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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計畫執行成果摘要表

組別

產業政策組

計畫名稱

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新局

受委託單位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政府經費(元)

86,652,000
計畫中文摘要

分項一：建構亞太國家對接平台
本工作項目旨在建立與亞太各國之溝通與協調平台，計畫目標達成如下：
1.建立與亞太國家溝通與協調平台：
(1) 提案年度規劃：持續彙整亞太產業鏈結之高峰論壇相關資訊後，已於
第四季提出 108 年度提案規劃。
(2) 推動高層交流會議：已推動辦理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高層交流會
議 2 場次(6/28 臺泰、8/6 臺印尼)。
(3) 彙編論壇成果：完成 107 年度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成果彙編規劃
草案(內容架構)及相關會議資料蒐集，於各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辦
理後，將彙整各場次論壇之成果效益，並彙編成冊；於 12/20 編纂印
製完成「2018 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成果彙編」1 式。
(4) 辦理產業交流活動：已於 1/16-20 赴印尼、4/10-14 及 8/20-24 邀請泰
國來臺進行亞太/區域產業交流活動；另為促進產業合作分別 於
3/26-28 赴印尼、4/17-21 赴馬來西亞、5/20-26 赴印度、7/3-7/7 赴菲律
賓、11/12-11/15 赴越南進行產業交流活動，並商談論壇高層交流活動
及產業議題。
2.辦理政府部門工作會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
(1) 辦理工作及溝通會議：已分別於 1/3、5/4、5/7 召開工業局局級/副局
級之政府部門工作會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使資訊縱、橫向流通；
(1) 分享論壇經驗交流：已完成「法人公協會亞太產業高峰論壇經驗交流
分享研討會」規劃，於 12/14 辦理完成 1 場「2018 亞太產業鏈結經驗
交流研討會」，由論壇主辦單位分享本年度各國籌辦經驗、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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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注意事項，彼此資訊交流、經驗分享及交互學習之機會，增進未來
籌辦論壇活動之舉辦成效。
(2) 建立論壇 SOP：已完成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SOP，有助於亞太產業
合作發展。
(3) 建置業務網絡：已建置並更新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越南、
菲律賓及緬甸等國之主管工業/產業部分等重要相關產業關鍵人士共
103 人之業務關鍵網絡，以利後續雙邊交流活動，有效促成雙邊產業
合作機會。
(4) 協助臨時議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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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項二：推動亞太產業界合作交流
本工作項目旨在推動亞太產業界之交流合作，並透過產業鏈結平台的高
層會議機制，解決產業合作的障礙，促成產業合作：
1. 建立產業界亞太產業合作交流平台
(1) 本年度於 3 月 1 日及 11 月 23 日召開二次「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
會」委員會議共 2 場次。
(2) 與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緬甸、印度與越南等 6 個商工總會、具
代表性企業家，就雙方產業所關切之產合議題及產業高峰論壇籌辦
等持續交流，並安排互訪活動，建立雙邊產業公協會交流平台。
(3) 已協助辦理高峰論壇 7 場次，並邀請臺泰、臺緬、臺印尼、臺印度、
臺馬、臺越、臺菲雙邊重量級業者代表總計 381 人次以上參與高峰
論壇。
2. 新南向產業布局調查
調查期間為 106 年 2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調查對象為全國工業總會
轄下之 159 個會員公會，及加入各公會之會員廠商，回收有效問卷
總計 147 份，針對廠商投資偏好國家、布局方式、廠商普遍遭遇問題
進行調查，並分析廠商投資布局態樣、投資布局障礙風險、合作模式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偏好，以及匯集廠商之政策建議，於 8 月 31 日完成產業布局調查報
告 1 份，提供政府擬定策略及業者南向布局之參考。
3. 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已召開 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及馬來西亞 5 場次的高層會議策略
規劃會議，彙整民間業者意見。其中臺泰分組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中之相關議題已納入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中，並協處康揚、立鎧科
技兩間業者產品輸往泰國之障礙。
分項三：亞太產業合作議題研究及智庫交流
結合亞太產業合作智庫能量，每月觀測亞太重點國家產經動態，並與印
尼、泰國、印度、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五國智庫透過互訪交流、合作舉
辦研討會，共同研析雙邊產業合作策略，完成重點 5 國產業合作推動策
略研究，支援政府推動產業合作之幕僚作業：
1. 產經動態觀測：
已產出 12 份亞太重點國家(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
越南、緬甸)即時產經動態觀測報告累計 12 份(每月 1 份)，包括當月
份各國重要事件評析，及針對總體經濟、政策、產業、對外關係四個
面向之重要動態資訊。
(1) 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題：
完成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報告 5 份：針對亞太重點國家產業合
作需求，完成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臺印度手機供應鏈合作、臺馬智
慧城市合作、臺泰產業合作藍圖、臺菲產業合作等研究，作為各國產
業合作推動之參考，分述如下：
A. 完成「印尼基礎建設商機與臺印尼合作推動策略」報告，研析包
括印尼總體經濟概況、印尼基礎建設挑戰、印尼基礎建設發展概
要、臺灣業者參與國外基礎建設概況等，並提出產業合作策略建
議。
B. 完成「泰國 4.0 政策與臺泰產業合作策略研析」報告，研析「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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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4.0」及其他泰國重要產業政策進展，以及臺泰雙邊貿易與投資
概況，並根據泰國政策發展方向，結合臺灣近期產業發展方向，
以找出臺泰未來具潛力合作之產業(綠能(電動車、太陽能)、智慧
機械、智慧城市)與規劃中長期產業合作藍圖，提供政府推動與泰
國產業合作之參考。
C. 完成「菲律賓產業發展與臺菲合作策略研析」報告，研析菲律賓
「Build Build Build」
、i3S 及其他菲律賓重要產業政策進展，以及
臺菲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並根據菲國政策發展方向，結合臺灣
近期產業發展方向，以找出臺菲未來具潛力合作之產業與規劃中
長期產業合作藍圖，提供政府推動與菲國產業合作之參考。
D. 完成「從產業鏈移轉看臺印度產業合作之影響-以手機產業為例」
報告，研析包括印度經濟環境及產業政策分析，印度手機品牌市
場及手機主要大廠概況，印度手機製造產業發展現況等，並提出
產業合作策略建議。
E. 完成「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研析及臺馬產業合作契機」
報告，盤點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產業推動現況，介紹臺灣智慧城市
相關產業發展，分析臺馬智慧城市產業合作機會，並探討臺馬產
業合作模式，提供政府推動與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產業合作之參考。
3. 跨國智庫交流：
與雙邊智庫合作舉辦雙邊智庫交流研討會 6 場次(6/5 臺印尼、8/8 臺
印度、9/27 及 9/28 臺泰國、11/30 菲律賓、12/1 馬來西亞)，交流包括
臺印尼產業和技術合作及企業國情文化、印度製造經營環境與產業需
求、印度手機市場趨勢商機、臺泰綠色科技相關產業未來合作機會、
泰國與臺灣產業合作經驗、泰國面臨之經濟發展挑戰以及臺泰合作之
機會、臺馬產業關聯研究及臺菲產業合作、菲律賓面臨之經濟發展挑
戰以及臺菲合作之機會，以及臺馬產業關聯研究等議題，藉由與亞太
國家重要智庫建立交流與合作關係，深入掌握目標國家產業政策、市
場需求及產經動態，促進產業合作。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4. 即時議題研究及臨時交辦：
(1) 配合政策需要，針對特定關鍵議題進行即時性研究並協助處理相關臨
時交辦，並分類彙整產出彙整報告 1 份。
(2) 針對亞太重點國家產業合作議題，包括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臺印度
手機供應鏈合作、臺馬智慧城市合作、臺泰產業合作藍圖、臺菲產業
合作，完成產業合作策略研究整合簡報 1 份，作為工業局亞太產業鏈
結推動方向之參考。
(3) 針對每月亞太重點國家產經動態觀測並整體研析各國重要情勢，包括
新南向國家之整體經濟概、出口和投資概況、產業發展特性與重要政
策及各國關注焦點，已整合提出亞太重點國家重要情勢分析 1 份，作
為工業局思考亞太產業鏈結推動方向之參考。
分項四：辦理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由公協會主導搭建臺灣與亞太國家產業交流平台，依據雙邊產業需求和
智庫研析建議，於論壇中針對擬合作產業規劃數個產業分論壇，深入探
討合作議題，協調解決產業合作面臨的具體問題和障礙，推動並促成產
業合作：
1. 已完成辦理 6/28 臺泰、8/6 臺印尼、8/29 臺印度、9/19 臺馬、10/15
臺越及 11/29 臺菲共 6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雙邊出席共 2,350 餘
人，帶動 850 餘家企業交流，簽署包括食品生技、智慧城市、自動化、
紡織、船舶、金屬加工、人才培訓、食品技術、智庫研究、太陽光電
檢測、綠色科技水處理、輕工業基礎技術、電子、電動機車及塑膠製
造產業等共 37 項產業合作意向書及 2 項臺印度投資合作案。
分項五：亞太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政策廣宣
提出亞太產業鏈結整體論述，並彙編本計畫之各項成果，包括亞太產業
鏈結推動歷程、重要成果、成功案例等，作為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重
要文獻紀錄，並辦理成果發表，宣傳政府推動亞太產業鏈結之作法、成
果與效益：
1. 本年度彙整新南向產業合作推動作法與成果案例，編輯出版「心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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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長二：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新模式」一書，本書包含 28 個參與
亞太產業合作平台，以創新模式開拓新南向市場的成果案例，包含策
略創新、品牌及行銷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以及製程技術創新
等多種創新的經營策略與合作模式，透過本成果彙編擴散新南向政策
影響，
2. 107 年 12 月 7 日將於福華文教會館辦理『2018 亞太產業鏈結成果暨
「心南向 新成長系列二-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新模式」新書發表會』，
邀請以創新模式成功開拓新南向市場的 8 位業者分享，同時發表「心
南向 新成長」系列書籍的第二本「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新模式」
，展
現計畫推動新南向產業鏈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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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計畫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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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依循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之四大連結策略，推動與新南向國家
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發展產業合作，期藉由強化產業價值鏈整合，協助我
國業者開拓新南向國家快速成長的內需市場商機。為免於受到政治干擾，
本計畫遵循「民間主導、政府支持」的原則，推動重要產業公協會作為產
業鏈結先鋒及主力部隊，透過辦理年度雙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搭建臺灣
與新南向國家產業合作的常態性平台，並廣泛邀請雙方產業公協會、技術
法人、智庫在此平台上建立密集頻繁的對話與交流，深入瞭解新南向國家
之發展現況及產業需求，進一步驅動後續產業合作契機。期藉由上述新型
態的合作方式為中小企業降低新興市場布局風險，開拓新南向國家內需成
長之商機。
本計畫規劃以「建構亞太國家對接平台」
、
「推動亞太產業合作交流」
、
「亞太產業合作議題研究及智庫交流」、「辦理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亞太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政策廣宣」五個分項進行，各分項執行內容簡
述如下︰
 分項一：建構亞太國家對接平台
1. 建立與亞太國家溝通與協調平台：針對合作目標國家搭建該國政府
之產業/工業主政部門與我國產官研機構之溝通與協調平台，安排雙
邊產業互訪交流，並協助辦理 3 場次以上之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交流活動；彙整並追蹤交流成果及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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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鏈結活動之洽商，持續深化推動雙邊產業鏈接。
2. 辦理政府部門工作會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視推動情形適時召開
政府部門工作會議至少 3 場次，討論與合作目標國家之產業合作相
關事務，督導及檢視產業合作之規劃、執行和成果，保持資訊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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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流通。舉辦 1 場次以上法人公協會交流會議，分享交流亞太國
家產業鏈結推動經驗，確保資訊暢通，促進我方企業與公協會積極
參與交流活動，落實深化產業合作效益。
 分項二：推動亞太產業界合作交流
1. 建立產業界亞太產業合作交流平台：召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
會」，蒐集並瞭解國內重量級產業領袖對亞太產業合作之意見與建
議。引進國內重要產業公協會能量與目標國家產業公協會建立交流
平台，同時安排產業互訪，以協調促進「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之舉辦，並邀請亞太國家重要業者參與高峰論壇，媒合跨國業者合
作。
2. 進行產業新南向布局調查：進行我國業者新南向布局調查，盤點業
者在新南向國家之投資布局現況，發掘產業合作需求，作為後續進
一步推動產業合作之參考。
3. 舉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配合高峰論壇中高層會議之舉辦，於
論壇舉辦前至少一個月，召集企業領袖、專業公協會代表、產業專
家等共同討論需要政府協助溝通之產業合作重要議題及政策建議，
提交至高層會議討論，以推動促成實質產業合作。
 分項三：亞太產業合作議題研究及智庫交流
1. 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綜合考量人口紅利、天然資源、製造
業發展程度等因素，選擇產業合作重點目標國家，針對各目標國家
深入研析可合作之產業別及合作模式，提出各國產業合作藍圖以及
深化產業合作之作法建議，並追蹤產業合作個案之成果效益，以為
政府後續推動產業合作之參據。
2. 產經動態觀測：針對各合作目標國家進行產經資訊廣泛蒐集，形成
系統化之亞太政策與產經議題監控體系。
3. 推動跨國智庫合作交流︰引進國內重要智庫，推動與合作目標國之
重要智庫機構和專家學者建立交流網絡，透過互訪、舉辦研討會或
合作研究等方式，深化雙邊交流與合作，並運用合作目標國重要智
庫對政府政策的建議權和影響力，協助促進產業合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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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庫研究資訊彙整與即時研究︰統合彙整智庫研究產出，作為全盤
性思考新南向產業鏈結推動策略之參考基礎，並配合政策需要，針
對特定關鍵議題進行即時性研究並協助處理相關臨時交辦。
 分項四：辦理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推動與重點合作國家共同辦理至少 3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由公協會主導搭建臺灣與亞太國家產業交流平台，依據雙邊產業
需求和智庫研析建議，於論壇中針對擬合作產業規劃數個產業分
論壇，深入探討合作議題，協調解決產業合作面臨的具體問題和
障礙，推動並促成產業合作。
 分項五：亞太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政策廣宣
1. 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成果彙編：提出亞太產業鏈結整體論述，並彙
整本計畫各工作項目資料，彙編成果報告，紀錄亞太產業鏈結推動
歷程、重要成果、成功案例等，作為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重要文
獻紀錄，並提供政策宣導使用。
2. 亞太產業鏈結政策廣宣：配合工業局需求，辦理政策說明會或成果
發表會，宣傳政府推動亞太產業鏈結之作法、成果與效益。
2. 預期成效
本計畫 107 年將針對合作目標國，擬訂產業合作推動作法，推動主要
公協會與合作目標國建立合作平台，進行重點產業之新南向推動。
期藉由本計畫之推動，達成下述政策目標︰
(1) 依循「民間主導」的原則建立與亞太國家的產業合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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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產業公協會的人脈與能量，帶動雙方業者積極參與，媒合商機並促
成跨國合作。
(2) 建立亞太產業合作常態機制，形成一開放式的產業合作平台，在此平
台上匯聚雙方有合作意願的業者、協會及技術法人，透過群體合作的
力量，降低國內中小企業推展跨國合作業務的障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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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亞太國家產經情勢分析幕僚團隊，掌握目標合作國家產業總體發
展趨勢，擬訂推動雙邊產業合作之藍圖規劃與策略建議，作為政府推
動新南向產業合作之參據。並藉由與亞太國家重要智庫建立交流與合
作關係，深入掌握目標國家產業政策、市場需求及產經動態，提供產
業合作推動方向之幕僚服務。
107 年度本計畫預計達成之里程碑(milestone)如下︰
(1) 與至少 3 個國家建立產業合作關係，辦理 3 場次以上高峰論壇，推動
8 個產業 300 家次雙邊企業媒合交流，促成至少 15 家業者發展新南
向合作夥伴。
(2) 深化新南向智庫合作平台，與至少 5 國重要智庫建立深化合作，完成
產業合作藍圖，擬訂產業合作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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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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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架構(含樹狀圖)
分項一：

1-1建立與亞太國家溝通與協調平台

建構亞太國家對接
平台

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新局計畫

1-2辦理政府部門工作會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
2-1建立產業界亞太產業合作交流平台

分項二：
推動亞太產業界合

2-2進行產業新南向布局調查

作交流
2-3舉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3-1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
分項三：
亞太產業合作議題

3-2產經動態觀測

研究及智庫交流
3-3推動跨國智庫合作交流
分項四：

3-4智庫研究資訊彙整與即時研究

辦理亞太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

4-1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越南, 3場次以上

分項五：

5-1亞太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成果彙編

亞太產業鏈結資料
彙整與政策廣宣
5-2亞太產業鏈結政策廣宣

(三)計畫主要內容
1. 查核點達成情形
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分項一 建構亞太國家對接平台
1. 本年度已推動與亞太各國(印尼、泰
1

107/06/30

完成協助辦理亞太產業鏈
結高峰論壇 1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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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協助於 6/28 在臺北舉辦「臺泰產
業鏈結高峰論壇」及高層交流會

6

107/12/31

完成協助辦理亞太產業鏈
結高峰論壇累計 3 場次

議、8/6 於印尼雅加達舉辦「臺印尼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及高層交流會
議，11/29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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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配合臺菲部長級會議，累計 3 場次。
已分別於 1/16-20、3/26-28、4/10-14、
4/17-21、5/20-26、7/3-7、8/20-24、
11/12-15 共計辦理及執行共 8 場次產
官學研互訪交流，分述如下：
1. 1/16-20 完成印尼交流活動，由工業
局代表率印尼產業考察團前往印尼

3

107/09/30

辦理產官學研互訪交流 1 場

拜會經濟統籌部、工業部國際合作

次

司等單位。針對臺印尼論壇規劃及
雙方產業合作議題交換意見。
2. 3/26-28 由工業局代表率印尼產業
考察團前往印尼峇里島與工業部洽
商今年論壇及高層會議之時間及地
點等規劃。
3. 4/10-14 邀請泰國前工業部次長及
泰國 DIP 副局長來臺拜會工業局長
官，深化產業鏈結合作。
4. 4/17-21 由工業局民化組率團拜會
馬來西亞貿工部、投資發展局等單
位，進行論壇籌備交流討論。
5. 5/20-26 工業局長官率團拜會印度
電子工業協會、商工部、中央電子
資通訊部等單位，進行重要機構高
層互訪，強化產業交流。

8

107/12/31

辦理產官學研互訪交流累
計 3 場次

6. 7/3-7 由工業局代表率團拜會菲律
賓貿工部並邀請部助理部長來臺參
力加論壇，強化產業交流。
7. 8/20-24 邀請泰國前工業部次長來
臺持續進行臺泰產業鏈結深化合
作，進一步協商可行的具體行動方
案。
8. 11/12-15 前往越南拜會資通部、教
育部、越南資通部、教育部、科技
翰林院、當地主要電信公司
(Viettal、NVPT、FPT)，Vinasa 軟
協，AIC 集團等，進行重要機構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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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層互訪，強化產業交流。

5

107/12/31

完成 108 年度亞太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提案彙整

已彙整各業務單位意見，並於 10/8
向工業局局長提出次年度亞太產業
鏈結高峰論壇提案規劃。
本年度共舉辦 6 場次亞太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6/28 臺泰、8/6 臺印尼、8/29
臺印度、9/19 臺馬、10/15 臺越、11/29

7

107/12/31

完成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 臺菲，另協助舉辦 7/24 臺緬論壇，本
壇成果彙編 1 式
辦公室已彙整編纂高峰論壇之成果相
關資料，並於 12 月 20 日編印完成
「2018 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成果
彙編」1 式。
截至 6 月底共計辦理 3 場次，分述如
下：
完成辦理政府部門工作會 1. 已於 1/3 由工業局召開第一次工作

2

107/06/30

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 1 場

會議，副局長、主任秘書、各業務

次

組、承辦法人及各智庫共同與會，
並針對今年論壇目標進行討論。
2. 已於 5/4 由工業局召開新南向高峰
論壇(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的規

完成辦理政府部門工作會
4

107/11/30

劃工作會議。

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累 3.於 5/7 由工業局召開新南向高峰論
壇(菲律賓、印度)的規劃工作會議。
計 3 場次
4.將持續協助辦理相關工作會議。
本年度舉辦完成 2 場交流研討會：
1. 於 12/7 亞太辦與工總、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合辦完成 1 場「2018 亞太產
業鏈結成果暨心南向 新成長_啟動
鏈結心南向的創新模式」新書發表

9

107/12/31

舉辦法人公協會交流研討
會1場

會，邀請經濟部部長及工總副理事
長擔任貴賓，與 8 位在紡織、智慧
製造、醫材與食品生技、電資與服
務產業的廠商代表互動交流，對新
南向成果及創新模式留下深刻印
象；此 8 位廠商代表並分享各公司
在新南向的創新模式，與出席 200
餘位來自各產業領域的產學研人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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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互相交流，交換心得，圓滿舉辦。
2. 於 12/14 辦理完成 1 場「2018 亞太
產業鏈結經驗交流分享研討會」
，邀
請 7 國籌辦論壇的負責人分享各國
籌辦經驗、相關建議及注意事項；
與會人員則邀請本年度負責籌辦泰
國、印尼、緬甸、馬來西亞、印度、
越南及菲律賓等 7 國籌辦產業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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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互動，達到資訊交
流、經驗分享、交互學習及傳承。

10

11

12

107/12/31

完成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 已於 11 月底完成本(107)年亞太產業
壇共通注意事項 SOP
鏈結高峰論壇(含高層會議)SOP。

107/12/31

完成建置業務關鍵網絡

已建置並更新印尼、泰國、馬來西亞、
印度、越南、菲律賓及緬甸等國之主
管工業/產業部分的重要產業關鍵關
鍵人脈資料網絡 103 人。

107/12/31

完成臨時性政策性議題交辦事項計有
完成其他政策性議題交辦
7 則，使亞太產業交流合作推動更順
事宜
暢。
分項二 推動亞太產業界合作交流

查核點

日期

1

107/3/31

6

3

7

107/10/31

107/6/30

107/12/31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召開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 1. 於本年 3 月 1 日舉辦第一次亞太產
累計 1 場次
業合作推動委員會。
召開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
累計 2 場次

2. 配合部長時間調整於本年 11 月 23
日召開第二次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
議。

