
資”等思維，台商應以謙卑的態度與當地各界融合、接地氣，
69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促進雙贏 。
 召開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為了使我與前述六國代表在高峰論壇的籌辦過程中，
逐漸形成共識並達成一致的作業規範，同時透過高峰論壇，
達到增進亞太地區重點市場國家之互信與互補雙贏，進而
提升高峰論壇會議之效益，產業界需求將成為產業高峰論
壇議題的重要依據，因此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則為會議
舉辦前的重點工作。
對此，在與各國論壇召開前，由委員會的各國工作小組
召集人召開「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邀請相關產業領域
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以及負責各論壇的法人單位推
薦之企業領袖、專業公協會代表、產業專家等相關單位與
會，討論我國產業與亞太各國的合作機會，以瞭解業界有
無需要政府協助溝通之議題或政策建議，藉此形成具體產
業鏈合作討論案，彙整後提交至高層會議，進行雙邊最高
官員與企業團長的交流討論，期盼促成雙邊重點產業合作
成果。
• 首場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臺印尼高層會議策略規劃
會議」於 3/15 辦理完成，由印尼分組召集人楊銀明主
持，集結產官學研代表共約 40 人與會，研擬 5 項重
要議題。
• 6/5 完成辦理「臺泰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由泰國
分組召集人謝其嘉主持，邀請相關產業領域之亞太產
業合作推動委員以及相關單位與會，並研擬相關經貿
議題，藉由雙邊高層會議進行討論交流，進而促進雙
邊產業合作發展。
• 6/29 上午由菲律賓分組召集人沈軾榮主持，召開「臺
菲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
，集結產官學研代表共 56 人
與會，討論我國產業與亞太各國的合作機會，以了解
業界有無需要政府協助溝通之議題或政策建議，藉此
形成具體產業鏈合作討論案，彙整後提交至高層會議，
進行雙邊最高官員與企業團長的交流討論，期盼促成
雙邊重點產業合作成果。本次策略規劃會議發言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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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車體公會、中美矽晶、中石化公司、機械公會、
營造公會、中國輸出入銀行等分別提供寶貴經驗給與
會的廠商，本次討論事項將作為臺灣菲律賓高層會議
議題參考。
• 8/2 舉行「臺馬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
，由分組召集人
林明儒主持，李芳信副召集人自從海外返臺特地出席
參加，與會嘉賓均肯定，本委員會平臺不僅提供公協
會及廠商投資資訊，亦進行臺商投資經驗的交流分享，
並期盼藉高層會議機制促進彙整業者資訊，讓雙方政
府部門進一步討論雙邊貿易投資和往來的過程中，針
對業者所面對的障礙進行排除，將效益極大化。
• 8/18 舉行「臺印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由分組召
集人郭台強主持，邀請印度台北協會會長史達仁、副
會長馬經儒以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丁傳倫等簡報，並與與會業者進行雙向交流，重點討
論了印度稅制改革、行程流程冗長及投資環境帶動雙
邊產業合作機會；史達仁並強調藉由臺灣積極推動的
「新南向政策」，將有機會大幅提升臺灣與印度之間
的商機，達到全面雙贏的局面。
• 9/11 上午由詹正田分主召集人召開「臺灣越南高層會
議策略規劃會」，並且邀請許玉林等重量級的台商總
會會長和大家分享越南的投資經驗，出席代表包括產
官學研共 60 人與會。
 參訪亞太重點國家，安排全國性產業團體互訪活動
• 3/30 接待印尼工商總會 (KADIN)葉副主席，透過
「2017
年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場合，洽簽合作備忘錄，
並設立雙方制度化聯繫窗口、加強資訊交換、促進產業
媒合及人才培訓…等共識，以助於促進產業界更多的
交流機會及雙方產業價值鏈的合作。
• 針對 7 月於泰國曼谷「2017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活動，4/24-28 赴泰國拜訪泰國工業總會，討論即將共
同主持「臺泰產業高峰論壇」相關事宜，提出邀請函及
雙方合作備忘錄草案，正式邀請泰國工業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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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Namchaisiri 與許勝雄理事長共同主持高峰論壇並
簽署合作備忘錄草案，以促進雙邊經貿來往。
• 配合籌辦「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等活動，與相關
單位及參與分項論壇推動籌辦的法人代表，於 5/9 拜會
印度工業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CII)，
期盼藉由辦理此產業高峰會，促使雙邊企業就幾項重
點議題提供雙邊產業一個全面性的溝通平台，以利後
續實質合作。
• 配合「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邀請 FMM 擔任合辦
單位，並邀請 FMM 副會長 Dato’Andy Seo 先生於 6/13
來臺，並就共同舉辦「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相關事
宜及重點進行討論，會後並安排與經濟部工業局及國
內重量級產業代表餐敘，就臺馬兩國之產業現況交換
意見。
• 6/20 接待菲律賓貿工部代表團，雙方交流有關臺菲產
業合作相關事宜。
• 7/24 至 7/26 赴菲律賓拜訪菲律賓商工總會(PCCI)，針
對 2017 臺菲產業高峰論及高層會議的籌辦進行規劃討
論。
• 7/17 接待越南商工總會(VCCI)武進祿主席及代表團，
雙方就共同舉辦「臺越南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事宜進行
規劃。
• 8/6 至 8/11 前往越南拜會越南商工總會(VCCI)，確定
論壇及相關活動型式、產業合作交流重點、相關場地探
勘與活動協調籌劃等，除了獲得 VCCI 的支持以外，也
獲悉越南官方對於論壇舉辦的期待。
• 8/30 至 9/2 赴印度新德里拜訪印度商工聯合會
（FICCI）
針對共同主辦高峰論壇、於會中洽簽 MOU 等相關事
宜、協助安排印度官方參與論壇行程等事宜進行拜會
與確認。
• 9/28 赴菲律賓馬尼拉拜訪菲律賓商工總會(PCCI)，確
定將設立制度化聯繫窗口、加強最新產業發展資訊交
換，促進產業對接媒合及人才培訓，以及舉辦相關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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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參訪、產業對接或論壇活動。
• 10/10~10/14 印度商工總會(FCCI) 來臺參訪，推動工總
與印度商工總會洽簽合作備忘錄，並達成雙方設立制
度化聯繫窗口、加強最新產業發展資訊交換，促進產業
對接媒合及人才培訓，以及舉辦相關交流參訪、產業對
接或論壇活動等共識。
• 10/24~10/26 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FMM) 來臺參訪
推動工總與馬來西亞智商商聯合會洽簽合作備忘錄，
並達成雙方設立制度化聯繫窗口、加強最新產業發展
資訊交換，促進產業對接媒合及人才培訓，以及舉辦相
關交流參訪、產業對接或論壇活動等共識。
B. 兩岸與亞太地區相關資料彙整與平台會議
(a) 依據工業局指示，為符合兩岸政經局勢現況與政策需求，提
出兩岸產業政策智庫平台會議之轉型運作機制芻議，並於
4/11 向呂代局長報告，呂代局長同意規劃。
(b) 針對兩岸產業智庫平台討論議題，分別於 4/21 與 5/10 舉辦
兩次會前會，向工業局政策組報告，智庫進行討論，調整並
確認研究方向。
(c) 辦理 106 年度第一次「兩岸產業政策智庫平台」會議，召集
工研院 IEK、資策會 MIC、中經院大陸與區發中心、台經院
等跨智庫幕僚團隊，針對「2017 年中國大陸重大事件前瞻觀
測」
、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重點研析」
、
「中國大陸在智慧製造
之現況、發展策略與企圖」
、
「由習川會後，談中美關係新局
及對我意涵」等重要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並在會中與工業
局金機組、民化組、電子組、永發組、資服組等代表，彼此
交換對中國大陸政策推動及其對我產業影響之看法，以利相
關施政推動。
(d) 辦理 106 年度第二次「兩岸產業政策智庫平台」會議，召集
工研院 IEK、資策會 MIC、中經院大陸與區發中心、台經院
等跨智庫幕僚團隊，針對「2017 年中國大陸重大事件前瞻觀
測」
、
「中美經貿角力之進展及對臺影響」
、
「臺灣新南向與大
陸產業合作可能模式分析」等重要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並
在會中與工業局金機組、民化組、電子組、永發組、資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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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代表，彼此交換對中國大陸政策推動及其對我產業影響之
看法，以利相關施政推動。
(e) 持續執行兩岸政策相關幕僚工作，包括：盤點、彙整並提供
第一屆至第五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之成果彙編，協助提供兩
岸經貿安全預警機制之相關資料，提供 2016 兩岸經貿與
2017 展望分析，提供川習會觀察與對臺產業影響淺析， 協
助完成商總對兩岸情勢之回應新聞稿，協助準備立院蔡副院
長美國商會演講簡報，提供企業家峰會回應稿與內參稿、十
九大後兩岸經貿研析、答張立法委員淑華質詢回覆稿，以及
提供相關議題長官受德國、日本等外媒訪談參資料等。
(f) 首先針對新南向政策所提之「經貿合作」工作主軸，完成「營
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新局」推動方案整體論述報告，
對內溝通說明未來由產業需求出發，深化與夥伴國產業供應
鏈整合的新利基模式。同時，提供「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
伴關係新局」推動方案整體論述中英文版說 帖，突顯臺灣產
業優勢，強化對外鏈接能量。
(g) 為加強推動雙方產業合作，於 3 月 30 日「臺印尼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前提供臺印尼雙方產業對接合作分析與建議報告，
並匯整工業局各業務組訪查業界意見，確認優先對接產業。
此外，針對推動亞太區域產業合作所產生之相關資訊需求，
協助釐清議題，進行資料統合彙整，提供「研商推動亞太產
業國際供應鏈夥伴合作作法」
、
「亞太供應鏈夥伴關係產業合
作規劃」、
「Forging New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外商參考版說帖及外國媒體參訪團簡報、
「新
增國家(新加坡/緬甸)」簡報、局長於行政院南部辦公室活動
簡報等、
「新南向六國產業現況」報告，以及提供「亞太產業
合作推動委員會記者會」
、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層會議」
、
「研
商亞洲矽谷計畫未來關鍵議題推動事宜」
、
「新南向六國記者
採訪會」、
「立法院預算中心回覆」、
「新增 12 國建議資料」、
「臺菲/六國論壇新聞稿」、「馬來西亞對台投資減少回覆」
、
「臺印尼投資出口概況簡析」、「亞太鏈結計畫智庫交流資
料」
、
「緬甸駐組參考資料」
、
「龔次長早報政策組資料」
、
「六
國 MOU 匯整及建議」等談參資料做為討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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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兩岸與亞太地區聚焦關鍵議題
(a) 台商至新南向國家成功布局個案撰寫
工研院團隊針對已在新南向國家布局多年、經營有成的
臺灣企業進行採訪，探討其經營模式，提煉精髓撰寫成 31 篇
生動的故事，完成了「心南向 新成長