完成目標合作國家產業領 1. 完成與目標合作國家產業領袖交流
袖交流活動 1 場次
活動累計 7 場次，邀請亞太國家重
1. 完成目標合作國家產業
領袖交流活動累計 3 場
次
2. 邀請我國及亞太國家重
要業者 30 人次以上參與
高峰論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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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業者累計 381 人次。
(1) 107 年 6 月 28 日於臺北舉辦臺泰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活動邀請工
總、泰國分組召集人、泰國分組
副召集人等 57 位臺泰雙方產業
界重要人士出席，泰國工業院副
主席並率泰國重要業者百餘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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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參與。
(2) 107 年 7 月 24 日 在 仰 光 與
UMFCCI 合辦「2018 臺緬產業鏈
結合作會議」
，並邀請到臺灣緬甸
重量級業者代表 31 人次參與此
次會議。
(3) 107 年 8 月 6 日與 KADIN 在雅加
達舉辦「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
，並邀請到臺灣印尼重量
級業者代表 45 人次參與此次論
壇。
(4) 107 年 8 月 29 日在新德里與
FICCI 合辦「2018 臺印度產業鏈
結高峰論壇」，並邀請到臺灣印
度重量級業者代表 100 人次參與
此次論壇。
(5) 107 年 9 月 19 日在吉隆坡與 FMM
合辦「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
，亦邀請到臺灣馬來西亞重量
級業者代表 58 人次參與此次論
壇。
(6) 10/15 在臺北與 VCCI 合辦「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亦邀
請到該會訪團及其他臺灣越南
重量級業者代表 60 人次參與此
次論壇。
(7) 11/29 在臺北與菲律賓電子組裝
協會、菲律賓軟體協會及菲律賓
食品加工協會一同合辦「2018 臺
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邀請到
對口公協會理事長及其他臺灣
菲律賓重量級業者代表 30 人次
參與此次論壇。
2. 其他雙邊產業領袖交流活動：
(1) 1/17 前往印尼考察，拜會印尼商
工總會(KADIN)，並討論「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事
宜。
(2) 3 月下旬協助 KADIN 臺灣委員
會率團來臺考察漁業園區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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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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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並在工總接待該團，就在印
尼設立臺灣工業園區之議題交
換意見。
4 月赴馬來西亞考察，拜會馬來
西亞製造商聯合會(FMM)，討論
馬國產業政策方向與產業趨
勢，並邀請該會與本會一同合辦
「 2018 臺 馬 產 業 鏈 結 高 峰 論
壇」。
5/22 在工總接待 KADIN 臺灣委
員會代表，會同駐臺北印尼經濟
貿易代表處(IETO)貿易部、投資
部與工業部等各部代表的拜
會，雙方就促進臺灣對印尼的投
資進行意見交流。
5/22 赴印度考察，拜會印度商工
總會(FICCI)，就「2018 臺印度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相關事宜進
行討論與確認。
5 月下旬赴緬甸考察，拜會緬甸
商工總會(UMFCCI)，並請該會
協助邀請緬甸官方與業者出席 7
月「2018 臺緬產業鏈結合作會
議」，並確認論壇相關事宜。
5 月下旬赴泰國考察，拜會泰國
工 業 院 (FTI) ， 就 本 年 度 6 月
「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細節進行確認，並邀請 FTI 副主
席率團參與此次論壇。
6 月下旬安排泰國工業院(FTI)訪
團參訪食品業及電動車的代表
業 者 —— 統 一 企 業 及 華 德 動
能。亦邀請到該訪團及其他臺灣
泰國重要業者共 57 人次參與與
FTI 合辦的「2018 臺泰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
7 月上旬前往越南考察，拜會越
南商工總會(VCCI)，說明目前
「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查核點

日期

4

107/8/31

2

107/5/31

5

107/8/31

8

107/12/31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之籌辦狀況與溝通情形，並確認
將於 10/15 在台北舉辦。
(10) 11/27 接待 VCCI 參訪團，就
臺越產業合作交換意見。
已於 8/31 完成產業界新南向布局調查
報告 1 份，調查對象為全國工業總會轄
下之 159 個會員公會，及加入各公會
之會員廠商，回收有效問卷總計 147
完成產業界新南向布局調 份，針對廠商投資偏好國家、布局方
查報告 1 份
式、廠商普遍遭遇問題進行調查，並分
析廠商投資布局態樣、投資布局障礙風
險、合作模式偏好，以及匯集廠商之政
策建議，提供政府擬定策略及業者南向
布局之參考。
舉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 已辦理 5/3 臺泰、5/7 臺印尼、6/6 臺
議累計 1 次
印度、6/11 臺菲及 8/21 臺馬高層會議
舉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 策略規劃會議累計共 5 場次，邀請產
官研各界代表參與，討論雙邊產業合
議累計 2 次
作議題及障礙困難，並提出建議。
舉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
議累計 3 次
分項三 亞太產業合作議題研究及智庫交流

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2

107/5/31

完成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
題研究初步分析(5 國)

己於 5/30 提交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題
研究初步分析簡報 5 份

10

107/12/31

完成亞太重點國家產業合
作策略研究報告(5 國)

8/31 產出 5 國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
簡報，將於 12 月提出策略研究報告 5
份

1

107/3/31

完成 1~3 月亞太即時產經 1. 截至 6/30 已產出 1~6 月產經動態觀
動態觀測(每月 1 份)
測報告 6 份(附件三~附件八)

3

107/6/30

完成 4~6 月亞太即時產經 2. 截至 11/30 產出 7~10 月產經動態觀
動態觀測(每月 1 份)
測報告 4 份累計共 10 份

6

107/9/30

完成 7~9 月亞太即時產經 3. 截至 12 月產出 11-12 月產經動態觀
測報告，累計共 12 份
動態觀測(每月 1 份)

7

107/12/31

完成 10~12 月亞太即時產
經動態觀測(每月 1 份)

4

107/7/31

辦理至少 1 場次智庫交流研 1. 辦理智庫交流研討會累計 6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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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1) 6/5 於成功大學辦理「臺印尼產
業發展合作研討會」1 場次
(2) 8/8 於台北 集 思會議 中 心 舉 辦
「2018 年臺灣印度產業發展合
作研討會」1 場次
(3) 9/27 於泰國曼谷辦理「臺泰綠色
科技合作展望研討會」、9/28 於
泰國法政大學蘭實校區辦理「臺
辦理至少 5 場次智庫交流研
泰科技於文化及產業合作」共 2
討會
場次
(4) 11/30 於 中 經 院 辦 理 「 The
Prospects of Taiwan-Philippine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臺菲智
庫交流研討會 1 場次
(5) 12/1 於台灣大學辦理「2018 臺馬
日產業關聯研究交流國際研討
會」1 場次

討會

8

5

9

11

107/12/31

107/8/31

已於 8/31 提交亞太重點國家產業合作
完成亞太重點國家產業合
策略研究整合簡報 1 份(印尼、印度、
作策略研究整合簡報 1 份
泰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五國)

107/12/31

針對每月亞太重點國家產經動態觀測
完成亞太重點國家重要情
並整體研析，整合提出亞太重點國家
勢分析(每年 1 份)
重要情勢分析 1 份。

107/12/31

配合政策需求，針對特定關鍵議題進
完成即時議題及臨時交辦 行即時性研究並協助處理相關臨時交
事項彙整報告 1 份
辦總計 68 件，已分類彙整產出報告 1
份。
分項四 辦理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查核點

日期

1

107/6/30

2

107/10/31

3

107/12/31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辦理 1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
已完成辦理 6/28 臺泰、8/6 臺印尼、
壇
8/29 臺印度、9/19 臺馬、10/15 臺越及
累計辦理 3 場次產業鏈結高
11/29 臺菲共 6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
峰論壇
壇，雙邊出席共 2,500 餘人，帶動 924
累計辦理 6 場次產業鏈結高 餘家企業交流
峰論壇
分項五 亞太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政策廣宣

查核點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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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

1

2

日期

查核點概述

查核點達成情形

107/12/31

已完成「心南向 新成長系列二-啟動
完成亞太產業鏈結成果與 鏈結新南向的創新模式」產業鏈結個
未來合作規劃報告 1 份
案成果專書，並整合未來產業鏈結合
作規劃於 12 月提出報告 1 份。

107/12/31

12/7 於福華文教會館辦理『2018 亞太
產業鏈結成果暨「心南向 新成長系列
完成亞太產業鏈結成果發
二-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新模式」新書
表會 1 場次
發表會』
，以展現本計畫新南向鏈結成
果，總計產官學研出席共 2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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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項目實際執行情形說明