分享深耕新南向

的臺商故事」一書。新書創舉為橫跨印尼、越南、馬來西亞、
泰國、菲律賓、印度六國，聚焦「智慧製造與金屬產業」
、
「服
務產業」
、
「電子與資訊服務業」
、
「民生產業」
、
「能源與基礎
建設」五大產業，具體呈現臺商在新南向市場建立產業供應
鏈、新通路及品牌，以及採取新合作模式的成功經驗，讓對
新南向市場有興趣布局的業者，可以透過本書來掌握新南向
六國不同的環境、民情、文化、經營之道。
工研院 IEK 和工總於 12 月 15 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共同主辦新書發表暨研討會，邀請本部沈榮津部長和工總許
勝雄理事長出席致詞，工研院產經中心(IEK)主任蘇孟宗為新
書進行導讀，並邀請收入書中的 12 家業者現身分享，包含
中鋼黃建智助理副總、印昌國際張衡州副董事長、泰國外商
聯合總會暨實踐家合夥人康樹德主席、STARTBOARD 林致
孚營運長、宏碁科技江煌鵬總經理(泰國及中南半島區域市
場)、雃博公司林皇毅亞太區總經理、科盛科技張榮語董事長、
聯發科技印度分公司郭耿聰總經理、經緯航太羅正方董事長、
泰昇國際戴朝榮董事長、大亞(越南)電線電纜徐敬堯副總經
理和伸昌電機(印尼)蕭文娟董事長。
(b) 新南向整體效益和個別公司效益評估指標
已完成 50 家廠商於新南向國家之效益評估：
1. 總體指標彙整每季新南向國家輸出保險金額及授信核准
金額統計(由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對新南向國家貿易統
計(由國貿局提供)、對外投資核准資金分區統計(由投資審
議委員會提供)等數據彙整。
2. 個別公司效益評估指標已針對新南向印尼、越南、馬來西
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六國台商於「智慧製造與金屬產
業」
、
「服務產業」
、
「電子與資訊服務業」
、
「民生產業」
、
「能
源與基礎建設」五大產業領域，共 50 間廠商進行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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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和數據蒐集，包含統一、東和、聚陽、金穎生技、宏碁、
盟立、東台、富強鑫、生展生技、宏全、百和等公司。調
查各公司之基本資料、資本額、全球員工數、營業收入
(2012-2016 年)、營業毛利、內外銷比、海外設廠或辦事處
據點、海外布局策略，用以彙整出在新南向國家布局之五
大產業近五年來的績效評估，作為未來政府協助新南向國
家海外台商成長發展的重要參考指標。
D. 其他國家與新型商業模式議題
(a) 臺灣智慧化需求之盤點與方向之研析
本研究將以全球主要城市智慧化需求案例、我國城市智
慧化應用現況、我國單一城市智慧化需求未來發展，研擬我
國智慧化需求未來發展方向及建議。
關於全球主要城市智慧化需求、我國城市智慧化應用現
況、我國典範城市智慧化應用的重點結論如下:1.全球主要城
市智慧化需求，趨勢朝公共服務項目、公私協力模式與新興
技術引進，領域方面交通、環境與節能成為標竿城市之重點
發展領域、模式方面國際城市逐漸導入 Bottom-up 的發展模
式、科技新興科技成為智慧城市發展亮點；2.我國城市智慧
化應用現況，智慧健康、智慧安控與智慧交通為我國投入積
極領域，A.政府宜優先推動公共服務性質項目，智慧交通可
優先著力；B.智慧健康老化與智慧化科技結合議題值得重視；
C.智慧安控是現階段臺灣民眾最殷切所需項目；D.智慧能源
應用正開步走；E.智慧創新模式中央與地方宜建立明確合作
模式；F.知曉率仍低政府推廣需更加著力；3.我國典範城市智
慧化應用，臺北市系統化推動智慧城市仍有相當困難與挑戰
待克服，至於臺北市智慧城市未來規劃:A.增設資訊治理專責
單位；B.智慧城市計畫標準訂定流程；C.持續強化智慧城市
教育訓練；D.建立永續創新模式；E.加強開放資料標準及規
範；F.與中央建立溝通合作平；G.與中央建立技術交流合作
平台。
臺灣智慧化需求之盤點與方向之研析重點建議方向有
二:發展方向建議 1.宜優先推動公共服務性質項目；2.智慧安
控是臺灣民眾最殷切所需項目；3.智慧能源正開步走宜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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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配套；4.智慧健康老化與智慧化科技結合宜重視；5.智慧
交通可優先著力留意地方差異。地方與中央合作建議 1. 建
立法規解決回報機制；2.完備新興基礎建設推動智慧城市；
3.打造智慧城市計畫標準訂定流程、開放資料標準及規範；
4.協助強化公務人員智慧城市教育訓練；5.協助建立永續創
新模式；6.建立與地方溝通合作平台；7.建立與地方技術交流
合作平台；8.計畫補助應與地方接軌；9.中央與地方的資料庫
做連結；10.民眾有感的推廣
(b) 機械產業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之商業模式研析
本研究目的係以印尼為目標市場，研析我國機械產業
B2B 電商之商業模式，做為拓展東協與南亞市場策略之參考。
執行情形如下：
1. 基礎資料分析
本研究已從世界銀行、印尼官方統計局等統計資料
庫與相關文獻蒐集得出印尼工業市場概況，藉此了解印
尼機械設備需求方向，及我國出口、投資的市場營銷狀況，
進而找出具電商發展優勢的我國潛在機械產品。透過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的潛力機械設備有木工機械、農
業機械、食品機械、塑膠加工機械等中小型、非高單價的
專業機械設備。
2. 專家與業者訪談
本研究已就機械產業 B2B 電商議題訪談多位專家與
實際從事電商的機械業者，包括合光機電、凌廣工業、捷
輝機械、安口食品機械、兆酆機械、百城機械、宏泰工業、
昌澤機械、臻禾興業等業者，以深入訪談方式掌握產業界
電商實務發展現況，瞭解我國機械產品透過電商拓展印
尼市場之困難所在，以及可能的機會與商業模式。例如，
電商在機械設備售前、售中及售後等業流程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如何提升機械產業價值鏈中各階段的商業價值，
並了解其在印尼市場可能的商業模式。
3. 課題分析
本研究透過基礎資料分析、專家與業者訪談、我國機
械產業發展電商現況進行觀察，掌握我國機械產業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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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的機會與挑戰，及可能的障礙。
我國機械業透過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的課題如下：
 臺灣機械業者(供應端)：語言障礙、缺乏當地售後維修中
心、投入行銷資源少。
 跨境電商(進出口貿易)：無關稅優惠，產品缺乏價格競爭
優勢，以及通關效率不彰。
 印尼市場(目標市場)：當地市場資訊不明、臺灣機械產品
價格競爭力不足、品牌能見度不高、網路交易信賴感低。
4. 出國考察
本研究團隊針對印尼機械業電商議題於 106 年 8/28
至 9/1 訪問雅加達，分別拜訪印尼台商工商聯誼總會、PT.
Formosa Teknologi Sentral、福爾摩沙技術訓練中心、PT.
Intermesindo Raya、駐印尼台北經貿代表處，以及 FIRST
MACHINERY TRADE CO.，期間也參加印尼台商聯合座
談會。考察成果發現，工具機等大型機具非常重視售後服
務，仍以傳統方式交易，電商能發揮之處較少；而產業單
一技術的小型機械則較有機會，如製麵包機、製藥機、紡
織機等，因價格較低，也較無操作困難，後續的服務可透
過代理商協助。外，礙於國際情勢，關稅問題成為我國最
大的貿易阻礙。若我國不積極經營創新轉型、拓展客源，
並加強其商品本身售後服務品質及當地代理商連結，將
導致市場日趨萎縮。
5. 機械產業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的商業模式
歸納我國機械業者經營 B2B 電商的經驗，可將商業
模式分為三階段：售前、售中、售後，各階段之相關內容
說明如后：
 售前(網路行銷)：此階段著重於吸引客戶，讓客戶在平台
獲得足夠的資訊，並願意主動聯繫，為電子商務扮演重要
角色的階段。此階段重點工作內容為「網路行銷」
，包含
平台建置、平台內容的呈現等。
 售中(實現訂單)：此階段需思考如何讓客戶在線上與線下
做連結，實現交易訂單。最為普遍的方式為搭配當地代理
人，藉由與當地代理人合作，消除時差、語言、文化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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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提高服務效率，也讓當地消費者安心。
 售後(維修服務)：目前我國業者採取兩種方式，一為結合
機械自動化，利用遠端監測機械設備，蒐集機械使用狀況
與數據，主動回報故障、零件更換等訊息，提高維修效率。
其次為售後服務 ap，利用手機定位、線上溝通、線上金
流等，簡化售後服務流程，提升服務品質。
6. 機械產業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的促進策略
綜合研析，欲推動我國機械產業透過 B2B 電商拓展
印尼市場，本研究提出之具體做法如下：
 開設專業機械電商平台：具拓銷潛力之機械設備，例如木
工機械、農業機械、食品機械、塑膠加工機械等，建置專
屬的機械設備平台，透過產品專業介紹及廠商群聚效應，
吸引買家。
 開設中古機械電商平台：鎖定非全新、低價設備需求，且
接受二手機械之買家，建置中古機械設備平台，滿足二手
整新機械設備之市場需求，拓展印尼市場並建立臺灣機
械設備口碑與品牌形象。
 利用社群媒體行銷：印尼消費者很重視社群口碑，我國機
械業者可透過買關鍵字、經營社群、發分享文、在國際或
在地電商平台上架等方式，提高產品能見度與口碑行銷。
 強化現有 B2B 電商貿易平台功能：政府可協助現有的
B2B 電商貿易平台，例如臺灣經貿網，亞洲機械網，強
化主動篩選、媒合等功能，有助於買賣雙方之媒合。
分項二：亞太新興市場產業合作議題研析
A. 建立與印尼重要智庫交流網路
(a) 完成與 3 個印尼政策及產業智庫建立交流管道
為強化對印尼政府重要政策思維以及當地市場與產業資
訊的掌握度，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於 2 月 20-24 日前往印尼
雅 加 達 拜 會 印 尼 國 家 科 學 研 究 院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 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ndonesia/LIPI)、印尼工業
部部長資深顧問 Dr. Ngakan Timur Antara、印尼戰略與國際研
究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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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印尼智庫運作與研究範疇，建立雙方交流管道。9 月邀請印
尼建國大學副校長 Dr. Idris 來臺，針對智慧製造、汽機車、零
組件等產業合作議題進行探討。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於 11 月
24-27 日前往印尼雅加達以及泗水拜訪泗水 Ciputra 大學
(Universitas Ciputra)、泗水大學(Universitas Surabaya)、印尼國
家科學研究院創新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on, LIPI)、印尼建國
大學(BINUS University)，持續擴大建立與印尼智庫交流網絡，
並於 12/21 邀請印尼安達拉斯大學學者 Dr. Rika 及印尼食品
協會會長 Mr. Adhi Lukman 共同來臺舉辦印尼食品合作座談
會，針對臺印尼產業機會和合作契機展開交流。
1. 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
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LIPI)成立於 1967 年，為一直屬總
統府的國家級研究機構，長年主導印尼科技研究發展，並擔
任政府智庫。LIPI 的研究中心分屬地球科學、生命科學、工
程科學、社會與人文科學以及科學服務等五大類別。本次參
訪由督導社會與人文科學領域的副院長 Tri Nuke Pudjiastuti
博士接待，該領域共設有社會與文化、經濟、人口、政治及
區域資源等五大研究中心。為進一步拓展雙方交流，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特別邀請 Tri Nuke Pudjiastuti 博士來臺參加
3/30 舉行的「2017 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並於論壇
中發表專題演講。
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於 11/27 前往拜訪印尼國家科學研
究院創新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on, LIPI)，商討擴大簽署合
作備忘錄以及參與「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等相關
合作事宜。工作小組表示，為持續拓展臺印尼雙邊合作的可
能範疇，希望能將原本的合作意向書擴大為兩個院部層級間
簽署的保護傘型協議。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代表說明，受限
於「一個中國」政策以及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直屬總統府的
法定地位，所有協議都必須先行諮詢印尼外交部，目前 LIPI
已將工研院所提的協議初稿送至外交部研議，希望盡快能有
初步的結論。工作小組緊接與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討論參與
「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的合作事宜，Agus Eko
Nugroho 博士對於 IEK 工作小組提議以跨產業性的主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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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軟實力、創新育成等，做為明年智庫演講的議題
表示同意。他建議雙方於會後先成立工作小組，以便進行細
節的聯繫與溝通，同時，也請創新中心共同參與並提供議題
建議。
2. 印尼工業部
擴大與夥伴國產業供應鏈整合、內需市場連結及基建工
程合作，為「新南向政策」重要工作主軸。為有效掌握印尼
政府對於產業發展的規劃思維，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於 2/21
拜訪印尼工業部部長資深顧問 Ngakan Timur Antara 博士，瞭
解印尼產業發展現況與政策趨勢。Antara 博士表示，為強化
國家產業結構，現階段印尼的產業政策主要涵蓋幾個面向：
(1)在勞力密集產業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2)往爪哇以外的
地區發展，促進當地經濟成長；(3)深化產業上中下游發展；
(4)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而非只是單純出口原物料。增
加能源建置與能源多元化，也是印尼國家計畫與產業發展的
一個重要分項。Antara 博士目前同時擔任甫於 2016 年底成
立 的 印 尼 國 家 太 陽 光 電 產 業 自 主 聯 盟 (Ketua Umum
Konsorsium Kemandirian Industri Fotovoltaik Nasional, KKIFN)
主席，他表示，除了地理條件之外，印尼加里曼丹島擁有豐
富的矽原料，也是印尼政府規劃發展太陽光電產業的原因之
一，希望可以利用豐沛的資源生產晶圓。目前印尼約有 10 家
太陽能廠商，主要進口電池來組裝模組。計畫成員表示，臺
灣在太陽能光電產業中已累積相當多年的經驗，就電池產量
來說，臺灣是全球第二大的製造商，未來可與印尼交流相關
經驗。
3. 印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印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成立於 1971 年，主要進行政
策相關研究，研究中心目前有國際關係與經濟兩個研究小組，
中心有不少資深研究員都曾是內閣閣員，為印尼當地重要智
庫 之 一 。 關 於 印 尼 未 來 產 業 發 展 方 向 與 趨 勢 ， Haryo
Aswicahyono 博士表示，現任總統佐科威非常關注改善印尼
的整體產業發展與商業經營環境，透過推動印尼的基礎建設
專案、縮短港口滯留時間、發展勞力密集產業、鬆綁法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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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訂基本工資計算公式等政策，希望能降低經商環境的
不確定性，並促成中產階級增長。為加強臺印尼雙方智庫交
流，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提議於今年下半年於臺灣舉辦小型
研討會，邀請東協智庫來臺參加，希望屆時可邀請印尼戰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一同參與，Aswicahyono 博士表示同意，後
續將與工作小組保持聯繫。
4. 印尼建國大學(BINUS University)
印尼建國大學為印尼最大的私立大學，70%為華人學生。
建國大學成立於 1974 年，初期為一電腦課程學校，後於
1996 年正式改制成為大學。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於 9 月初
邀請該校副校長來臺，針對智慧製造、汽機車零組件等產業
合作議題進行探討。雙方規劃明年在印尼共同舉辦座談會，
針對金屬產業缺口及臺日印三方合作可行性進行深度座談。
工作小組於 11/28 再度拜訪印尼建國大學，邀請參與「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並針對明年度雙方共同舉辦產
業研討會之意向與模式，進行初步討論。工作小組亦參觀了
印尼建國大學與日本麻生學院集團所共同成立的 BINUS 工
程學院(BINUS ASO School of Engineering, BASE)，該學院導
入日本學程與師資，相當注重設計工程的扎根訓練，從創意
發想與文字表達，到實際繪圖、選材及產品組裝等階段，積
極創造學生實務操作的機會，同時並與產業界建立密切網絡。
5. 印尼 Ciputra University
Ciputra University 是印尼第二大城泗水中最知名的私立
學校，由印尼知名集團 Ciputra 所創辦。Ciputra 集團旗下有
醫院、飯店、渡假村、大型購物中心、學校等。集團創辦人
Ir. Ciputra 在東南亞中最著名的是開發創新大型鄉鎮發展，
他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的慈善家，致力於發展和改善印尼生活。
透過與 Ciputra University 建立交流管道，可進一步了解泗水
當地重要企業和集團互動狀況。
IEK 工作小組於 11/24 拜訪 Ciputra University，該校教
育的目標在培養世界級的企業家，因此學風非常務實並鼓勵
學生創新創業發想自己的 idea，也是一間學費相對高昂的大
學，許多企業家的後代，都在此學校就讀，並培養自己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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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接班人。此次交流已經與 Ciputra University 國際中心、
創業中心、商學院建立連結，並對於明年度該校帶領師生來
工研院拜訪事宜以及合辦產業座談會可行性進行初步討論，
並成立雙方聯絡窗口，後續將與工作小組保持聯繫。
6. 印尼泗水大學 Surabaya University
印尼泗水大學(Universitas Surabaya)簡稱 UBAYA，是一
所私立大學。UBAYA 在 2012 年曾被評為印尼最好的私立大
學之一。UBAYA 校內有一臺灣教育中心(TEC)，並設有商業
和工業研究中心(Center for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Studies,
CBIS)，致力於對商業、工業和政府部門對印尼發展的諮詢和
研究，特別東爪哇的研究。透過建立交流管道，以了解東爪
哇商業、工業發展狀況，以及印尼政府關注之產業議題。
IEK 工作小組於 11/24 拜訪 UBAYA 商學院和職業發展
中心(Centr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該中心專注
於服務於商業社區相關的市場產業研究、可行性研究、內部
培訓、研討會及認證，有超過 10 年的商業服務經驗。此次
交流與 UBAYA 商學院對於共同進行臺灣和印尼產業合作機
會研究和進行模式有初步共識，可聚焦於創新創業、中小企
業發展、政府政策進行合作研究，雙方已設置聯絡窗口。後
續 IEK 工作小組將與 UBAYA 繼續探討共同舉辦座談會之可
行性，可透過 UBAYA 與印尼當地工商界、地方政府的網絡
關係，針對特定產業議題，進行深度座談。
7. 印尼安達拉斯大學(Universitas Andala)
印尼安達拉斯大學(Universitas Andala)為印尼食品、農工
領域知名大學。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於 12/21 邀請該校農工
領域知名教授 Dr. Rika Ampuh Hadiguna 及印尼食品協會
(Indonesian Food Producers Association, GAPMMI)會長 Adhi
Lukman 共同來臺，舉辦印尼食品互動合作座談會，針對臺
印尼產業機會和合作契機展開交流，並引介我國業者建立印
尼當地管道，開拓當地市場商機。
Dr. Rika 是清真、農業、醫療保健、供應鏈創新等領域
專家，並於 12/21 座談會上講演一場「印尼食品產業發展生
態資源及組織互動網路」題目，並與臺灣食品生醫產業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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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行深度互動，包含臺灣比菲多、福壽實業、統園企業、
兆鴻生技、馬玉山、味丹、亞細亞食品等 30 多位業者進行互
動，同時也參訪葡萄王生技、宏全國際、臺灣大食品、大江
生醫等公司，實際與臺灣食品業者討論雙方產品、技術合作
之可行性。。
(b) 與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完成簽署合作意向書
為強化雙方的瞭解和互信基礎，擴大後續雙向交流與合
作契機，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赴印尼雅加達拜訪印尼國家科
學研究院期間，向副院長 Tri Nuke Pudjiastuti 博士提出簽署合
作備忘錄(MOU)的建議，獲得印尼方表達肯定意願。受限於印
尼「一個中國」政策，最終確認由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經濟研
究中心(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of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 P2E-LIPI)與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
於 3/30 舉辦的「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共同簽署合作
意向書。論壇當日，印尼方面由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
中心主任 Dr. Agus Eko Nugroho 代表，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
研究中心(IEK)則由張超群副主任代表蘇孟宗主任出席簽署。
LIPI 為一國家級研究機構，擁有豐沛研究能量以及當地人脈
網絡，簽署合作意向書有助雙方智庫的交流，即時了解印尼產
業政策和科技政策，協助政府制訂與印尼產業合作的上位政
策規劃，後續更可透過深化交流，協助業者建立印尼當地管道，
開拓當地市場商機。
B. 臺印(尼)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a) 完成「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建議產業合作領域(印尼)」
報告
為探討推動臺印尼產業鏈合作之具體方向與推動方式，
尋求雙方對產業合作推動方向之共識，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
針對印尼目前國情概況、未來五年國家重要發展規劃以及產
業發展現狀，進行次級資料收集與主題研析，完成印尼國家概
況報告。主要內容摘要如下：
1. 印尼總體發展現況：
印尼是世界著名的群島國家，由 17,508 個島嶼所組成，
也是東協最大經濟體。自 2015 年起，印尼多項經濟數據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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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匯市也相對穩定，成為東協市場的成長引擎。根據國際
貨幣基金最新預估，2017 年印尼的實質 GDP 成長率預估將達
5.1%。
2. 產業發展現況：
爪哇島為印尼主要產業聚落地區，也是外商直接投資主
要聚集地區。歐洲國家主要投資礦業、大型超市、汽車、民生
消費品等；日本主要投資汽機車，其他國家主要投資製造業及
服務；中東國家主要投資金融及石油開採相關產業。目前台商
約有 2,000 家(約 2 萬人)布局印尼市場，主要分布雅加達、萬
隆、泗水、三寶瓏、棉蘭及巴里島為主。印尼當地前 50 大企
業，多以煙草、金融、電信、食品、交通、消費零售為主。
3. 未來五年重點發展產業：
為改善整體投資環境，提升產業體質，根據印尼國家發展
計畫，未來主要發展產業包括：基礎設施(發電設施、港口設施)、
農業(食品加工、玉米種植、養牛)、工業(紡織、食品和飲料、
傢俱、玩具、化工及醫藥、鋼鐵、電子、棕櫚油及衍生產品、
木材產品，紙漿和造紙、車輛相關、機械、橡膠產品、魚及衍
生產品、蝦、可可、糖、鹽)、海洋業(造船、漁業、冷凍冷藏
業)。
4. 建議優先鏈接產業：
評估印尼產業發展需求以及臺灣產業優勢，並匯整各業務
組建議後，建議優先鏈接合作產業如下：
 造船產業：印尼由 17,508 個島嶼組成，60%物流運輸仰賴
船運，為加強區域間連結，降低物流成本，未來將致力發
展「海洋經濟」
，投資造船、漁業、冷凍冷藏等產業。至 2019
年規劃新建 24 個港口，包含 5 大樞紐港和 19 個集散港，
同時增加貨運船隻，更新造船設施，鋪設港口外道路。
 電子製造、資源循環產業：電子和電信業為印尼重點發展
產業之一，預計於 2018 年成為全球第 4 大智慧手機市場，
2015 年起開始實施 4G 手機內含達 20%在地製造零組件之
銷售規範，將於 2017 年起提高至 30%。
 食品生技產業：為滿足糧食自主，印尼鼓勵提高水稻、玉
米、黃豆、糖、鹽、牛肉、魚貨產量，以增加家庭食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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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 2014 年印尼政府開始推動全民醫療保險，目標在
2019 年達成覆蓋率 100%，帶動對醫藥與醫材需求。
 金屬製品產業：造船、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工業發
展將帶動對鋼鐵和金屬製品之大量需求。
 智慧城市/工業園區規劃：為平衡區域發展，印尼政府積極
推動「東向政策」
，相關城市基礎設施建置如智慧城市系統
等亦將增加，同時，預計增加爪哇地區之外 14 個工業區以
及 22 個中小型工業中心(印尼東西部各 11 個)。
(b) 持續拜訪企業與公協會，進行產業資訊交流
為深入瞭解台商企業現階段於新南向國家市場的佈局
規劃，以及印尼當地產業發展需求，以利強化臺印尼雙方未來
產業合作基礎，推動後續產業交流合作，工研院 IEK 工作小
組於 2 月 20-24 日前往印尼雅加達拜訪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中興工程印尼股份有限公司、中鋼集團/中貿國際(新加坡)
私人有限公司、印尼工業部與公協會，瞭解當地產業概況。相
關市場資訊摘要如下：
1. 台朔重工：印尼電力普及率因地區而不同，在印尼離島發
展獨立微電網，具有相當商機。另外，印尼電價、煤價預
估將逐漸上漲，電廠專案亦有發展潛力。
2. 中興工程：印尼政府規定繁雜，工會勢力龐大，對於勞工
保障高，加班費以及遣散費的規定嚴格，再加上每年 11 月
固定公布各區的基本工資逐年成長，臺灣企業於印尼投資
必須留意相關成本。
3. 中鋼：中鋼在印尼市場因受到印尼關稅提高影響，幾乎失
去半數業務(主要是低階產品市場)。未來規劃在台塑越南
河靜廠點火後，將低階鋼材由越南進口到印尼，在印尼尚
無投資設廠的規劃。
4. 印尼公協會：印尼產業多半缺乏中至後段供應鏈的製造技
術，亟需補足該段缺口。以 ICT 產業為例，為強化電子製
造業體質，印尼政府開始利用本地自製率(local content)的
政策，提高電子產品使用本地製造零件的比例。能源方面，
印尼規劃利用豐富矽砂原料發展太陽光電產業，但缺乏生
產晶圓以及電池的技術，因此希望引進外資共同合作建立
86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該段供應鏈。在金屬製品產業部分，印尼目前主要缺乏下
游應用產業。另外在造船產業方面，印尼現階段本地產業
的製造能力最高可建 50,000 載重噸(DWT)的船隻，主要發
展目標為提高本國造船與修船噸數(DWT)。協會代表表示，
未來臺印尼雙方除可共同建造新船，提高臺印尼造船廠的
產能利用率外，在船舶零配件製造領域合作，亦有發展空
間。
(c) 印尼產業技術人力研究
工研院 IEK 工作小組已展開印尼產業技術人力供給和分
佈研究調查，目前已針對印尼前 100 大的大專院校之畢業生
人數、學校科系別、就業產業別、職能、薪資等狀況做一蒐集
調查，並繪出各主要大專院校區域位址標示，以利臺灣廠商識
別。並於 9/21 舉辦「運用新南向國家人才創造產業商機專家
座談會」
，邀集產官學研專家探討如何建構更完整的機制或合
作方式，協助臺灣產業運用新南向國家之人力資源。
C. 建立與印度重要智庫交流網路
5 月前往印度新德里分別拜訪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
(IIT)、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ICRIER)、尼赫魯大學(JNU)、
印度科學與工業研究理事會(CSIR)，並建立交流連絡管道，其
中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有較多的社會科學與經濟方向的
研究，印度科學與工業研究理事會則有較有多的科技技術的
研發。
拜訪結果了解印度目前需要有能提升人民生活的相關技
術應用。對於臺印合作來看，因印度地域遼闊，所以需要考量
各地方的需求，同時也需要考量各地方政府的影響力。目前印
度食品加工是最多被提出的項目，主要原因在於印度農民多，
但對於食物的保存與運送技術不佳，造成較多的食物浪費。在
人才培育部分，可結合大學育成中心與企業技術需求，形成有
目標性的技術人才培育。
8 月前往印度新德里分別拜訪印度國家太陽能源聯盟
(NSEFI)與能源、環境與水資源委員會(CEEW)，拜訪結果了解
印度的太陽能光電模組主要由中國大陸進口，佔據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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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份額，中國大陸的太陽能板價格定位屬於低價策略，並認
為臺灣在太陽能光電產業具有相當能量，產品具有高品質與
轉換效率，臺灣與印度合作可以著眼合資成立公司；在智慧城
市部分認為要結合綠能源與水供應確實在印度是重要的議題，
但應該先釐清智慧城市在印度的定義，可能跟其他國家的概
念有所不同。對印度政府而言，智慧城市的概念是基礎建設與
都市更新，希望能夠滿足當地居民的基本民生需求為主。
邀請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ICRIER)於 10 月 12 日來
臺參與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壇論，同時進行主題發表「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aiwan」
，資策
會 MIC 與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ICRIER)簽訂 MOU，期
望於未來雙方在經濟發展和政策研究上的合作機制，以專案
為基礎進行合作，包括雙邊研究人員交流、研究發表、舉辦講
座與工作小組，並由雙方共同推動執行。
D. 臺印(度)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完成臺印(度)建議產業連結合作領域簡報，內容說明如下：
(a) 印度基本資料：2015 年印度 GDP，2 兆 90 億美元，成長率
首度超越中國大陸，成為新的世界經濟成長引擎，人均 1617
美元。IMF 預測未來兩年印度成長將高於中國大陸表現，
並同時帶動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CEBR 更預估 2028 年印
度將超越日本，成為第三大經濟體，僅排於中國大陸、美國
之後。印度產業結構中，農林漁牧業、製造業、不動產、零
售、住宿與餐飲為前四大產業，三者合計佔 GDP 的 61.3%。
1947 年印度獨立後智庫逐步得到發展，60 多年發展下形成
涵蓋印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科技、國防安全
等領域；目前大約有 440 家智庫機構，排在世界前五之列，
但規模較小。
(b) 印度發展政策：Make in India，透過改善投資環境、鬆綁法
規、簡化行政、推動大型基礎建設計畫等具體作法，以吸引
外國企業來印投資，建設印度成為全球製造中心。Digital
India，提供數位化基礎建設、提供數位化之政府治理與服
務、教育民眾運用數位技能。Skill India，規劃於 2015-16 輔
導 1,200 萬人次接受技能培訓課程，並於 2022 年前達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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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4 億人次之目標。Startup India，建立獎勵創新研發與扶
植新創企業發展之輔導體系與環境。智慧城市，推動建設
100 座智慧城市，投資大眾交通、住宅、衛生、資訊網路、
綠能等基礎建設，以提供現代化城市之優質發展環境與競
爭力。工業及貨運走廊，包括德里孟買工業走廊、孟買-班
加羅爾工業走廊、清奈-班加羅爾工業走廊、阿姆利則-加爾
各答工業走廊。
(c) 產業合作機會：印度總理莫迪上任提出「Make in India」與
「Digital India」等政策帶起印度產業的推升動力，同時印
度 13 億人口足夠支撐印度自有品牌的市場，然以服務業為
主的印度仍需要提升製造業的完整度，我國可透過與印度
產業鏈結提供印度所需之產品或零組件，創造臺灣產業出
海口。在印度各項獎勵投資措施吸引下，日、韓、陸等國已
積極耕耘印度市場，我國可透過推動臺印技術與人才合作，
使印度市場更習慣於臺系產品、印度生產者更依賴於臺系
產業鏈，進而促使印度成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之合作夥伴。
透過與印度交流合作，引入我國新興產業與技術推動制度，
如環保、綠能與綠色工廠制度，進而導引我國相關技術輸出
及示範推廣，促進我國與印度業者商機媒合。
(d) 從台商角度對印度外資政策的三項觀察，經印度的外資政
令研究，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及強力外銷貨品的
第二產業定位，印度新法約產生三項作：(i)印度對於第二及
第三產業採取(相對於大陸)同時開放的基調(舉例而言，醫
療製造及服務、金融服務業、航空運輸業、工程開發等)；
(ii)印度明顯採取擬以其龐大市場帶動印度製造(相對於大
陸的市場換取科技移轉)的外資策略，從實體店面、虛擬電
商及貿易業的條文觀之即足得知；(iii)印度幅員廣大，印度
中央雖非如大陸授權地方政府，就規模較普通的投資案賦
予審核權利，但印度地方政府的發照權利仍受維持，並因此
間接左右相關外資產業(例如不動產開發)。
E. 建立與馬來西亞重要智庫交流網路
(a) 完成與 3 個馬來西亞學研智庫建立交流管道
今年度本計畫先後前往馬來西亞的拜會交流中，已與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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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和大學專家接觸交流，包括與馬國智庫 IDEAS 專家在臺
灣進行交流會議，且到馬國回訪該單位進行交流(4 月)，討論未
來交流合作事宜，並受邀參與該智庫在當地舉辦的大型研討會
活動(5 月)；另外，分別在 4 月份和 5 月份前往馬國拜會的行
程中，與馬國智庫 CREATE 代表洽談交流合作事宜，及先後拜
會拉曼大學的三位不同領域專家學者，包括該校中華研究中心
教授、該校國際處處長，以及管理學院副院長，規劃未來合作
交流事宜；並在研討會場合與檳城研究院管理高層會面，建立
聯繫管道；並拜會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MIER)，與該單位交流
分享雙方的研究與任務，且洽談雙方未來的合作。在 10 月 25
日於臺中舉辦的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活動上，分別與馬來西
亞經濟研究院(MIER)及 CREATE 智庫簽署合作備忘錄。對於
相關交流合作的專家夥伴，安排來臺拜會交流，並商議合作的
議題內容，也安排相關產業和人才合作交流的研討會和座談，
開啟雙方智庫的實質合作工作。同時，也在國內進行多個交流
拜會，與國內東南亞相關領域研究機構專家，詢問相關研究及
過去接觸的學研機構人脈，逐步建立交流網絡。相關工作將持
續維持交流能量，以利增進兩國智庫及專家的交流和合作。
1. 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MIER)
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成立於 1986 年，是馬國獨立的非營
利研究機構。其針對國家所面對的經濟、金融和商業問題提供
獨立且高品質的問題導向研究，並為總體經濟管理、發展和未
來經濟觀點提供建議。其機構目標，包括作為政府與私營部門
和大學間的連結，成為國家經濟、金融和商業研究的焦點；接
受公私部門的委託經濟研究項目；與其他國內外研究機構合作
與國家有關的議題；出版與發布研究成果、舉辦座談會、研討
會，促進意見與觀點交流；為公民營機構成員提供不定期訓練
課程。近幾年也將以上研究和訓練需求延伸至國外。
2. 拉曼大學(UTAR)
拉曼大學是由拉曼大學教育基金會於 2002 年 8 月 13 日創
辦的一所非盈利高等教育機構，名稱取自馬來西亞第一任首相
東姑阿都拉曼。是馬來西亞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在馬國高
等教育排名位居全國第二，僅次於馬來亞大學。拉曼大學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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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研究中心是馬國重要的中華文化相關研究的重要研究單位，
且該校與臺灣許多大學都已有學生交流的合作備忘錄，但缺乏
學術研究交流的合作，這次臺灣經濟研究院與拉曼大學的交流，
雙方也很有意願朝向學術研究交流的開展合作工作，未來可能
展開合作備忘錄的討論。
3. Centre for Research, Advisory & Technology (CREATE)
該智庫執行長黃穎欣曾是擔任馬國重要智庫亞洲策略與
領導研究院(Asian Strategy & Leadership Institute，ASLI)的總營
運長，及公共政策研究院(CPPS)的高級總監，目前也是政府指
定國家轉型 2050(TN50)的青年大使，過去也曾經任職於其他研
究機構和大學單位。CREATE 智庫單位主要擔任公私營機構的
智庫研究諮詢工作，為相關政策研究擬定撰寫策略研究報告。
(b) 與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和 CREATE 完成簽署合作備忘錄
9 月下旬至 MIER 拜會院長 Emeritus Professor Dr Zakariah
Abdul Rashid、副院長 Dr Haji Ahmad Fauzi bin Haji Puasa 及兩
位資深研究員 Dr Shankaran Nambiar 和 Dr Zulkiply Omar，雙方
針對未來有興趣的經濟研究議題提出各自的看法和優勢，以初
擬雙邊 MOU 的框架內容。在 10 月下旬邀請 MIER 院長 Emeritus
Professor Dr Zakariah Abdul Rashid 來臺交流，並於 25 日假臺
中舉辦的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活動上，與馬來西亞經濟研究
院(MIER)簽署合作備忘錄，隨後至台經院進行雙邊潛在的合作
領域進行意見交流，擬訂該 MOU 的主要合作項目，並期待未
來在研究與人員方面可以有進一步的交流合作。
同時，在 10 月下旬也邀請 CREATE 智庫執行長黃穎欣來
臺交流拜會，以及前往臺中舉辦的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活動
上，與臺灣經濟研究院簽署智庫合作備忘錄，此行也針對其有
興趣之議題安排與相關企業和學研專家夥伴拜會交流，商議合
作的議題內容，也安排相關產業和人才合作交流的研討會和座
談，開啟雙方智庫的實質合作工作。。
F. 臺馬來西亞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研析
已透過資訊蒐集、參與研討會活動等方式了解產業界在馬
國的一些產業活動和合作，並拜會相關機構與專家了解臺馬合
作的一些面向。包括在臺灣辦理座談會諮詢國內產學研單位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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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意見，以及前往馬國訪談在地台商、駐外單位、貿協、學研
智庫專家、產業協會代表，以及留臺校友等對象，持續更新彙
整分析臺馬產業合作工作推動的方向。
(a) 完成臺灣與馬來西亞產業合作領域建議簡報，內容說明如下：
為研析推動臺灣與馬來西亞產業鏈合作之具體方向與推
動方式，尋求有利於雙方對產業合作推動方向的共識，針對馬
來西亞目前國情和在東協區域的概況、近期重要國家發展政策
以及產業發展現狀，進行次級資料收集與主題研析，完成馬來
西亞的國家概況報告。主要內容摘要如下：
1. 馬來西亞總體發展現況：
馬來西亞是東協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僅次
於汶萊和新加坡，整體經濟規模雖然較印尼和泰國小，但產業
發展相對較早，天然資源豐富，對外輸出原油、天然氣、橡膠
和棕櫚油等，也是較早外資進入的國家，電子相關產業發展也
有 30 多年歷史，也是出口金額最高的產業。2016 年國內生產
毛額約 2,964 億美元，經濟成長率約 4.2%，平均國民年所得約
在 1 萬元美金。
2016 年臺馬雙邊貿易計 141.25 億美元，較 2015 年成長
3.48％，馬來西亞為我國第 8 大貿易夥伴（次於中國大陸、美
國、日本、香港、韓國、新加坡及德國）
；其中我國對馬來西亞
出口 78.42 億美元，馬來西亞為我第 9 大出口市場，較 2015 年
增加 9.0％；我國自馬來西亞進口 62.83 億美元，馬來西亞為我
第 6 大供應來源國，較 2015 年減少 6.7％；我對馬國順差 15.59
億美元。
2. 重點產業發展現況：
馬來西亞在國家地理分布上分為馬來半島的西馬，與婆羅
洲東馬，東馬主要為農業等天然資源和觀光產業，西馬有較多
的製造相關產業，也是外商直接投資主要聚集地區。馬來西亞
是工業國家，製造業約佔國內生產總值(GDP)30%，在自動化與
資訊化程度仍有相當進步的空間，因此，在國家政策方面也積
極促進投入相當資源提升轉型。服務業方面，馬來西亞位居東
協關鍵位置，連結陸路東協國家和海洋東協國家，經濟市場關
聯因著國內多元族群華裔、馬來裔，和印度裔，多元宗教也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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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了伊斯蘭穆斯林市場，是相當有潛力的發展據點。目前台商
約有 1,900 家布局大馬市場，主要分布西馬為主。
石油和天然氣產業-馬來西亞的油氣儲藏量在東南亞排名
第二。它還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氣生產設施，使它成為
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氣（LNG）的出口國。馬來西亞有超過
3,500 家油氣企業，它們包括國際石油公司、私人企業、服務
和製造的公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服務和製造產業的生態系統，
來支援和滿足國內和區域油氣價值鏈上各個環節的需求。許多
全球大型機械設備（M&E）製造商已經在馬來西亞設立基地，
與國內機械公司形成互補，而其他馬來西亞的石油和天然氣公
司則注重在主要戰略行業，例如海洋、鑽井、工程、裝配、海
上安裝、操作和維修（O ＆ M）。
電機及電子產業-馬來西亞的電機及電子產品(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產業是驅動馬國近幾十年經濟成長的重
要推手，吸引大量的外來投資和創造許多工作機會，也是馬國
出口商品中的最大宗，2016 年電機及電子產品出口金額為
2,877 億馬幣，佔製造業產品總出口值的 44.6%。迄 2016 年馬
國共吸引電子與電機產業投資額 1,912 億馬幣，其中外人投資
達 1,626 億馬幣，占總投資額 85%；其餘 286 億馬幣為國內投
資，占總投資額 15%，創造 70 多萬個就業機會。馬來西亞當
局早於 2010 年 10 月 25 日啟動經濟轉型計畫，其中電子與電
機產品列為 12 項關鍵經濟領域(NKEA)之一，專注發展半導體、
太陽能、發光二極體、工業電子及家電等產品，估計至 2020 年
該產業可為馬國創造 172.3 億美元產值及 15.7 萬個就業機會。
馬來西亞於並 2013 年 3 月 28 日宣布啟動 5 項電子與電機產品
(E&E2.0 版)計畫，包括太陽能光電系統、崁入式系統產業、電
子汽車零組件製造、透過電子與電機零組件生產支援鐵道維修
及奈米科技產業等，估計至 2020 年的經濟效益可為馬來西亞
帶來 69.9 億美元的國內生產毛額與 6 萬 8,600 個就業機會。
汽車產業-馬國透過政策扶植，先後支持了自有品牌的車
廠有兩家，分別為寶騰(Proton)和第二國產車(Perodua)。許多知
名車廠也在馬國境內設廠組裝生產銷售。Proton 汽車是馬來西
亞國產汽車品牌，建立於 1983 年，是馬來西亞第 4 任首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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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迪上任第三年時所主導建立。成立初期，是一家由馬來西亞
重工業社（Heavy Industries Corporation of Malaysia, Hicom）和
日本三菱集團屬下的三菱汽車及三菱商事組成的聯營公司。當
中馬來西亞重工業社佔總股權的 70%，兩家日本企業各佔 15%，
分別在 2004 年和 2005 年出脫股權予馬國。根據馬來西亞汽車
研究院資訊，現今馬國汽車產業包含 27 個汽車製造商，以及
641 個零組件供應商，大約 80%的零組件都在國內生產，汽車
產業大約貢獻全國 4%的 GDP(約 400 億馬幣)，以及從上游生
產製造到銷售大約提供 709,457 的工作機會。2017 年 6 月，中
國大陸吉利汽車宣布收購寶騰(Proton)的 49.9%股份，以及英國
著名跑車品牌蓮花(Lotus)的 51%股份。吉利汽車藉由收購寶騰
希望進入東南亞市場，也透過收購蓮花品牌踏入歐洲跑車市場。
這是繼吉利汽車在 2010 年收購瑞典品牌 Volve 後，又一海外
品牌重要投資。對於馬國汽車產業的競爭與供應鏈衝擊值得觀
察注意。
再生能源產業-馬國政府大力提倡及創造更節能環保的綠
色產品，進一步推動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在第 11 大馬計畫下，
馬國政府繼續探討提高綠色產業計畫，以降低馬國對天然氣、
煤炭及石油發電的依賴，盼至 2020 年，能達成 2,080 MW 再生
能源發電量目標，這相當於全馬電流供應量的 7.8%或更高。根
據馬來西亞永續能源發展機構(SEDA)資料顯示，2016 年再生
能源發電量達 344.32MW；當中太陽能發電就占整體的 68%，
發展潛力巨大，其他新能源如生物質(17%)、小型水力發電(5%)、
固體廢料(4%)及沼氣(2%)等。馬來西亞能源、綠色科技暨水務
部長麥西慕翁基里表示，由於全球燃料價格下跌，以及配合政
府電業燃料補貼合理化政策，馬國政府決定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維持西馬電價(基本電費為 38.53 馬分)，
及每千瓦特回扣 1.52 馬分；沙巴州與納閩島基本電費則為
34.52 馬分，維持回扣 1.20 馬分。麥西慕部長指出，西馬發電
成本受煤炭價格上漲，增加 2.4%，惟馬國政府決定使用購電協
議的基金，撥出高達 13 億 300 萬馬幣(約合 3.03 億美元)補貼，
繼續維持目前電價，不加重人民負擔。
資訊服務產業-馬來西亞推動「全國電子商務策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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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至 2020 年，電子商務年成長率，能從 2016 年的 10%，提升
至 20.8%，並為國內生產總值貢獻 1,700 億馬幣 (約合 380.9 億
美元)。該計畫涵蓋六大主軸：包括(一)增加電子商務商家；(二)
增加企業界使用電子採購；(三)消除非關稅障礙；(四)重新調整
現有經濟振興措施；(五)選定電子商務業務作策略投資，以及
(六)促銷大馬品牌，促進跨境電子商務蓬勃發展。所規劃的措
施，包括(一)減少進、出口包裹邊境通關時間；(二)增加電 子
商務對中小企業的促銷；(三)增加中小企業電子商務的培訓規
模與人才培育；(四)為中小企業建立一 站式電子商務資源；(五)
將馬國轉型為電子區域中心；(六)提高電子付費革新、優勢及
安保意識；(七)提高法定機構、國營企業的電子採購率，以及
(八)鼓勵國營企業採用電子採購。
馬來西亞數位經濟機構(MDEC)與阿里巴巴合作，推動中
國大陸以外，全球首創的「數位自由貿易區」(Digital Free Trade
Zone，DFTZ)。該自貿區坐落於吉隆坡國際機場航空城(KLIA
Aeropolis)，該自貿區將打造成為物流、支付、通關及數據一體
化的數位中心，將涵蓋數位實現中心(E-Fulfillment Hub)、數位
服 務 平 台 (E-Services Platform) ， 和 衛 星 服 務 中 心 (Satellite
Services Hub)，並與中國大陸杭州阿里巴巴電子中心銜接，打
造在中國大陸以外的第一個電子世界貿易平台(eWTP)，發展電
子商務平台、貿易便利化、中小企業創業、雲端服務、配送及
貨運中心。其中大馬機場控股公司和菜鳥網路合作，在吉隆坡
國際機場航空城中開發區域電子商務及物流中心；馬來亞銀行
和聯昌銀行與螞蟻金融服務公司簽約，合作在馬國推行支付寶
(Alipay)的條碼支付(Barcode Payment)。估計該自貿區將有總值
650 億美元(約合 2,870 億馬幣)的貨品流通，且創造 6 萬個就業
機會。
3. 重點政策規劃-第 11 馬來西亞計畫：
馬來西亞首相納吉於 2015 年 5 月 21 日，在國會提出「第
11 馬來西亞計畫」，目標使馬國 2030 年 GDP 達 2.6 兆馬幣，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達 11 萬 7,260 馬幣，每年實質 GDP 成長率
達 5.6%。馬國政府採取 6 大發展策略，包括：(一)提高生產力；
（二）透過創新創造財富；
（三）增加中產階級人數；
（四）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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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教育及技術訓練；
（五）推動綠色科技發展；
（六）投資具競
爭力城市，包括吉隆坡、柔佛州新山、砂勞越州古晉和沙巴州
亞庇等。馬來西亞政府將優先發展綠色能源產業，減少對石油
等發電燃料之依賴，也將針對煤炭及核能發電廠計畫做民調。
至 2020 年，馬國政府將廢除特別工業電費制度，推行獎勵式
管理，鼓勵工業界善用電力。馬國也將興建 5 座新發電廠，預
計投資成本為 280 億馬幣，創造 3 萬 5,000 個就業機會。
4. 建議優先鏈接產業：
評估馬來西亞的產業發展需求以及該國政策支持的產業，
和臺灣產業優勢，建議優先鏈接合作產業如下：
紡織產業：我國產學研各界尋求與馬來西亞當地成衣業者
進行製衣染整等技術開發外，企業方面也尋求合組國際盃團隊，
進軍全球機能服市場。
資訊服務產業：電子和電機業為馬來西亞重點發展產業之
一，而電商服務相關產業也是該國重要的發展領域，我國電傷
及資訊服務相關產業發展尚領先馬來西亞業界，馬來西亞市場
的潛力不僅是對於華人市場的服務，也是研究進入穆斯林市場
領域和東協資訊服務市場的最佳平台。
食品生技化妝品產業：根據 2015/16 年全球伊斯蘭經濟報
告 估計，目前全球清真產業總市值高達 8.4 兆馬幣(約合 2.1 兆
美元)，其中清真食品與日用品市場貿易金額將超過 2.5 兆美元，
至 2019 年，全球清真及生活方式市場市值將達 14.8 兆馬幣(約
合 3.7 兆美元)，擁有巨大開發潛力。馬來西亞是較早制定出清
真食品標準的國家，擁有馬國 JAKIM 清真認證的產品，無論
是在內銷或國際市場，均已奠定良好信譽。在穆斯林市場的潛
在需求，馬來西亞是清真認證產品的最佳測試市場，選定聚焦
品項進行合作，以合作品項之我國廠商及公協會為核心，對接
在臺灣及馬來西亞之供應鏈上下游廠商形成產業群聚，合作爭
取全球市場。
智慧城市產業：馬來西亞由於電子產業發展較早，在資訊
服務運用也較為領先，基礎建設方面有其發展智慧化的的條件，
臺灣相關產業可以為其提供量身訂造的系統服務，無論是在智
慧製造和智慧應用，臺馬間有許多合作空間，目前已經開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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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智慧農業、智慧能源、智慧醫療、智慧路燈的應用合作，未
來還可以進一步尋求深入和廣泛的應用領域。
(b) 馬來西亞人力資源問題
根據 2011 年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居住和工作在國外的大
馬人約為 150 萬，占大馬總人口的 5.3%，人才外流問題嚴重，
平均每年有 3 萬名勞工外流，其中 25％是專業白領菁英，受過
高等教育的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馬來西亞中小型企業面臨着
工程師和技術員嚴重短缺。馬來西亞政府公開承認馬存在嚴重
的人力資本赤字。
馬來西亞政府為保護馬來裔，在教育體制上給予許多限制，
如馬來西亞公立大學在錄取新生方面採取「種族固打制」
，這也
造成馬來西亞人才大量外流。一直以來，華裔學生考獲佳績卻
不被本地公立大學錄取的新聞頻頻見報。
教育部管轄的技職中學全國有 88 所，學生 60,590 人，而
華裔人數不到 1%；高教部工藝學院全國有 20 所，今年有 46,846
名學生被錄取，當中只有 1,624 名華裔生，僅佔總人數 3.47%。
(華裔學生多數入私立學校)
藍領人才問題，由於馬來西亞勞動力不足，因此馬國當局
並不歡迎勞力密集產業前往投資，為因應產業需求，馬來西亞
已引進 235 萬名外勞，其中大部分是印尼外勞。至於馬來西亞
的非法外勞據估計有 400 萬人之多，是治安的隱憂。2016 年 2
月 22 日宣布暫時凍結引進新外籍勞工，造成部分廠商被迫放
棄訂單。
白領人才問題，大馬理工科系人才較缺乏，且常被新加坡
挖角，在馬來西亞招聘電子工程師是一大挑戰。馬來西亞政府
為吸引國外優秀人才至大馬服務，特於 2011 年開始推動｢專才
回流｣及｢馬來西亞- 我的第二家園計畫｣(MM2H)。MM2H 讓符
合特定條件的外籍人士獲得多次入境社交簽證，以便長期居留
在馬來西亞。多次入境社交簽證有效期限為 10 年並可以更新。
申請者可攜帶配偶，年齡 21 歲以下的未婚孩子及 60 歲以上的
父母。
G. 產業群聚與工業區連結分析
(a) 「產業群聚與工業區連結分析」
：
97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整理臺灣產業園區的發展脈絡、成長經驗，了解菲、印
度、泰、越、馬、印尼各國的產業園區或產業群聚，其發展
脈絡、發展現況、優勢劣勢分析以及未來發展趨勢。
(b) 新南向工業區合作推動配合研究：
協助臺菲雙向交流活動、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活動規
劃及籌備、第 23 屆臺菲(菲律賓)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有關工
業區合作升級之議題規劃及籌備；新南向五國(菲、印尼、泰
國、印度、馬來西亞或越南等)具合作潛力之產業園區基本資
料及區位評估(包括區址條件、水電資源條件及工程可行性評
析)等；新南向國家工業園區相關之滾動式的研究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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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三：輿情觀測與文宣品
A. 輿情觀測
(a) 每日輿情簡訊通報：以具新聞、政治、公共事務領域之專員，
針對機關委託議題進行完整閱讀，並同時進行重點摘錄後，
將當日輿情民意觀測重點，以行動簡訊發送 200 字~500 字不
等之摘要內容至機關指定對象行動電話上，俾利首長及觀閱
者能於百忙中快速了解當日輿情重點。
(b) 每日輿情觀測日報：將機關指定之觀測議題，以布林邏輯符
號串接成關鍵字串後，進行新聞報導、臉書社群、批踢踢社
群、部落格聚落、熱門論壇討論等跨資料源資料進行撈取，
同時以社群關注度或討論回應熱度進行資料排序，並彙整成
報表形式於每日早晨八點發送至機關指定對象之電子信箱，
俾利觀閱者能完整檢視當日輿情資料內容。4/1 起強化簡訊
通報，停止日報發送。
(c) 輿情觀測分析週報：以具統計、數據分析、新聞傳播、政治
或公共事務領域之資料分析師，對機關指定之觀測議題，於
每週一進行網路聲量探索、觸發事件解析、意見領袖辨識、
議題或事件之參與人數(不重複 ID)計算統計，輿情評價判讀
暨高關注網民意見回饋等等輿情觀測分析任務，並傳送每週
分析結果，4/1 起為使更多科室主管能掌握輿情概況，增加
每週週報分析成果另以簡訊形式分則摘要傳送。
B. 文宣品
(a) 已於 4/28 第 1 次成果摘要報告編輯委員會議中，決議確認封
面版型及文宣刊物架構及內容規劃；並選定書名為：搶進未
來—以臺灣「實力」
，攻佔「實利」。
(b) 已完成封面美編設計，於 6/15 政策組進度會議中確認封面
(底)、折頁文案內容。
(c) 已完成主軸內文撰寫共兩篇。於 5/24 及 6/7、6/14 及 6/21 完
成文稿「智慧製造」
、
「產業優化」
、
「雲端數據」及「數位科
技」撰寫，並交業務組進行校稿中。
(d) 已完成綱要計畫檢索、出版品清單、歷年大事紀拉頁等附
錄資料美編。
(e) 已於 7/12 完成聚焦大引擎主軸文撰寫共八篇（含美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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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7/24 於工業局召開第 2 次編輯委員會議，提供刊物數位打樣
予編輯委員審閱並確認內容是否妥適，以利後續印製作業進
行。