分項一：建構亞太國家對接平台
(一)建立與亞太國家溝通與協調平臺
1. 規劃年度亞太產業鏈結之高峰論壇
8 月初持續針對計畫中之亞太產業鏈結之高峰論壇相關資訊進行統
合彙整，就 108(明)年度論壇初步規劃，參考對方國家的產業項目推動政
策以及依照今年項目規劃與各業務組及執行法人洽談，由亞太辦彙整後，
已於 8/17 繳交 108(明)年度論壇初步規畫草案。後續則由今年度論壇執行
實際形況及產業的意見回饋，並與各國的駐外及駐臺單位洽詢後，彙整各
業務單位意見，並於 10/8 向工業局長官提出次年度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提案規劃。並經業務單位主管協商取得共識後，陳請經濟部核定。
2. 推動辦理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高層交流會議
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扮演亞太產業合作服務與協助角色，與目標國家
籌備及舉辦高峰論壇時，希望雙邊能從接觸到協商，逐漸形成產業合作共
識，透過高層交流會議，除建立雙方工業部門對話平臺及聯繫窗口外，亦
能藉由此平臺協處排除相關合作障礙，增進與新南向國家之互信，提升高
峰論壇辦理之效益。
為推動相關業務，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將協助工業局建立工業局、我
駐外單位以及目標國家之駐臺單位間的聯繫溝通管道，另在辦理高層交流
會議前，亦將藉由全國工業總會平臺或結合全國性、地方性產業公協會，
辦理產業座談會，蒐集及瞭解業界對雙邊產業合作的需求及建議。並舉辦
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匯集需要政府協助溝通之產業合作重要議題、政
策建議、產業合作藍圖等，提交至高層會議討論，以推動促成實質產業合
作高層會議籌辦及召開期間，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將配合工業局指示，協
助議題溝通、資料研析及撰寫等事項，會後則配合管考期程，追蹤會議共
識事項，以落實成果。
(1) 「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是本年度首場舉辦的亞太產業鏈結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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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論壇，於 6/28 在臺北舉辦，本次臺泰論壇活動定位為臺泰產業鏈結
合作夥伴關係平臺再深化，會議主軸為「精準」-議題精準、商談精準、
效益精準，互動氛圍扣合臺泰雙方政策：臺灣 5+2 產業創新及泰國
4.0，聚焦科技未來，美好生活及共同創造，現場出席超過 500 人，主
要對接產業包括：食品生技、紡織、智慧城市及自動化，本年度更具
體深化臺泰產業鏈結合作夥伴關係，聚焦及深化合作產業項目，議題
及 MOU 產業效益再精準切合，引入新的臺泰雙邊關鍵組織及代表加
入鏈結互動，並擴大媒合商談會規模，強化促成臺泰廠商實質合作。
(2) 2018 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已於 8/6 在印尼雅加達舉行，論壇
成功促成經濟部次長、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印尼分組召集人、駐
印尼代表處代表等，與工業部國際司總司長、KADIN 主席及印尼駐臺
代表處代表共同出席上台致詞並敲鑼開幕。論壇共高達 500 位臺印尼
雙方產官學代表熱烈參與。並促成簽署 6 份 MOU。除主論壇外，更促
成臺印尼雙方以船舶製造、智慧城市、食品生技以及金屬加工製造等
4 項產業進行對接及媒合，共促成臺印尼雙方共百次以上的媒合商機。
(3) 「2018 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8/29 辦理，其實際情形如下︰我
方由經濟部次長率團，本次高峰論壇現場超過 300 位臺灣印度雙方產
官學研代表共同參與，在大會亮點方面，臺印度雙方共宣布兩項投資
合作案，包括世正開發公司確認在印度班加羅爾投資國際科技園區，
第一期投資金額約 10 億台幣，以及印度 MoMAGIC 公司在臺灣設立
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研發中心。另外也促成工研院量測中心與印度能源
部、工研院產業學院與 FICCI、工研院材化所與印度泰米那都水投資
公司、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公會與南印度製革與經銷協會、工研
院材化所與印度皮革工業基金會等單位簽署臺印度產研單位的太陽光
電檢測合作、綠色科技水處理及人才培訓等共五項合作意向書。此外，
藉由安排由次長與印度產業公協會高階代表進行臺印度電子產業供應
鏈合作座談，我方與會業者包含工業局局長、工總副召集人、宇碩電
子、克達科技、宏碁通信、聯發科技、緯創資通、台達電、高達能源
等高階主管，印方包含 FICCI 電子委員會、Panasonic India、ELCIN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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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業者代表。雙方主要聚焦於電子產業，包含我方與印方合作之手機
設計人才培訓，未來本部也將持續協助促成建立機制化做法、印方表
達希望臺灣電子供應鏈業者(如半導體及 PCB)能前往印度投資，我方
建議可邀在印度投資的業者能跟國內業者分享赴印度投資經驗，讓國
內業者了解印度市場環境等，另我方資通訊業者代表提及，欲在班加
羅爾投資醫療器材與物聯網設備等生產基地，惟依據印度政府最新規
定，如欲申請投資優惠(M-SIPS)，在印度電子部(MeitY)核准前，不得
進行任何實質投資行為，包括設備購買等，尤其審核過程冗長，至少
4 個月，將增加投資的不確定性與成本增加。本案因投資時程較為迫
切，後續將由駐組儘速與印度電子部溝通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4) 「2018 年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本年度 9 月 19 日在吉隆坡貿工
部投資發展局總部辦理；本次論壇由我方全國工業總會副理事長及馬
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FMM)會長共同擔任主席。會中並簽署 7 份合作
意向書，臺馬雙方共期在技術交流合作、標準驗證、通路布局及品牌
共創等面向上創造雙贏；另參與的產業代表涵蓋紡織、食品生技、智
慧城市與資訊服務，並以分論壇形式就雙方技術、人才交流以及上、
中、下游產業鏈與品牌通路的合作進行互動交流，另同場地亦以商機
媒合會方式，創造新商機。
(5) 「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於 10/15 在臺北國會議中心舉辦，此
次出席臺方貴賓：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經濟部次長、工業總會監事
會召集人、工總副理事長、工總越南召集人、工總越南副召集人、經
濟部工業局副局長、工業局金屬機電組長官、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代
表、台塑董事長、及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等多位僑務委員會委員與
臺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等，越方出席貴賓：越南工商會副主席、
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越南前工貿部副部長、越南前工貿
部副部長、臺灣事務委員會秘書長、越南工貿部工業局副局長、及公
協會與廠商等約三百餘位來自臺灣及越南的產業代表、官方代表、學
者專家、研究單位等共同與會出席。本次雙方產業針對關注的「紡織」
、
「輕工業基礎」、「智慧城市的智慧應用：智慧校園與智慧照明」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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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領域，進行未來共同合作項目與機制的互動討論、廠商特色及合作
需求展示，以及臺越雙方的商談媒合。本次論壇臺越雙方持續在「紡
織」、「輕工業基礎」、「智慧城市的智慧應用」等方向簽署 4 項的合作
意向書，強化促成臺越廠商實質合作。會議中確定明(2019)年在越南
舉辦論壇，時間與地點後續擬由越南工商會(VCCI)與全國工業總會
(CNFI)溝通協商。
(6) 「2018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己於 2018 年 11 月 29 日在臺北辧理，
論壇邀請經濟部部長致詞，與會貴賓包括大會主席工總理事長、菲律
賓軟體協會會長、菲律賓貿工部次長、助理部長、馬尼拉經貿文化辦
事處代表、菲律賓電子組裝協會會長、我方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代表、工業局副局長、工總菲律賓分組召集人等。本次論壇簽署
6 份 MOU，下午辦理工業區開發經驗及未來展望、機械與資訊電子創
新應用等三個分論壇交流討論會議與商機媒合會議(26 個展位)，共約
200 人與會共同進行深化雙方交流、創造臺菲商機交流。
3. 完成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成果彙編
本年度共辦理與亞太各國包括泰國、緬甸、印尼、印度、馬來西亞、
越南、菲律賓等 7 場次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6/28 於臺北舉辦「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 8/6 於印尼雅加達辦理「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
， 7 /24 於緬甸仰光舉辦「2018 臺緬產業鏈結合作會議」
， 8/29
於新德里舉辦「2018 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9/19 於馬來西亞吉隆
坡舉辦「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0/15 於臺北舉辦「2018 臺越
產業合作論壇」
，並於 11/29 在臺北舉辦「2018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各國論壇均已圓滿舉辦完成。
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蒐集上述各國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成果效益資
料，做為編纂本年度各國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成果彙編之素材依據，並彙整
完成本年度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成果彙編初稿，於 12/20 編纂印製完
成本年度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成果彙編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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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亞太/區域產業交流活動
為透過科技交流、高層互動、產業合作等方式，加強與目標合作國之
產業交流活動，將辦理產官學研互訪交流活動，並藉由互訪交流，分享臺
灣的發展經驗，建構亞太產業重要成員資訊網絡，推動與亞太重要機構高
層互訪機制，拓展雙邊合作商機，目前重要進展分述如下：
(1) 印尼考察團：分享臺灣的發展經驗
已於 1/16-20 完成印尼交流活動，結論如下：(A)2018 臺印尼論壇將
於 7 或 8 月在雅加達辦理，印尼工業部將與 KADIN 討論預計舉辦日期。
(B)分論壇產業項目則為船舶含金屬加工、食品加工及生技、ICT 含智慧
城市等三項。(C)印尼方表達會舉行高層會議。
(2) 泰國高層交流：邀請泰國高層來臺，深化產業鏈結合作
為落實臺泰產業供應鏈夥伴鏈結關係，並進一步協助促成國內廠商與
泰國企業實質合作，4/10-14 邀請泰國前工業部次長及泰國 DIP 副局長來
臺進行產業鏈結深化合作，與臺泰論壇工作團隊進行交流，確認「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舉辦時間為 6/28 於臺北舉辦 ，對接產業為食品
生技、紡織、智慧城市及自動化。泰國工業部產業發展局(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Promotion, DIP)將率泰方對接相關業者團來臺參加臺泰論壇，並
表示會促成「第四屆臺泰產業合作對話會議」與「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同一天舉辦；泰方也表示泰國工業部將會協助推動雙方廠商深化
合作。另外亦安排參訪工研院展示中心、食品所、臺灣精品館、紡織及食
品工廠等，進一步了解國內目前科技發展現況及食品、紡織的技術能量，
為未來臺泰產業(廠商)實質合作奠下良好基礎。
8/20-24 邀請泰國前工業部次長來臺持續進行臺泰產業鏈結深化合
作，進一步協商可行的具體行動方案。因臺泰企業都面臨第二代接班的關
鍵時刻，建議共同開創一個跨領域策略聯盟平台，整合專業、科技、服務，
提升雙方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共同成為長期合作夥伴，共創新局，掌握商
業契機。他建議臺泰共同成立「T-Square 平台」(Taiwan、Thailand，就是
T 平方=〝T-Square〞)，結合臺泰雙方適切的產業法人公協會，透過規劃
搭 配 適 合 的 活 動 ， 邀 請 雙 方 有 意 願 進 行 產 業 鏈 結 的 企 業 二 代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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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互相認識並建立友誼，情誼建立自然而然雙方企業的合作就較
易展開，初期建議先從紡織產業開始進行。
(3) 馬來西亞考察團：提升論壇出席層級，深化產業合作
4/17-21 馬來西亞產業考察團前往吉隆坡拜會貿工部、投資發展局、
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等單位，並針對論壇籌備進行交流討論。亞太辦協
調邀請出席論壇之官員，目前出席層級確定為常任祕書長(等同副部級)以
上，並邀請貿工部官員率隊參與論壇活動。
(4) 印度考察團：推動重要機構高層互訪，強化產業交流
5/21-26 印度產業考察團赴印度進行考察，此行拜會印度工商聯合會
(FICCI)、印度電子工業協會 (ELCINA)、印度商工部(DIPP)、中央電子資
通訊部(MeitY)、印度國家生產力委員會(NPC)、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
(ICRIER)、 印 度 汽 車 零 組 件 製 造 商 協 會 (ACMA)、 印 度 汽 車 工 業 協 會
(SIAM)等單位，並參訪印度智慧城市展。
印度工商部(DIPP)對於我方規劃今年 8/29 由工總與 FICCI 共同於新
德里舉辦之臺印度高峰論壇表示支持。
另有關臺印度產業合作工作小組會議之舉辦日期與地點，將配合現行
之臺印度貿易工作小組會議時程一併考量。電子暨資通訊部亦對臺印度高
峰論壇表示高度支持，並允諾協助安排臺灣代表團拜會印度大廠媒合對
接。
(5) 菲律賓考察團：邀請菲方高層來臺，探討合作意向與商機
7/3-7 全國工業總會、美德曼哈頓集團、東元集團、中興工程顧問公
司等單位及產業代表赴菲律賓進行「2018 臺菲產業高峰論壇」的工作考
察，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表達對本次論壇的支持。
(6) 越南產業考察團：鏈結資通訊相關越南官方及相關業者，挖掘合作意
向與商機
於 11/12-11/15 由工研院率團，成員包含資通所代表及同仁、資策會
教育所兼國合處代表、工研院產服中心及亞太辦共同赴越南。為鏈結臺越
產業重點廠商，此次以資通訊產業為主，拜訪越南資通部、教育部、科技
翰林院、當地主要電信公司(Viettal、NVPT、FPT)，Vinasa 軟協，AIC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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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等，除了解越南政府資通訊的產業政策定位與方向外，並與當地進行產
業鏈結，洽談合作商機。重要結論如下：針對越南資通部及教育部強調目
前越南將全面推動智慧城市，AIC 集團及科技翰林院將協助政府推動此政
策。故 AIC 集團總裁與科技翰林院院長建議應針對智慧城市中，可行的
資通訊產業合作模式、技術合作、技術應用、以及產業標準的推動。並已
成功對接越南軟體協會，在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中，越南軟體協會是智
慧城市分論壇重要協會，經由本次拜訪，臺越雙方軟體產業已建立起對接
窗口，未來可協助臺越雙方軟體及 IT 業者進行產業交流及合作。
(二)辦理政府部門工作會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
1. 辦理政府部門工作會議及相關聯繫溝通會議
本年度分別於 1/3、5/4 及 5/7 協助工業局召開工作會議三次，針對今
年度與亞太重點國家之產業合作相關事務，督導及檢視與亞太重點國家產
業合作之規劃、執行和成果。局長提出論壇的主要目是為廠商進行市場的
延伸，並協助解決投資環境的問題，且論壇的 MOU 規劃原則應多以 B2B
為原則；將論壇具體成果與在地臺商結合，以個案的方式呈現，並進行經
驗分享。
(1) 1/3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重要結論如下：(A)論壇的主要目是為廠商
進行市場的延伸，並協助解決投資環境的問題。(B)論壇規劃原則應多
以 B2B 為原則。(C)107 年的論壇具體成果，應與在地臺商結合，進行
經驗分享。
(2) 5/4 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則針對印尼、越南及馬國等三國的論壇舉辦
重要事項進行討論，重要結論如下：
a. 臺印尼高峰論壇：(A)臺印尼論壇舉辦時間由金機組洽工總後決
定。(B)須強化臺印尼論壇去年及今年成果亮點的深化及展現。
b. 臺馬論壇規劃︰(A)馬方於 APEC 部長會議相關場合向我方表達智
慧機械或工業 4.0 領域合作意願，請了解馬方需求。(B)雙方簽署的
MOU 以務實推動產業合作為洽簽 MOU 之目標。
c. 越南論壇規劃︰(A)建議論壇時間以配合洽邀越南工商會主席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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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主。(B)論壇規劃搭配「臺北紡織展活動」
，故建議論壇時間
為 10/15。
(3) 5/7 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主要針對印度、菲律賓等二國的論壇舉辦重
要事項進行討論，重要結論如下：
a. 臺印度高峰論壇：(A) 2018 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維持電子製造
(含工業區)、智慧城市暨綠色科技、智慧車輛零組件(車用電子及電
動車)等三個分論壇。(B)由於車輛電子零組件需要有印方相關廠商
名單方能有效對接，建議由執行單位續洽印度臺北協會儘速提供。
b. 臺菲論壇規劃︰(A)高峰論壇原規劃與 Joint Economic Commission
（JEC）於同一週舉辦。(C)請電資組就相關的因應方案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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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法人公協會亞太產業高峰論壇經驗交流分享研討會
本年度舉辦完成 2 場交流研討會：
(1) 於 12/7 亞太辦與工總、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合辦完成 1 場「2018 亞太產
業鏈結成果暨心南向 新成長_啟動鏈結心南向的創新模式」新書發表
會，邀請經濟部部長及工總副理事長擔任貴賓，與 8 位在紡織、智慧
製造、醫材與食品生技、電資與服務產業的廠商代表互動交流，對新
南向成果及創新模式留下深刻印象；此 8 位廠商代表並分享各公司在
新南向的創新模式，與出席 200 餘位來自各產業領域的產學研人士互
相交流，交換心得，圓滿舉辦。
(2) 於 12/14 辦理完成 1 場「2018 亞太產業鏈結經驗交流分享研討會」
，邀
請 7 國籌辦論壇的負責人分享各國籌辦經驗、相關建議及注意事項；
與會人員則邀請本年度負責籌辦泰國、印尼、緬甸、馬來西亞、印度、
越南及菲律賓等 7 國籌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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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互動，達到資訊交
流、經驗分享、交互學習及傳承。
3. 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SOP
依據 106 年曾辦理臺印尼、臺泰、臺馬、臺印度、臺越、臺菲等 6
國高峰論壇之經驗，當各國負責的指導單位確認，並指定適當的法人單位
後，即展開與對口國家的對接及籌備論壇的辦理。首先 SOP 將整個論壇
執行流程圖簡要列出，讓人可清楚了解論壇舉辦重點。而後將論壇前、中、
後的行程及各種場合、單位(如指導單位、工作小組、主/協辦單位、會議
名稱、場地規劃、組團規劃、論壇時間、業界座談會、致詞稿與新聞稿、
會前會、高層會議、亞太各國駐臺辦事處、外館、與各國洽商、活動廣宣、
會場維安工作、大會開幕式、雙方簽署合作意向書/會議紀要/會議共識、
論壇成效追蹤及雙方交流平台維持等)，給予清楚定義，讓各主辦單位及
指導單位清楚了解各場合的目的及存在的意義。
而在執行過程中，仔細觀察各國工作團隊的執行狀況，將論壇舉辦前
各期程，依照論壇舉辦的時間，分成月、周、及日的注意事項，及辦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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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OU 追蹤及成果彙編等，並與指導單位、工總、執行單位等法人確認
細節後，再將所須注意事項一一列出，以便提醒各執行單位。SOP 亦詳
細列出各執行單位各時間點的檢查項目，以便各執行單位可快速地確認各
注意項目的執行情形。除此之外，更將論壇舉辦完後的成果彙編格式、產
業鏈結工作小組之作業方法、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及講習
訓練作業規定、國際機場禮遇作業規定、各類致詞稿及新聞稿檔範本一並
列出，並已於 3 月底完成本(107)年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SOP 初版，並
於 6 月底完成高層會議 SOP 初版後，持續依照進(107)年所舉辦之臺泰、
臺印尼、臺印度、臺緬、臺馬及臺菲等論壇之實際執行狀況以及長官的意
見，完成本(107)年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SOP(含高層會議)。
4. 建構業務關鍵網絡
本年度將持續建立亞太目標各國(如：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印度、
菲律賓、越南、緬甸等)之主管工業/產業部分的相關人脈資料網絡。
人脈收集為有目標及目的性的，主要是以指導單位可能及未來可能見
面或接觸的產、官、學、研高層人脈為主，並利用各種可能接觸的場合，
諸如論壇舉辦前的產業考察團、各國貿易平臺中的局長級及次長級對話會
議、經濟貿易聯合委員會、每年舉辦的各國產業論壇、甚至當各國駐臺機
構來訪交流時，都是收集人脈的主要機會。所收集到的人脈，則依國家、
部門、單位等分門別類收集。
本年度由已舉辦印尼、泰緬、馬來西亞及印度等國產業考察團，以及
臺泰、臺越、臺印尼、臺印度、臺馬、臺緬及臺菲等論壇，於考察團及論
壇中所見到的重要人士，皆是未來新南向國家中產業合作的重要對象。已
新增/更新各國投資委員會、工業部、各相關公協會、臺商商會等單位人
員資訊 103 位，以利協助指導單位在見到對方時，可用此資料快速了解對
方，由個人的資料中，尋找到彼此相近的話題，拉近雙方的距離，在洽談
議題時可順利進行。若是臺商欲了解及洽談各種當地優惠措施、各產業合
作的政策方向及契機、各國實際的經濟發展趨勢及臺灣所遭遇到的問題，
亦可從人脈中得知產業政策的決策者及實際執行者，在未來各國所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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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中加以邀請，以利協助指導單位與對方進行政策及產業合作的洽談。
5. 完成臨時性議題交辦：協助臨時性交辦如配合其他部會會議或計畫會議
交流談參資料及會議安排等共 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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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二：推動亞太產業界合作交流
(一)建立產業界亞太產業合作交流平臺
1. 辦理「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委員會議 2 次。
「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於 106 年 3 月 8 日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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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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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重量級產業代表擔任分組召集
人，並設立六位專業秘書，專業秘書同時將擔任本計畫各國窗口，執行相
關任務工作，包括意見調查、促請產業界參與產業高峰論壇、產業座談等，
本年亦增設緬甸窗口，以加強臺灣與亞太國家產業公會的聯繫以及產業對
接之工作。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兩次委員會議，針對重點工作及對策進行討論
並且形成共識後，由執行秘書負責統籌六個小組的相關任務之運作及掌
控；另六個專業小組的委員會由分組召集人召開，依據工業局及法人智庫
針對各國推動的重點產業建議及各項工作之推動方式進行討論，後續並由
專業秘書進行聯繫、及執行相關工作，同時透過不定期工作檢討會議，對
於推動工作中面臨之困難、障礙或成果、廠商所提出之需求等，提出因應
對策，進而形成政策建議，提供主管機關政策參考。
(1) 第一次「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委員會議
全國工業總會於 107 年 3 月 1 日召開第一次「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
會」委員會議，由本會工總理事長與經濟部部長共同主持，共邀請 20 位
產業界重要人士出席，會終決議事項如下：1.由亞太各國經濟組擔任雙邊
產業合作的主要協助對口，並附上人員照片，提供業者一目了然，知道該
尋求誰來提供協助。2.洽請亞太各國經濟組推薦各國 2-3 位臺商代表，擔
任本委員會的委員，俾在推動產業合作、邀請當地官員出席論壇等方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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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使力，善用當地臺商的豐沛的人脈與經濟實力。3.未來推動亞太各國
產業合作，也應請貿易局、投資處及貿協共同參加，有效整合政府資源和
服務能量。4.未來開會前必須羅列前一次會議的決議事項，並敘明後續辦
理情形及執行結果。
(2) 第二次「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委員會議
第二次「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委員會議於 11 月 23 日舉行。此
次會議，由工總理事長與經濟部部長共同主持，包括本委員會越南分組召
集人、印度分組召集人、印尼分組召集人、菲律賓分組召集人、泰國分組
副召集人、馬來西亞分組副召集人、越南分組副召集人、印度分組副召集
人、工業區廠商聯合會事長、大同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大東紡織、亞
東預拌混凝土公司等 20 餘位重量級產業界代表出席，與會委員針對如何
加強臺灣與亞太各國之產業合作、政府如何協助民間產業打進亞太各國的
市場以及目前臺灣業者原料輸出至亞太各國被課與高關稅等等重要議題
進行深入討論。
2. 安排與目標合作國家產業領袖交流活動
為與亞太重點國家的全國性公協會建立關係，並配合亞太產業供應鏈
夥伴關係推動架構，本會持續與各國代表性產業團體進行交流，相關細節
內容如下。
(1) 印尼-印尼商工總會(KADIN)
A. 107 年 1 月 17 日工總前往印尼考察，拜會 KADIN 臺灣事務委員會主
席，共同討論 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事宜，會議中確認了三大
事項：
1.對接產業為鋼鐵、造船、食品加工、基礎建設，並將安排商機媒合
和產業參訪行程；
2.論壇期間將召開雙方高層會議，討論雙方關切議題，基礎建設議題
將為高層會議討論重點；
26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3.副主席將協助邀請 KADIN 會長及印尼業者參與。
B. 107 年 3 月 27 日接待 KADIN 來臺參訪團
印尼 KADIN 臺灣事務委員會秘書長來臺考察，工總協助安排國內相
關廠商和該會團員針對漁業園區與赴印尼設立臺灣工業園區交換意
見，並且安排與印尼 Jababeka 集團，參訪塭豐海水供水站(屏東縣佳冬
鎮南寮路 221 號)暨周邊魚塭。該訪團認識由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設計與監造的塭豐水產養殖區的海水供水與機電設施，以及附
近魚塭的硬體設備技術，並了解到臺灣案例的參考價值。
次日透過工總安排 KADIN 訪團與臺灣世曦、中興、海外、中華、
泛亞這 5 間臺灣工程公司，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和亞太產業鏈結辦公
室等單位的代表於工總會議室，針對 Jababeka 做為印尼於 1989 年獲
政府特許從事工業區開發的第一間私人企業的實績、規劃中的開發案
進行簡報，與出席的臺灣工程公司及工研院、亞太辦代表探討印尼與
臺灣共同協力在印尼開發的可能性。與會的臺方人員了解到，雖然印
尼政府對於外資的開發投資案保留 20 年(第一期)和 30 年(第二期及之
後每期)的使用權審查，擁有數個進行中的開發案的 Jababeka 集團與臺
灣之間，基於臺方的優勢，極具合作潛力。
C. 「2018 年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8 月 6 日由工總與 KADIN
共同舉辦。在論壇開幕前，工總由理事、印尼分組召集人和 KADIN
主席和經濟部次長、駐印尼代表處代表、印尼工業部國際司總司長一
同參加雙邊高層寒暄，促進產業領袖交流。工總理事和 KADIN 主席
在論壇開幕式中進一步表示，希望透過本次論壇進一步擴大雙邊合
作，並且對於臺灣印尼雙邊產業合作的深化懷抱信心。
(2)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FMM)
A. 107 年 4 月工總特別赴馬來西亞拜會 FMM 會長與副會長，討論如何延
續 2017 年的佳績，共同舉辦 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在此次拜
會中，FMM 表示馬國政府對於工業 4.0 的重視，工總瞭解了馬國產業
27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政策方向與產業趨勢，並確認將在過去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落實臺
馬產業鏈結平台的功能。
B. 9 月 17 日工總副理事長宴請臺馬雙方產業界代表，包括馬來西亞 FMM
會長、前會長、副會長、金獅集團總裁、丹斯里拿督、臺方包括金仁
寶集團、百堅企業、良機集團等四十餘位臺馬重量級代表，針對兩國
的產業合作進行意見交流。
C. 9 月 18 日工總副理事長代表工總於吉隆坡宴請 FMM 重量級會員及馬
國代表，為臺馬論壇活動暖身，與會人士在熱情的餐敘氣氛中期許論
壇圓滿成功。
D. 9 月 19 日與 FMM 合辦「2018 年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論壇大會
的開幕式由工總副理事長、馬來西亞分組召集人及 FMM 會長共同主
持。會中也邀請馬來西亞高層和我方經濟部工業局嘉賓參加，顯見論
壇獲得各界高度關注與重視。工總副理事長在致詞時特別表示，臺灣
擁有完整的產業鏈、高端的研發能量和優質人才等特質，近年來更在
政府的鼓勵下也持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因此，臺灣與馬來西
亞之間有廣大的合作空間，非常適合進行互補平衡的產業發展。他期
許臺馬能夠在今天論壇的共識基礎上繼續合作，透過常態的交流平臺
與合作機制，增強雙邊企業競爭力，提高生產力，共同創造產業的新
價值。
(3) 泰國-泰國工業院(FTI)
A. 107 年 3 月 28 日泰國工業院(FTI) 率團參加位於南港展覽館的智慧城
市展，工總特別安排與該會的經貿投資與商務諮議會等團員會晤，期
間交換了兩國產業合作之可能，並就 2018 臺泰鏈結高峰論壇的舉辦進
行初步的溝通。
B. 107 年 5 月 31 日工總赴泰國考察，拜會 FTI，並就本年度 6 月臺泰論
壇細節進行確認，泰國工業院於當日向工總確認論壇期間將由副主席
率團參與。
C. 透過工總的安排，FTI 於 6 月下旬赴臺參訪企業及參與論壇活動。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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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期間，該院代表團參訪了泰國廠商有興趣的食品及電動巴士領域在
臺灣的龍頭企業，統一企業及華德動能。參訪過程中，了解統一工廠
的製程技術及整個集團的業務概況，並表示對日後合作方式的意願。
華德動能介紹該公司背景及目前業務，泰國工業院表示該公司的產品
十分有潛力，希望日後有機會參觀華德動能的工廠。
企業參訪後，工總理事長特於 6 月 27 日設宴歡迎泰國產官代表團，臺
泰雙方咸對於兩國的產業合作及本年度的高峰論壇抱以高度的期待。
D. 28 日的論壇由工總理事長及泰國工業院副主席共同主持。共計有自臺
灣及泰國的產業代表、智庫、專家等 500 餘人與會，在深化「泰國 4.0」
計畫和臺灣「5 加 2 創新產業」之對接的目標下，就「食品生技」
、
「智
慧城市」、「自動化」、「紡織產業」等四大領域產業，進行未來共同合
作的互動討論、廠商合作需求展示，以及一對一的商談媒合，受到與
會者熱烈迴響。
(4) 印度-印度商工總會(FICCI)
A. 工總於 107 年 5 月 22 日赴印度考察，拜會 FICCI，就本年度臺印度產
業鏈結高峰論壇事宜進行討論。雙方經討論後確定了三大事項：1.今
年的論壇日期將以 8/29(三)作為優先考量、舉辦場地將以 FICCI 大樓
禮堂或 Le Merdien 等作為論壇地點；2.論壇活動將以電子製造、智慧
城市與綠色科技及汽車零組件等 3 大產業為分論壇；3. FICCI 承諾將
洽邀印方官員與 FICCI 會長或副會長出席本次論壇，並願意以主辦單
位身分提出邀請我官方人員參加。
B. 8 月下旬赴印度辦理「2018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並於月 28
日拜會 FICCI，就高峰論壇場地進行場勘，模擬與修正論壇活動期間
的動線，並就論壇之出席來賓與分論壇主講貴賓所準備的議題等關鍵
活動內容進行討論。
8 月 28 日工總「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CAPIC)的印度分組副召
集人特別代表工總歡迎 FICCI 代表以及臺印度重量級產官貴賓，為產
業鏈結高峰論壇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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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月 29 日工總與 FICCI 合辦「2018 年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開幕式由工總副召集人與印度商工協會(FICCI) 共同主持，並邀請經
濟部次長、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與推廣司次長擔任開幕式貴賓致詞，
共同為雙方產業合作的願景勉勵及期許。
(5) 緬甸-緬甸商工總會(UMFCCI)
A. 107 年 5 月 24 日赴緬甸考察，拜會 UMFCCI 副會長，雙方針對兩國的
產業合作期待進行了意見交換；UMFCCI 副會長針對由兩會共同舉辦
論壇，促成更多的產業合作深表認同，我方並請副會長協助邀請緬甸
官方與業者出席臺緬產業合作論壇。雙方同意緬甸商工總會將會協助
邀請緬甸官方人員以及產業代表出席「2018 臺緬產業鏈結合作會議」
。
B. 7 月 24 日工總副理事長特別於緬甸仰光歡迎臺緬雙方重量級代表以及
臺商，為論壇暖身，UMFCCI 多位委員會代表對於本會的熱誠接待咸
表感謝。
C. 7 月 25 日工總與 UMFCCI 合辦「2018 臺緬產業鏈結合作會議」
。本次
合作會議由工總副理事長及緬甸商工總會副主席(亦為緬甸駐臺北貿
易辦事處代表)共同主持，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我國駐緬甸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代表及緬甸製衣公會會長擔任貴賓致詞，共同為雙方產業
合作的願景勉勵及期許。大會安排我方智庫工研院 IEK 提出臺緬產業
鏈結合作模式，獲得在場業者的認同，緬方智庫也提出緬甸經濟發展
展望與產業合作機會，讓雙方的未來合作更增信心。
(6) 越南-越南工商會(VCCI)
A. 107 年 7 月赴越南考察，拜會 VCCI 副會長，說明目前「2018 臺灣越
南產業合作論壇」之籌辦狀況與溝通情形，並確認將於 10 月 15 日在
台北舉辦，分論壇為紡織、輕工業基礎建設與智慧城市等三項產業。
其中針對紡織產業未來合作計畫，我方說明臺灣中小企業與越南的中
小企業有很大的合作商機，雙方可以整合相關意見，向越南官方提出
建議報告，以利臺越兩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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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 月 14 日晚間，工總理事長特別歡迎 VCCI 重要團員以及臺越雙方
50 餘位重量級代表，為論壇暖身，VCCI 副主席期許本次論壇能圓滿
成功。
C. 10 月 15 日工總與 VCCI 合辦「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
。大會開
幕式由工總理事長與越南工商會副主席共同主持，並邀請我國經濟部
次長，以及越南工貿部、越南臺灣事務委員會等單位代表出席。論壇
中雙方共簽署了四項合作意向書，此外，我方代表包括紡拓會、金屬
中心、資策會、工研院、臺灣智慧學習產業聯盟等重要機構與工商團
體，越方代表包括越南紡織服裝協會、胡志明市機械-電公會、越南應
用科技院及相關廠商，均表達願意就繼續深化產業合作，共創雙贏。
(7)菲律賓：
11 月 29 日工總與菲律賓軟體協會、菲律賓電子組裝協會、菲律賓食
品加工協會一同合辦「2018 臺菲產業鏈結合作會議」。本屆論壇由工
業總會副理事長、菲律賓召集人與菲律賓軟體協會會長、菲律賓電子
產業協會會長共同主持，並邀請經濟部次長、駐菲律賓代表處代表擔
任論壇貴賓；此外，工總理事長亦出席論壇午宴，與菲國貿工部次長、
助理部長等官方與產業界進行交流，會中貿工部次長更邀請本會組團
前往菲國考察參訪，並協助後續政府單位拜會。
3. 邀請我國及亞太國家重要業者 25 人次以上參與高峰論壇
本年工總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持續推動「產官合作，共同推動亞
太產業鏈結」的工作，加強委員會平台之功能，除落實 2017 年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之共識外，並持續動員產業界積極參與。
(1) 本年第一場論壇，「2018 年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已於 6 月 28 日
辦理。論壇邀請共 57 位臺泰雙方產業界重要人士出席，由工業總會理
事長與泰國工業院副主席共同主持。此次泰國工業院副主席親率泰國
產官代表 150 餘人來臺出席論壇，成員包括泰國食品院(NFI)、泰國科
學技術研究院(TISTR)、泰國發展研究院（TDRI）
、泰國數位經濟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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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DEPA)、泰國智慧監控協會(ICA)、泰國紡織研究所、泰國智慧運
輸協會(ITS)、及相關廠商代表等；臺方出席論壇的代表包括國經協
會、環保設備公會、紡拓會、紡織上中下游相關公會、電腦公會、石
化公會、臺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模具公會等重要工商團體。另參與
的企業，除了臺塑、南僑、研華科技、神通資訊科技、太平洋電線電
纜、士林電機、光寶科技、大同等大型企業之外，也涵蓋「食品生技」、
「智慧城市」、「自動化」、「紡織產業」四大領域的重要企業。臺泰共
計五百餘位產業專家共聚一堂，希望透過論壇與對話，能夠延續去年
的成果，共同深化產業合作。
2018 年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要聚焦在深化「泰國 4.0」計畫
和臺灣「5 加 2 創新產業」之對接，預期透過雙方產業的鏈結合作，
促進臺灣與泰國產業的共同創新與成長。主論壇除了安排代表臺灣的
富強鑫集團與代表泰國的 Computer Union Co., Ltd. 主講成功企業的
發展策略、並將由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與泰國發展研究院的院長分
別就「新模式‧新商機─展望臺泰產業合作前景」與「泰國 4.0 政策最
新進展成效與對臺泰產業合作之意涵」進行專題演講，下午則藉由「食
品生技」、「智慧城市」、「自動化」、「紡織產業」等四個分論壇，針對
雙方可能合作的機會，邀請雙方首屈一指的專家與業者進行交流，爭
取促進實質的合作，並建立嶄新的合作模式。
(2) 「2018 年臺緬產業鏈結合作會議」
，已於 7 月 24 日辦理。論壇邀請工
業總會副理事長、理事、臺商總會會長、副會長等 31 位臺緬雙方產業
界重要人士出席，由緬甸商工總會副主席與工業總會副理事長共同主
持。工業總會副理事長親率臺灣產官代表近 100 人赴緬甸出席論壇，
成員包括工業技術研究院、食品研究所、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紡拓會及相關廠商代表等；緬方出席論壇的代表
包括緬甸家禽飼料協會、緬甸製衣公會等重要產業單位。參與的企業，
除了宜進實業、大江生醫、緬甸熊貓集團等知名企業之外，也涵蓋「紡
織成衣」、「食品」兩大領域的重要企業。緬臺共計兩百餘位產業專家共
聚一堂，希望透過論壇與對話，促進雙方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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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臺緬產業鏈結合作會議著眼深化雙方的產業合作，預期藉
由此次產業合作會議這樣的平台，帶動雙方的人才交流和產業創新。
在論壇的紡織與食品的產業交流媒合會上，緬臺業者充分地提出產業
合作的需求，增加了具體合作的可能性。
(3) 「2018 年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已於 8 月 6 日辦理。論壇邀
請工業總會印尼分組召集人、印尼分組副召集人、大同集團、工業總
會理事、絲織公會理事長、中國信託銀行等 45 位臺印尼雙方重量級代
表出席，由工業總會印尼分組召集人與印尼商工總會主席共同主持，
論壇出席貴賓另包括工業技術研究院、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食品研
究所、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航空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及相關廠商代
表等；印尼方出席論壇的代表包括印尼工業部的研究發展署、印尼國家
科學研究院、印尼工業區協會等重要產業單位。另參與的企業，除了建
大輪胎、大江生醫、大同等大型企業之外，也涵蓋「食品加工」、「金
屬暨船舶製造」、「智慧城市」等領域的重要企業。印尼臺灣共計五百
餘位產業專家共聚一堂，希望透過論壇與對話，能夠延續去年的成果，
共同深化產業合作。
2018 年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要聚焦在深化「工業 4.0」
計畫和臺灣「5 加 2 創新產業」之對接，預期透過雙方產業的鏈結合
作，促進印尼與臺灣產業的共同創新與成長。本次的主論壇特別安排
產官學界精彩的講演，包括印尼工業部的研究發展署署長主講印尼的
工業 4.0 計畫、工業總會理事、臺東興業主講在印尼的成功經驗、印
尼工業區協會會長主講工業區的規劃、以及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主講
印尼產業發展現況以及合作的展望等，下午分論壇則是延續去年合作
的產業項目，就「船舶和金屬製造」、「智慧城市」及「食品生技」等
進行產業媒合，本年度將促成更多元且深入的合作。
(4) 「2018 年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已於 8 月 29 日辦理。論壇邀
請印度分組副召集人、工業總會理事等 61 位臺印度雙方產業界重要人
士出席，由印度商工總會主任委員與工業總會印度副召集人共同主
持。工業總會副召集人親率產官代表近 100 人赴印度出席論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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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資訊工業策進會、生產力中心、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臺灣區電機
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及相關廠商代表等，可謂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印度參
訪團；印度方出席論壇的代表包括印度住房與都市部、重工業部、West
Bengal 邦及 Haryana 邦政府代表等重要投資與工業相關單位。另參與
的企業，除了豐達科技、宏碁、台達電子、聯發科技、緯創資通、睿
能創意等大型企業之外，也涵蓋「電子製造及工業區」、「智慧城市暨
綠色科技」及「智慧車輛零組件」等領域的重要企業。印度臺灣共計
三百餘位產業專家共聚一堂，希望透過論壇與對話，能夠延續去年的
成果，共同深化產業合作。
2018 年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要聚焦在深化臺灣印度雙
方在電子產業、電動車及車電等領域產業鏈的合作。本次論壇臺印度
雙方宣布兩項投資合作案，包括世正開發公司將在印度班加羅爾投資國
際科技園區，第 1 期投資金額約 10 億台幣、印度 MoMAGIC 公司預定在
臺灣設立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研發中心，這兩大投資案將為彼此的產業合
作與技術交流帶來標竿效益。分論壇則是延續去年合作的產業項目，就
「電子製造及工業區」、「智慧城市暨綠色科技」及「智慧車輛零組件」
三大領域進行產業媒合，探討包含臺印度電子產業鏈深化合作模式、臺
灣在印度建置智慧城市試點機會、水資源循環利用解決方案，以及臺印
度電動車及車電產業合作模式等議題。經由本次論壇，可望促成投資、
產銷、人才交流、研發等項目的合作，共創互利雙贏新契機。
(5) 「2018 年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已於 9 月 19 日辦理。論壇活動在
馬來西亞分組召集人的號召下，組成百餘位訪問團前往吉隆坡；團員
包括新金寶集團、良機集團、台玻公司、絲織公會、永信集團；此外，
在馬來西亞當地包括江文洲、林永昌、丁重誠、杜書垚、李鴻隆等多
位馬來西亞重量級臺商等重要人士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論壇透過前述重量級臺商的協助，特別是工總副
理事長及副召集人於馬國商界的人脈，吸引許多臺商及馬來西亞重要
業者報名出席，亦獲得雙方業者極大迴響，皆對彼此合作感到極大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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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馬論壇由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會長與工業總會召集人共同主
持，出席貴賓除前述重量級產業代表以外，還包括紡織產業綜合研究
所、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生技醫藥、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與醫材研
究所、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及相關廠商代表等；馬方出席論壇的代表包
括馬來西亞貿工部、投資發展局、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馬來西
亞紡織製造商協會、馬來西亞食品科技研究所、馬來西亞數位發展局、
馬來西亞通訊暨多媒體委員會等重要產業相關單位。另參與的企業，
除了前述中鋼、中國信託、馬來西亞金獅集團等大型企業之外，也涵
蓋「紡織」、「食品醫療化妝品」、「智慧城市及資訊服務」等領域的重
要企業代表。馬臺共計有三百五十位以上產業專家共聚一堂，希望透
過論壇與對話，能夠延續去年的成果，共同深化產業合作。
2018 年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力求在紡織(機能性紡織品暨智
慧製造技術合作)、食品醫療化妝品、智慧城市及資訊服務等領域進行
交流，就產業概況、技術優勢以及可合作領域及具體項目等深入討論，
並發掘潛在商機。
(6) 「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已於 10 月 15 日辦理。論壇在工業
總會理事長、越南分組召集人、越南分組副召集人的號召下，邀請了
近 60 位臺越雙方重量級的產業界代表出席，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來
臺與會者中，其中 30 多位是專程搭機返臺參加的越南各地的臺商會
長，為推動臺越產業合作不遺餘力，獲得雙方業者極大迴響，皆對彼
此合作感到很大興趣。
臺越論壇由工總理事長與越南商工總會副主席共同主持。越南商
工總副主席親率近百位越南產官代表來臺出席論壇，成員包括越南工
貿部工業局、越南標準檢驗局品質認證中心、越南發明協會、胡志明
市機械-電公會、越南紡織成衣集團(VINATEX)、越南精密工業公司
(VPIC)、越南紡織服裝協會、越南有機農業生技應用科學研究分院、
科技應用研究院等；臺方出席的論壇代表包括臺灣光電半導體產業協
會、臺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腦公會、智慧學習聯
盟、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工業合作推動小組等重要產業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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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與的企業，除了台塑企業、東元集團等大型企業之外，也涵蓋「紡
織」、「輕工業」及「智慧照明與智慧校園」等領域的重要企業。臺越
共計有三百多位產業專家共聚一堂，希望透過論壇與對話，能夠延續
去年的成果，共同深化產業合作。
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力求在「紡織」、「輕工業」及「智
慧照明與智慧校園」等領域進行交流，就產業概況、技術優勢以及可
合作領域及具體項目等深入討論，並發掘潛在商機。
(7) 「2018 臺灣菲律賓產業合作論壇」已於 11 月 29 日辦理。本屆論壇由
工業總會副理事長、菲律賓召集人與菲律賓軟體協會會長、菲律賓電
子產業協會會長共同主持，並邀請經濟部次長、駐菲律賓代表處代表、
菲律賓貿工部、食品加工協會、塑膠射出模具製造協會、菲律賓經濟
特區管理局及蘇比克灣特區管理局等單位組團參與，此次工總邀請近
30 位臺菲雙方重量級的產業界代表出席，總計參與人數達 250 人。
(二)進行產業新南向布局調查
由於 18 個新南向國家有著不同的宗教、文化與歷史背景，發展程度
與法規透明度、產業概況與市場需求也不盡相同。有鑑於此，工總特地針
對國內產業界的需求，製作「產業界對東協和南亞布局之意見調查表」，
本次問卷的調查對象包括了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之 159 個會員公會，以
及加入各公會之會員廠商。調查期間為 107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有
效問卷共計為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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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詳實反映國內業者之意見與期待，特依據廠商回卷結果製作調查
報告，以務實的面向進行分析與研判，期望鏈結政府單位與產業界，共同
蒐集、分析與評估新南向國家可能有的投資風險以及合作機會：
1. 以廠商所偏好國家別觀之，係以越南最多(佔 16%)、其次為印尼(佔
14%)、第三為泰國(佔 10%)、第四為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佔 8%)、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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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為 7%，超過新加玻的 6%、對於澳洲有興趣的廠商則佔 4%、對
緬甸、柬埔寨及紐西蘭市場有興趣的廠商皆佔回卷廠商的 3%，其它地
區則分別為孟加拉、巴基斯坦(佔 2%)；對寮國、斯里蘭卡、汶萊及尼
泊爾等國家有興趣的廠商佔 1%，在本問項中，未填答的回卷者佔 10%。
2. 在布局方式方面，比例最高的屬「當地獨資設廠」，佔 20.86 %、其次
為指定代理商或經銷商（17.65%），再次為設營銷據點 （17.11%）、當
地合資設廠(14.44%)、設發貨倉庫(5.35%)、設研發據點( 2.14%)、未回
答(18.72%)，本年度的比例與 2017 年的布局方式比例順序完全一致，
足見廠商的偏好尚未改變。
3. 有關廠商普遍遭遇的問題方面，在投資環境的障礙中，以語文溝通問題
（28%）佔最大比重、基礎設施不佳（26%）
、以及政治情勢不穩定（19%）
為主要考量。
4. 在勞工問題的障礙中，廠商反映面臨的障礙依序為專業技術人才不足
(佔 37%)、工作效率低(32%)、次為勞工法規偏袒勞方(16%)及工會問題
(10%)，少數廠商反映工資成本高(5%)。
5. 在金融問題的障礙中，廠商遇到最多的問題為稅務問題(42%)、以及管
制外匯和限制利潤匯回(31%)；次為銀行貸款與周轉困難(佔 15%)和融
資困難(13%)，顯見金融問題仍是臺商赴往新南向國家需要克服的主要
障礙之一。
6. 在當地政府政策是否能配合方面，廠商認為投資申請手續繁瑣(21%)、
缺乏獎勵措施 （19%），或是政策制定與執行不一致 （18%）以及實
行進口限制（17%）。
從廠商的回卷可以發現，依據地域別的不同，廠商投資布局的方式略
有不同，遇到的主要障礙也不盡相同。未來政府以及公協會協助、輔導的
過程中，得以依據本報告的結果，針對當地國所面臨的問題採取更為細緻
的分配與調整，善盡有限的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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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產業布局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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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產業布局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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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為配合高峰論壇將安排高層會議，本計畫將在論壇召開前至少一個
月，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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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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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流討論，期盼促成雙邊重點
產業實質合作。
本年度已召開 4 次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蒐集彙整民間業者意見如
下，後續將相關議題納入高峰論壇規劃中，以協助排除雙邊貿易障礙與擴
大雙邊重點產業合作。
1. 107 年 5 月 3 日召開「臺泰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由「亞太產業合
作推動委員會」兩位主任共同主持，包括產官研代表共 47 人參加。為
使委員能確實掌握泰國最新的動向，本次會議特別安排中華經濟研究院
簡報「臺泰產業合作商機」，獲得與會代表一致的好評，並對以下議題
進行討論：
討論議題： (一)特定業者對產業鏈一同前進泰國形成臺商聚落的需求
(二)在泰投資門檻高
(三)特定業者對泰出口時遇到的關稅與非關稅障礙
(四)以及土地取得的困難。
討論及建議：
(1) 議題(一)及(四)，建議業者積極連結亞太產業合作交流平台的網
絡、參與活動，並利用投資業務處的聯絡管道，以及早獲取土地取
得的相關資訊，並進一步形成臺商在泰的產業鏈聚落；
(2) 議題(二)，則建議在高峰論壇的高層會議中提出討論；
(3) 議題(三)，國貿局將與業者一同了解狀況，與泰方有關單位先行溝
通。
此外，本平台也協助國內廠商透過國貿局針對康揚、立鎧科技的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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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提供協處建議。
2. 107 年 5 月 7 日召開「臺印尼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臺印尼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由「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印尼
分組召集人和副召集人共同主持，包括工業局副局長、行政院經貿談判
辦公室與國貿局等產官研共 50 人與會。會中特別安排工研院 IEK 簡報
「臺印尼產業合作商機」，與會業者咸表獲益良多；接續也針對「投資
印尼的經驗與展望」及「與印尼當地人合資」等議題進行討論，透過經
驗分享建議對印尼有興趣的業者除了可以就農漁產品保存、管理等技術
的合作切入印尼的市場以外，也鼓勵廠商可以藉由印尼駐臺代表處所辦
理的「精讚周」活動尋找商機。
3. 107 年 6 月 6 日召開「臺印度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由「亞太產業
合作推動委員會」印度分組召集人主持，並邀請包括工業局副局長、
國貿局副局長、神達科技與聯發科顧問等產官研共 60 人與會。神達科
技與聯發科顧問等都以長年經營印度市場的寶貴經驗對於進入市場提
出具體寶貴的意見分享。本次會議首先由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針對
「臺印度產業合作商機」進行簡報，並探討以下議題：
討論議題： (一)新南向的政府輔助政策(二)在印投資的問題(三)臺印度
產業對接的策略。
討論及建議：
(1) 議題(一)盤點了雙邊政府談判建立雙邊經貿投資合作機制的現況，
及我國政府已安排在當地的可用資源網絡；
(2) 議題(二)討論了洲際之間貨物運送的雜稅、土地取得的困難、信任
的問題、獲得政府標案的挑戰等；
(3) 針對議題(三)則建議有興趣的業者，積極借助亞太產業合作交流平
台的資訊，以及中國輸出入銀行的低利貸款，以產業鏈的方式集體
在印度投資做生意。綜合以上討論，經濟部建議業者洽詢在駐印度
代表處的 Taiwan Desk 以獲取在當地經商法規和其他方面的協助，
以及利用外貿協會在印度的 4 個辦事處的樣品展示櫃來進行促銷活
動、並且建議廠商參與對印投資經商資訊網絡的串聯，以減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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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的非直接投資成本，進一步爭取印度政府的標案。
4. 107 年 6 月 11 日召開「臺菲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
，由「亞太產業合
作推動委員會」菲律賓分組召集人主持，包含電電公會、康舒科技等
代表共 37 人參加。會中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報告「臺菲產業合作商機」，
與會產官學代表也針對「投資菲律賓的挑戰」及「潛力產業合作領域
盤點」等議題進行熱烈的討論，從市場需求面向觀之，菲律賓對於農
業機械、醫療與能源皆是我廠商與菲律賓合作的潛力產業，但如何協
助臺灣廠商脫離單打獨鬥，透過團體戰進入菲國市場，以及如何擺脫
政治因素爭取菲方優惠，都是國內廠商期待。
5. 107 年 8 月 21 日召開「臺馬高層會議策略規劃會議」由「亞太產業合
作推動委員會」馬來西亞分組召集人主持，包括百堅貿易、耐斯集團的
新日化公司、工業局副局長及貿易局代表等產官代表皆出席本次會議。
會中針對「馬來西亞大選後的情勢」及「政府可為欲前進馬來西亞等新
南向國家的業者提供的幫助」等議題進行熱烈的討論，與會業者咸認為
應持續觀察在馬來西亞大選後，新任馬哈迪內閣對中國大陸所進行的一
帶一路政策的修正程度。