圖 9：工業局 105 年度科技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告-封面(底)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10：工業局 105 年度科技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告-目錄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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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工業局 105 年度科技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告-章節頁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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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工業局 105 年度科技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告-內文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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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工業局 105 年度科技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告-附錄
資料來源:本計畫

分項四：兩岸產業合作交流活動與研究議題
A. 研究議題
(a) 中國大陸共享經濟風潮下之創新經營模式與其對臺灣產業
影響研析
從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的發展現況，政府政策思維轉變
與產業的發展歷程，及創新商業模式案例的分析來觀察，
可發現以下結論：
1.中國大陸共享經濟市場的機會與風險
中國大陸共享經濟平台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藉由軟體
相關技術精準匹配供需雙方，提高交易成功率並改善用戶
體驗，增加用戶黏性；並整合線上(平台)與線下(相關實體
產業)的系統與服務，提供一體化服務；且平台蒐集的大數
據衍生更多商業價值，使其從本業延伸至各領域，形成生
態圈。
若要達成上述目標，平台運營者需要眾多技術服務者
提供相關服務，以滿足其供需媒合、線上線下整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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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需求，因而促成軟體服務如大數據分析、人工智
慧、平台系統建置等技術服務業者的切入機會。對於特殊
領域的平台需要進行線上服務與線下使用者的對接，亦須
要線上影音傳輸、虛擬實境等相關軟硬體服務，也將帶動
相關 IT 硬體設備產業的商機。
但中國大陸共享經濟市場亦出現過度共享趨勢，使平
台面臨泡沫化危機，諸多平台遭遇困境或已退場。在資本
的過度吹捧下，大陸的萬事萬物皆能共享，如共享籃球、
共享雨傘、共享充電寶等。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狂熱逐利
使共享經濟市場快速成熟，在資本熱捧下，先拼密度、拼
規模，搶占線下網點，入駐各大城市商圈，但部分新出現
的共享形態尚無清晰的盈利模式。
平台的商業模式能否盈利，與其產品價值、產品屬
性、消費頻次、消費需求量等密切相關。當產品價值高，
稀缺屬性越強，消費頻次越高，需求量越大的時候，則平
台盈利的可能性越大。但如共享充電寶的技術含量低，需
求程度也低，平台為獲取高用戶流量須靠免費形式，資金
來源只能從融資、廣告，相當於沒有商業模式；共享籃球
只有對籃球愛好者才是高頻需求，使用頻率低使其成本提
高；共享雨傘的使用頻率和天氣掛鉤，但下雨天數有限、
忘記帶傘的次數有限，同樣有使用頻率低的問題，且傘易
遺失、維護成本也高，在在都增加營運困難度。
目前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的意涵更多是分時租賃，和傳
統的「閒置資源共享」定義不同，由廠商自己生產或提供
產品，使用者透過 App 取得產品一段時間的使用權，不用
時再釋放給其他使用者。此種為共享而共享，違背重新配
置閒置資源的初衷，盈利模式受質疑。傳統的共享經濟將
閒置資源與潛在需求者連結，但大陸的共享經濟演化成透
過網路平台提供租賃服務，平台不是連接閒置資源，而是
自己購買產品再出租給用戶。部分平台傾向重資產的租賃
模式，而非對既有閒置資源進行整合，加上產品遺失、損
壞率高，實現獲利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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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大陸治理共享經濟之經驗對我國相關施政之啟示
分析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的法規制定過程及政策規範的
主要內容，可發現中國大陸對共享經濟採取創新監管機
制，在管制規範與開放創新間求取平衡。
在管制規範方面，若共享經濟的監管主體不明、監管
不到位，平台則游走於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因此中國
大陸政府對各領域平台的業務深入調研，明確其監管主體
及主體的監管職責，防止三不管或監管主體越位，對共享
經濟發展形成市場阻力。如交通部根據出行市場需要和權
益訴求，出台《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
法》將網約車納入監管，消除共享經濟發展的政策風險。
此外，共享經濟的使用者僅藉由平台達成交易，交易安全
機制較傳統經濟更為重要，因此政府針對平台的信用數據
積累、共享、使用等加以規範，形成共享經濟的評價系統
和互信機制，以強化交易安全。
在開放創新方面，中國大陸政府認知到傳統經濟時代
監管的三大策略—設機構、築門檻和立法，對共享經濟不
一定適用，因此在形成政策的過程中廣泛收集平台、使用
者、服務提供者等利害相關人意見，將過時法規加以調整
以適用新商業模式。相應的法規和標準可根據各類產品、
服務的特徵制定，包括強制性的安全標準與推薦性的產品
或服務標準。
臺灣對於各領域共享經濟衍生的新型態商業模式，可
思考在監管中引入適應性治理，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不斷調
整。對於共享經濟的政策思維可參考以下方向：

•

分類管理

避免使用舊辦法管制新業態，需設立新法明確不同領
域共享經濟平台的監管主體，並界定各領域平台在市場准
入、勞動保障等方面的規範。

•

多方(政府、企業、使用者)共治

共享經濟個體資源提供者眾多，行業治理複雜性高，
業態交易量大，單靠政府的傳統管理方式難以適應新業態
發展，需建立政府、平台企業及各類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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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的管理模式。