分項三：亞太產業合作議題研究及智庫交流
(一)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
本計畫結合國內主要產業和經濟研究智庫機構，包括工研院產科國際
所(原 IEK)、中經院、台經院和資策會 MIC，針對重點合作目標國家，由
每一智庫負責深入研究 1~2 個國家，以逐步建立亞太國家產經情勢分析的
幕僚團隊。依據雙邊產業合作需求，經與工業局主辦業務組討論後，107
年度本計畫研擬 5 國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研究主題如下：
(1) 印尼基礎建設商機與臺印尼合作推動策略
(2) 泰國 4.0 政策與臺泰產業合作策略研析
(3) 菲律賓產業發展與臺菲合作策略研析
(4) 從產業鏈移轉看臺印度產業合作之影響-以手機產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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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研析及臺馬產業合作契機
針對各研究主題之期中研究內容分述如下：
1. 印尼基礎建設商機與臺印尼合作推動策略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掌握印尼基礎建設環境發展現況、政策更新概況等，了解印尼
基礎建設需求所衍生之商機，及臺灣工程產業海外輸出動能與臺印尼未來
合作利基，本研究利用初級與次級資料蒐集，彙整相關資料後進行研析，
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A. 次級資料蒐集：官方政策文件、官方與權威機構統計數據、研究報告、
具公信力之媒體新聞與專家評論、論文期刊等，針對研究架構中印尼
基礎建設總體環境與政策法規等發展面彙整相關資料與研析。
B. 初級資料蒐集：訪談廠商、智庫機構交流會談等形式，針對研究架構
中臺灣廠商印尼工程輸出經驗分享、未來印尼布局規劃、擅長工程項
目及需求等議題彙整相關資料與研析。
C. 研析及彙整臺印尼之基礎建設相關資料，並掌握印尼基礎建設發展商
機與需求，綜合考量臺灣工程業者擅長工程項目與需求，提出雙方具
體合作模式及建議。
(2) 研究內容：
本研究包含印尼總體經濟概況、印尼基礎建設挑戰、印尼基礎建設發
展概要、臺灣業者參與國外基礎建設建設概況、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策略
研析，相關說明如下：
A. 印尼總體經濟概況
依據印尼中央統計局(BPS)資料，民間消費占 GDP 比重為 56%，而直
接投資占 GDP 比重則為 34%，如表 1 所示，民間消費及直接投資為
印尼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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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2017 年印尼國內生產總值(GDP)支出面統計
單位：十億印尼盾

民間消費
金額

政府消費

比重

金額

2014 年 5,915,194.23 56.4%

國內投資

比重

金額

淨出口

比重

金額

比重

996,197.44 9.5% 3,657,154.38 34.9% -79,083.21 -0.8%

2015 年 6,490,929.68 56.0% 1,123,749.88 9.7% 3,926,190.79 33.9%

44,113.38 0.4%

2016 年 7,024,996.83 56.2% 1,183,640.28 9.5% 4,199,071.69 33.6% 99,627.54 0.8%
2017 年 7,626,985.65 56.2% 1,236,869.03 9.1% 4,545,073.68 33.5% 163,798.65 1.2%
資料來源： 印尼中央統計局(BPS)

印尼 2013-2017 年三級產業直接投資統計資料，發現國內外直接投資
動能已逐漸由製造業轉至服務業，如表 2 所示，服務業占 FDI 比重由 2013
年之 22%成長至 2017 年之 40%，製造業占 FDI 比重則由 2013 年之 55%
下降至 2017 年之 41%。另外如表 3 所示，2013-2017 年 DDI 於服務業年
均成長率達 23.5%，2017 年服務業占 DDI 比重更首度超越製造業，以上
統計資料顯示國內外直接產業投資結構正逐漸產生變化。
表2

2013-2017 年印尼國外直接投資三級產業統計
單位：印尼盾(兆)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3-2017
複合年均成長率

61.1

75.2

77.9

61.3

81.1

7.3%

製造業

149.9

140.1

147

229

175.6

4.0%

服務業

59.4

91.7

141

106.3

173.8

30.8%

農業

資料來源：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

表3

2013-2017 年印尼國內直接投資三級產業統計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3-2017
複合年均成長率

農業

25.7

16.5

17.1

27.7

43.6

14.1%

製造業

51.2

59

89

106.8

99.2

18.0%

服務業

51.3

80.6

73.4

81.7

119.5

23.5%

資料來源：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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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基礎建設相關產業占 FDI 比率，如表 4 所示，分別為電力天
然氣及水力供應(13.2%)、交通倉儲通訊(5.9%)。2017 年基礎建設相關產
業占 DDI 比率，如表 5 所示，分別為交通倉儲通訊(13.1%) 、營建業
(11.6%)、電力天然氣及水力供應(9.7%)。佐科威政府積極推動國家基礎建
設發展，使得 2017 年許多基礎建設相關產業之國內外投資占比名列前十
大。
表4

2014-2018 年 Q3 印尼國外直接投資產業分類比重統計

產業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Q3

16.4%

13.7%

9.5%

13.6%

10.2%

電力天然氣及水力供應

4.4%

10.3%

7.4%

13.2%

13.6%

金屬機械及電子業

8.7%

10.6%

13.5%

11.7%

7.8%

房地產

4.1%

8.3%

8.0%

8.9%

16.1%

化學製藥

8.1%

6.7%

10.0%

8.0%

6.9%

食品

11.0%

5.2%

7.3%

6.1%

4.4%

交通倉儲通訊

10.5%

11.2%

2.6%

5.9%

9.0%

農作物種植

7.7%

7.1%

5.5%

4.4%

6.1%

其他服務業

1.2%

1.0%

2.8%

4.3%

2.6%

27.9%

25.9%

33.5%

23.9%

23.4%

採礦

其他

資料來源：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

表5

2014-2018 年 Q3 印尼國內直接投資產業分類比重統計

產業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Q3

食品

12.6%

13.7%

14.8%

14.7%

12.4%

交通倉儲通訊

10.1%

11.9%

12.4%

13.1%

18.4%

7.7%

9.6%

6.5%

11.6%

11.0%

23.2%

12.2%

10.5%

9.7%

11.9%

農作物種植

8.1%

6.7%

9.7%

8.4%

9.5%

採礦

2.0%

2.2%

2.8%

7.9%

11.8%

房地產

8.4%

3.6%

4.3%

6.6%

4.1%

金屬機械及電子業

3.4%

4.4%

5.4%

5.3%

3.1%

化學製藥

8.5%

11.5%

13.9%

5.2%

3.8%

15.9%

24.1%

19.8%

17.6%

14.0%

營建
電力天然氣及水力供應

其他

資料來源：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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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印尼基礎建設挑戰
印尼政府正積極推動政策完善區域基礎建設，相關成果如表 6 所示，
印尼 2017 年全球競爭力指數(GCI)基礎建設排名為 52 名(共 13 國)，
較 2016 年上升 8 名。
表6

2013-2017 年全球競爭力指數(GCI)基礎建設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

2

2

2

2

臺灣

14

11

12

13

15

馬來西亞

29

25

24

24

22

泰國

47

48

44

49

43

印尼

61

56

62

60

52

印度

85

87

81

68

66

越南

82

81

76

79

79

菲律賓

96

91

90

95

97

柬埔寨

101

107

101

106

106

新加坡

資料來源： 世界經濟論壇(WEF)

印尼收費公路監管機構(BPJT)統計資料，如圖 3 所示，截至 2017 年
印尼營運中之總收費公路長度為 1144.02 公里，其中約 86.4%收費公路集
中在爪哇。世界銀行公佈之東南亞各國物流競爭力指數，如圖 4 所示，其
中印尼在海關通關效率得分為 2.69 分，低於平均分數 3 分，且排名為東
南亞主要國家第 6 名，主要原因為印尼海關通關程序缺乏行政效率，再加
上港口相關運輸設施不足，造成海上貨物運輸缺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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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印尼收費公路監管機構(BPJT)

圖3

2017 年印尼營運中的收費公路

資料來源： 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圖4

2016 年東南亞各國物流競爭力指數-海關通關效率

印尼空運貨物運輸量在東南亞主要 6 國排名為第 4 名，如圖 5 所示，
其中原因為印尼連結機場之公路與鐵路網絡尚未建構完整，造成空運交通
不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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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圖5

2000-2016 年東南亞各國空運貨物運輸量

C. 印尼基礎建設發展概要
2015-2019 年中期發展計畫(RPJMN)相關基礎設施訂定發展目標，如
表 7 所示，包含電氣化比率從 81.5%提升至 96.6%，水壩數量從 21 座
增至 49 座，公路里程從 38,570 公里增至 45,592 公里，收費公路里程
從 807 公里增至 1,000 公里，鐵路里程從 5,434 公里增至 8,692 公里，
港口數量從 278 個增加至 450 個，機場數量從 237 個增至 252 個等。
表7

2015-2019 年中期發展計畫總體經濟與基礎建設發展目標

發展指標

2014 年(基期)

現況發展

2019 年(目標)

經濟成長率

5.10%

5.3%(2018e)

8.00%

每人實質 GDP(百萬元)

印尼盾 43.4

印尼盾 47.9 (2016)

印尼盾 72.2

通貨膨脹率

8.40%

3.8%(2018e)

3.50%

稅收占 GDP 比重

11.50%

10.36%(2016)

16.00%

貧困率

10.96%

10.12%(2017)

7.0%-8.0%

5.61%(2016)

4.0%-5.0%

領失業補助金人口失業率 5.94%
水壩

21 座

24 座(2016)

49 座

發電能力

50.7GW

59.6GW(2016)

86.6GW

電氣化比率

81.50%

91%(2016)

96.60%

公路長度

38,570 公里

45,715 公里(2016)

45,592 公里

收費公路長度

807 公里

983 公里(2016)

1,000 公里

鐵路長度

5,434 公里

5,647 公里(2016)

8,692 公里

港口數

278 個

488 個(2016)

45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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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基期)

發展指標

2019 年(目標)

現況發展

貨物平均港口停泊時間

6-7 天

3.35 天(2016)

3-4 天

機場數量

237 座

241 座(2016)

252 座

資料來源： 印尼中期發展計畫(RPJMN)；世界銀行(world bank)；印尼國民建設規畫署(Bappenas)；
印尼社會部

印尼政府規劃之 247 項基礎建設計畫，如表 8 所示，主要建設重點在
於陸運、水資源相關基礎設施及工業區建設，如：公路、鐵路、捷運、輕
軌、水庫、農業灌溉網絡、城市供水、汙水、垃圾處理等等，共包含 197
項計畫，目的在於強化民生及工業用水穩定性，並加強區域內以及區域間
交通網絡連結。
表8
鐵路
公路

捷運
輕軌

六大區域基礎建設項目規劃
機場
振興

港口
建造
發展

燃料設 城市供水
農業 工業
施建置 汙水、垃 水庫 灌溉 區域 其他
重整
圾處理
網絡 事務

蘇門答臘

26

9

1

1

1

2

8

4

8

1

爪哇

42

11

3

2

3

4

20

1

5

2

加里曼丹

1

2

3

2

3

1

3

0

6

3

蘇拉威西

3

1

0

3

0

1

10

2

5

2

峇里-努沙
登加拉

0

0

0

1

0

1

12

0

1

0

馬魯古群新幾內亞

2

0

1

1

3

0

1

0

4

1

國家計畫

0

0

0

0

0

0

0

0

0

14

資料來源：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No. 58 Year 2017 ； Committee for Acceleration of priority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KPPIP)

國家級計畫中以 35,000MW 電力設施計畫最為重要，如表 9 所示，
依據印尼國營電力公司(PLN)資料顯示，目前各區域國營電力公司與民間
企 業 計 劃 發 電 量 總 和 ， 分 別 為 蘇 門 答 臘 10,090MW 、 爪 哇 及 峇 厘 島
18,697MW 、 加 里 曼 丹 2,635MW 、 蘇 拉 威 西 3,470MW 、 努 沙 登 加 拉
670MW、馬魯古群及巴布亞 492MW，其中民間企業佔總發電量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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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六大區域 35,000MW 電力設施計畫分配
印尼國營電力公司 (PLN)

民間企業

蘇門答臘島

1,100MW

8,990 MW

爪哇及峇里島

5,000 MW

13,697 MW

加里曼丹島

900 MW

1,735 MW

蘇拉威西島

2,000 MW

1,470 MW

努沙登加拉島

670 MW

0 MW

新幾內亞島

220 MW

0 MW

馬魯古群島

260 MW

12 MW

資料來源： 印尼國營電力公司(PLN)

印尼多邊機構貸款資料，如表 10 所示，世界銀行為印尼多邊機構貸
款額度占比最大之機構，但比重逐年降低，由 2013 年之 69%降至 2017
年第三季之 50%，此外伊斯蘭開發銀行為印尼多邊機構貸款額度占比成
長最快之機構，由 2013 年之 12%成長至 2017 年第三季之 26%。
表 10

2013-2017 年第三季印尼多邊機構貸款總額度
單位：億美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第三季

世界銀行

53.5

38.0

34.4

36.7

27.6

亞洲開發銀行

12.5

12.1

10.1

9.4

11.4

伊斯蘭開發銀行

9.4

10.4

9.9

14.6

14.1

國際農業發展基金

1.6

1.6

1.5

1.5

1.5

沙國主權基金

0.4

0.4

0.7

0.7

0.7

77.3

62.6

56.6

62.9

55.4

總計

資料來源： 印尼政府國民建設規劃署(Bappenas)

印尼雙邊機構貸款資料，如表 11 所示，日本為印尼雙邊機構貸款額
度占比最大之國家，但比重逐年降低，由 2013 年之 78%降至 2017 年第
三季之 61%，此外中國大陸為印尼雙邊機構貸款額度占比成長最快之國
家，由 2013 年之 10%成長至 2017 年第三季之 28%。由於印尼近年的基
礎建設進步及經濟成長，日本及 JICA 逐漸將貸款資源移往較需要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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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促使貸款比重逐年下降，而中國大陸力推一帶一路政策，持
續積極與東南亞國家於基礎建設領域合作，對印尼貸款快速成長。
表 11

2013-2017 年第三季印尼雙邊機構貸款總額度
單位：億美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第三季

日本

57.4

45.4

37.2

38.6

40.2

德國

1.6

0.8

1.5

1.3

1.1

韓國

2.5

3.5

2.9

2.6

2.7

法國

1.7

3.8

3.0

2.7

2.8

中國大陸

7.0

5.3

5.3

11.5

18.0

其他國家

3.6

2.9

0.2

0.2

0.7

73.8

61.7

50.1

56.8

65.6

總計

資料來源： 印尼政府國民建設規劃署(Bappenas)

印尼 2018 年規劃 15 個 PPP 案件，如表 12 所示，預估計畫資本支出
達 32.5 億美元，包含 4 個交通運輸項目、2 個水力供給項目、3 個健康照
顧 設施項 目、1 個資通 訊建設 項目、 5 個公 共設施 項目， 其中三 寶瓏
(Semarang)西部水力供給站計畫為投標作業準備之案件，其餘計畫目前位
於階段為前期準備工作之案件。
表 12
計畫狀態

印尼 2018 年規劃 15 個 PPP 案件

產業項目

投標作業準備之
水力供給
案件

計畫名稱
三寶瓏(Semarang)西部水力供
給站

預估計畫資本
支出(美金)
3,400 萬

交通運輸

前期準備工作之
案件

收費公路及陸橋
鐵路

Semarang – Demak 收費公路

5.83 億

Surabaya – Madura 收費陸橋

1.69 億

Yogya – Bawen 收費公路

10.19 億

棉蘭市政府交通運輸工具

3.53 億

實體廢棄物及公共衛生設施
水力供給

Pekanbaru 水力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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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狀態

產業項目

預估計畫資本
支出(美金)

計畫名稱

健康照顧

醫院

Sidoarjo 綜合醫院

1,870 萬

Pirngadi 綜合醫院

4,090 萬

Dharmais 醫院
(印尼國家癌症研究中心)

4,860 萬

通訊與資訊
多功能衛星

5.89 億

社會福利系統

國家整合社福系統

1.77 億

教學型醫院

Sam Ratulangi 教學型醫院大學

2,870 萬

街道照明

Surakarta 街道照明

2,840 萬

Nusakambangan 感化院

3,660 萬

Salemba 感 化 院
Ciangir

9,100 萬

衛星
公共基礎設施

感化院

搬遷至

資料來源： 印尼政府國民建設規劃署(Bappenas)

D. 臺灣業者參與國外基礎建設概況
中、日、韓具備海外工程輸出實力廠商家數統計，如表 13 所示，
Engineering News Record (ENR) 據全球知名工程領域廠商 2017 年海
外工程輸出營收，整理出 2018 年前 250 大營造廠及前 225 大設計廠，
其中 2018 年前 250 大營造廠，中、日、韓三國符合條件家數，分別
為 67、14、11 家，臺灣僅 1 家中鼎工程符合，此外 2018 年前 225 大
設計廠，中、日、韓三國符合條件家數，分別為 24、12、12 家，臺
灣亦僅 1 家中鼎工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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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國家

ENR 前 250 大營造廠及前 225 設計廠家數統計
ENR 前 250 大營造廠家數

ENR 前 225 大設計廠家數

2018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7 年

中國大陸

67

65

24

24

日本

14

13

12

11

韓國

11

11

12

12

臺灣

1

1

1

1

資料來源： Engineering News Record(ENR)

日 本 國 際 協 力 機 構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 簡 稱
JICA) 成立於 2003 年 10 月 1 日，是日本對外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DA)
的主要執行機構之一，隸屬於日本外務省，如表 14 所示，主要透過工程
規劃技術合作、政府開發援助(ODA)及融資貸款等方式推動日本工程輸出
至開發中國家。
表 14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簡介

機構名稱
主要功能
主要布局
方式
工程輸出
案件類型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
透過工程規劃技術合作、政府開發援助(ODA)及融資貸款等方式推動日本工
程輸出至開發中國家。
透過經常拜會當地政府官員了解基礎建設需求，協助日本政府安排 ODA，
輸出日本廠商經驗、技術及產品等。
日本工程業者主要爭取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計畫及日商在當地投資建廠工
程，若當地政府公共工程預算及工期合理才考慮參與投標。

1. 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利用日本科技、知識和經驗與夥伴國共同
規劃合適當地情況的合作計畫，並努力提升夥伴國整體科技程度，建立新
制度架構及組織。
日本 ODA
2. 政府開發援助貸款(ODA Loan):提供長期且低利率的資金給予開發中國家
方式
建設國家基礎建設之用。
3. 資助援助(Grant Aid):無償資金供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之用。
資料來源： JICA 2017 年報；訪談專家

韓 國 國 際 協 力 機 構 (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簡 稱
KOICA) 成立於 1991 年 4 月 1 日，是韓國專門負責對外無償援助工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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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構，工作包括支援韓國在海外進行營造業務的開發調查等，隸屬於韓
國外交和貿易部，如表 15 所示，該機構主要布局方式為透過經常拜會開
發中國家政府官員了解基礎建設需求，協助韓國政府安排政府開發援助，
輸出韓廠經驗、技術及產品等。
表 15

韓國國際協力機構(KOICA)簡介

機構名稱

韓國國際協力機構(KOICA)

主要功能

韓國專門負責對外無償援助工作，工作包括支援韓國在海外進行營造業務的
開發調查等。

主要布局 透過經常拜會開發中國家政府官員了解基礎建設需求，協助韓國政府安排
ODA，輸出韓廠經驗、技術及產品等。
方式

韓國
ODA
方式

1. 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利用韓國科技、知識及經驗與開發中國
家共同規劃合適當地情況的合作計畫，並努力提升開發中國家整體科技程
度，建立新制度架構及組織。
2. 政府開發援助貸款(ODA Loan)：提供長期且低利率的資金給予開發中國
家建設國家基礎建設之用。
3. 資助援助(Grant Aid)：無償資金供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之用。

資料來源： KOICA 2016 年報

我國業者參與國外基礎建設工程概況，如表 16 所示，主要工程類別
包含軌道及智慧運輸、水資源利用、能源建設、環保工程、石化及鋼鐵整
廠輸出、園區開發，其中我國工程公司在印尼已具備軌道運輸、智慧運輸、
水資源利用、能源建設、石化及鋼鐵整廠輸出等經驗，未來臺灣廠商將憑
藉著過去相關工程輸出經驗爭取海外工程輸出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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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主類別
軌道
運輸
智慧
運輸

臺灣業者參與國外基礎建設工程情況

次類別

標案所屬國家

具參與實績廠商

地鐵、捷運、輕軌

中鼎工程、大陸工程、榮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工工程、臺灣世曦、中興
澳門、印度、緬甸
顧問

公路、電子收費

泛亞工程、海外投資公
越南、印尼、泰國、緬甸、
司、臺灣世曦、中興顧問、
海地、瓜地馬拉、東帝汶、
大陸工程、遠通電收、鼎
大陸等
漢顧問

水資源開發、農業灌
中興顧問、泰興顧問、新
菲律賓、越南、印尼、東
水資源利用 溉、廢水處理、海水
野科技、日揚環工、中宇
帝汶、大陸等
淡化廠
環工、黎明顧問

能源建設

環保
工程
石化鋼鐵
整廠輸出
園區開發

中鼎工程、台朔重工、富
汽電共生、火力發電 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 台工程、吉興工程、中興
廠、地熱、太陽能 泰國、美國等
工程、慧能工程、昱晶、
天美時顧問
焚化爐、空汙防制

菲律賓、泰國、越南、大 中鼎工程、智能工程、日
陸
揚顧問、黎明顧問

石化廠、煉油廠、化 馬來西亞、印尼、阿曼、 中鼎工程、台朔重工、富
工廠、煉鋼廠、水泥 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美 台工程、吉興工程、中鋼
廠
國、新加坡、澳洲等
構、中興工程
廠房設計、產業園區 史瓦濟蘭、大陸

臺灣世曦、中興工程

資料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 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策略研析
印尼 245 項基礎建設商機，如表 17 所示，245 項主要重點建設項目為
公路及軌道建設、水庫開發及水資源利用、工業區開發、能源建設，
未來將持續產生工程設計、土木及結構工程、相關工程監造、後續工
程項目維護、相關工程衍生商機等，針對 245 項主要重點建設項目我
國廠商海外工程輸出經驗豐富，未來可經由政府協助爭取海外工程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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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45 項建設
規劃項目
公路及
軌道建設
水庫開發及
水資源利用

工業區開發
能源設施建設
35,000MW
電力設施計畫

項目數

印尼 245 項基礎建設商機

我國廠商海外工程
輸出類別

具參與實績廠商

97

中鼎工程、大陸工程、榮工工程、臺
地鐵、捷運、輕軌、公
灣世曦、中興顧問、泛亞工程、海外
路、電子收費
投資公司、遠通電收、鼎漢顧問

70

水 資 源開發 、 農業灌
中興顧問、泰興顧問、新野科技、日
溉、廢水處理、海水淡
揚環工、中宇環工、黎明顧問
化廠、水庫建設

30

廠房設計、產業園區、 臺灣世曦、中興工程、中鼎工程、台
石化廠、煉油廠、化工 朔重工、富台工程、吉興工程、中鋼
廠、煉鋼廠、水泥廠 構

13

中鼎工程、台朔重工、富台工程、吉
汽 電 共生、 火 力發電
興工程、中興工程、慧能工程、昱晶、
廠、地熱、太陽能
天美時顧問

資料來源： 專家訪談

由政府主導民間廠商組成工程團隊，運用公部門資源整合民間業者，
擴大我國海外工程輸出團隊規模，團隊組成可分為臨時組合及實質組合，
相關優缺點，如表 18 所示。
表 18
模式

優點

缺點

建議

臨時組合及實質組合優缺點分析

臨時組合

實質組合

 可因爭取標案不同而更換成員，或
臨時加入其他廠商，合作彈性較大

 組成成員固定，由代表廠商主導工程團
隊爭取標案

 工程團隊統合後資格提升，能增加
得標機率

 為一實體公司，代表廠商對出資之成員
可透過董事會規範工程團隊運作事宜

 非公司機構，代表廠商對各成員無
強制力，爭取標案應要求成員簽訂
保密協議及合作同意書等，以確保
權益

 因新設立公司無實績，無法參與相關工
程投標，故應由代表廠商設立當地公
司，再與成員討論分工、參與項目及利
潤分攤等細節

 如團隊在國內仍相互競爭，則應先
討論合作內容及利潤分攤，否則釋
出工程商機資訊或提供核心工程人
員之意願不高

 政府若加入工程團隊，則可能須事先將
資訊公開在工程團隊內部網站，避免當
承攬利潤較高的工程時，其他廠商臨時
有意加入造成困擾

建議採用

資料來源： 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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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建議政府成立類主權基金或新南向基金帶領廠商赴海外拓展商
機，由我國政府與當地政府技術合作或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貸款，共
同進行大型基礎建設。此外亦可透過公私夥伴關係，取得新南向國家基礎
建設工程興建主導權，給予我國廠商參予機會，由政府召集財務、法務、
銀行及工程相關人才，共同評估參與當地政府招標案，取得工程興建主導
權。政府開發援助及公私夥伴關係效益評估，如表 19 所示。
表 19
模式

政府開發援助及公私夥伴關係效益評估

政府開發援助

公私夥伴關係

 我國利率較日、韓高，若比照日、
韓之低利率提供開發援助則可能不
符資金成本

效益
評估

建議

 採低利率援助計畫，收益相對較
低，但當地政府不按時付息機率相
對較低

 合理投資收益相對較高
 臺灣廠商成本較當地廠商高，壓縮
投資收益報酬率
 投資案回收期間長，政府改朝換代
有機會改變規則

 因核心技術多在歐、日先進國家，
此效益可能僅為一次性，無後續商
機，且相關廠商能否在當地工程市
場生存仍有疑慮

 當地政府為吸引廠商投資，提供評
估數據可能過於樂觀或高估，評估
時間過短可能無法充分查證相關假
設條件，貿然投資的結果可能造成
效益不彰

 我國政府直接參與開發援助計畫可
能遭受中國大陸阻礙，應評估與第
三國共同提供開發援助之可能

 需依當地政府相關規定設計施工，
並克服語言、文化、匯率等問題，
我國廠商參與程度相對受限

建議採用

資料來源： 專家訪談

(3) 產業合作策略及建議
配合印尼 245 項基礎建設重點及我國廠商擅長之工程輸出類型，建議
我國政府主導民間廠商組成工程團隊，提升海外輸出團隊規模，並適時給
予海外輸出團隊協助及獎勵，例如：要求國內銀行提供低利率融資及保
證、給予團隊成員押標金及各項保證金減免獎勵等，再加上政府成立新南
向基金運用開發援助等政策工具帶領廠商赴海外拓展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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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國 4.0 政策與臺泰產業合作策略研析
(1) 研究方法
「泰國 4.0 政策與臺泰產業合作策略研析」之計畫架構如圖 6 所示：

圖6

「泰國 4.0 政策與臺泰產業合作策略研析」架構圖

本工作項目之研究方法包括如下︰
A 次級資料蒐集與文獻探討
為掌握臺泰產業現況，進而研擬雙邊合作策略，本研究將有系統蒐集
整理次級資料及相關文獻，主要針對泰國經貿概況、產業結構、重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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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臺商投資布局策略、雙方產業發展概況等方面。主
要參考來源包括：一、我國政府及相關單位公布之統計資料，包括臺商在
泰國投資的產業別分布、貿易往來數據、臺灣產業發展概況等。二、泰國
官方公布之統計數據，包括重點經貿與產業政策、外人投資金額與件數、
投資來源地、對外進出口貿易、產業發展概況等資訊。三、國際機構所發
布之文件等資料。此外，本研究亦將廣泛蒐集臺泰兩地相關產業之媒體報
導與研究報告等訊息，盡可能充分掌握泰國當地的經貿發展趨勢，並作為
後續研究的基礎。
B. 貿易與投資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貿易資料分析的資料來源方面，主要使用 World Trade Atlas
資料庫、CEIC 總體經濟資料庫的統計數據，以研析泰國整體對外貿易與
臺泰雙邊貿易概況。其次，臺灣對泰國投資資料主要來源係以我國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與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為主，並將運用各官方統計
資料分析臺灣與泰國雙邊投資概況。
C. 企業與公協會訪談
次級資料以及貿易與投資資料的分析僅能掌握過去泰國的發展歷程
以及臺商的投資布局情形，對於臺商企業在泰國當地的經營概況以及對未
來臺泰產業合作發展的看法，較無法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知悉。本研究預計
訪問在泰國投資經營較具代表性的企業與公協會，以及近年受泰國經貿政
策與優惠措施吸引，有意在泰國市場擴張營商業務、赴泰投資設立企業或
與泰商合作等業者，深入瞭解臺商在當地經營或發展泰國市場的經驗、現
況與採取的策略，以及對於臺泰進行產業合作之意見與看法。最後，匯集
業者與公協會代表的意見，做為研究報告之內容與相關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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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內容
本工作項目之研究內容包括如下五個面向︰
A. 掌握泰國總體經濟與經貿發展概況
泰國總體經濟方面，2017 年泰國經濟成長率為 3.90%，創下四年來
新高，在預期 2018 年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再加上泰國擴大公共投資帶動
下，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2018 年泰國經濟成長率約 3.87%；泰國央行則預
測該國經濟成長率約 4.1%，較年初上修 0.2 個百分點。惟須注意 2019 年
初泰國大選產生的政治風險，以及國際保護主義蔓延可能對泰國經濟的負
面衝擊。從支出面來看，民間消費與投資是支撐泰國經濟成長主力，民間
消費約占泰國 GDP 總值的 46%；投資約占 22%；政府支出約占 17%，淨
出口約占 15%。人均所得方面，2017 年泰國人均 GDP 為 6,591 美元，排
名東協第 4 位，僅次於新加坡、汶萊及馬來西亞，預估 2018~2019 年可能
突破 7,000 美元(圖 7)。

註：2017 年及 2018 年數據為預測值。
資料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IMF)(2018.04)；中經院整理(2018/05)