•

使用者權益保障

政府可引導平台企業建立完善的服務提供者和使用者
的信用記錄，提高自身信用管理能力；或鼓勵平台連結相
關企業數據，補充完善徵信體系，加強守信激勵與失信懲
戒機制。
政府自身亦可建立消費者投訴和糾紛解決機制，設立
用戶投訴和維權的第三方平台。
(b) 陸企和東協國家之佈局策略研析
為接續期中研究進度的規劃，本案於研究期間，根據委員
的建議強化了中國大陸對外投資政策的歷次演進，2004 年中
國大陸商務部、外交部共同頒布「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
錄」，2005 年至 2007 年中國大陸商務部、外交部繼續更新並
擴大「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中的國家別與投資項目，
並開展對外發展經濟合作區的申辦輔助方式，2011 年中國大
陸商務部、發改委、外交部共同發佈「對外投資國別產業指引」
，
至此以前未有針對東協家整體的投資規劃戰略，2010 年
CAFTA 正式生效後，也就是進入十二五規劃至十三五規劃時
期，藉由與東協各國的雙邊經貿協議簽署，中國大陸與東協各
國的經貿合作更加緊密，尤其在 CAFTA 升級版實施後，與中
南半島經濟走廊的規劃，開闢陸企走向東協國家的新渠道。
從中國大陸與東協的經貿協議、投資貿易及歷年的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的資料分析結果，本文發現中國大
陸對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投資布局相對於其它東協國家
深入，因此在研究期間，嘗試以泰、馬、星三國的貿易資料進
行簡單的市占率消長分析。根據量化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兩
岸產業在東協國家市場的競合方面，並非所有產業皆呈高度
競爭的態勢，例如泰國的紡織業、化學材料業、電子零組件業
及機械設備業，馬來西亞的紙漿及紙製品業、化學材料業及電
子零組件業，新加坡的紙漿及紙製品業、化學材料業及電子零
組件業，兩岸皆有各自專業化分工的產業鏈位置，尤其是化學
材料業及電子零組件業，在泰、馬、星三國的產業鏈位置相同，
分別是化學材料業中的合成橡膠，以及電子零組件業的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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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部分。本研究認為該業或許亦可視為與中國大陸或其他國
家的潛在合作產業。
另一方面，本研究團隊於研究期間，安排至泰國及馬來西
亞的差旅行程，希望藉由實地拜會當地的業者及台商，希望從
不同的角度檢視陸企在東協國家布局的狀況，以加強本案質
性資料的不足。根據本研究團隊的參訪經驗，早期中國大陸政
府為鼓勵企業走出去，提供豐厚的政策補貼，以低廉的價格來
提升市場的佔有率，然而陸企近期的投資情形，政策性補貼逐
步收緊後，較大型的企業如 Huawei、Oppo、Vivo 等國際手機
品牌則採取與當地的電信業者合作策略，進而掌握所有的通
路。此外，若以非製造業的房地產、基礎建設而言，中國大陸
除了提供建築用的砂石之外，亦提供建築的相關人力，而排擠
了當地的就業機會，此舉已引發當地的民怨。綜上所述，隨著
陸企的逐步壯大，陸企的佈局策略以從早期的低價策略，轉變
為直接建立通路品牌的渠道，來提升市場的佔有率。不過，中
國大陸以東協國家作為「去產能」的輸出對象，將可能不利於
在當地企業形象的深耕。
回過頭來檢視兩岸在東協市場佈局的深度，事實上根據
中國大陸商務部最新公布的「境外投資企業(機構)名錄」統計
資料，截至 2015 年止，可以發現中國大陸企業在東協國家登
記的家數僅約達 5,200 家，而與台商在東協國家的企業家數超
過 8,000 家相比，雖然個別企業規模可能小於中國大陸，但臺
灣在東協佈局的時間、深度與經驗應是高於中國大陸，因此如
果東協國家欲在中國大陸與臺灣挑選合作對象，相信中國大
陸也並非首選。
同時，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佈局態度與立場方面，其
從正面轉向疑慮的國家有增加的趨勢，例如泰國總理巴育聲
稱支持「一帶一路」
，但中泰鐵路因地上權的民間糾紛、融資
貸款條件、保護性勞動法規、環評等爭議，導致自 2015 年 10
月至今仍未動工；馬國總理納吉表態支持任何有關「一帶一路」
的合作，但 1MDB 醜聞、國內土著對陸資態度謹慎以及南海
糾紛等問題，民間與官方對中資的態度形成強烈對比；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缺席 5 月「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與近期中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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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六甲海峽打造皇京港，威脅到新加坡在麻六甲海峽的樞
紐地位有關，中星關係可能轉冷。
據此，相較於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資金、
硬體基礎建設佈局仍抱持著疑慮而言，臺灣新南向政策則強
調軟實力，包括醫療、教育、人才及技術創新等非金錢可衡量
的交流，若以產業鏈結合作的面向而言，臺灣則較具有優勢。
因此，建議盡早讓臺灣與東協國家的產業交流合作成為常態，
以鞏固東協市場未開發的潛在商機。此外，根據本研究的訪談
經驗，要在當地獨資經營的難度較高，因此建議政府在東協各
國培養當地投資的專業法律顧問，作為新進或後進台商在東
協投資洽詢或尋找合適 local partner 的專屬管道，或者與在地
深耕較久的日資企業合作亦有絕對的幫助。
(c) 前瞻兩岸醫療照護智慧化市場競合與產業發展之研究
本研究成果發現「健康中國 2030」主要目標為：短期將
透過建設健康資訊化服務體系完善醫療資源及品質的提升；
長期基於前瞻性，未來將結合醫學科技創新，著手規劃大數據
應用及利用大數據、AI 等技術發展精準醫學，以協助人民疾
病短期事後診斷及長期事前預防。依據智慧化產業的發展進
程，可分為：(1)互聯網＋物聯網；(2)大數據；(3)人工智慧等
三階段。本研究根據中國大陸醫療照護智慧化發展進程進行
研究：
一、互聯網＋物聯網階段：兩岸發展各有優劣勢，臺灣基
於過去健保申報批價的背景下，在醫療資訊系統發展快速，同
時為加申報快流程作業，臺灣醫療資訊系統多由醫院附設資
訊系統自行設計，客製化彈性較高，且具備專業的領域知識，
對於服務流程更為熟悉。然而，雖然中國大陸起步較晚，但基
於其透過購買或與國際大廠合作，在技術面上已逐步追趕，加
上有大型互聯網企業，如阿里巴巴的未來醫院、騰訊的微醫及
小型新創企業等，其透過創新商業模式及產品布局後，目前已
對中國大陸醫療照護智慧化帶來改變與衝擊。
建議在中國大陸發展快速背景下，臺灣應尋找利基市場，
同時厚植本身能力，其中從中國大陸盤點「互聯網+醫療照護」
7 大商業模式(11 個子商業模式)中發現，其中在互聯網＋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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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以協助中國大陸醫院流程優化的「智慧醫院」解決方案，
為臺灣的利基市場，且目前已有成功案例為慧誠智醫；而在互
聯網＋照護部分，由於中國大陸高齡化問題嚴峻帶來慢性病
管理的需求增加，臺灣早先進入高齡化社會，因此對於使用智
慧化產品照護年長者之經驗豐富，同時也以切入中國大陸市
場，如浩鑫電腦。
進一步觀察，目前臺灣互聯網＋醫療照護廠商成功切入
中國大陸市場之關鍵成功要素為「綑綁醫療管理顧問服務」輸
出，如：慧誠智醫與彰基合作、雙連安養中心與浩鑫合作等共
同輸出中國大陸市場。因此，建議應協助臺灣互聯網＋醫療照
護廠商跨領域企業組建聯合艦隊輸出中國大陸市場。針對聯
合艦隊進一步建議：
 聯合艦隊應集合我國醫療機構、ICT 業者、醫療器材
廠商等，內部主導建議由系統整合商承接，有助產業
鏈各廠商資源配置順暢。對外由於臺灣醫療管理服務
在國際上享負盛名，建議應以臺灣醫療機構做為對外
名目領導廠商，有助推廣臺灣醫療服務品牌。
 協助臺灣廠商善用「兩岸企業家峰會」平台，尋找中
國大陸當地合作夥伴及合作模式。
 此外，建議提供臺商國內試驗場域（建議以嘉義市作
為試點，國內廠商在「嘉義市智慧健康城計畫」已有
基礎，可持續加值）
，協助臺灣廠商導入互聯網＋物
聯網醫療照護創新研發之解決方案，亦可作為中國大
陸廠商來臺參觀的亮點場域。
二、大數據階段：大數據扮演發展醫療照護智慧化關鍵的
承先啟後角色，然而中國大陸面臨嚴重的資訊孤島現象，因此
中國大陸衛計委發布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政策，並提出三項
配套措施及規劃發展大數據產業。
 為降低資訊安全疑慮及規範數據使用範圍，領頭成立
安全管理委員會
 鼓勵中國大陸本土企業間跨業合作成立健康醫療大
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
 選定區域作為健康醫療大數據產業園的試點，鼓勵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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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內數據流通及交換
三、人工智慧階段：人工智慧的產業鏈分為基礎層、技術
層和應用層。其中，基礎層包含數據資源與運算平台；技術層
則提供算法建立模型及應用技術；最後應用層提供具體應用
開發應用於各個領域。基於技術層具有高投入、高收益的特點，
需要中長期進行投資，中國大陸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簡稱
BAT）等具有資金及技術優勢積極開發醫療大腦等人工智慧
技術平台，掌握人工智慧的關鍵技術。同時觀察 BAT 發展應
用多從單一疾病作為突破口，顯示其具備具體目標與意涵。
綜上所論，大數據為發展人工智慧的基礎，臺灣施行健保
多年，具有健保數據庫累積臺灣 2,300 萬人口近 22 年的就醫
資訊，是國際上珍貴的醫療數據資源，也是臺灣的優勢，建議
應掌握臺灣在基礎層健保數據庫的優勢，結合應用層的醫療
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針對特定疾病開發模型/演算
法，發展出我國獨特 AI+應用之路。進一步提出政策建議：
 短期：目前健保數據庫僅提供於學術研究/特約學校。
建議透過「科專計畫」協助臺灣企業與健保數據庫的
特約學校或醫療學術機構合作，藉以產學合作方式共
同挖掘健保數據庫的資源。
 建議協助企業從單一疾病下手，作為成功案例示範以
利後續複製擴散；根據本研究成果，從臺灣擁有的疾
病數據量、醫療經驗、市場需求、競爭者多寡四面向
綜合，認為華人共同疾病－肝病（尤其 B 肝）可做為
未來發展方向。
 長期：協調臺灣衛福部加快設立數據使用專法，在符
合隱私安全保護前提下，適度開放健保數據庫及電子
病歷交換系統，有助於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應用推展，
同時建立領先中國大陸發展時程。
(d) 外資在中國大陸之佈局現況趨勢分析
本研究計畫目的在於探討外資在中國大陸之發展概況、佈局
之考量與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本計畫首先針對中國大陸對
外人直接投資之相關法令、規範政策與鼓勵措施等相關政策
文件及數據進行蒐集與歸納整理。並討論在中國大陸投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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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概況，掌握中國大陸外資發展之動態與未來趨勢。
本研究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與預期成
果。
第二章主要以中國大陸外資政策之變化、現況與未來發
展為討論重點。本研究先由其對外開放區域佈局變化談起，
其經歷了 1979-1984 年的經濟特區、1984-1992 年擴及沿海城
市與經濟開發區、1992-2000 年四沿開放格局、2000-2013 年
區域平衡發展與 2013 年後的自貿區試點。在外資管理模式上
未來將由准入後國民待遇與正面清單模式改為准入前國民待
遇加負面單模式，本計畫亦深入討論其演變的原因與內容。
最後討論中國大陸利用外資未來發展趨勢，包括內外資
一致性原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加強事中與事後
監管、推動轉型升級與創新發展，並有限度的恢復地方政府
對外資之優惠。
本研究第二章討論中國大陸對外資優惠政策之變化，將
由過去的「超國民待遇」轉變為內外資一致，並將優惠由區域
轉向產業，以優化其產業結構與技術創新為鼓勵重點，另外
在中西部與東北較不發達地區仍維持較優惠的措施。
在引導外資投資的產業上，原則是以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與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為主，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僅針對外資，
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同時適用內外資，故外商投資中國大陸
必須同時適用兩清單，而內資只需適用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而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因與行政審批事項清單、產業結構調整
指導目錄和政府核准的投資專案目錄相銜接，因此目前公布
之負面清單長達 135 頁，且外商投資負面清單未將「內外資
一致」的限制措施列出，因此看似有大幅縮短，但其實縮短的
幅度並不大。
最後，由於在中央優化產業結構的大政策方針下，中國
大陸各地方積極的吸引高科技、高技術與高附加價值的產 業，
對於過去投資的產業，若非屬於鼓勵類的產業，將可能會進
行清理。例如要求遷廠（遷往更中西部的地區）、收回土地、
提高環保要求、提高租稅或是取消過去的補助等，將沒有競
爭力或是產能落後的企業趕走，以「騰出」空間吸引鼓勵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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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2012 年時出現的「騰籠換鳥」的名詞，即是要「將籠子
裡便宜的鳥放走，換一隻吃得少、產蛋多、飛得遠的好鳥」。
然而如此將會造成外商非常大的困難，因此許多外商已在當
地付出相當多的心血，搬走等於放棄現有成果， 再來一次；
但不搬，經營環境愈來愈差，也難以生存。未來在優化產業結
構的大帽子下，難保不會再出現一次「騰籠換鳥」
，應該特別
加以注意。。
本研究第三章則是分析外資在中國大陸之投資佈局變化
與影響因素，首先從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平均規模、
外資來源國、外資投資產業類別及外資投資的區域分佈等面
向來探討中國大陸外資佈局演變與現況。中國大陸直接投資
金額逐年提高，甚至中國大陸曾在 2015 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資
金吸收國。在外資來源國方面，主要來自亞洲，而且亞洲與非
亞洲的外資投資金額差距日漸擴大；香港一直是外資投資中
國大陸的主力。在外資投資的區域分佈方面，仍是以中國大
陸東部地區為主，唯外資在中部及西部地區的投資，也隨著
中國大陸政策的引導而逐漸增加。
綜觀 IMD 世界競爭力報告、WEF 全球競爭力評比、世界
銀行經商環境評比、EIU 經商環境評估等各主要國際機構的
評估結果及相關報告顯示，近年來國際經濟景氣變化甚鉅，
同時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轉變，諸多吸引外資
企業等優勢隨之逐漸消失，投資經營條件惡化；中國大陸本
土企業競爭力提升，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經營日趨困難。再
加上中國大陸為求區域經濟均衡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近年
來積極引導外商產業領域投資，外資企業對中國大陸不公平、
不透明的環境，以及資本管制造成的影響有諸多爭議，使得
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惡化，導致各項評比出現下滑。
多年來中國大陸勞動成本節節上升，是企業經營發展的
最痛，過去低廉的勞動成本優勢曾是「中國製造」在全球競爭
中獲勝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這種優勢已經逐步喪失，減弱
其製造業優勢。造成中國大陸單位勞動成本飆升的主要原因，
大體可以歸納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及
工資政策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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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資在中國大陸投資佈局之變化方面，綜觀美國商會
的《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
、歐盟商會的《歐盟企業在中國
建議書》、《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及臺灣電機電子工
業同業公會的《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及
其他相關調查報告顯示，雖然各國、各產業別對於投資環境
的需求與預期或有不同，但是大部分受訪企業認為，中國大
陸經濟增長放緩、各項成本上升、人才爭奪劇烈、監管條例及
法規的不透明性，使得運營管理難度越來越大，投資環境日
趨困難。有部分的企業已經將資金移出中國大陸或者計劃移
出；有些企業已不再將中國大陸是為首要優先的投資目的國。
不過，同時受訪企業也認為，繼續在中國大陸投資的主
要利基是中國大陸國內消費增長、中產階層規模擴大、收入
提高，大都與中國大陸廣大的內需市場有關。顯然，中國大陸
內需市場的發展，仍是外商投資評估是否繼續投資的關鍵因
素之一，唯外商擔心的是中國大陸對市場准入開放程度的進
展速度，這將影響其後續投資的全球佈局。
本研究第四章主要是整理分析中國大陸外資佈局與外資
政策趨勢對我國之意涵，包括對台商投資經營與兩岸經貿和
產業競合之意涵。在台商投資經營部分，中國大陸投資環境
已經發生重大轉變，臺商經營必須順勢創新轉型升級，注重
消費結構變化，透過「互聯網+」重塑產業的發展模式，方可
創造新的投資契機，否則必須要另謀對策與出路。許多外商
與臺商仍會在中國大陸持續投資經營，主要是因為看重其龐
大的市場，因此雖然將生産流程縮小或移轉到其他國家（如
東南亞）
，但未來仍會將銷售與研發，甚至是區域總部設在中
國大陸，臺商亦應效法外商，關注在中國大陸市場，若生産條
件持續惡化，應及早規畫將生産流程移往東南亞國家。
在兩岸經貿之意涵上，我國出口中間財與原料至中國大
陸加工再出口之供應鏈形態將有重大變化，對臺灣的原料與
中間財需求將會更加減少，恐對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進一步
的衰退。中國大陸近來積極的吸引外資，亦會對我國招商引
資產生排擠效果，其「一帶一路」倡議等政策亦將影響我國推
動新南向政策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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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岸產業競合方面，中國大陸積極利用外資來優化其
產業結構，並推動其「中國製造 2025」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等戰略，與我國推動 5+2 產業創新計畫、新南向政策及前瞻
基礎建設，多有重疊。要吸引外資及國內資金時，將面對中國
大陸吸引外資政策形成的磁吸競爭壓力，而越來越不利於臺
灣產業的轉型升級。
本研究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事項，除了提出本研究之結
論外，並提出包括因應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惡化的建議、對兩
岸產業、資金與人才競爭的建議、因應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與
外商佈局對台商的建議和對新南向政策的建議，並希望善用
智庫角色，切實掌握中國大陸實際的政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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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陸企海外併購策略與各國之因應研析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在於研究陸企海外併購策略及各國政
府因應方式，內容涵蓋中國大陸海外投資及併購政策說明，
以及由數據面分析陸企海外併購之產業及區域分布，並探討
陸企海外併購策略變化趨勢。在案例分析方面，根據陸企海
外併購意圖區分為技術需求導向及市場需求導向兩個層面，
由此觀察相關國家對於陸企海外併購之因應。此外，將綜合
研究內容，探討陸企海外併購對於中國大陸產業發展以及對
兩岸產業競合之影響。期末報告研究重點及發現如下：
在中國大陸海外投資併購政策方面，中國大陸「走出去」
戰略自十五時期正式定調，至於中國大陸政府介入及引導企
業海外投資的傾向，則在十一五期間更加明顯。十二五期間，
中國大陸海外投資呈現多元化及系統化的發展，包括民營企
業對於中國大陸海外投資的重要性逐漸提高，以及更加注重
藉由海外併購獲得技術及相關智慧財產權。在九五至十二五
時期的政策支援之下，中國大陸海外直接投資流量快速成長，
於 2015 年、2016 年達到全球第 2 的地位，而其藉由海外投資
併購獲取技術、市場品牌以及行銷網絡的目標，亦獲得相當
程度的進展。
十三五時期，中國大陸強調陸企應藉由對外投資及商務
發展，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之地位。因此，其海外投資/併購
政策與產業政策密切掛勾。包括 2014 年公布的《國家集成電
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以及 2015 年公布的《中國製造 2025》
，
皆強調關鍵技術及關鍵材料自主保障，以及重要產業「全產
業鏈」的建立。此種產業政策主要利用國家力量，由上而下地
驅動產業發展。而為快速達到產業政策發展目標－例如半導
體、機器人產業關鍵技術自主以及達成國家要求的市占率目
標，陸企藉由海外併購獲取關鍵技術、達成自主生產，將是達
成產業發展升級最為快速便捷的方式。
近期中國大陸以具有官方色彩的民營企業或資金管理公
司，推動陸企海外併購與產業政策結合。2014 年，中國大陸
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後續引發大量陸企半導
體產業海外併購案例，因而受到國際高度關注。目前，中國大
115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陸除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之外，還有「國家新興
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
、
「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以及「國
家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等共四項基金。其中，
「國家先進
製造產業投資基金」聚焦軌道交通裝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
程裝備、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現代農業機械、高端醫療
器械和藥品、新材料等重點領域；
「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
導基金」則是以國家戰略型新興產業為投資導向，以初創期、
早中期的創新型企業作為投資標的。
在海外併購數據方面，受到產業政策支持影響，陸企海外
併購金額在 2015 至 2016 年經歷大幅上升。然而隨著中國大
陸官方在 2016 年底宣布針對海外服務業非理性投資加強管
理，陸企海外併購成長趨勢隨即在 2017 年上半年呈現暫停、
甚至下滑。至於陸企海外併購的產業分布，則 2012 年之前的
陸企海外併購主要由採礦及傳統能源產業所主導；自 2013 年
起，金融、醫療產業、娛樂業、網路/軟體業、媒體廣告業、
半導體業、不動產業等產業之海外併購逐漸崛起，並占有一
定的重要性。
關於中國大陸海外併購之目的、影響及地主國因應，本研
究依併購案件之技術面及市場面目的作為分類，提出討論。
技術面的海外併購選擇半導體，以及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工
業機器人)進行分析；市場面的海外併購則依據地主國市場成
熟度(經濟發展程度)分類討論。
以技術需求為導向的海外併購，不論就半導體或是工業
機器人產業來看，中國大陸都面臨著產品需求量高、但未掌
握產業關鍵技術之困境。此外，中國大陸機器人產業正面臨
「高端產業低端化發展」問題。陸企半導體產業在海外併購
策略的協助之下，在中國大陸國內市場建立「全產業鏈」的目
標已逐漸成形。其中，陸企 IC 設計的成長最為快速；至於 IC
製造及封測領域，雖然技術仍有賴國際大廠支援，但國際廠
商亦願意在中國大陸持續設廠、與陸企合作，共同參與中國
大陸半導體供應鏈發展。至於陸企對海外機器人及自動化產
業之併購目的，主要在於促進製造業自動化及智慧製造發展，
並且以機器人作為未來新產業布局。陸企的工業機器人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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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案雖然也有建立「全產業鏈」之意圖，但目前影響尚不明
顯。惟雖如此，包含新松機器人、哈爾濱博實、廣州數控、埃
斯頓、埃夫特等數家中國大陸工業機器人廠商，已獲得國際
研究機構關注。
面對陸企以海外併購策略獲取關鍵技術之企圖， 美國相
關單位已陸續針對此一議題提出報告或建議。外資審查機構
CFIUS 亦針對外資審查制度提出變革探討，討論議題包括：
是否擴大 CFIUS 審查範疇、採取更全面的審查? 美國外人投
資制度是否應強調「互惠待遇」? 是否對於接受融資補貼或投
資國優惠規定者祭出懲罰…等。另外，歐盟執委會於 2017 年
9 月，公布外人直接投資審查架構規章草案，對於投資案件在
「國家安全」
、
「公共秩序」的審查提出具體要件，並對於「關
鍵基礎設施」及「關鍵技術」提出明確定義。目前，此一框架
草案仍在徵詢公眾意見當中。
至於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陸企海外併購，因其面對之該
國市場成熟度與一般經濟發展程度，而呈現出明顯差異。在
開發中國家方面，東南亞地區的陸企併購標的分為兩類，一
是併購當地電商或入口網站，二是針對物流倉儲企業進行收
購。其目的一方面是將中國大陸電商發展經驗和模式移植到
海外市場；另一方面，併購當地之物流供應商可成為陸企進
入新市場跳板，若被併購方具有跨國管理經驗，則更增加陸
企向其他亞太地區發展的可能性。至於在一帶一路及金磚國
家的陸企海外併購，則併購標的集中於物流交通、運輸、電信
以及能源領域，多是以「交通物流」的觀點進行思考，特別著
重於港口和機場的併購或租用。在已開發國家方面，陸企併
購集中於金融業、服務與消費娛樂產業等領域，主要以接收
企業品牌為導向，期能快速獲得市場與通路。在金融業併購
案中，較為特殊的案例是螞蟻金服的海外併購，其併購標的
橫跨電商和金融業，併購地區亦橫跨全球。近期螞蟻金服在
歐美國家的重要戰略目標，是希望成功併購美國 MoneyGram。
在地主國態度上，已開發國家的金融產業併購案，由於涉
及個人資料和金流安全的敏感性與特殊性，屬於國家管控的
特許領域，因此地主國對於併購案件具有資料外洩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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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東南亞國家對於電商市場相關之陸企併購案，由於希望
藉由陸企在電子商務的經驗及優勢、發展當地電商市場，因
此併購案大多順利進行。而陸企在一帶一路國家與港口、機
場相關之併購或租用案，雖然屬於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然而
由於出售原因大多是營運狀況不佳、造成財政負擔，因此當
地政府亦較無反對聲浪。
綜整以上成果，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議涵蓋：(1)我國產業
政策應給予廠商研發誘因，維持我國產業技術優勢。此外，可
利用租稅優惠獎勵產業整合，加速產業整併或鼓勵策略聯盟，
以提升企業/產業經營效率，因應中國大陸的產業競爭。(2)陸
企海外併購除了技術考量外，另一重點在於市場的拓展，兩
岸在全球終端市場的競爭上最為明顯之處在於東南亞市場。
大陸一帶一路下，兩岸在基礎建設上可能沒有太多競爭，但
在電商平台經營以及其周邊配套服務上，會有較大競爭。建
議可以在一般性平台方面強化利用大陸與其併購平台，但就
特殊與利基型的臺灣產品或服務，選擇性投入政府資源，重
點扶持。(3)除了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針對產業發展的資金面
給予協助之外，政府亦應組織包含會計師、律師、分析師等成
員的海外併購支援團隊，對於有意進行海外併購之企業，提
供市場風險評估、法律諮詢、資產評估等協助。(4)近期中國
大陸混和國有資本及私人資本的各項基金，成為支持中國大
陸企業海外併購的重要工具。在此情況下，了解對臺投資企
業之股權結構、判斷投資企業是否具有中國大陸官方背景，
是我國主管機關在審查投資案件時，需審慎處理之處。
B. 兩岸工業競合關鍵議題、與公協會研析兩岸產業合作需求
(a) 從臺灣智慧製造發展策略談兩岸競合態勢與因應之道研析
因智慧製造屬於跨領域、跨應用之產業領域，故本研究嘗
試以產業生態體系觀點，進行評估。本研究依研究動機分四部
分：第一部分，盤點兩岸智慧製造之政策體系，找出其應用重
點與政策支持方式，並了解目前執行成果與成效。第二部分則
是從產業應用面出發，篩選重點案例，剖析兩岸智慧製造生態
體系之組成。第三部分，拆解重點案例之生態體系，針對重要
次產業進行兩岸競爭優劣勢比對分析，預判兩岸在智慧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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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可能發生的競爭點與合作點，進而提出重點應用市場之
布局策略思維。第四部分，綜整前述之分析，提出研究結論，
並針對我國智機方案兩岸產業競合政策，提出具體建言。初步
研究發現如下：
1. 兩岸智慧製造競合現況說明
目前兩岸智慧製造領域廠商存在著「既競且合」格局。
不論是智慧裝備還是系統整合，目前兩岸市場皆高度倚賴
國際大廠。在智慧裝備市場，臺灣工業機器人應用領域主
要在機械金屬、汽機車及零組件、電子產業上中下游、家
電製造、橡塑膠產業。近年在政策引導與廠商大量投入下，
本土廠商在當地市佔率逐年提高。例如，汽車方面，雖然
汽車用工業機器人仍由國際大廠掌控，但中國大陸廠商已
從由搬運、上下料，擴增至汽車零組件的噴漆、點焊、塗
膠等較精細的應用；部分領導廠商如新松機器人、埃斯頓、
新時達等多家機械手臂，已可提供四/六軸以上的多關節產
品，顯示中國大陸自主品牌終端應用漸從低階產品往中低
領域拓展。
在自動化/智動化市場方面，中國大陸製造業自動化發
展較慢，面臨產業環境快速轉變，當地製造廠必須積極推
動自動化以永續經營，除了工業 4.0 相關的虛實整合技術
外，更多廠商需要有工業 2.0、工業 3.0 相關技術。目前中
國大陸自動化市場仍主要由國際大廠掌控。國際大廠發展
歷程長且研發投入高，具備豐富經驗與實績。中國大陸能
提供自動化廠商並不多，多僅能提供單機產品，但極具價
格競爭力。臺灣自動化廠商則因經營規模小，多聚焦在半
導體設備、面板設備等利基市場，具備客製化、性價比高
等優勢。
2. 兩岸智慧製造生態體系發展趨勢
兩岸智慧製造生態體系組成複雜，至少包括智慧裝備
商、軟體供應商、系統整合商、下游應用廠商等，其所必
須滿足的智慧製造需求也很多元。目前兩岸製造業都存在
智慧製造需求，但就廠商而言，並非要求馬上進入工業 4.0
階段，而是依據本身自動化程度與市場/客戶要求，一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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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因此即便是在同一個產業，也會因為個別企業本身
條件不同，而存在不同的智動化需求。
目前兩岸智慧製造生態體系仍不完整，主因在於大數
據、工業互聯網、CPS 等關鍵智慧技術在中國大陸市場的
應用尚未成熟。中國大陸工信部啟動試點示範與專項計畫
等措施，將可從需求端驅動供給端發展，促使兩岸智慧製
造生態體系快速發展，此時為我國廠商布局的重要時機點。
倘若我國廠商能切入中國大陸部分應用產業，將有助
於我國智慧製造解決方案在海外建立實績與擴大出口。過
去兩岸已建立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之產業領域，或台商相
對聚集程度高的產業，或許可以成為臺灣廠商初期切入中
國大陸應用市場的優先對象。面對中國大陸廠商與國際大
廠之競爭與多元智動化需求，尋求符合本身條件發展之利
基點與互補性策略夥伴，為我國廠商布局策略重點。
3. 兩岸優先發展智慧轉型產業
臺灣與中國大陸在這一波的全球製造業升級轉型中，
透過國家戰略政策出臺，皆已依據各自原有之競爭優勢，
明確勾勒出未來發展方向與側重之要點。臺灣優先發展智
慧轉型產業有十大領域，中國大陸則有十六項；相較於臺
灣，中國大陸在智慧製造重點優先轉型項目上，因國情差
異，較臺灣為多，如：建材、鋼鐵、輕工、石化化工…等
都是臺灣未列入的產業範疇；而同樣被兩岸政府列為優先
轉型的重要發展領域則有航太、能源、機械設備(含機器人)、
金屬運具與紡織等五大產業。
4. 兩岸汽車產業智慧生態體系-以車燈為例
透過車燈製造商的智慧升級，導入感測器、CPS、大
數據、物聯網、機器人、3D 列印、精實管理等智慧技術，
再透過物聯網的連結，將智慧製造的感測控制、聯網平台
與軟體服務做串連，再藉由感測聯網(IoT)、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人工智慧(AI)等虛實系統整合，以及人機協同
作業等要素匯集運用，鏈結上游的供應商如塑膠材料的奇
美、LG 等業者，與下游車廠如福特六和、臺灣本田等，讓
製造流程透明、數字化，建構成智慧製造生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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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兩岸工具機智慧生態體系-以主軸為例
主軸製造商透過製程機台，將感測器、CPS、大數據、
物聯網、機器人、3D 列印、精實管理等智慧技術導入，再
藉著物聯網連結，串連感測控制、聯網平台與軟體服務三
大架構，以感測聯網(IoT)、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人工
智慧(AI)等虛實系統整合，以及人機協同作業等要素匯集
運用，鏈結上游原料供應如：合金鋼/不銹鋼/鐵材、五金零
塑膠材料的炬鋒、昇茂、NSK、SKF 等業者，與下游各行
業所需之機械製造行業如東台、金豐、協易、金竑等廠商，
以網路連接前端消費者需求及後端工廠生產線，讓產線能
依據客戶即時需求，彈性調整資源，在最短時間與最低成
本，產出客製化商品，建構成智慧製造生產體系。
6.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專利數高於臺灣，但商業價值需留意
中國大陸於國際間申請智慧製造的件數，較臺灣多出
十七倍，但以國企、央企、法人與學界單位為主。若以人
均申請件數計算，則臺灣為中國大陸的 2 倍；另外，值得
留意的是，中國大陸專利申請以自己國家申請數量為最高，
專利本身的商業性是否足夠，值得進一步觀察。至於專利
申請方向上，中國大陸六成以上聚焦「物聯網」相關之網
路、通信、傳輸等，側重軟體面技術，對於 G6、G5 與「智
慧機械」鏈結度較高的專利申請，相對不活躍。臺灣則是
同時抓住「物聯網」與「智慧機械」數位資料兩大領域投
入技術專利布局，對於智慧製造除了軟體面之外，也重視
機器設備智能化之技術。
7. 臺灣工具機業者以跨業聯盟模式，提供整合性智慧製
造解決方案
臺灣工具機產業，在中高階產品及部分零組件技術確
實仍領先中國大陸業者，在國際市場上也成功打入供應鏈，
成為重要一環，但在這波智慧製造發展趨勢下，廠商未來
不會僅單純扮演單一產品供應商角色，而會進行跨業聯盟
與策略合作，成為解決及建置智慧產線或甚至是智慧工廠
的系統整合供應商，以提高企業本身附加價值與經營利潤。
8. 臺灣汽車智慧製造產業聚焦特定需求缺口，尋求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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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商機
從目前臺灣智慧製造產業技術發展現況來看，我國廠
商擁有優勢的技術項目有限，且明顯集中於硬體設備與非
關鍵零組件。另外一個問題是，中國大陸車廠規模明顯大
於臺灣智慧製造廠商，在規模差距懸殊、且我國廠商優勢
侷限於單點技術的前提下，臺灣產業欠缺全面滿足中國大
陸汽車產業發展智慧製造需求之能力，僅能聚焦特定需求
缺口。
9. 未來兩岸智慧製造雖呈現競爭，但非完全無合作空間
兩岸都轉向智慧製造發展的同時，因為產業本質的差
異，以及其它擁有的資源並非完全相同，例如中國大陸龐
大的市場商機、臺灣工具機技術與完整之中衛體系以及兩
岸汽車產業既有上下游供應關係等。兩岸產業發展未來雖
會呈現競爭，但非完全沒有合作空間。站在各需求上，兩
岸業者仍有各自切入的合作點，除一般企業之外，包括法
人機構、學術單位等，都是兩岸可進行合作交流的對象，
本只是在推進這些合作交流時，需加快腳步，以免錯失彼
此商機。
(b) 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供應鏈作為下對臺灣產業影響研析
本研究首先探討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供應鏈之背景，主
要受到國際及國內壓力。國際主要遭遇綠色貿易壁壘及巴
黎協定承諾之約束；國內主要為滿足中國大陸內部產業升
級需求，以及對民眾環保意識抬頭之回應。
了解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供應鏈之動機後，本研究盤點
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供應鏈之相關作為，分別由中央政府推
動之政策、地方政府及行業協會之試點進行分析，並歸納目
前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供應鏈之四個主要模式：分別為 1)以
政府採購推動；2)由重點產業推動；3)由龍頭企業推動；4)
由行業協會發動等。
針對上述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供應鏈之作為，本研究進
一步分析其對產業帶來之影響，並分為衝擊面及商機面進
行探討。在衝擊面，主要將面臨政府法規趨嚴，為符合相關
環保法令要求，將造成企業營運成本提高；同時亦將面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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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將其環保壓力轉嫁至供應鏈，提高對供應鏈之環保要求。
而在商機面，中國大陸政府對環保技術需求將提高，在其國
內技術不足下，對外資可能透過開放市場或鼓勵合資合作
等方式，滿足其市場缺口；同時企業亦將擴大對綠色技術需
求，藉由綠色技術進行差異化競爭。
針對中國大陸綠色供應鏈之相關作為對臺灣廠商之影
響方面，將對三種不同角色之臺灣廠商：在陸設廠台商、供
應大陸供應鏈之臺灣廠商、臺灣之環保服務廠商等，分別產
生不同影響，政府之協助策略亦不相同。防守面作為主要包
括了解中國大陸標準體系，協助廠商適應中國大陸綠色新
規範；積極面則以協助整合業者並輸出完整解決方案，初期
可先以鋼鐵、化工、電子、機械為優先產業組成解決方案。
最後，提出在中國大陸推動綠色供應鏈作為下之政策
建言，包括：
(1)透過兩岸公協會合作，了解並協助中國大陸建置相
關綠色標章/認證，使其可與臺灣標準相融合，減少臺灣企
業適應門檻
(2)輔導中國大陸台商工廠成為綠色標竿工廠，中國大
陸欲達成同樣水準需使用臺灣之解決方案或系統設計，藉
以提供臺灣環保服務業者市場商機
(3)借力各地方在綠色發展上之競爭壓力，與地方政府
合作，透過提供臺灣環保服務業者在大陸市場之資質開放
並提供試點，推動地方成為綠色供應鏈標竿。
進一步針對臺灣既有在綠色工廠之優勢，如何取得中
國大陸商機方面，在中國大陸綠色工廠制度推動下，因台商
環保服務業者對大陸本土企業較為陌生，故台商製造業者
仍為其最可能之服務對象。鑒於此，建議以台商聚集之地區
作為優先發展之標的，包括：浙江省、江蘇省、廣東省與福
建省等。政府與相關單位應加強與上述地區之地方政府與
企業交流、合作，建立彼此之互信，以利後續推動各項商業
模式。
在優先建議發展之領域方面，因我國在中國大陸較具
規模之台商主要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石化工業，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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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日漸趨嚴之環保法令，此兩領域之台商製造業者
勢必有急迫綠化與行之壓力，對取得中國大陸綠色工廠有
較高程度之動機。我國環保服務業者應鎖定此二領域之台
商企業，提供大陸綠色工廠相關之流程、技術與設備輔導，
提昇台商製造業之綠色水平，協助台商製造業成為中國大
陸綠色工廠之標竿企業，並樹立台商環保服務業者之市場
能見度。
而兩岸綠色工廠營運模式之規劃，建議由致力於清潔
生產、綠色工廠推動計畫之相關單位擔任兩岸綠色工廠主
要聯繫單位，統合臺灣環保服務業者如輔導顧問業、能源設
備業、環保設備業之技術與製造能量，連接臺灣在綠色製造
各點之力量成為線與面，亦有利於綠色製造系統性技術服
務之發展。此外，聯盟群體之技術能量，與對岸洽談投資與
合作等事項，將可擴大臺灣整體在綠色製造的服務範疇，畢
竟單一廠商之影響力過於薄弱，在對岸的市場之發展將受
限，存活率也較低。
該服務主要鎖定兩類客群，一類是在臺灣已取得綠色
工廠標章或清潔生產合格證書之台商企業，該類客群多為
關注環保、節能減廢等永續議題之企業，特別是對中國大陸
環保顧問業提供諮詢服務品質、費用、智財權保障等透明度
與不確定性有所怨言與不便，期待掌握綠色趨勢與有效降
低環保規範等貿易壁壘之廠商，於服務推出初期將以此類
客群為主，並以提供綠色工廠申請及符合性技術諮詢為主
要收入來源；另一客群主要為規劃建置新廠房之台商企業，
這類族群可於初期建廠規劃導入綠色工廠評價通則之基礎
設施標準，後續通過中國大陸綠色工廠標章之可能性較高，
惟該類客群尚須待廠房建置完畢，具投入生產數據資料後
才能申請認證，輔導期程較長，至少需 3~4 年，投入之人
力與時間成本將不利於初期推出。
雖然在法規和制度標章方面，兩岸綠色工廠制度之相
互認可性仍值得努力，初期將尋洽適切之中國大陸第三方
驗證單位，共同協助台商申請綠色工廠，並進而熟悉與確立
大陸綠色工廠審查機制，以降低對中國大陸第三方驗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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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依賴性，長期目標仍以將臺灣的廠商納入對岸綠色製
造的法規架構，讓臺灣廠商擁有參與市場的權利與條件，能
夠取得當地的證照或是兩岸的證照相互認可之機制等主，
才能確保未來兩岸綠色工廠與相關環保技術合作的穩定度
與溝通的順暢。
C. 兩岸動態觀測
兩岸觀測平台針對政策、經營、產業三大構面，定期有系
統的監測中國大陸國務院常務會議、國臺辦、發改委、工信部
等各部會的政策方向及影響要素，再透過每月舉辦之專家會
議，從中篩選出當月之重大事件/議題，進行重大事件/議題之
解析與評估對臺影響，藉以形成系統化之政策與議題監控體
系。
綜整今年度篩選出之重大觀測議題列表如下：
月份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重大議題觀測
•
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之影響評析
•
中國大陸發布《信息產業發展指南》之影響評析
•
2017 年兩會之政府工作報告-新型城鎮化、綠色發展與民
生相關之影響評析
•
2017 年兩會之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供給側改革與創
新戰略之影響評析
服務貿易十三五發展規劃評析
中國大陸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對台之影響評
析
《2017 年第九屆海峽論壇》-惠台政策觀察之影響評析
「健康中國 2030」引領健康醫療科技創新發展，促進大健康產
業評析
《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以“1+N 項目群”推動產業革命驅
動力評析
•
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台商經營環境剖析與展望
•
「金磚國家峰會」之影響評析
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對台影響之評析
中美經貿會談，簽署 2535 億美元對台之影響評析