圖7

2006~2018 年泰國經濟成長概況與趨勢

60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就產業結構觀察，泰國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主，約占 GDP 的五成六，
主要為批發零售、金融保險業等業；工業則占三成六左右，以製造業居多
(27%)，主要包括食品製造、石油及煤製品、電腦電子及光學、汽車製造
業、化學製品等產業；農業約占 8%，仍為泰國重要的經濟部門。近五年
(2012-2016)來，製造業的石油及煤製品(每年平均成長 18%)、 飲料(5%)、
化學製品(5%)、食品(4%)及橡膠(3%)的 GDP 產值皆有成長。汽車、電子
則分別下滑 0.1%及 1%，惟汽車業近年產值已逐漸回升。服務業以住宿與
餐飲(14%)、金融保險(11%)成長最快。
對外貿易方面，2017 年泰國出口總金額約 2,359 億美元，以東協成員
國最多，占總出口的 25%，其次是中國大陸及美國，各約占 11~12%，再
其次是歐盟及日本，各約占 9~10%。臺灣占 2%，排名第 11 位。若以產
業別來看，以機械設備比重最高，占總出口的 17%。電機設備及車輛居
次，分別占 14%及 12%。再其次是加工食品及橡膠，分別約占 7~8%。
2017 年泰國進口總金額 2,246 億美元，以東協成員國及中國大陸最
多，各約占總進口 20%，其次是日本(14%)、歐盟(9%)及美國(7%)。臺灣
占 4%，排名第 6 位。主要進口產業最多的是電機設備業，占總進口的
19%。礦業及機械設備居次，分別占 14%及 12%。再其次是化學品及貴金
屬，約占 7~8%。
在吸引外資方面，2017 年泰國 FDI 申請案件數 818 件，金額約 83.29
億美元。以金額計前三大投資來源國依次為日本(47%)、新加坡(14%)及中
國大陸(10%)；臺灣排名第六，約占 3%。外商投資金額最多的是金屬製
品、機械及運輸設備業，占 30%，多為高附加價值投資，其中包含電動
車項目；其次是服務業和公共事業(25%)及塑化和紙製品(20%)，服務業的
投資主要涵蓋國際貿易中心(ITC)、國際總部(IHQ)、貿易與投資支持辦公
室(TISO)，以及研究與開發項目；再其次是電子及電腦業的 16%。
值得一提的是，在泰國政府積極推動「泰國 4.0」及「東部經濟走廊」
(EEC)之下，2017 年外商投資 BOI 鼓勵投資項目占外商投資申請總金額的
76%，包含汽車、電子、石化、旅遊、農業生技、加工食品、醫療、航太、
數位、自動化與機器人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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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瞭解泰國 4.0 與重要產業政策進展
因應近年泰國經濟不振與全球景氣低迷的挑戰，泰國提出「泰國 4.0」
及相關優惠措施，盼促進泰商及外商投資，支持國內產業升級轉型，主要
聚焦 10 大重點產業，包括泰國已具一定實力的新世代汽車產業、智慧電
子產業、高階及醫療旅遊、農業和生物技術、食品加工業等；以及泰國未
來積極發展的新興產業，如機器人、航空與物流、生物燃料與生物化學、
數位產業及醫療產業等。
泰國政府進一步在北柳府、春武里府和羅勇府等三個府規劃「東部經
濟走廊」
，除重點發展前述 10 項產業之外，積極推動當地包括陸海空基礎
建 設 、 產 業 聚 落 、 旅 遊 與 智 慧 城 市 ， 及 設 立 創 新 區 (EECi)與 數 位 園 區
(EECd)，盼能打造當地成為經濟成長的新引擎、吸引外資的重點區域，
並打造該地區成為亞洲門戶。
其中東部經濟走廊創新區(EECi)由泰國科學與技術部發起，結合私人
企業、學術單位、國內/國際研究機構、政府部門等約 50 個組織，旨在培
養研究及創新活動，將透過技術研發創新與技術移轉，滿足東部經濟走廊
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發展的技術需求，創造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此外，創
新區內將建立監管沙盒機制，提供創新領域試驗的環境需求，並協助初創
企業與中小企業發展。
而東部經濟走廊數位園區(EECd)則將提供全球數位創新者，作為投
資－工作－學習－玩樂(Invest-Work-Learn-Play)之目的地，區內涵蓋數位
創新、人才培育(大學 4.0)、智慧生活等方面，將孕育數位創新生態系統，
扮演東協數據中心的角色。園區內的目標產業涵蓋研究開發與數位產業兩
大類。在研究開發方面，包含電子設計業務、科學測試服務、人力資源開
發(限科技類)及數位技術發展等。在數位產業方面，則有高附加值軟體開
發業務、雲端業務、數據中心以及數位技術服務。
另為促進數位經濟發展，泰國政府推動「數位經濟計劃」，將發展 7
個智慧城市支持其數位經濟。泰國政府單位及民間部門已在曼谷府、普吉
府、清邁府及坤敬府等 4 個府發展智慧城市。新增的智慧城市規劃為在東
部經濟走廊的羅勇府、春武里府及北柳府。位於東部經濟走廊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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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將應用普吉府所試行成功的科技，例如普吉府的智慧觀光模式就可應
用於春武里府的芭達雅智慧城市計畫。
此外，為吸引國際人才，泰國政府於 2018 年 2 月 1 日正式實施智慧
簽證計畫，以吸引國外高技術人才進入泰國工作，主要針對高科技專家、
投資者、高階管理人員、初創企業與智慧簽證持有人之配偶與子女，提供
最長 4 年簽證措施，以促進泰國 10 大重點產業發展。
C. 研析臺灣與泰國之雙邊經貿關係
貿易方面，臺灣一直以來與泰國貿易關係密切，泰國自臺灣進口中間
產品，加工後再外銷到其他國家，長期對泰國維持貿易順差。2011 年至
2017 年之間，臺灣出口至泰國平均約每年 61 億美元，進口自泰國則平均
約 40 億美元，貿易順差金額約 21 億美元。2012 年以來，因泰國國內政
局不穩、軍事政變、泰銖貶值等因素，對臺灣出口造成負面影響，使得
2016 年臺灣對泰國出口金額較 2012 年衰退 16%，但 2017 年隨著泰國政
局逐漸明朗，以及新政策的推動等，帶動對臺灣產品的需求，臺灣對泰國
出口金額回升至 63.8 億美元(圖 8)。
2017 年臺灣出口至泰國之產品以電機設備最多，約占總出口金額
33%；其次依序為機械設備(11%)、化學品(10%)、鋼鐵(8%)及金屬製品(6%)
等產業。其中，2017 年電機設備、化學品、金屬製品出口明顯上升，分
別較 2016 年成長 30%、13%及 19%。2017 年臺灣自泰國進口之產品以電
機設備及機械設備最多，各約占總進口金額 18~25%，其次則為化學品、
加工食品及汽機車(含零件)，約占總進口金額約 6~9%。前述產業中，2017
年加工食品、化學品、電機設備、汽機車等產品較 2016 年之進口上升顯
著(15~40%)，表現相對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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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臺灣海關。

圖8

2011~2017 年臺灣對泰國進出口情況

投資方面，臺灣與泰國投資關係起源相當早，且在泰國外人投資中扮
演相當重要的地位。1959~2017 年臺灣是泰國第三大外人投資來源，對泰
國重要性高，合計投資 2,369 件及 145 億美元(圖 9)。據投審會資料，2017
年主要投資產業為金融中介業(中信銀參股 LH)，約占當年度投資總額近
八成。其次為批發零售、汽車、電信、紡織等。目前臺商選擇投資泰國的
原因大多是因為區位、市場與政策因素，成本因素則非主要考量。臺商主
要分布在曼谷市，及周邊的龍仔厝府、北欖府、巴吞他尼府、佛統府、大
城府、春武里府、羅勇府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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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泰國 BOI。

圖9

2007~2017 年臺灣對泰國投資情況

D. 研析臺泰產業合作之策略
臺商過去參與泰國經濟從 2.0(輕工業為主)轉型 3.0(重工業與資本密
集產業)的過程，扮演協助泰國經濟與產業轉型的重要夥伴。隨著泰國政
府推動「泰國 4.0」、「東部經濟走廊發展計畫」政策，以及投資法規與稅
制改革，臺灣與泰國由於雙方產業具有高度互補性、臺商投資已有相當基
礎、區域內需市場快速發展，而衍生諸多產業合作機會。除了臺泰目前具
合作潛力的既有重要產業包括(1)食品生技、(2)紡織、(3)機械(自動化)等
之外，臺泰應可在部分新興產業，包括如(1)綠能、(2)循環經濟、(3)智慧
城市等展開合作。據此，本研究擬針對前述產業，探討臺泰產業合作策略，
以及臺商布局泰國可能面臨的相關議題。
a. 電動車
因應全球環保趨勢，泰國近年陸續推動節能車、電動車的發展，鼓勵
外商持續以泰國作為生產基地，並且在「泰國 4.0」政策規劃下，目標 120
萬輛電動車及 690 個充電站在 2036 年到位，以及在五年內電動化共 2.2
萬輛的嘟嘟車。而目前影響泰國電動車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充電設施的
不足，以及泰國汽車產業掌握在國際大廠手裡，依賴國際大廠帶動。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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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府為了電動車發展，積極展開電動車相關研究，包括技術、相因應
的公共建設以及政府政策，如智慧電網的運用等；另國際大廠也積極展開
電動車的研發與投資，目前包括 BMW、Toyota 已向泰國政府申請促進投
資電動車項目，預期將在 2019 年投資；日產、本田亦將擴增投資混合動
力電動車及電池，預期將有助於擴大泰國電動車產業發展。值得一提的
是，泰國再生能源集團 Energy Absolute Plc(簡稱 EA)，宣布將投資相當於
184 萬美金設立全國充電站，未來要蓋 1,600 座充電站，而且自行生產電
動車(MINE)，反映泰國發展電動車產業的決心。而臺灣在電動車的儲能
設備、零組件等在國際市場上皆有實績，而且臺商布局泰國已有顯著成
果，有量科技、工研院與前述 EA 集團已展開新一代鋰電池合作，另像泰
達電在泰國耕耘已久，發展出高效的快充技術，可應用於充電站等設施，
目前正積極切入泰國電動車產業，爭取商機。
b. 太陽能
目前泰國電力來源有六成來自天然氣，但隨著泰國暹羅灣之天然氣將
在 18 年內用罄，屆時勢必對於進口依賴性增強，因此泰國政府開始尋找
替代能源以避免過度依賴天然氣。其中，太陽能是泰國發展再生能源的主
力。但由於泰國停止躉售電力政策(Feed-in Tariff, FIT)，加上 BOI 開始用
稅務優惠鼓勵投資太陽能電站或屋頂系統的業者(此優惠到 2019 年)，讓
廠商投資回本的時間縮短一半，而且泰國電費相對較高，許多業者偏好建
置屋頂太陽能系統自發自用，因此預期未來泰國發展方向轉以商用為主，
商用型占比將逐漸提升。未來臺泰合作可以臺灣的技術優勢，結合泰國再
生能源發展需求(2036 年前將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比提升至 15-20%)，強化
雙邊的合作，目前已有許多臺灣光電企業如昱晶能源、台達電及大同等赴
泰國進行太陽光電投資的布局。
c. 智慧機械
泰國工資上漲，對智慧製造系統、自動化系統等需求甚高，但相關產
業基礎薄弱，而泰國政府以泰國 4.0 等政策支持自動化機械的生產，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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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企業使用自動化機械，食品、紡織、汽車等產業對自動化、高效、節能
之機械需求殷切。相對而言，臺灣朝向智慧製造發展，現已有顯著成果，
而且有臺商積極布局泰國，例如東台精機於泰國設立技術應用中心；富強
鑫 精 密工 業 與泰 國 BDI 合 作研發 汽 機車 零 組件 4.0 生 產 系統 相關技
術，引進臺灣智慧系統解決方案團隊。臺灣智慧製造的成績，可以成為泰
國推動產業自動化的重要夥伴。臺灣可針對泰國中小企業導入臺灣智慧工
廠與 IoT 技術之發展經驗，輔導當地廠商。
d. 智慧城市
泰國數位經濟社會部通過國家數位經濟計畫，將發展 7 個智慧城市」
支持其數位經濟發展，包括目前在曼谷府、普吉府、清邁府及坤敬府等 4
個府發展智慧城市。新增的智慧城市規劃在 EEC 的羅勇府、春武里府及
北柳府。臺商已積極布局泰國智慧城市相關投資案，例如易力軟體公司 攜
手包含敏捷工控、台林電通、中華電信及沃克斯科技等七家臺商，取得泰
國智慧城市設計案；奇邑與泰國 Precise 集團合作打造泰國成為東南亞首
個以 LoRa 物聯網路為基礎的智慧城市；威強電與當地醫院合作，將智
慧醫療拓展到泰國。
E. 針對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與擬投資泰國之臺商企業，研擬對我國政府與
企業之建議
綜合前述分析內容，本研究將彙整說明泰國整體經貿概況、產業發展
政策及重點產業發展概況、以及臺商在泰國當地的經營狀況與臺泰產業合
作策略，並研擬對政府與企業的建議，提供企業進行泰國經營布局與政府
推動新南向政策施政方向之參考。
(3) 產業合作策略及建議
A. 電動車：由於泰國傳統汽車供應鏈主要由跨國車廠掌握，除了原本就與
跨國車廠配合密切的臺商外，幾乎是難以打入其供應鏈體系。至於新興
發展之電動車及其零件，供應鏈有別於傳統車輛，且需要充電設施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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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條件，將提供臺灣電動汽機車廠商打入跨國車廠供應鏈的機會。
B. 太陽能：目前臺灣綠能產業朝向智慧能源發展，透過整合不同專業領域
的臺灣企業形成策略聯盟，針對住宅型、商用型以及電業級市場應用提
出太陽能/綠能解決方案，從小至屋頂電站到大至建築一體化太陽能系
統，臺灣豐富的發展經驗與為企業量身訂做的解決方案設計，可以進一
步導入泰國太陽能商用市場，輔導當地廠商。
C. 智慧機械：臺灣工具機產業朝向智慧機械發展的概況，傳統製程升級為
智慧製造的前題包括需藉物聯網讓機器間相互連結、數據蒐集及資料分
析等技術。臺灣智慧製造與日本模式類似，以生產應用面為導向，將智
慧機械予以產業化，將精密機械、機器人、物聯網及大數據等智慧科技
導入傳統產業的生產流程。臺灣製造商具備為顧客因地制宜、量身訂做
製造系統之能力的強項，未來臺泰合作可針對特定應用的小規模智慧製
造系統，滿足泰國日增的工業自動化需求。
D. 智慧城市：泰國智慧城市涵蓋領域與面向較廣，臺商企業單打獨鬥難以
爭取商機。臺灣應整合不同專業領域的臺商形成策略聯盟，因應泰國智
慧城市的發展需求，分別建構智慧農業、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智慧應
用服務之智慧城市解決方案，透過科技系統整合輸出泰國，將臺灣成功
經驗複製到泰國，並共同進行商品開發與服務合作。另外，臺泰雙方針
對智慧城市進行試點合作，形成具體合作機制與模式，未來可進一步應
用於泰國及其他東協國家智慧城市，作為臺灣智慧城市整合輸出之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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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律賓產業發展與臺菲合作策略研析
(1) 研究方法：
「菲律賓產業發展與臺菲合作策略研析」之研究架構如圖 10 所示：

圖 10

「菲律賓產業發展與臺菲合作策略研析」架構圖

本工作項目之研究方法包括如下︰
A 次級資料蒐集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將有系統蒐集整理菲律賓經貿發展、產業結構與政策、外人投
資概況、產業發展概況以及臺商投資布局等次級資料及相關文獻。
主要參考來源可分為三類：其一是我國政府及相關單位公布之統計資
料，包括臺商在菲律賓投資的產業別分布、貿易往來數據、臺菲現有的合
作管道與對話窗口等；其二是菲律賓官方公布之統計數據，包括外人投資
金額與件數、投資來源地、對外進出口貿易等資訊；其三則為國際機構所
69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發布之官方文件、跨國投資、以及經濟展望等資料；此外，本研究亦廣泛
蒐集臺菲兩地相關產業之媒體報導與研究報告等訊息，盡可能充分掌握菲
律賓當地的經貿發展趨勢，並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B. 貿易資料分析
本 研 究 在 貿 易 資 料 分 析 的 資 料 來 源 方 面 ， 主 要 使 用 World Trade
Altas(WTA)資料庫、CEIC 總體經濟資料庫與菲律賓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
據，以研析菲律賓對外貿易與產業組成的結構，以及主要貿易夥伴。其次，
在探討臺菲雙邊貿易結構的組成方面，則使用臺灣海關資料庫進行分析與
瞭解。
C. 企業與公協會訪談
次級資料以及貿易資料的分析僅能掌握過去菲律賓的發展歷程以及
臺商的投資布局情形，對於臺商企業在菲律賓當地的經營概況以及對未來
臺菲產業合作發展的看法，較無法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知悉。故本研究另訪
問在菲律賓投資經營較具代表性的企業與公協會，深入瞭解臺商在當地經
營的經驗與發展概況，以及對於臺菲進行產業合作之意見與看法。最後，
匯集業者與公協會代表的意見，做為研究報告之內容與相關政策建議。
(2)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包括如下五個面向︰
A. 掌握菲律賓經貿發展與產官學研界的代表性機構
菲律賓在近年的經濟成長表現相當亮眼，逐漸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新興
成長國家。IMF 預估菲國 2018 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6.52%，雖較 2017 年略
為減緩，但仍為東協國家中成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2019~2010 年經濟
成長率將可達 6%以上。除因外部需求使其出口逐漸復甦外，菲律賓國內
消費提升、「建設、建設再建設」計畫帶動的基建投資、稅務改革、以及
勞動市場持續改善等因素，均使菲經濟成長獲得支撐(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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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IMF)(2018.04)；中經院整理(2018/05)

圖 11

2006~2018 年菲律賓經濟成長概況與趨勢

就產業結構觀察，菲律賓以服務業為主，2017 年約占 GDP 六成，主
要包括批發零售、不動產等業；工業則占三成，以製造業居多(19%)，集
中在食品製造、化學材料、以及電話、電視及通訊設備等電子相關產業；
農業約占 10%，仍為菲律賓重要的經濟部門。而菲律賓近五年(2013-2017)
前二十大產業成長率普遍高於 7%以上，尤以不動產、租賃及其他商務活
動、金融中介及飲料製造業成長率為最高，平均成長率皆達 10%以上。
另在對外貿易方面，菲律賓貨品貿易長年存在貿易逆差，2017 年菲
律賓出口總金額約 632 億美元，進口總額約 928 億美元。出口對象中，以
日本為其最大出口市場，占菲律賓總出口的 16%，其次是東協成員國及
歐盟，約各占 15%，再其次是美國及香港，約占 14%；臺灣占 4%，排名
第 8 位。東協成員國及中國大陸則為菲律賓最主要進口來源國，分別占總
進口的 26%及 18%，其次是日本(11%)、韓國(9%)及美國(8%)；臺灣占 5%，
排名第 7 位。而在出口產業方面，菲律賓出口產業以電機設備占比最高，
占總出口的 42%。機械設備及加工食品居次，占 14%及 7%。再其次是金
屬製品及光學製品，約占 4-5%。進口方面亦是以電機設備業為最，占總
進口的 17%，礦物燃料及機械設備居次，分別占 15%及 12%。再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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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機車及化學品，分別占 10%及 8%。顯示電機設備產業是菲律賓相對與
國際產業供應鏈連結較深的產業類別。
在吸引外資方面，自 2010 年艾奎諾三世上臺後，菲律賓投資環境改
善，所吸引的外人投資金額亦較過去增加許多，2012 年投資金額達到高
峰，約為 67.72 億美元。然而，許多國際組織，包括如 IMF 及聯合國等報
告亦提醒外商至菲律賓投資仍須注意其國內外政經不確定性對經濟可能
造成的風險與挑戰。雖然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之調查，
菲律賓為跨國企業於 2017-2019 年欲投資的前十五大國家之一，然而，
2016 年 6 月底杜特蒂總統上任後，因其對經濟、外交經驗較為不足，加
上其許多具爭議的發言，使得外資轉而秉持觀望態度。2016 年及 2017 年
外資連續 2 年衰退。(參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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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原始資料係以菲律賓披索計價，為便於必要時的跨國比較而以各年度匯率改為美元計價；投
資成長率仍以菲律賓披索為計價單位計算。
資料來源： 菲律賓國家統計局(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之 Foreign Investments 統計。

圖 12

2007~2017 年菲律賓外商投資金額與成長趨勢

B. 瞭解菲律賓重點產業發展概況與產業發展政策
菲律賓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從農業社會直接往服務業轉型的形
態，並未像其他開發中國家展開全面工業化的過程，因此較為缺乏支撐就
業市場與整體經濟成長的支柱型製造業，使得菲國國內的就業機會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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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不及勞動力成長的速度，因而產生大量勞動力外移至鄰近其他國家的情
形，菲律賓本身也未享受到人口紅利所帶來的優勢。
目前，菲律賓發展較佳的製造業以電子業為代表，其餘產業多屬於相
當初期的發展階段，菲律賓政府為促進各級產業的均衡發展，並強化製造
業的發展基礎，故而自 2010 年艾奎諾執政後即由菲律賓貿工部(DTI)制定
製造業復興計畫(Manufacturing Resurgence Program)，旨在重建菲律賓既
有的產業生產力、強化新的產業能力，以及維持原有競爭優勢之產業競爭
力。2016 年初，菲律賓貿工部進一步在製造業復興計畫的基礎上，提出
「全面國家產業策略(Comprehensive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CNIS)」
計畫，將製造業短、中、長期針對各產業的發展目標訂於 CNIS 計畫中，
以優先發展製造業(含汽車計畫)、農企業、資訊科技業與商業流程管理、
旅遊業、基礎建設及物流業等五大產業。(參表 20)
表 20

菲律賓「全面國家產業策略(CNIS)」計畫
農業

製造業

服務業

優先發展經濟作物(包括橡 優 先 發 展 汽 車 、 航 太 零 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服
膠、椰子、芒果、咖啡、 件、電子、成衣、食品、 務業(如旅遊、建築、船舶
短期
(2014-2017)

可可、香蕉、棕櫚油)；新 資源型產業、化學品、家 修理、維護/修理/檢修)、
興高價值作物；解決供應 具、工模具及造船等十個 加速基礎建設投資、提升
IT-BPM 價值鏈

鏈落差和協調問題；農村 產業
硬體基礎設施；科技基礎
設施；以及人力資源開發

加強農業加工及與其他產 發展高附加價值之上游產 以發展教育、設計、研發、
品的連結性；進入全球產 業(如化學品、鋼鐵)、基礎 金融及基礎建設為主；同
中期
(2018-2021)

業價值鏈；重視研發；強 醫藥技術、金屬製品、整 時發展製造業所需之工程
化供應鏈並提升產品群聚 合與鏈結產業、連結中小 技術及服務業；另外，也
效應；獲得技術與金融的 企業和大型企業、創新生 將加強勞工教育訓練以及
管道；監管和認證體系

態系統、以及研發

能連結製造業的創新生態
體系

73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農業

製造業

服務業

期能加深參與全球產業價 期望以具備高科技交通運 期望菲律賓能成為區域的
值鏈，以及讓菲律賓成為 輸設備、化學品及電機設 訓練中心，並持續升級製
長期
(2022-2025)

農

業

綜

合

企

業 備，汽車、電子、機械、 造業所需之服務業，以維

(agribusiness) 的 區 域 發 展 成衣及食品加工等五個產 持成長力及創造就業機會
中心

業，建構出完整的產業供
應鏈，並成為區域及全球
之生產重鎮

資料來源： 中經院整理

其中在製造業方面，依據 CNIS 計畫，菲律賓短期內(2014-2017 年)
將優先發展汽車、航太零件、電子、成衣、食品、資源型產業、化學品、
家具、工模具及造船等十個產業。中期(2018-2021 年)將發展高附加價值
之上游產業(如化學品、鋼鐵)、基礎醫藥技術、金屬製品、整合與鏈結產
業、連結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創新生態系統、以及研發。而長期
(2022-2025 年)目標則與「製造業復興計畫」相同，期望以具備高科技交
通運輸設備、化學品及電機設備，汽車、電子、機械、成衣及食品加工等
五個產業，建構出完整的產業供應鏈，並成為區域及全球之生產重鎮。另
為強化國內產業與全球價值鏈的連結，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菲國政
府亦提出「包容性創新產業策略」(i3S)，優先發展汽車與零組件、電子製
造服務、航太、化學品、鋼鐵及模具、紡織成衣及家具、造船、旅遊、
IT-BPM、農企業、營建、運輸與物流等 12 項產業。配套措施並包括建立
新的產業聚落、人力資源建置與發展、微中小型企業發展、以及改善經營
與投資環境等。
此外，為支持國內產業發展，基礎建設為菲律賓政策重中之重，故菲
律賓除在「2017-2022 菲律賓發展計畫」中提出要加速基礎建設的發展外，
亦於 2017 年 4 月提出「建設、建設再建設(Build, Build, Build)」計畫，預
計在 2017-2022 年投入 8.4 兆披索(約 1,580 億美元)，並提高基礎建設占國
內產值比重，2017 年菲國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額估計占其國內生產總
值的 5.4%，到 2022 年將提升至 7.4%。在重要工程方面，第一梯次的大
型工程擬於今(2018)年內啟動。重要項目共有 76 件，包括機場(6 項)、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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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9 項)、公車捷運系統(bus rapid transits)(3 項)、道路橋樑(32 項)、港口
(4 項)、能源設施(4 項)、水資源與灌溉系統(10 項)、防洪設施(5 項)以及
城市再開發計畫(3 項)，投資金額共約達 360 億美元。
C. 研析臺灣與菲律賓之雙邊經貿關係
在貿易方面，臺灣對菲律賓長期存有貿易順差。2011 年至 2017 年之
間，臺灣出口至菲律賓平均約每年 87 億美元，進口自菲律賓則平均約 22
億美元。由於臺灣對菲國出口以礦物燃料(汽、柴油)產品居多，受到國際
油價崩跌的影響，導致 2014 年及 2015 年臺灣對菲國出口呈衰退趨勢。不
過，國際油價自 2016 年 10 月開始止跌回升，以及化學品及鋼鐵出口增加，
使得 2016 年臺灣對菲律賓出口回升至 86.6 億美元，2017 年再升至 95.9
億美元。(參圖 13)
在貿易結構方面，2017 年臺灣出口至菲律賓之產品以礦物燃料最
多，約占總出口金額 45%；其次依序為電機設備(33%)、機械設備(4%)、
塑膠(2%)及化學品(2%)，其中以光學製品、金屬製品、電機設備出口上升
最為明顯，分別較 2016 年成長 29%、27%及 21%。而在進口方面，2017
年臺灣自菲律賓進口之產品以電機設備最多，約占總進口金額 57%，其
次則為機械設備、礦物燃料，分別約占總進口金額約 13%及 9%。其中，
2017 年臺灣機械設備較 2016 年之進口上升顯著，相較於 2016 年，進口
成長率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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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2011~2017 年臺灣對菲律賓進出口情況

在投資方面，臺商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雖然開始得相當早，但在菲律
賓的投資相較於其他國家如越南，卻顯得相對有限，大部分前往菲國投資
的臺商企業皆以配合下游客戶的全球生產布局策略為主，近年來則由於中
國大陸生產與勞動成本的上揚，吸引了部分企業赴菲國設廠，加上菲律賓
積極吸引外商的相關優惠政策，方使得臺灣對菲律賓的投資金額逐漸增
加。根據投資業務處整理自菲律賓 PSA，累計至 2017 年，臺灣對菲律賓
投資 1,093 件及 25.22 億美元。2017 年單一年臺灣對菲律賓投資 2.15 億美
元，創近 10 年新高記錄(參圖 14)。對照於臺灣對菲律賓投資件數並未明
顯增加，顯示 2017 年臺商對菲律賓的平均投資規模明顯增加，主要是因
為國泰世華較大規模地增資其馬尼拉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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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008~2017 年臺灣對菲律賓投資情況

另依據臺灣投審會資料，2017 年核准臺商赴菲投資，主要投資產業
為金融及保險業(國泰世華增資其馬尼拉分行)，約占當年度投資總額九成
以上，其他包括電力設備(5.32%)、其他運輸工具製造(1.77%)、批發零售
(0.14%)及運輸倉儲(0.09%)等均為 2017 年臺灣赴菲投資的主要產業。而若
以過去十年觀察，除前述產業之外，電子零組件、金屬製品、食品製造、
以及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均為臺灣至菲律賓投資時的重要
製造業別。
而透過訪談及次級資料歸納，臺商近年在菲律賓投資除過往配合客戶
之外，其人口紅利、稅賦優惠、語言優勢、市場潛力、政策紅利、以及電
子業產業群聚等因素為多數臺商選擇在菲律賓投資的原因。顯示菲律賓經
濟發展與積極提出的政策已逐漸對外商產生磁吸效果，預期應可吸引更多
外商投資，並逐步完善菲律賓重點產業的產業供應鏈。
D. 研析臺菲產業合作之策略
根據菲國產業政策發展目標，並考量臺菲雙方產業互補空間與臺灣對
外投資能量，臺菲目前具合作潛力的既有重要產業包括(1) IC 半導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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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組裝、(3)紡織業(包括成衣、製鞋)、(4)機械(尤重食品、農業機械)等，
而針對此等產業，菲國亦希望臺商能加強布局以創造眾多就業機會。另一
方面，著眼於菲律賓龐大的市場潛力，以及臺、菲產業政策方向，臺菲應
可在部分新興產業，包括如(1)汽車電子、(2)潔淨能源(太陽能、LED)、(3)
資訊服務(商業流程管理 BPM)等存在合作空間。據此，本研究擬針對前述
產業，探討臺菲產業合作策略，以及臺商投資時遭遇的相關議題與所需協
助。
E. 針對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與擬投資菲律賓之臺商企業，研擬對我國政府
與企業之建議
綜合前述分析內容，本研究將彙整說明菲律賓整體經貿與產官學研之
基本架構、菲律賓產業發展政策及重點產業發展概況、以及臺商在菲律賓
當地的經營狀況與臺菲產業合作策略，並研擬對政府與企業的建議，提供
企業進行菲律賓經營布局與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施政方向之參考。
(3) 產業合作策略及建議
A. 整體合作策略
a. 臺灣與菲律賓合作建立工業區，以提高臺商及產業群聚效應
b. 透過文化與人文交流，提升臺灣品牌形象與知名度
c. 善用菲國政策發展方向，整合臺商網絡並結合臺灣軟實力(包括教
育、人力培訓、旅遊、醫療服務等)，帶入臺灣品牌商品
d. 在美中貿易戰下，善用菲律賓與美國、歐盟 GSP 優惠，做為臺商出
口美歐市場的第二生產據點
B. 傳統產業合作策略：
a. 結合菲國農業優勢與臺灣農業與食品加工機械，為菲國提升農業生
產產能與效率，改善小農生活並脫離貧窮
b. 結合文創及雙邊紡織與製鞋特色產品，共同開發利基市場
c. 運用臺菲兩地相近之優勢及菲國電子產業基礎，適度引導大陸臺商
回流臺灣或前往菲律賓，完善兩地產業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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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興產業合作策略：
a. 運用臺灣汽車電子零組件優勢，切入在菲日本汽車廠商之供應鏈體
系，共同拓展菲律賓電動車市場
b. 整合臺灣綠建築與再生能源相關業者，與菲律賓當地大型地產開發
商，共同合作興建綠色新市鎮
c. 運用臺灣「防駭」技術與經驗，協助菲律賓提升資訊安全，雙方共
同探討共享經濟下之資訊安全議題
4. 從產業鏈移轉看臺印度產業合作之影響-以手機產業為例
(1) 研究方法
掌握印度手機市場與產業現況、政策發展趨勢，了解印度手機產業發
展可能的需求，臺灣產業能量與未來合作利基，本研究將採用初級與次級
資料收集，彙整相關資料後進行後續研析，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A. 次級資料收集：新聞媒體、研究報告、官方數據、研討會講義等，針
對研究架構中印度手機市場與產業發等展面彙整相資料與研析。
B. 初級資料收集：訪談廠商、公協會與專家座談會等形式，針對研究架
構中臺灣廠商對印度產業發展成熟度、市場趨勢、投資經營風險與困
難等議題彙整相資料與研析。
C. 研析彙整臺印度之產業相關資料，並掌握印度產業發展趨勢與需求，
同步考量廠商之合作利基，提出未來與印度產業合作之策略建議。
(2) 研究內容
印度近年經濟成長迅速，雖歷經廢鈔政策與稅制改革的短期動盪，在
疑慮澄清後恢復穩定發展的趨勢，目前 IMF 預估 GDP 成長仍可保持 7%
以上的高速成長，為全球發展最迅速的經濟體。然而近期國際原油價格飆
漲與印度匯率貶值的雙重壓力，將可能對今年的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但仍可維持成長的動能，預估將躍居第五大經濟體。世界銀行預測印度
2018 年經濟成長率將達 7.3%，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經濟體。
由於經濟發展與所得提升，並且在印度總理莫迪上任後大力推動數位
79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印度政策，推動印度數位化與科技建設進展，可預見手機將成為民眾消
費、支付與申辦各項服務的主要裝置，隨著通訊基礎建設的普及與通訊系
統升級，將會帶動更多智慧手機使用與換機潮。此外，智慧城市與數位印
度政策積極推動印度城市化基礎建設與數位化基礎。為強化印度製造政
策，透過提高進口關稅等方式引導外商至印度設廠生產，且在印度本地製
造商持續遊說下，進口關稅有可能再進一步調升。
2014 年 5 月印度總理莫迪上任以來陸續推出「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
「百座智慧城市」(Smart Cities Mission)、
「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
「技能印度」(Skill India)、「新創印度」(Startup India) ，以及統一稅制
(Goods and ServicesTax,GST)等重大經建政策，並進行稅制規範、投資法
規、市場自由化、經商環境等結構性改革，希望達成吸引外資設廠製造、
落實數位基礎建設、鼓勵新創企業，以及提升勞動素質等目標，金磚印度
已今非昔彼。
印度莫迪政府為扶持本土生產並鼓勵外商投資，於 2014 推行「印度
製造(Make In India)」政策，立志將印度打造成全球製造業中心。這一計
畫以市場化、自由化為主導思想，以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為核心思路，
包含莫迪政府快速拉動製造業增長、創造就業崗位兩大執政訴求。過去兩
年內，印度製造業上升趨勢明顯，印度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自 2014 年
至 2017 年底增加了 37%，2016 年至 2017 年外資流入金額更達 600 億美
金，較前一年度增加達 8%，顯見該政策及其龐大的內需市場已有效吸引
外資的投入。而印度持續成長的經濟及龐大的內需，實為我商不可缺席的
市場。針對手機製造產業之政策，可分為以下三波：

 首波政策引入外資投入手機產業─印度製造
「印度製造」計畫包含莫迪政府的有兩大執政訴求：一為拉動製造業
大規模成長，二為創造就業機會。兩年多來，莫迪政府在「印度製造」已
推出多項改革措施：
包含：降低政府管制壁壘，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稅制改革；土地徵收
制度改革：勞工制度改革等政策，目的為改善印度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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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波政策往上游延伸，規劃逐年拓展當地零組件的生產能量─階段
性製造計畫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盼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口號
下推動製造業，刺激疲軟的經濟與創造百萬就業，如今 3 年多過去，所謂
「印度製造」仍只是進口零件進行手機組裝。
印 度 政 府 在 2016 年 對 手 機 製 造 提 出 階 段 性 計 畫 (The 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PMP)，將在地製造範疇涵蓋手機產品之半組
裝與其零件、半散套件等，分 4 年階段性要求特定零組件在地製造，而其
課徵的反補貼稅(Countervailing duty，CVD)稅收差異為 1%(在地製造) vs.
12.5%(進口)與投資誘因，目標是每年加速當地智慧型手機製造業生產價
值。印度電子通訊部次長 Aruna Sundarajan 受訪指出「雖然我們是從手
機組裝開始，但我們也盼能提升價值鏈，很多投資人都對投資該地區展現
興趣。」
根據「階段性製造業計畫」所列之課稅零配件產品，從 2016 年的充
電器、變壓器、電池組、有線耳機的製造開始，2017 年的機構件(如天線、
相機鏡頭、機殼、螺帽、SIM 卡插槽、密封機構件等)、橫切件(如導電布、
電池蓋散熱貼、保護膜、Mylar、墊子件連接泡棉等)、麥克風與接收器、
按鍵、USB 傳輸線，2018 年的印刷電路板組裝、相機模組、連接器，到
2019 年則要求面板組裝、觸控螢幕/保護玻璃組裝、震動馬達/震鈴器等零
組件加重課稅，並預計到 2020 年生產高端零件。莫迪政府已調升電池、
充電器等低價值零件關稅。2018 年 4 月印度電子及資通訊部擬於近期內
將 手 機 主 機 板 (motherboards) 、 相 機 模 組 (camera modules) 及 連 接 器
(connectors)等 3 項零組件進口關稅自 0%調高至 10%，惟仍待印度財政部
最終決定。目前印度已對進口之手機充電器、電池、插座、麥克風、揚聲
器、鍵盤等零組件課徵 15%之進口關稅。
 第三波簡化企業處理繁雜稅務與加速退稅流程─商品與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法案
印度於 2017 年 7 月正式推行商品及服務稅(GST)改革，旨在落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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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擁有單一商品及服務稅制，消除中央政府和各邦的多重間接稅，同時
加速企業或物退稅的行政時程。商品及服務稅對進口稅沒有帶來重大改
變 ， 其 中 反 補 貼 稅 (Countervailing duty ， CVD) 和 特 別 附 加 稅 (Special
Additional Duty；簡稱 SAD)由綜合商品及服務稅(IGST)取代，而基本關稅
保持不變。在徵收商品及服務稅後，基本關稅仍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主要稅
種。
大部分電器和電子產品的綜合商品及服務稅率為 18%，但手機稅率
則是 12%，而附件則較高。手機的基本關稅率為 20%，而其零部件的稅
率則稍低，不過電器及電子產品業認為手機的 12%綜合商品及服務稅率
會給消費者帶來額外的價格負擔，並且不利於實現印度成為電器及電子產
品 出口中 心的願 景。業 界要求 政府考 慮把綜 合商品 及服務 稅率調 低至
5%，以符合「數位印度」的目標。
進口關稅對手機產業鏈遷移至印度影響力增強，2018 年 4 月，印度
電子資訊技術部有意針對智慧型手機進口電路板(PCB)課徵 10%關稅，藉
此提升國內製造實力，這也是該國政府推動電子產業在印度生產的最新規
劃。
倘若印度財政部批准最新關稅建議，預料不久後就會實施，屆時進口
電路板成本增加，迫使業者選擇採用當地零件。此舉將使有意擴大在印度
製造與組裝產能的蘋果等業者必須使用當地電路板，韓廠三星電子
(Samsung Electronics)與印度廠商 Lava 也可獲得優勢，這些廠商本身在印
度握有嵌入零件至電路板的產能。
國際品牌與其供應鏈因應稅率調高加快赴印度布局，過去印度國內雖
有手機製造工廠，但多是從國外進口主機板、晶片與零組件等至印度組
裝，屬於較低層次的加工，而在關稅調整後，印度廠商同樣面臨成本提高
的情況，不少供應鏈將可能隨之因應成本墊高的壓力，開始赴印投資設廠
或進行投資評估，可從近期大廠發佈的訊息觀察到此一趨勢。
同時，政策引導已經逐漸顯示成果，印度網路及行動通訊協會
(IAMAI)與人工智慧公司 Enixta 共同發布的報告指出，到 2020 年，印度
市場銷售的手機將有 96%是印度製造。2017 年，印度製造的手機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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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了 11%，已經遠遠超過了 2014 年的 3%。在 2017 財年內，印度智慧
手機的進口規模下降了近一半。預測到 2019 年，印度的智慧手機生產量
將達到 5 億部，價值 460 億美元。另外，印度也計畫推動智慧手機零部件
產業，產業價值將高達 80 億美元，將能夠提供大量直接和間接的就業機
會。

資料來源： 資策會 MIC 整理

圖 15

印度手機產業供應鏈現況

評估競爭國家在印度布局狀況、臺灣產業能量與印度市場/產業需
求，可以看出供應鏈已經有明顯向印度移動之趨勢，伴隨品牌商在印度布
局，臺廠供應鏈也將隨之移動至印度以達到群聚的效益，但某些高階晶片
與關鍵零組件，印度在技術、人才與基礎設施上缺乏的情況下，在這部份
發展仍需要時間培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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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資策會 MIC 整理

圖 16

臺商於印度優劣勢與機會-電子製造(手機)

盤點目前印度功能型手機與智慧型手機的印度本土製造商製造能量
可以發現，整個手機的產業鏈木年多是屬於初階的組裝廠，相關核心零組
件與配件多還是依賴進口，精密的高階零件包含鏡頭、面板、處理器、聲
學零件等主要從韓國與日本進口，特別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零組件與配件佔
相當大的比例。
因此可知，臺灣廠商可以切入點可能是目前提高關稅的零配件、PCB
等項目，下階段將針對顯示器與震動器等項目調高，因此都可能具有吸引
廠商設廠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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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印度手機供應鏈現況與機會
印度手機產業現況

處理器

 印度 SKD 業者直接與處理器業者進行交易
 2016 年處理器產量為 2.5 億顆，占整個電子零組件產業的 30%
 根據不同的技術現階段採購自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
 100 萬片智慧型手機面板及 150 萬片功能型手機面板

面板

天線

聲學
零件

記憶體

相機模組

連接器

電池

 印度礦業集團 Vedanta Resources 成立的顯示器廠 Twinstar Display 在
2016 年 3 月投資 100 億美元，在印度成立第一家 LCD 廠。以印度為出
口中樞，Twinstar Display 在 2016 年 3 月投資 100 億美元，在印度成立
第一家 LCD 廠。以印度為出口中樞，Twinstar Display 計畫自 2018 年
開始生產 LCD 面板。
 研發為主的發展發現有助於發展更寬寬頻的零組件，以支持多網連結
與縮小外觀的設計
 麥克風與揚聲器都是進口的。但是它們在印度進行 PCB 組裝
 韓國與日本為印度最受歡迎的兩大聲學零件供應國
 印度 SKD 組裝在 2016 年有 1 億台的商機
 印度 SKD 業者直接與處理器業者進行交易
 2016 年處理器產量為 2.5 億顆，占整個電子零組件產業的 30%
 現階段仍從韓國跟日本進口
 相機模組供應鏈，包括鏡頭、感測器與模組組裝
 印度的連接器製造已經略具基礎，代表性供應商包括 Molex 及 Tyco
 從中國大陸購買
 現階段從中國大陸進口。日本擁有最先進的電池技術，但是電池配件
則是在中國大陸製造的。
 印度當地電池組裝廠/製造廠最有可能在 2017 年開始運作
 完全從大陸進口