每月邀請專家名單如下表：
(專家按單位筆畫排列)

出席委員名單
工業總會蔡宏明副秘書長

兩岸企業家峰會魏可銘副秘書長

中經院王儷容研究員

兩岸企業家峰會童本中處長
125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中經院劉孟俊所長

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黃旭昇秘書長

文化大學龐建國教授

海基會羅懷家副秘書長

文化大學杜紫宸主任

淡江大學張五岳所長

空中大學李允傑教授

鉅亨網邱志昌博士

東華大學高長教授

電腦公會黃鋆鋇副總幹事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陳德昇執行長 毛恩洸電電公會副秘書長
列席邀請名單
工業局政策組何紀芳副組長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楚恆惠副處長

工業局政策組林文琦技正

工研院 IEK 李冠樺經理

工研院 IEK 張超群副主任

而經由每月觀測與專家討論會，亦可歸納出以下幾點政
策建議：
1. 加快擬定我國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等應用相關產業政策
(1) 規劃符合我國推行大數據、AI 之政策路線，以作為日
後各項政策之依據外，並強化我國在未來因應大數據
之變化的競爭力。
(2) 建議在 Open data 的方向下，應加速公部門大數據應用
的發展。
2. 掌握「健康中國 2030」機遇，組聯合艦隊輸出我國醫療
養老服務業及智慧健康產業
(1) 鎖定利基市場，發展協助高齡與失能者的輔助科技應
用，掌握兩岸高齡化機遇
(2) 以消費者導向發展創新產品，並加速生技園區的創新
產品與醫療院所接軌
3. 掌握我國新南向的利基產業，並攜手日本進軍東協或南
亞市場
(1) 新南向政策推行應因地制宜，並加強文宣，且以公協
會及法人組織為先行部隊拓展目標市場，政府提供支
援，以深化臺灣與東南亞在文化、產業上之鏈結
4. 面對中國大陸磁吸效應，應謹慎面對臺青人才出走影響
5. 利用民間力量整合資源建立平台，協助建立臺商退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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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6. 擴大兩岸政策及產業長期觀測機制，適時提出預警
綜合上述建議，即可發現面對中國大陸產業環境暨政策
變化，將可能對臺造成之影響與衝擊即時呈報予主管機關，提
升政府與企業對於事件管理與未雨綢繆的應變能力，將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亦是落實兩岸動態觀測平台之功能及目的。
D. 政策成果擴散座談會
透過與中華談判管理學會合作舉辦座談，分別從智慧交
通、智慧製造、智慧健康等面向，探討兩岸智慧產業市場發展
趨勢，對臺灣企業之影響與挑戰，協助業者瞭解全球動態及中
國大陸相關產業發展情況，及提供對於未來產業發展之建議
與展望。
此外，也與政治大學合作國際研討會，針對中共「十九大」
菁英甄補，對兩岸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之影響與挑戰等議題
進行探討，掌握兩岸產學研之交流現況。
下半年度成果擴散重點則置於臺北、臺南、高雄等地進行，
透過舉辦系列研討會及參與兩岸重要會議，從中觀察、分析兩
岸產業交流重點，掌握兩岸政治、產業、標準之最新態勢，探
討對臺灣之影響。各場次規劃議題內容彙整如下表：
時間

主題

09/28
(四)

智慧
健康

 中國大陸智慧健康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ICT 在大健康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聯動與智慧為核心之大健康平台

高雄蓮潭會
館

10/26
(四)

智慧
交通

 中國大陸智慧交通發展趨勢與商機
 台北市智慧交通創新應用
 共享汽車發展趨勢與推動實務分享

台北集思北
科大會
議中心

11/07
(二)

智慧
創新

 智慧浪潮下十大趨勢應用與商機
 AR/VR 發展趨勢與創新應用
 大數據 X 人工智慧的創新商業模式分析

高雄蓮潭會
館

智慧
健康

 中國大陸智慧健康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全球智慧健康趨勢剖析
 聯動與智慧為核心之大健康平台

台北集思北
科大會
議中心

11/22
(三)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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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五)

智慧
製造

 前瞻全球智慧製造發展趨勢
 中國智慧製造布局策略與趨勢
 知識管理與智慧製造應用

台南成大會
館

12/25
(一)

智慧
交通

 中國大陸智慧交通發展趨勢與商機
 車聯網發展趨勢
 無人車發展趨勢

高雄蓮潭會
館

而經由上述活動舉辦，我們可發現，現今產學界與會者對
於智慧城市相關場域的關注程度，則以「智慧健康」與「智慧
交通」為排名一、二：

從中，亦針對未來兩岸產業交流之重點，歸納出以下幾個
領域，提出相關因應對策與建議，期能供長官參考：
1. 智慧製造：中國大陸持續與德國進行智慧製造試點合作，
未來勢必對我國智慧機械發展形成更大的競爭態勢，因
此我國應更積極推動與日本合作，以強化我國競爭力。
2. 智慧醫療：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於醫療
領域應用，臺灣擁有健保數據庫之優勢，建議應透過科專
計畫協助臺灣智慧醫療企業與相關學術機構產學合作發
展創新應用，以建立領先中國大陸發展時程。
3. 智慧交通：
(1) 互聯網+與共享機制造就中國大陸智慧交通創新機會，
互聯網+重塑汽車生態體系亦為其汽車強國重要戰略；
共享機制則造就城市出行各式新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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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陸互聯網+打造智慧汽車生態系，我國廠商可
藉此另闢切入途徑，軟體系統裝載合作、硬體開發合
作，我國廠商皆可留意。
4. 智慧創新：中南部的產業界對智慧浪潮下的科技、創新、
新產品與新趨勢，有強烈的需求。建議可在中南部針對這
些議題多舉辦論壇或研討會。
E. 中國大陸與亞太新興國家合作項目與關鍵議題之探討
自 2013 年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已有 68 國與
中國大陸簽署合作協議。一帶一路已成為中國大陸參與亞太
治理格局之主要訴求。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大陸提出六
大經濟走廊建設與五大互聯互通方案，作為鏈結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之重要手段。同時，我國政府提出新南向政策，從「經
貿合作」
、
「人才交流」
、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
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
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由於中國大陸一帶一
路與我國新南向政策兩者欲連結國家重疊，包括東協與南亞
國家等。本工作項目旨在針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策略中，中
國大陸與東協、南亞國家的交流管道、合作項目、模式為何，
進行相關情報蒐集，以作為新南向政策施政之參考依據。基
於研究限制，本工作項目蒐集情報範疇以泰國、馬來西亞、
越南、印尼、菲律賓、印尼等重點六國為主。
以經貿現況而言，中國大陸為亞太重點六國重要貿易夥
伴與第一大進口來源地，重點六國與中國大陸進出口產品以
機電產品與機械設備為主，鋼鐵、化工製品為輔。中國大陸
在一帶一路中提出以六大經濟走廊與五通聯通鏈結沿線國
家。在六大經濟走廊方面，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可連結印度，
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可連結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
菲律賓則不在六大經濟走廊的範疇中。在五通聯通方面，包
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聯通、資金聯通、民心相通等
五個部分。根據中國大陸政府單方面評估，在重點六國中，
目前中國大陸五通聯通程度最高的對象為馬來西亞，其次為
泰國和印尼，再其次為印度與越南，菲律賓敬陪末座。
進一步看中國大陸政府與重點六國的聯通現況：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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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方面，馬來西亞分數最高，主因在於雙邊官方存在穩定
且多管道對接機制，長久以來簽署諸多合作協議，而越南、
泰國則分別提出兩廊一圈與東部經濟走廊計畫，與一帶一路
對接。印尼提出全球海洋支點計畫、印度提出季風計畫與棉
花之路倡議，則被視為表面上與一帶一路對接，實則存在與
中國大陸抗衡之意味。在設施聯通方面，主要強調陸海空交
通體系連通，以中泰鐵路及中馬合做皇京港為代表。在貿易
暢通部分，基本上以東協+1 自貿區為基礎，加上境外/跨境
產業園區、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AEO 國際互認合作等
模式，促進貿易往來，中國大陸與重點六國的貿易規模持續
成長中。在資金融通方面，印尼、泰、馬三國參與推動人民
幣國際化，並且中國大陸央行已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或民幣清算安排。在民心相通部分，面向
東南亞，以學校為平台，進行文化交流，提供 15 萬個獎學金
名額與 3000 個民生領域專業人才培訓名額，並在中國大陸
建立更多面向東協國家的教育中心(如：北京外國語大學印尼
研究中心與越南研究中心、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雲南
大學泰國研究中心、四川省泰國研究中心、河北師範大學印
尼研究中心、福建師範大學印尼研究中心、中國—印尼高校
智庫聯盟等)。面向印度，以地方政府與智庫論壇為交流平台，
例如自 2015 年起，中國大陸與印度每年輪流主辦「中印智
庫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聯合主
辦。
在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產業合作可分
為兩大模式：第一，建置藍色經濟通道，以「港口建設」為
主軸，
「工業園區」為輔，藉投資與承包工程等模式，帶動中
國大陸優勢產業與成套設備出口，同時以港口對區域經濟帶
動效應，形塑對當地產業/市場有利發展條件；第二，推動國
際產能合作，配合當地產業發展，採取境外經貿園區模式，
由國企領軍以集群方式直接 ，投資營運條件好的園區，形成
群集式產業基地，以輕紡、化工、汽車等傳產為主，協助當
地產業發展，建立互利共贏模式。
第一個模式的代表案例為馬來西亞麻六甲臨海工業園
130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區建設。馬六甲海峽占世界海上貿易 1/4 份額，且為中國大
陸能源進口(石油)主要輸出入通道，居處關鍵要角位置。從
港口對區域經濟的帶動效應來看，一座深水港通常會成為一
地的物流中心，而物流 GDP 每增加 1 元就可以拉動其他
行業 4 元的 GDP，契合「一帶一路」合作共贏方案，為馬
來西亞當地經濟帶來發展潛力，此案為中國大陸央企領軍投
入，做為重要支撐，投入當地基礎建設，協助經貿發展。
第二個模式案例遍及馬來西亞、泰國等國，整理如下
表：
國家 園區

產業主軸

投資金額

開發面積

鋼鐵及有色金属、裝
關丹 備製造、清潔能源、
產業 石油化工、建材、船
園 舶及海洋工程、電子
信息、通訊技術

逾 40 億元
美元

10.07
平方公里

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
中馬
(包括節能及環保技
欽州
術、替代及可再生能
產業
源、高端設備製造和
園
先進材料製造等)

逾 29 億
美元

55
平方公里

羅勇
汽配、機械、建材、
泰國 工業
家電、電子
園區

2億
美元

12
平方公里

萬象
塞色
林木加工、農產品加
塔
寮國
工、輕工紡識、機械
綜合
製造
開發
區

3.5 億
美元

11.49
平方公里

馬來
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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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當地
就業人數

進駐企業

合作效益

聯合鋼鐵(大馬)集
團、廣西仲禮瓷
業、廣投鋁型材、
逾 2 萬人 順風太陽能裝備製 以「兩國雙園」模
造基地、龍建新材 式，開創國際園區
料和中科恒源新能 合作新模式，在聯
源…
合招商、國際產
慧寶源醫藥、弘信 能、跨境電子商務
創業工場、稀土高 方面共同作合，成
鐵鋁合金電纜、鑫 為“東盟合作示範區
逾 2 萬人 德利光電、首創新 ＂戰略定位
能源、華明科技、
智趣互聯、中科嘉
宏...
配合泰國政府推動
「泰國 4.0 戰
浙江盾安金属（泰
略」，藉由陸續完
国）、德晋昌光电
成之基礎建設，吸
科技、富通集团
引高科技企業進
逾 2 萬人 （泰国）通信技
駐，促進商品在地
术、中利腾晖、天
化生產，並做為當
合光能…等 72 家
地政府推動東部經
業者進駐
濟走廊發展項目建
設
建成後預計可吸引
雲南海投公司 、 約 150 家企業，每
華園(寮國)食品、 年產值可達 60 億美
老中東岩石化、新 元，每年向萬象市
預計逾 3 萬
希望寮國公司、寮 和寮國政府提供 3
國國家檢測中心等 億美元的財政收
入，增進當地財政
30 多家企業
稅收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析哈
努克
柬埔
紡織服裝、五金機
港
寨
械、輕工家電
經濟
特區

3.1 億
美元

11.13
平方公里

機械電子、電氣輕
龍江
工、生物制藥、農林
越南 工業
產品、食品包裝、軟
園
體新材料

1.05 億
美元

540 公頃
(工業區)

析哈努克市為該國
唯一港口城市，透
過中國大陸等外資
以紅頭集團為基礎
企業引入，配合當
投資者，目前已進
地政府「2015-2025
駐 109 家企業，預
年工業發展政
8-10 萬 計 2020 年全部建
策」，進而促進當
成後，將形成 300
地工業升級，從勞
家企業（機構）入
工密集型產業轉變
駐
為以技能驅動產業
發展，提升現代化
和生產力水平
越南缺乏支援性產
業，如生產各類工
韓國樂扣樂扣、中 業原材料、上游生
國海亮銅管、康納 產物料，及加工生
產所需的設備、模
(越南）實業紡
約 5 萬人
織、江南包装… 具等。透過中國大
等，70%為中國內 陸投資合作，補強
地企業
當地生產工業物料
或半製成品之產業
發展能量

F. 兩岸跨領域議題研究交流平台
本研究擬建構一個以智庫為平台，促進產學研合作交流，
廣納大專院校學者參與政府研究計畫，透過雙向交流，一方
面促進學者參與政策研究，更理解政府施政目標，另方面也
擷取學界能量提升政策內涵。同時智庫亦扮演橋接政府與學
界之角色，補足一般學界偏向學術思考，政策論述經驗不足
之缺口，另方面亦有助培養智庫人才與研究能量。
實際執行情形方面，主要由執行團隊依據時勢發展，規
劃具時效性的兩岸關鍵議題，並根據特定主題，邀請領域專
家學者研析，進而開放其他領域學者參與討論，並總結跨領
域的觀點。考量國際政經情勢發展愈趨複雜，需更多元化思
考與擬定更全面的因應策略，即早凝聚前瞻性研究議題。故
本年度經商議後將議題設定為：「中國大陸國家發展與產業
對外競合模式」
。用以預判 2017 年兩岸可能的情勢發展，本
研究擬定 4 項跨領域議題研析，涵蓋美中日新關係、亞太區
域整合新局、中國大陸與歐盟國家的產業競合模式、陸企走
出去全球布局及其影響；對內則探討中國大陸內部管制型產
業之演變及其影響等面向。
依據上述規劃，今年度執行進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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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規劃

執行進度

第1次

Kick-off meeting (全體出席) —執行團隊主持

第2次

各分項領域規劃分工/觀點分享(全體參與)
各領域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中國大陸企業對外戰略研析與產業發展意涵(劉
6/15(四)
致賢教授/政大國際事務學院)
於高雄舉辦
 中國大陸政府管制政策對其產業發展的影響與
意涵(蔡中民教授/政大政治系)

第3次

第4次

2/14(二)舉辦

各領域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中國大陸與歐盟國家的產業競合模式探討 (葉國
6/21(三)
俊教授/台大國發所)
於台北舉辦
 中國大陸對應美國產業競合策略研析 (郭建中教
授/ 淡江陸研所)
執行團隊彙整內容，配合期中審查

各領域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第 5 次 1. 中國大陸與歐盟國家的產業競合模式探討 (葉國
俊教授/台大國發所)
各領域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第 6 次 2. 中國大陸政府管制政策對其產業發展的影響與
意涵(蔡中民教授/政大政治系)
各領域研究心得報告與交流
 中國大陸對應美日產業競合策略研析 (郭建中教
第7次
授/ 淡江陸研所)
 「一帶一路」與中國大陸能源基建產業的發展
(劉致賢教授/ 政大國際事務學院)

9/4(一)
於高雄舉辦
10/27(五)
於台北舉辦

10/31(二)
於台北舉辦

第 8 次 執行團隊交流討論，準備期末報告
本年度共計舉辦八場次對內及對外的討論會議或公開
講座。模式上，藉由今年度共同合作之專家學者，依其研究
主題，定期對外分享研究心得，，讓更多關心中國大陸議題
之政府主管機關及學術研究者可藉此場域交流研究觀點，達
成知識交流擴散之目的與成效。目前為止，各場次皆已順利
舉辦，會後聽眾均熱烈與談及提供意見回饋。
3. 實際執行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與原訂目標相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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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經費與人力執行情形
(一). 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1. 計畫經費
項

目

簽約數

□委辦費
政府 補助款
□代管補助款
廠商

結報數

繳庫數

保留數

0

0

0

0

101,506,000 101,506,000

□自籌款
□補助計畫自籌款

0

0

備註

2. 經資門經費表
元
簽約數 / (執行數)

項目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會計科目

合計
金額(元)
占總經費%

自籌款

備註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2.管理費
3.業務費
4.差旅費
5.設備使用費
6.維護費
7.營業稅
小計
二、資本支出
小計

15,832,642/
0
(15,832,642)
3,950,908/
0
(3,950,908)
70,638,594/
0
(71,666,704)
5,988,018/
0
(4,979,369)
168,619/
0
(167,878)
93,600/
0
(74,880)
4,833,619/
0
(4,833,619)

15,832,642/
15.6%/(15.6%)
(15,832,642)
3,950,908/
3.9%/(3.89%)
(3,950,908)
70,638,594/
69.59%/(70.6%)
(71,818,594)
5,988,018/
5.90%/(4.91%)
(4,808,018)
168,619/
0.17%/(0.17%)
(168,619)
93,600/
0.09%/(0.07%)
(93,600)
4,833,619/
4.76%/(4.76%)
(4,833,619)

101,506,000/
(101,506,000)

101,506,000/
100%/(100%)
(101,506,000)

0
0

0
0

0
0

101,506,000/
101,506,000/
0
(101,506,000)
(101,506,000)
合計
占總經費%
100%/(100%)
100%/(100%)
註 1:請將簽約數及執行數並列，以括弧表示執行數。簽約數指本局與受託單位簽約之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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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執行數指計畫實際支用經費(含代管補助款)。
註 2:其他來自科發基金、工業區更新基金及其他政府單位等加帳經費之實支數亦請列
出，並於下方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處補充說明。

3. 經費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
本年度因執行業務需求，將差旅費將流用至業務費約 100 萬元
(二). 計畫人力運用情形
1. 計畫人力結構
執行情形

總人力
(人月)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級

研究助理

原訂

120

102

18

0

0

實際

123.06

104.33

18.73

0

0

差異

3.06

2.33

0.73

0

0

2. 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投入較高職級人力，達成率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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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果與重大突破(含量化成果 output)
)績效指標
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國內(篇)

0

國外(篇)

0

期刊論文
國內(篇)
學

A.論文

0

國外(篇)

成

0

國內(篇)

0

國外(篇)

0

專書論文

就
︵

機構內跨領域合作團隊(計

科

畫)數

技
基
礎

0

0

跨機構合作團隊(計畫)數

1

1

跨國合作團隊(計畫)數

0

0

研

B. 合 作 團 隊 簽訂合作協議數

0

0

究

(計畫)養成

形成研究中心數

0

0

︶

a. 執行議題導向之跨
智庫產業智庫平臺
會議運作機制，並配
合完成各項兩岸相
關幕僚工作，持續運
作兩岸關鍵議題之
系統性幕僚機制運
作，即時針對兩岸關
鍵議題提出觀測結
果與具體政策建言。
b. 分 別 與 印 尼 、 印

度、馬來西亞建立
政策及產業智庫
交流管道，並簽訂
4 份合作意向書及
備忘錄。

形成實驗室數

0

0

學

博士培育/訓人數

0

0

術

碩士培育/訓人數

2

2

成

學士培育/訓人數

0

0 延攬具產經背景人員

學程或課程培訓人數

0

0

科

延攬科研人才數

0

0

技

國際學生/學者交換人數

0

0

基

培育/訓後取得證照人數

0

0

就

C. 培 育 及 延

︵

攬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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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研討會論文

術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加入團隊，進行兩岸及
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
題研究。

透過本計
畫建立跨
機構合作
團隊，培養
我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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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重大突破

1. 完成兩岸與亞太地區
聚焦關鍵議題研究報
告 2 份、其他國家與
新型商業模式議題研
究報告 2 份、印尼、

礎
研
究
︶

印度、馬來西亞產
業合作推動方向研
析報告 3 份、印度
與外企合作 FDI(含
台商)的政策解析 1
份、兩岸產業合作研
究議題報告 5 份、兩 針 對 兩 岸
岸工業競合關鍵議題 產 業 競 合
報告 2 份。共計 15 份。

D1.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篇數

14

2. 針對中國大陸重點
產經趨勢如共享經
濟、智慧化、陸企東
協布局、外資布局
與陸企走出去等研
究議題，進行研究，
15
最終就兩岸經貿發
展與廠商布局前
景、新興產業與新
興商業模式發展、
新南向政策推動等
構面，提出具體政
策建言
3. 分別與印尼、印度
及馬來西亞重點智
庫進行交流，並深
入了解該國發展願
景及方向、產業政
策及發展規劃，探
討雙邊產業合作推
動方向，完成研究
報告，並提出政策
建言，以供我國於
制定政策時參考依
據

新藥臨床試驗件數

0

0 效益說明可包含新
藥、醫療器材於國內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件數

0

0

D2.臨床試驗

外臨床試驗通過情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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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亞太新
興市場產
業合作進
行關鍵性
議題研究，
提出具體
政策建言，
作為我國
相關施政
及台商布
局南向之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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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國內學術會議、研討會、

4

論壇次數
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

0

論壇次數
雙邊學術會議、研討會、

4

論壇次數

E. 辦 理 學 術
活動

出版論文集數量

0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1.1 持續關注中國大
18 陸重點產業及兩岸政
經情勢，定期有系統
的監測相關情勢發
0 展，並於每月邀集相
關智庫學者專家進行
討論。共計 10 場次
10
1.2 本年度共計舉辦 8
場次對內及對外的討
論會議或公開講座。
模式上，藉由今年度 1. 針 對 特定
議 題 ，邀
共同合作之專家學
請 國 內產
者，依其研究主題，
官 學 研專
定期對外分享研究心
家 進 行交
得，，讓更多關心中
流 討 論，
國大陸議題之政府主
以 廣 納國
管機關及學術研究者
內 意 見，
可藉此場域交流研究
提 供 上位
觀點，達成知識交流
決 策 參
擴散之目的與成效
考。
2.1 透過於北中南部 2. 建 立 大陸
政 策 動態
舉辦系列研討會及參
觀 測 平
與兩岸重要會議，共
台 ， 組建
計 9 場次，從中觀察、
國 內 產學
0 分析兩岸產業交流重
研 專 家會
點，掌握兩岸政治、
議 ， 定期
產業、標準之最新態
篩 選 與觀
勢，探討對臺灣之影
測 大 陸政
響，並提出相關因應
策 及 產業
對策與建議。
動態發展
2.2 9/18 在臺北與中
國社會科學院共同舉
辦「兩岸經濟前瞻與
關鍵議題」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從宏觀經
濟到大陸經濟、臺灣
經濟、對外投資，以
及中國大陸和臺灣經
濟未來的發展動向，
甚至談到進步指數、
少子化、受教育程度。

F. 形 成 課 程 / 形成課程件數

0

0

教材/手冊/軟 製作教材件數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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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績效指標

性

績效指標

類別
體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製作手冊件數
自由軟體授權釋出教材件
數

1. 推動辦理亞太高峰會至少
3 場次

0

0

0

0

3

其他

2. 完成兩岸動態觀測評析報
告1份

1

發 明 專 利
技
創
新︵
科
技
技

G.智慧財產

國

新型/新式樣

內

(件)

0

0

申

商標(件)

0

請

品種(件)

0

中

發 明 專 利

術
創

國

新

外

︶

0

(件)
新型/新式樣

0

(件)
商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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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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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民間
主 導、政府
支持」的模
式，與亞太
各國積極建
1. 已 推 動 辦 理 亞 太 /
立產業鏈結
區域高峰論壇 6 場次
合作夥伴關
(3/30 臺印尼、7/27 臺
係平台，協
6 泰、9/28 臺菲、10/12
助業者共同
臺印度、10/25 臺馬、
進行亞太地
12/7 臺越)，促進雙方
區、進而全
產業交流及合作
球布局，為
國內廠商創
造市場多
元化的商
機。
2. 透 過 每 月 舉 辦 之
「兩岸動態觀測平
台」專家會議，定期
篩選與觀測大陸重點
1
政策及產業動態發
展，針對兩岸重要議
題提出評析，供經濟
部長官參考。
0

(件)

術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品種(件)

0

發 明 專 利

0

(件)
國

新型/新式樣

內

(件)

已
獲

0

0

品種(件)

0
0

(件)
國

新型/新式樣

外

(件)

0

0

商標(件)

0

品種(件)

0

著 作 / 出 版 國內(件)

0

0

品

0

0

0

0

0

0

新檢驗方法數

0

0

辦理技術研討會場次

0

0

0

0

0

0

0

0

0

0

國外(件)

與其他機構或廠商合作智
財件數
新技術開發或技術升級開
H. 技 術 報 告 發之技術報告篇數
技

0

商標(件)

發 明 專 利

准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及檢驗方法

術
創
新︵
科

I1. 辦 理 技 術 辦理技術說明會或推廣活

技

活動

技

動場次
辦理競賽活動場次

術
創
新
︶

I2. 參 與 技 術
活動

發表於國內外技術活動(包
含技術研討會、技術說明
會、競賽活動等)場次

J1. 技 轉 與 智 技 轉 ( 含 先 期 技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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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財授權

效益說明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術 ) 國 內 廠 商 或 金額(千
機構
元)

0

0

技 轉 ( 含 先 期 技 件數

0

0

術 ) 國 外 廠 商 或 金額(千
機構
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引進技術件數

0

0

引進技術經費(千元)

0

0

專利授權國內廠
商或機構

專利授權國外廠
商或機構

件數
金額(千
元)
件數
金額(千
元)

自由軟體授權件數
件數
其他(不含專利)
授權

金額(千
元)

J2.技術輸入
技
術

技術服務件數
S1. 技 術 服 務

0

0

創

(含委託案及 技術服務家數

0

0

新︵

工業服務)
技術服務金額(千元)

0

0

設施建置項數

0

0

設施運轉穩定度(%)

0

0

設施運轉運轉效率(%)

0

0

設施服務項目數

0

0

設施使用人次

0

0

設施服務件數

0

0

科
技
技
術
創

S2. 科 研 設 施

新

建置及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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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設施服務時數

0

0

設施服務收入

0

0

0

0

促成廠商投資件數

0

0

促成生產投資金額(千元)

0

0

促成研發投資金額(千元)

0

0

0

0

0

0

其他

L.促成投資

促成新創事業投資金額(千
元)
促成產值提升或新創事業
所推出新產品產值(千元)

經

成立營運總部數

濟
益

建立產業發展環境、體系或

︵

營運模式件數

經
濟
產

0

衍生公司家數

效

M. 創 新 產 業
或模式建立

參與產業發展環境、體系或
營運模式之產業團體數
促成企業聯盟家數

業
促

創新模式衍生新產品上市

進

項數

︶

促成產值提升或創新模式
衍生新產品產值(千元)
建立國際品牌或排名提升
相關產業產品產值世界排
N. 協 助 提 升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名提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我國產業全
球地位

促成國際互惠合作件數
促進國際廠商在台採購(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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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效益說明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輔導廠商或產業 件數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0

0

0

0

0

0

0

0

提供國家級校正服務件數

0

0

新公司或衍生公司家數

0

0

媒合與推廣活動辦理次數

0

0

0

0

0

0

合作研究產品上市項數

0

0

輔導診斷家數

0

0

案源媒合家數

0

0

協助廠商取得融資家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團體技術或品質
提升、技術標準
認證、實驗室認

廠商家
數

O.共通/ 檢測 證、申請與執行
技 術 服 務 及 主導性新產品及 廠 商 配
輔導
關鍵性零組件等 合款(千
元)
技術、作業準則
等教育訓練
經
濟
效

P.創業育成

益
︵
經
濟
產

T. 促 成 與 學 促成合作研究件數
界或產業團
廠商研究配合款金額(千元)
體合作研究

業
促
進
︶

人次

U. 促 成 智 財
權資金融通

協助廠商取得融資金額(千
元)
開發災害防治技術與產品
數
建立示範區域或環境觀測
AC.減少災害
損失

平台數
建築或橋梁補強數
輔導廠商建立安全相關生
產或驗證機制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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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預估降低環境危害風險或

0

成本(千元)

1. 議題研究剖析輿情觀測訊

其他

息發送研究成果報告一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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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以 500 字為限)

重大突破

0

1. 本年度執行每日輿
情觀測共 319 次，
並依機關指示之重
要性原則，製作輿
情 通 報 簡 訊 206
1
則。同時完成提交
輿情分析報告共 45
份(每週一次)以及
臨時交辦輿情分析
2 份。

透過自動
化系統運
作與專人
觀測分析，
協助了解
民眾對兩
岸政經、產
業合作議
題的相關
評論；並將
分析結果
提供相關
研究人員
進行深入
研析，作為
決策參考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106 年度
屬

績效指標

性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1

2.改變以往編輯及印
刷出刊方向，製作便
於閱讀與市售發行的
尺寸(18 開本)；內容
跳脫以往僅亮點案
例、全局成效作主體
1 呈現，配合政府未來
推動政策方向，精選
八大產業為主軸內文
撰寫，透過臺灣整體
策略論述，帶出局內
各項計畫執行成果績
效。

0

0

0

0

新聞刊登或媒體宣傳數量

0

0

設立網站數

0

0

2. 完成文宣品至少 1 式

AB.

科普知識推廣與宣導次數

科 技 科普知識推廣與宣導觸達
知 識 人數
普及
社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社

會

會

福

提供客服件數

0

0

影

祉

知識或資訊擴散(觸達)人次

0

0

響

提

Q. 資

升

訊 服

開放資料(Open Data)項數

0

0

0

0

線上申辦服務數

0

0

服務使用提升率

0

0

務

提供共用服務或應用服務
項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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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讓
大眾更加
了解工業
局長期來
協助各產
業轉型升
級、發展品
牌及提升
競爭力之
重要角色。
為使刊物
撰述語法
更接近一
般大眾閱
覽角度，邀
請時報文
化加入編
輯團隊，透
過其專業
編撰及設
計，精準塑
造刊物定
位。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106 年度
屬

績效指標

性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R. 增
加 就 廠商增聘人數

0

0

W. 提 旅行時間節省(換算為貨幣
升 公 價值，千元)

0

0

共 服 運輸耗能節省金額(千元)

0

0

務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噸)

0

0

受益人數

0

0

增加收入(千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影像資料筆數

0

0

調查物種數

0

0

業

X. 提
社

高 人

會

民 或

福

業 者

祉

收入

提
升

XY.
人 權
及 性

人權、弱勢族群或性別平等
促進活動場次

別 平
會

等 促 活動參與人數
進

影

其他

社

響
V. 提
高 能

技術或產品之能源效率提
升百分比(%)

源 利 技術/產品達成綠色設計件
用 率 數
環
境
安

及 綠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噸)
能 開
提升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產
發
出量

全

調查筆數

永
續

Z. 調

調查圖幅數

查 成 調查面積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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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效益說明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其他
參與制訂政府或產業技術
規範/標準件數
K.規範/ 標準 參與制訂之政策或法規草
或政策/ 法規 案件數
草案制訂

草案被採納或認可通過件
數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0

0

0

0

0

0

0

0

其

草案公告實施或發表件數

0

0

他

新建資訊平台或資料庫數

0

0

效

更新資訊平台功能項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建置印尼、泰國、菲
律賓、馬來西亞、印
度及越南相關之工業
部門(工業部、工商
1
部、貿工部等)、各國
工總等單位組織圖及
高層首長名單、重要
各國廠商共 353 位。

益
︵
科

Y. 資 訊 平 台 更新或新增資料庫資料筆
與資料庫
數

技

資訊平台或資料庫使用人

政

次

策

新建或整合流程數

管

提供政策建議或重大統計

理

訊息數

及

AA.決策依據

其

政策建議被採納數
決策支援系統及其反應加

他

速時間(%)

︶

其他

1. 建置/更新亞太產業合
作業務關鍵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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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舉辦
論壇期間，
官方如部、
次長參訪
行程中，使
長官可快
速了解面
談對象，以
利洽商。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106 年度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效益說明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2. 協助辦理兩岸工合論壇秘
書處會議至少 2 場次

2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分別於 5 月與 9 月兩
度赴北京，與中國大
陸智庫就兩岸工業發
展，進行協商，於
2
12/12 中國大陸智庫
來台調研，辦理第三
次推進小組工作會
議。

(二)106 年度計畫績效指標實際達成與原訂目標差異說明：
與原訂目標相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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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岸官
方交流中
止前提下，
以過往合
作機制為
基礎，持續
以兩岸智
庫為主的
兩岸工業
交流平台，
以協助兩
岸產業就
智慧製造
與綠色製
造等跨域
新興應用，
多方交流
與對接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四、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outcome)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1. 本年度推動 6 場次亞太/區域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臺印尼_高雄
(3/30)、臺泰_曼谷(7/27)、臺菲_馬尼拉(9/28)、臺印度_臺北(10/12)、
臺馬_臺中(10/25)、臺越_胡志明市(12/7)】
，共邀集雙方產業及官方
代表超過 2,500 多人參與，促成 69 份合作備忘錄的簽署，並建
置臺灣與六國產業合作常態性之交流平台，促成雙邊產業公協會、
技術法人、智庫之交流合作，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為未
來深化雙邊合作奠定基礎。
2. 於新型商業模式議題研究下，挑選臺灣智慧化需求及機械產業
B2B 電商進行新型商業模式議題研究，完成臺灣智慧化需求之盤
點與方向之研析研究報告一份，綜整我國智慧化需求現況並提出
我國智慧化未來發展建議；及機械產業 B2B 電商拓展印尼市場之
商業模式研析報告一份，研析我國機械產業 B2B 電商之商業模式，
做為拓展東協與南亞市場策略之參考。
3. 完成「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建議產業合作領域(印尼)」報告，
主要針對印尼目前國情概況、未來五年國家重要發展規劃以及產
業發展現狀，進行次級資料收集與主題研析。評估印尼產業發展需
求以及臺灣產業優勢，並匯整各業務組建議後，建議優先鏈接合作
產業為：造船、電子製造、資源循環、食品生技、金屬製品、智慧
城市、工業園區規劃。
4. 完成印尼人力分析調查：針對印尼前 100 大的大專院校之畢業生
人數、學校科系別、就業產業別、職能、薪資等狀況做一蒐集調查，
同時標示調查之大專院校附近主要工業區，以利臺灣廠商識別。
5. 針對印度進行總體經濟環境、重要產業政策以及我國台商布局進
行探討，並進一步在電子製造、綠色科技、智慧城市與智慧車輛等
提出優劣勢分析，以作為我國與印度進行產業鏈結之參考。
6. 針對馬來西亞目前國情和在東協區域的概況、近期重要國家發展
政策以及產業發展現狀，進行次級資料收集與主題研析，以提出臺
馬產業合作工作推動的方向，以作為我國與馬來西亞進行產業鏈
結之參考。
7. 持續維持兩岸跨智庫系統性幕僚機制運作，深化研究能量，縮短關
鍵議題分析，協助我國政府提高因應重大事件之應變能力。整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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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院 IEK、資策會 MIC、台經院、中經院大陸所四大智庫之兩岸
產業政策和競合研究專家，持續維持兩岸跨智庫系統性幕僚機制
運作，透過討論會議、跨域交流平台與成果擴散會議與兩岸產業政
策智庫平台會議，深化智庫研究能量，大幅縮短智庫面對中國大陸
關鍵議題分析時間，即時向我國政府提出建言，提高政府因應兩岸
經貿重大事件之應變能力。
8. 透過本計畫即時掌握中國大陸產業政策和關鍵議題發展及情勢，
提供我國政府相關施政之參考依據，透過本計畫，進行中國大陸重
點產經趨勢如共享經濟、智慧化、陸企東協布局、外資布局與陸企
走出去等五項研究議題研析，並持續觀測兩岸重大事件與中國大
陸一帶一路於東協國家佈局動態，積極掌握中國大陸產業政策與
產業動態，並作為我國政府兩岸經貿施政與新南向政策之參考依
據。本年度提出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包括三大構面：(1) 兩岸經貿
發展與廠商布局前景；(2) 新興產業與新興商業模式發展；(3) 新
南向政策之推動。
(二)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
本計畫無
(三)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
1. 本年度為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建置與亞太國家交流合
作整體架構、亞太國家供應鏈夥伴關係推動架構，在此架構下，成
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由經濟部長和工總理事長共同召集，
下設包括經濟部次長及業者等產官學委員若干人，並由工業局局
長擔任執行秘書、由工總秘書長和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主任共同
擔任委員會主任。以「民間主導、政府支持」原則，推動國內重要
的產業公協會與目標國家對等產業公協會建立密切的合作夥伴關
係，透過合作舉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搭建雙方產業合作平台，藉由
雙方產業公協會人脈與能量，帶動雙方業者參與，媒合商機並促成
跨國合作。
2. 透過亞太產業鏈結平台促成廠商進入東協市場，開拓市場商機，實
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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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富 XX 為國內最具規模及實力的塑膠射出成型機龍頭廠商，
透過亞太產業鏈結平台，與泰國 BDI 簽署 MOU，聚焦汽機車
零組件生產系統研發，為 BDI 量身打造 4.0 智慧工廠，協助
其成為泰國工業 4.0 轉型升級的重要示範點。BDI 並將採購富
XX 大型雙色射出機，針對日系車廠客戶新型保險桿、PC 塑
膠天窗等高單價產品進行試製，目標是通過客戶認證，若一切
順利，可望為雙方帶來可觀訂單。富 XX 王俊賢副執行長：
「亞太產業鏈結平台可以幫助廠商拓展東協市場，直接提供
雙方業者對接的機會，節省開發陌生客戶的時間及成本。」

b.

流 X 科技是臺灣紡織產業中染整設備及生產自動化設備的龍
頭廠商。透過亞太產業鏈結平台，流 X 科技與泰方合作夥伴
Y.R.C. Textile 公司簽署 MOU，合作工業 4.0 專案，目前積極
串接染整產業供應鏈，上游供應系統包含機械加工、機電整合、
電子、五金氣動元件、工業電腦、線性傳動、伺服控制。流 X
科技表示經由平台，可見到泰方官方及 THTI 紡織院高層，更
易掌握泰國產業政策走向，進而快速調整公司營運計畫，提升
流 X 科技品牌在東協國家知名度。

c.

亞 XX 集團為臺灣最大毛豆食品加工廠。目前有先進技術與
歐美銷售管道，以毛豆而言，市占率已經佔全球的 30%，因
印尼農產豐富﹐想尋找印尼毛豆合作夥伴。3 月份亞 XX 集團
經臺印尼論壇後對印尼提高信心，並藉此找到了可能合作夥
伴。但亞 XX 集團林董事長不瞭解當地狀況，故 9 月份亞太
辦與工總偕同亞 XX 集團林董事長拜訪 IETO 大使 Robert，經
拜訪後印尼辦事處承諾給予協助，除了協助瞭解當地優惠外，
協助提供潛力合作夥伴資料。經亞太辦、工總及代表處的協助
下，亞 XX 集團於 11 月底在雅加達與 P 公司展開初步合作。
預計先與當地合作種植後，再展開食品加工及行銷計畫。預估
藉此將其毛豆產量再提高 10%，未來進行加工製程時，會全
力採購臺灣設備，並用公司品牌，行銷到東南亞等各國，以建
立臺灣品牌形象。

d.

素有千島之國美譽的印尼對船舶需求甚大，亟欲與各國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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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合作，台 X 於 2014 年與印尼船舶公司簽署 MOU 後，無
後續下文。直至本年度 3 月於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上，
船舶中心協助台 X 集團與印尼志 X 集團簽署 MOU，志 X 集
團參訪台 X 後深感興趣，4 月初台 X 及與志 X 集團再次交流，
雙方同意以人才協助及培訓作為合作交流的基石。目前台 X
已派兩位資深顧問協助印尼船塢的設計，亦有機會參與志 X
集團新船的設計。未來可利用此機會，以拓展印尼市場，並運
用人才培訓及協助採購零組件，將臺灣優質設備及零組件導
入印尼船舶生產中，加惠臺灣船舶產業。
3. 協助政府觀測分析如前瞻基礎建設中之城鄉建設計劃、產業創新
條例中有關天使投資人投資抵減、工業區閒置土地強制拍賣、以及
為吸引國際資金來台投資之有限合夥創投免課營所稅等重要施政
法令修法之民情意見回饋，協助政府推行引導民間投資新創、解決
工業缺地、強化留才等經濟政策目標。
4. 編印製作工業局 105 年度科技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報告文宣品，以
年度 58 項綱要計畫之績效報告書為撰述藍本，不同以往僅以全局
整體成效展現，今年配合政府未來施政方針 5+N、精選八大產業
(智慧製造、創新開發、雲端數據、數位科技、環保綠能、生技醫
藥、產業優化及人才培訓)作為主軸文論述重點；幫助產業及一般
大眾更加了解局部會長期來協助各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品牌及提
升競爭力之重要角色，讓實用資訊更透明即時，進而活絡產業與政
府鏈結合作及促進投資提升的機會。
5. 面對中國大陸本土產業鏈崛起，加速實現進口替代，兩岸在資通訊、
石化、鋼鐵等主力產業短兵相接，競爭強度持續加大。本計畫選擇
智慧製造與綠色製造進行兩岸競合之命題。智慧製造與綠色製造
皆屬於跨域整合之生態體系，涉及產業領域眾多，以此類跨域整合
議題，以協助我國政府與產業界從跨域、跨業整合觀點，思考下階
段兩岸產業合作模式，在兩岸產業從分工走向競爭之趨勢下另謀
出路。
(四)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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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發表臺灣重要產業政策與合作模
式專題演講，並與臺印尼廠商建立聯繫管道，進行產業資訊交流，
強化雙邊合作契機。
2. 參與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並與印度智庫-ICRIER 分別發表臺
印度雙邊經濟與產業發展及合作方向演講，以促使臺印度雙邊能
更進一步瞭解彼此發展現況。
3. 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辦理，直接與間接促進我國產業對印
度社會整體效益之增進，如企業與公協會之合作帶入相關之環境
永續合作共識與作法，如將臺灣綠色科技能量拓展至印度市場，未
來潛力商機無窮，包括臺印合作太陽能電廠標案合作(500ＭＷ)等，
進行太陽能應用於偏鄉地區設備的開發，以及智慧偏鄉所需的配
套措施，造福印度社會與相關區域人民；將臺灣綠色科技能量拓展
至印度市場，輸出太陽光電自發自用紡織機電力模組，運用至印度
鋰電池電動車，減少當地汙染；將建立互利之水資源處理及水回收
技術合作，逐步促進印度社會環境品質的提升，以上皆為臺印度於
產業合作之相關社會影響與貢獻。
4. 傳統貿易門檻較高，我國中小企業較難實現出口貿易；然電商能協
助業者以較低成本拓銷海外市場，是我國傳統產業轉型與中小企
業國際化的機會。
5. 在兩岸政府中止交流的情況下，透過本計畫，持續運作兩岸跨智庫
系統性幕僚機制，即時掌握中國大陸政策方向與產業動態，協助我
國政府與產業界了解中國大陸發展之真實狀況，避免對兩岸產業
發展情勢誤判，並在必要時機，針對媒體、輿論對兩岸經貿發展之
誤解，提出適時、正確的解釋與回應，加速形成社會各界對相關施
政之共識，避免不必要之紛爭。
(五)其他效益方面
1.科技政策管理
(1) 本計畫分別與印尼、印度及馬來西亞重點智庫進行交流，並
深入了解該國發展願景及方向、產業政策及發展規劃，探討
雙邊產業合作推動方向，完成研究報告，並提出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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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我國於制定政策時參考依據。
(2) 本計畫建立並持續推動兩岸工業平台機制，鏈結我國智慧製
造與綠色製造代表公協會，如智動化協會、產發會等，並與
中國大陸智庫合作，透過國內外訪談與座談會，蒐集產業界
對兩岸產業競合前景之看法，並完成研究報告，提出政策建
言，以協助我國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等重大施政，符合我
國產業期待與需求。
2.國際合作
(1)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協助政府營造更開放、活力的產業環
境，本計畫本著「民間主導 政府支持」的模式，與亞太各國
積極建立產業鏈結合作夥伴關係平台，本年度舉辦印尼、泰
國、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及越南等 6 國的「亞太產業鏈
結高峰論壇」
，在食品生技、紡織、智慧機械、金屬加工製造、
資源循環、太陽光電系統、資通訊、ICT、智慧城市、鋼鐵及
其下游用鋼等產業，協助業者共同進行亞太地區、進而全球
布局，為國內廠商創造市場多元化的商機。
(2) 為深化臺泰產業合作效益，於 12/11 拜會泰國 OIE(產業經濟
辦公室)，洽談臺泰雙方合作及對接機制，針對工業 4.0、大
數據、智慧機械等議題，未來在雙方政府及業者在產業合作
可更為緊密。並拜會泰國 DIP(工業發展處)，洽談 2018 年臺
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相關活動的時間、地點、規模等總體規
劃方向及想法。
(3) 為協助臺灣企業開拓東協市場，於 12/13 拜會緬甸企業及協
會，洽談 2018 年臺緬雙方針對產業合作舉辦一小型產業鏈結
研討會的可行性，以利臺灣產業發展。
(4) 在收集 6 國部委高層人員資料整理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如：姓
名、照片、性別、生日、現任職務及以起任年度…)，輔以個
人喜好、人格特質後，對於部、次、局長每次與 6 國高層人
員會面前，適時提供長官所需的資料，讓長官可依會談人員
之主管業務、學歷、家庭、興趣及喜好等議題，快速打開對
方心房，可營造良好與談氛圍，讓會談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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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年度共計將與 7 個印尼重要智庫與大學建立交流合作管道，
包括：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印尼工業部印尼戰略與國際研
究中心、建國大學、Ciputra 大學、泗水大學、安達拉斯大學，
瞭解印尼產業發展現況與政策趨勢，探討臺印尼雙邊產業合
作議題。計畫團隊於 3/30 與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中
心完成簽署合作意向書。
(6) 與印度 6 家智庫(ICRIER、CSIR、IIT、JNU、CEEW、NSEFI)
建立交流管理，並邀請 ICRIER 來臺參與臺印度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與進行主題發表，計畫團隊與 ICRIER 簽訂 MOU 作
為雙方未來依據。
(7) 本計畫團隊於 4/24-4/28 出訪馬來西亞期間，與馬國智庫
IDEAS、CREATE 及拉曼大學取得並建立交流管道，並於 9/22
在高雄與中山大學合辦並邀請拉曼大學專家與臺灣學研專家
和產業代表共同參加臺馬產業合作座談會。
五、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1. 本計畫因應政府新南向政策，建構亞太產業鏈結平臺，推動與亞太各
國產業鏈結形成供應鏈夥伴關係，可與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各部會
相互合作，以達成新南向政策目標。
2. 目前電子商務業務係由經濟部商業司主管，然商業司較為關注 B2C 電
商及電商業者發展，與本計畫欲透過 B2B 電商，帶動我國製造業產品
拓展東南亞市場之目標可相輔相成。
3. 本計畫兩岸議題研究與觀測成果與行政院陸委會、科技部等施政具相
關性，故以本計畫之研究能量，提供若干政策諮詢服務，包括：由中
國製造 2025 看紅色供應鏈的發展及產業影響、中國大陸中央部會人
才政策盤點、中國大陸 AI 產業人才政策盤點、美國 vs.中國大陸貿易
制裁之可能模式等分析。
六、檢討與展望
1. 在雙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中設置「高層會議」機制，目的是為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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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問題、創造更好的利基，而經過臺印尼、臺泰兩次的論壇，了解
到高層會議也應該要有落實追蹤的機制，俾掌握廠商的具體需求可以
去協助落實和追蹤，和經貿合作區隔，建議應將讓高層會議納入論壇。
據悉我方與新南向國家多已設有雙邊部長級或局長級會議機制，建議
高層會議可與前述對話機制進行整合以擴散其效益。
2. 臺灣智慧化需求之盤點與方向之研析研究報告，對於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規劃發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做為了解我國當前 22 縣市智慧化應
用現況及展望未來中央與地方合作發展有其參考價值。
3. 東南亞電商市場急遽成長，而跨境電商仍以 B2C 模式為主流，商品類
型多為民生消費品。然而，我國消費性產品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同質性產品相較，較無價格與品牌競爭力，反而是文創、工業設計等
特殊性產品較有機會透過電商拓展海外市場。本計畫建議應搭配政府
新南向政策，思考特殊性產品(例如設計產品)輸出東南亞的機會與挑
戰，及可能的商業模式，107 年度建議方向：a.文創設計產品拓展東南
亞電商市場之策略研析：研析我國文創設計產品優劣勢及國際競爭力，
以及透過電商拓展東南亞市場之策略研析。b.連結亞洲設計之都，帶
動設計服務業國際輸出：探討我國創意設計產業連結亞洲設計之都(曼
谷)，帶動我國創意經濟產業發展可能作法；並評估我國創意設計業者
前進東南亞市場之利基與商業模式。
4. 延續 106 年度所簽署雙邊智庫交流合作之 MOU，持續推動雙方智庫
以互訪、共同研究或合辦研討會等方式進行合作交流，以利持續觀測
目標國政治、經濟、產業動態，掌握情勢變化對雙方合作可能造成之
影響。此外，雙方智庫持續在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進行專題演講，呈現
共同研究或交流成果，以及對雙方政府及產業之建議，以深化產業合
作交流效益。
5. 本年度為首屆辦理雙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及雙邊智庫合作交流，對於
與重點智庫交流及交流面向探討從大方向著手，明年應擇定更具體方
向進行交流與討論，以期提出更具體建議。
6. 文宣品製作未來亦維持與民間出版社合作，透過其編撰及設計之專業，
透過富饒創意之命名與生動筆觸的撰稿方式，精準塑造刊物之定位，
使其更貼近一般大眾之閱覽角度；除了平面書籍外，未來盼能整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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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網站、會員電子報、eDM、Facebook 粉絲團、官方 LINE 及行動
App 行銷，運用其豐厚的文化資源，與媒體結合，開闢出版宣傳的平
台，讓活動訊息透過其媒體品牌的優勢，將廣宣動員效益最大及最佳
化。
7. 以既有平台為基礎，持續維繫兩岸民間交流機制，以利產業發展。自
2008 年以來啟動兩岸搭橋，協助兩岸企業透過搭橋平台進行深度交流
以來，在能量持續累積下，交流主體已逐漸由政府轉移至民間，至今
民間已有相當豐碩合作成果與多元互動模式，多數產業公協會均已與
對岸產業組織形成緊密的互動機制。
8. 未來應持續以現有兩岸民間交流平台為基礎，持續鼓勵兩岸產業界透
過各種相關管道，如公協會交流、智庫交流等，針對兩岸產業發展與
合作，進行有序交流與正常往來合作。
9. 由區域經貿觀點重新定義、並尋找兩岸經貿關係之新結構，進而槓桿
兩岸交流能量、推動我國躍升為亞太區域分工體系之關鍵鏈結點。
10. 隨著中國大陸產業界向外布局步伐加快，包括擴大對外投資、貿易與
產能輸出，搶占國際產業鏈關鍵位置，兩岸產業競合場域也將不再侷
限兩岸之間，而是進一步延伸至亞太區域分工體系之中。
11. 考量兩岸產業競合場域自兩岸延伸至亞太區域之現狀，需由區域經貿
觀點重新定義、並尋找兩岸經貿關係之新結構，推動我國躍升為亞太
區域分工體系之關鍵鏈結點，以實現我國產業價值最大化。
12. 中國大陸政策持續動態演變，且習近平在十九大後掌握了幾乎所有經
濟與金融的權力，未來的發展動向相當值得關注。建議未來應持續針
對中國大陸國內產業發展政策與對外國際關係佈局動態，進行即時整
理與分析，發佈分析報告，並討論對我國可能之影響。
13. 在陸企海外併購議題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官方自 2016 年底開始，對
其海外投資併購提出限制或加強監管，因而在 2017 年，陸企海外併
購之成長趨勢已不復見。惟雖如此，仍不減歐美國家對於中國大陸併
購案件之疑慮。目前，美國及歐盟皆針對其外人投資審查提出檢討，
希望透過制度面的變革，因應中國大陸海外併購帶來的疑慮。因此，
建議未來應針對相關議題持續關注，作為我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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