被動元件

 需要更大的生態圈，以鼓勵更多製造在地化的投資
 產業是以研發為主，且重點在小型化

印刷電路板

充電器

 業者不直接採購印刷電路板
 在印度長期來說有商機
 現階段在印度製造，但也有部分是進口的
 出貨主要是國內市場需求

資料來源： 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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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PCB 為例：印度手機 PCB 漲關稅，將迫使廠商赴印度生產
HDI 板等印製電路板(PCB)是智慧手機的核心電子部件，是處理器、
存儲晶片和無線晶片等關鍵零部件的載體，其成本約占整體智慧手機成本
的一半，屬於高階 PCB 板，目前印度在現階段生產條件仍不足，且包含
相關軟板、低階 PCB 板等，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就佔全球七成的產量，
印度主要現有手機製造主要為進口主機板至印度本土組裝，而手機零組件
從中國大陸進口約占八成。為了促進印度手機工業發展與創造就業，透過
關稅調漲的方式，提高進口成本，進口 PCB 會變得更昂貴，迫使廠商思
考在印度當地生產該產品。短期臺商仍屬觀望，長期而言，廠商將視品牌
商或客戶要求，再評估市場與成本後，決定是否移至印度設廠生產。鴻海
旗下子公司富智康正加速印度製造動作，其中手機 PCB 現已設立產線啟
動生產，在整體產業角度來看，臺 PCB 廠海外投資目前仍集中在中國大
陸，至於南向投資雖然多所評估，但是受限產業人才及供應鏈不完整，短
期仍無法看到大手筆投資動作。
臺灣 PCB 產業雖仍然保持在龍頭地位，產值已成為第 2 位生產國，
臺商在自動化、利基市場、生產方式仍要不斷提升才能保有領先。
臺灣 PCB 產業面對中、日、韓不斷競爭之下，臺灣電路板廠商仍以
31.3%的市占率領先，穩居在龍頭地位，其次為日本的 20.5%及大陸的
17.4%，但是如果陸資、港資廠商市占率加總，接近 22%超越日本，成為
世界第 2 大 PCB 生產國，值得注意。
(3) 產業合作策略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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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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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之合作夥伴。擁有 13 億人口之印度為全球主要市場且成長快速，日、
韓、陸等國之產業鏈均已加快融入印度市場，推動臺印產業、技術與人才
合作，促使臺系產業鏈在全球主要市場(印度)佔有一席之地，進而提升臺
灣在國際知名度，帶動我國產業成長。最後，我國在重點產業領域具備相
當技術能量，藉由導引我國相關技術輸出在印度之示範推廣與媒合，匯集
專案技術推動與應用模式成果，拓展我國業者在國際上技術移轉與設備輸
出之合作空間。
印度製造階段性製造計畫(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每年會
將若干手機零組件納入關稅課徵範圍，以引導業者逐步將手機供應鏈及合
作夥伴拉到印度生產，印度政府十月公布 35 種有關手機零組件生產的機
器或零組件關稅免除，這些生產設備或零組件，都是用來生產已經或即將
被課徵關稅的手機產品項目，此次關稅免除方案顯示印度積極鼓勵手機在
地生產。
隨著印度手機市場不斷擴大，並且在印度政府調高手機等電子產品進
口關稅後，預料國際品牌將考慮市場競爭力，選擇擴大在印度的製造規
模，將進一步要求代工製造廠商如緯創、鴻海等，在印度設廠或擴廠增加
本地製造的出貨量，以因應逐年對整機與零配件關稅調高對售價的衝擊。
隨著組裝廠產量的擴大，配合當地市場需求變化、交期要求等因素考量，
未來將帶動相關供應鏈至印度設廠，縮短其運輸時間與避免關稅課徵等成
本。
臺印度雙方合作的立基點仍在於市場規模與需求量是否能夠支撐赴
印度投資生產的建置成本，並且由於電子製造產業具有群聚特性，仍須考
量上游原物料供應是否能夠配合、相關工具機與設備的維修與支援服務能
量以及客戶需求量與長期合作穩定性等要素。品牌商聯手代工廠在印度建
廠或擴廠的投資，在 2018 年可觀察到明顯成長，預期未來也將帶動相關
供應鏈廠商跟隨至周邊設廠形成群聚。
考量印度在政治、經濟、文化與法律等各層面的差異較高，雖英文為
官方語言，但多數勞工仍慣用當地語言，且各個州之間的民族、文化與語
言差異甚距，對臺灣廠商赴印度投資設廠具有較高的挑戰性。同時考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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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所在的區位因素，部分區域較具發展基礎，因此在該區域若要尋找適
當的場址與土地，並且考量價格、建廠成本等因素，往往曠日廢時。
透過建立臺灣產業聚落擴展印度市場與完善供應鏈體系，臺灣開發廠
商目前已在班加羅爾動工興建第一座臺灣高科技創新園區，未來將可提供
單一窗口的一站式服務、完善穩定的基礎設施、水電供給、廢棄物處理、
園區管理等服務，支持與協助臺商解決複印度投資的困難，並且藉由產業
群聚完善供應鏈體系，形成規模效益。未來可將科技園區經營建立經驗典
範，並擴散至印度其他地區，帶動科技園區開發商機與臺灣技術輸出機會。
5. 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研析及臺馬產業合作契機
(1) 研究方法
透過資料蒐集與整理分析，加上調查訪談相關可能的專家、機構，和
企業對象，探詢臺馬產業合作契機，以及相關建議。
研究內容主要是著重在追蹤了解臺馬兩國在數位經濟與智慧城市相
關政策，及關連產業的發展現況，尋求瞭解目前雙方的合作狀況，或是未
來相關產業鏈的合作可能契機。藉由研析臺馬在智慧城市相關產業合作的
策略，以提供兩國產業交流合作推動工作之參考。
(2) 研究內容
A. 智慧城市
所謂的智慧城市，並不單只是資訊技術上應用於城市管理的解決方
法，其定義是有其目的性，在於作為提升人類群居生活環境上的改善工
具，除了提升生活品質、更安全舒適的環境，也包括達到都市經濟的永
續發展的目的，我們可以簡單分為以下幾種智慧城市的發展目標：
a. 經濟上健康合理可持續
智慧城市首先應該具有智慧的經濟結構和產業體系，高效增長的城
市經濟體系。智慧城市的經濟是綠色經濟。智慧城市的經濟是低碳經濟。
智慧城市的經濟是循環經濟。
b. 生活上和諧安全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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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充滿活力、積極向上富有朝氣的具有未來視野的居住
地。智慧城市是以人為本的城市.其核心是運用創新科技手段服務于廣大
城市居民。智慧城市是生活舒適便捷的城市。
c. 管理上科技智慧資訊化
城市管理包括政府管理與居民自我生活管理，管理的科技化要求不
斷創新科技，運用智慧化資訊化手段讓城市生活更協調平衡，是城市具
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智 慧 城 市 最 明 顯 的 表 現 即 是 廣 泛 運 用 資 訊 化 手 段 ， 這 也 是 “Smart
City”所包含的意義。伴隨著資訊化技術不斷應用而提出的，意味著城市
管理者通過資訊基礎設施和實體基礎設施的有效建設，利用網路技術和
IT 技術實現智慧化，為各行各業創造價值，為人們構築完美生活。簡單
來說，Smart City 就是城市的資訊化和一體化管理，是利用先進的資訊技
術隨時隨地感知、捕獲、傳遞和處理資訊並加以應用，創造新的價值。
本研究基於我國推動智慧城市政策的發展目標，相關產業配合政策
投入不同的應用開發，有一定的基礎和成果，是足以對外拓展和尋求合
作的條件，有鑑於馬來西亞相對其他國家較具條件發展智慧城市應用相
關的基礎條件，目前也正推動相關的政策，與國際上的合作也有相關案
例，目前也列入臺馬產業鏈合作的分論壇中，因此，今年的專題題目：
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及臺馬產業合作契機研析。希望能深入
研析臺馬在智慧城市相關產業合作策略，以利兩國產業交流合作推動工
作之參考。
B. 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相關政策介紹
首先，為了瞭解馬來西亞國內對發展智慧城市的相關產業環境和政
策配套，本研究追蹤馬來西亞在智慧城市相關產業，如電子電機等產業
的發展經驗，再了解馬來西亞政府過去到現在所推動的相關建設與政策
是否有關於智慧城市的發展，並佐以相關智慧城市的發展案例，以及與
國外合作的經驗案例說明。
a. 馬來西亞發展智慧城市產業的基礎背景條件
馬來西亞的電機及電子產品(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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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在東南亞區域相當早，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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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10 大半導體公司中，有 6 家已在馬國投資，半導體產業占馬國
電子與電機產業 40%。目前馬國為全球半導體裝配及測試領導國家，占
全球逾 12%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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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智慧城市推動政策
 工業 4.0
馬來西亞於 2017 年第四季通過工業 4.0 推動政策，由國際貿易暨工
業部(MITI)主導，並結合科技創新部、通訊與多媒體部、財政部、人力資
源部、高等教育部及大馬中小企業機構等推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
4.0)計畫。希望大馬中小企業瞭解工業 4.0 的重要性，藉由大量運用自動
化機器人、感測器、物聯網、供應鏈網路、銷售及生產大數據分析，以
人機協作方式提高全製造價值鏈之生產力及品質，以增強企業競爭力。
目前馬國有逾 5,000 家資金充裕大型企業或跨國企業，座落在雪蘭莪
州、檳城和柔佛州，已邁入工業 4.0。政府擔心國內中小企業，因其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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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業 2.0，或工業 3.0，未追隨或跟不上工業 4.0 的中小企業，可能被
邊緣化或淘汰。希望協助中小企業深入瞭解工業 4.0 計畫，內容涵蓋基礎
設施、人力資源開發、法規和激勵措施，以確保國家維持高競爭力。
推動重點，主要在於 9 項重點驅動科技：Autonomous Robots、Big Data
Analytics 、 Cloud Computing 、 Internet of Things (IoT) 、 Additive
Manufacturing (3D Printing)、System Integration、Cybersecurity、Augmented
Reality、Simulation。
推動工作的單位分工，分為 5 個 Technical Working Groups (TWGs)，
包括：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Eco-system led by KKMM(通訊及多媒體
部)；Funding and Incentives led by MOF(財政部)；Talent and Human Capital
led by MOHR(人力資源部) and MOHE(高等教育部)；Technology and
Standards led by MOSTI(科技創新部)；以及 SMEs led by SME Corp(中小
企業機構)。

 物聯網產業(IoT)
馬 來 西 亞 物 聯 網 的 推 動 工 作 ， 由 科 技 創 新 部 (Ministry of Science,
Innovation & Technology) 委 託 轄 下 之 資 通 訊 科 技 研 發 中 心 (Appli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Mimos)，於 2015 年規劃發布國家物聯網策略藍圖(National
IoT Strategic Roadmap)。其目標乃是建立一個能夠擴大物聯網應用範圍的
國家經濟生態圈，使其成為馬來西亞下一個階段的經濟成長來源。
根據計畫當中的預測，在 2020 年時，物聯網產業將為馬來西亞經濟
貢獻 95 億馬幣的產值，並且該項數字預估到了 2025 年更會大幅膨脹至
425 億馬幣的水準；此外，馬來西亞政府也期望藉由推動物聯網的發展，
能夠在 2020 年以前創造出 14,270 個高階技術工作。
推動重點，主要願景是希望把馬來西亞建設成為整體區域物聯網發
展的樞紐；而其任務，主要是創造國家生態系統使物聯網的使用與產業
化，使成為經濟成長新來源，目標包括：1.創造有利於物聯網產業發展的
生態系；2.強化技術能力，培養具全球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3.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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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區域物聯網發展的樞紐。
在推動策略上，短期策略：1.為物聯網發展成產業的轉型步驟；2.通
過試點項目朝向既定規劃目標推動。而長期策略：1.大馬物聯網的成形；
2.開放式創新架構的建立；3.開放式社群數據架構的創造。
c. 馬來西亞智慧城市對外合作案例
 中國大陸華為
來自中國大陸的通信設備大廠華為於大馬設立南太地區部總部。
2015 年，華為在馬來西亞推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並在馬來西亞賽城成
立南太客戶解決方案創新與集成體驗中心(CSIC)，設立雲存儲、物聯網
和大數據實驗室，協助馬來西亞向數字智慧國家轉型。
華為南太地區部總部設立在馬來西亞，並在當地成立了 11 個共享中
心，為馬來西亞主要電信運營商提供服務，致力於馬來西亞的高速寬頻、
4G 及其他 ICT 技術發展。
每年，華為在位於賽城(Cyberjaya)的全球培訓中心為兩萬名工程師提
供培訓；華為與馬來西亞多媒體發展機構 MDeC 的聯合培訓項目為一萬
多名當地師生提供了 ICT 培訓。同時，華為還在馬來西亞八所頂尖大學
建立了培訓實驗室；在過去兩年中，華為共選送 36 名馬來西亞大學生前
往中國大陸參加為期兩周的「未來種子」學習之旅。
另 外 ， 2016 年 3 月 華 為 與 馬 來 西 亞 沙 巴 州 政 府 簽 署 合 作 備 忘錄
(MoU)。該備忘錄旨在將沙巴打造成為區域 ICT 中心和智慧州，致力於向
當地民眾提供世界一流的聯接和技術，以提高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
隨後，雙方並成立聯合工作組，以確保合作計劃的順利實施。
華為向沙巴州輸出包括高速寬頻、廣泛無線覆蓋、智慧旅遊、安全
城市、ICT 人才培養等在內的最先進的專業知識，以鞏固沙巴支柱產業發
展，打造安全的投資、旅遊環境。

 中國大陸阿里巴巴


建立數位自由貿易區(DF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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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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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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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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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馬來西亞城市大腦
2018 年 ， 阿 里 巴 巴 旗 下 的 阿 里 雲 與 馬 來 西 亞 數 字 經 濟 發 展 局

(MDeC)、馬來西亞首都市議會吉隆坡市政局(DBKL)，共同推出「馬來西
亞城市大腦」計畫，由阿里雲的大型計算引擎「飛天」(Apsara)驅動，透
過影像和圖像識別、數據挖掘及機器學習等技術，對都市空間不同來源
所衍生的海量異構數據進行全面採集、整合及協助分析路況，計算行車
時間及距離，從而調節交通燈訊號及控制車流量。
該系統可連接多個城市管理系統，包括應急分配系統、召喚救護車
系統、交通指揮及交通燈控制系統等進行動態協調。一旦有緊急事故發
生，阿里雲稱，「城市大腦」可以為緊急車輛快速規劃最佳路線，甚至協
助調整該路線上的車流，讓車輛以最快速度抵達目的地。
 韓國 SK 集團
2018 年 2 月 23 日大馬政府與韓國 SK 集團簽署兩項建立策略伙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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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瞭解備忘錄(MoU)，雙方將在 5 大重要領域展開「創意合作」
，SK 集
團將在吉隆坡設立區域總部，並協助把賽城(Cyberjaya)打造為“智慧城
市”。第一份備忘錄的簽署方為大馬政府及 SK 集團；第二份則是由大馬
財政部屬下的 Cyberview 有限公司和 SK 集團的兩家子公司(SK 控股公司
及 SK 電訊公司)三方簽署。
其中，第一份備忘錄，雙方將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5G 網路、石
油與天然氣、綠色科技及城市發展的領域，進行“創意合作”。第二份備忘
錄，則是雙方在大馬打造“藍海智慧城市”，從賽城率先開始，希望賽城可
成為智慧城市的典範，讓國內外其他城市仿效。
大馬政府認為，賽城的“智慧城市”概念與其他城市不同，注重大數據
(big data)，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司皆可參與賽城智慧城市的發展，希望
利用 SK 集團的專長，結合 Cyberview 打造智慧城市的願景，以改變大馬
城市的基礎建設、科技及宜居性。
C. 臺灣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介紹
a. 智慧城市推動政策
 數位經濟政策計畫
有關智慧城市的相關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全面提升我國的資訊
化、數位化發展，其中，行政院 2016 年 11 月 24 日公布「數位國家・創
新經濟發展方案」
，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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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數位經濟規模能夠成長至新台
幣 6.5 兆元、民眾數位生活服務使用普及率達到 80%、寬頻服務可達
2Gbps、保證國民 25Mbps 寬頻上網基本權利、我國資訊國力排名能夠躍
進到前 10 名。
該方案除了在產業經濟方面，能夠跳脫過去產業發展瓶頸，並帶動
當前物聯網、智慧機械、綠能、醫療照護等國家重點產業發展之外，也
非常重視強化數位基磐建設、發展平等活躍之網路社會，以及打造服務
型數位政府，同時亦期望透過建設永續、智慧城鄉，提昇生活品質，讓
國民享有富裕安康生活。因此，該方案可說是一個架構完整，涵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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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前景的重要方案。

 智慧城鄉政策
為運用智慧聯網科技，建構國民優質生活空間，包括提升國土運用、
維持環境品質、保障國民安全，以及建構智慧生活環境，政府鼓勵從地
方出發，連接中央的政策配套支持，透過激勵地方匯集資源，促成區域
聯合發展治理，以滿足國民優質生活需求，平衡區域發展和永續發展。
尊重地方政府及人士的觀點，以地方長期發展需求為主，把在地生
活空間作為實踐場域，善用在地產學研創新生態，並建立跨區域開放創
新平臺，以提升國民生活及在地產業。中央政府則需要協調各部會及產
學研成果導入，協助地方推動智慧城鄉發展規劃，加速落實實證場域之
各項創新應用，同時要促成在地學研機構與在地企業合作，強化區域創
新生態體系，促進智慧城鄉相關產業發展。
在智慧城市相關應用領域，可以包括運用在交通運輸、醫療照護，
或是永續環保等領域。可以透過感測器來做數據蒐集，再透過數據分析
資料，並應用相關數據所發現的結果來產生相關問題的解決方案。例如
在交通運輸應用上，可以透過交通即時資訊之互動和分享，來優化大眾
交通運輸品質；亦可運用穿戴式感測裝置來協助老人照護等。

b. 智慧城市應用案例
 智慧城市實驗場域-台北市
將台北市建成亞洲第一個首都級的物聯網實驗平台，打造智慧生活
實驗室，為一個城市級的 Living Lab，希望透過創新應用的實驗，讓資通
訊產業方案得以在平台中被實踐，並且讓更多有意願的民間團隊能在臺
北市開發各式物聯網應用服務。引導建立物聯網生態體系(Eco-system)，
邀集產業界投入資源，設置物聯網基地台及協助成立物聯網創新實驗室。
應用場域：將全臺北市當作實驗場域，佈建物聯網通訊基台，開放
新創團隊申請測試，同時讓物聯網通訊業者與新創團隊能交流分享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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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應用情境一、空污感測：透過物聯網技術的應用，將空汙感測系統
做成行動感測版本，結合資料校正、省電節能等設計，將空氣污染感測
能由現有的定點測試，進一步成為穿梭大街小巷的個人行動感測，期望
大幅提升資料的準確性與即時性，也試探透過行動感測進行動態污染源
追蹤的可行性。
應用情境二、智慧停車：藉由物聯網技術的應用，結合微波感測、
低功率太陽能充電電路，搭配大數據雲端資料平台，開發出智慧城市路
邊停車位管理系統，可偵測車輛變動以及即時提供停車資訊。
自 2016 年起，台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已啟動超過 130 件 POC(構
想驗證)智慧城市案例，涵蓋各種應用領域如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
觀光、智慧建築及自駕車等。應用項目如翡翠水庫庫區智慧管理、路口
監控車流、大樓室內導引系統、智慧城市垃圾回收整合系統等。

 智慧醫療
宏碁智雲健康管理平台 aBeing Wellness。提供遠距照護受照顧者，
透過無線健康量測醫療設備與穿戴式裝置，收集生理數據，提供慢性病
的病友健康監測和遠距照護的相關服務。
健康監測的應用，主要用智慧穿戴等量測裝置協助進行自我健康的
日常管理，持續記錄並觀察監測，進行資料蒐集和數據分析經雲端送交
專業團隊；一旦察覺異常徵兆，可透過遠端的智慧裝置，立即給適當建
議或訊息通知醫療單位。
遠距照護的應用，有長期照護需求的受照顧者，可透過智慧裝置和
高互動性的視訊設備，與專業的醫護人員進行如臨現場的遠距醫療諮
詢。而醫護人員則可依據蒐集的數據報告，主動提出專業建議。
於 2017 年初，宏碁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共同宣布在智慧醫療攜手合
作，導入該院遠距諮詢中心，於 2017 年 7 月開始，針對台北的宏碁集團
員工，還有友達光電台中地區三大廠(中科一廠、中科二廠、后里先端廠)，
提供超過 1000 位員工含括慢性病高風險、壓力偵測、甩油健康促進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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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職場健康管理方案」。
未來將順應政府專案要求，以南向政策主要推廣到東南亞(首波以馬
來西亞、越南優先)，以臺灣團隊，打進國際市場

 智慧教育
緯創資通是全球最大的資訊及通訊產品主要供應商之一，提供客戶
全方位完整服務，近幾年則積極投入 AI 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總部在臺灣，
也於亞洲、歐洲、美洲佈建營運平台，全球員工超過 6 萬名。
緯創開展技術服務事業(Technology Service Provider，TSP)於 2013 年
即在馬來西亞試點合格，拿下 3 所學校資格審核，2014 年開始大量建置
電子教室，馬來西亞雲端教室服務有「大量落地計劃」。
於 2014 年攜手台北市政府合作推出「數位學習教育雲」
，並取名「台
北酷課雲」，結合產業教育雲，運用過去教學雲部署經驗，內容包括「單
一簽入服務」、「課前/中/後教學資源平臺」、「雲端書櫃」、「數位學習平
臺」；規劃整合入平台的應用服務包含「教育應用程式大市集」、「校務行
政系統」，以及「巨量資料分析」。
協助北市教育局建構整合性教育雲端服務，加速推動創新應用。建
立學生學習歷程及成長歷程，設計理念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台北
市師生個人化的數位學習服務，相關歷程記錄也會作為政府教育單位施
政改善的參考依據。

 智慧環境
訊舟科技開發能偵測 PM2.5 濃度的「空氣盒子」
。空氣盒子就是一微
型感測器，可用來偵測 PM2.5、溫度、濕度，但單純的監測數據顯示並
不足以支持這個計劃持續推動下去。空氣盒子之所以在全臺各地受到迴
響主要在於其資料公開，且數據完全公開上網。
臺灣是全球能夠最密集偵測 PM2.5 的地方。由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陳伶志和民間「開源公益環境感測網路」(LASS)所發起，並
結合網通設備業者訊舟科技的力量，將能夠即時偵測 PM2.5 濃度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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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盒子」推廣到全臺各地，並串聯形成公開的大數據平台。
訊舟先是導入至北市十二個行政區各一所學校使用，之後更陸續拓
展至六都，到目前為止，空氣盒子已在全臺建置超過 3,000 個，幾乎遍佈
全臺、甚至外島，也因為夠密集，才能完整掌握 PM2.5 的移動跟擴散軌
跡。且不只用作空品監測，學校單位還透過設備趁勢教育學童環保議題。
臺灣在短期內便將空品監測計劃推廣至全臺，其成功經驗更吸引國
外政府注意，包括韓國與印尼都來臺灣取經。
D. 臺馬智慧城市產業合作分析
a. 臺馬智慧城市產業合作條件分析
馬來西亞都市化程度高(74.7%)，政府支持汽車製造業，汽車擁有率
高，公共交通建設不足，導致通勤時間、交通死亡數、CO2 排放量皆為
東南亞國家相對嚴重的國家，具發展智慧交通計畫迫切性，馬來西亞政
府政策支持先進智慧交通系統。
我國工業電腦業者、交通系統整合業者、交通付費票證業者最有機
會從多模式交通系統軟硬體整合進行布局。
馬來西亞農業佔經濟比重仍高，是國內很重要的產業，大面積栽種
油棕等經濟作物，為能提升農產品產量與品質，需要更科學的技術來經
營管理，對於智慧農業的需求高。
我國農業科技領先，時有馬國公私部門來臺尋求技術移轉和合作，
目前我國在無人機於智慧農業的應用上也相當符合馬國需求，有更多合
作空間。
在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園區的應用需求上，我方仍有領先幅
度，可以與大馬合作。
大馬位於東協中心，可作為東協國家的樞紐，多元種族和宗教條件，
亦可連結南亞和中東阿拉伯世界，以及語言優勢是最佳練兵市場和市場
試探的灘頭堡。
b. 臺馬智慧城市合作模式
 智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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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是個天然資源豐饒的國度，大片經濟農作滿佈的馬來半島
與北婆羅洲，也為馬來西亞帶來全球第二大棕櫚油生產國的桂冠。種植
面積廣闊的油棕管理不易，靠傳統人力常力有未逮，無法確切掌握油棕
的種植真實狀況。
透過臺灣經緯航太的無人機的幫助，空拍照片可以利用人工智慧精
確標示數量與座標，還可以用多頻譜空拍分析棕梠樹的生長狀況，給予
精準的肥料投送建議，不只協助馬來西亞油棕業者一個大忙，更提升了
這項經濟作物的種植效率。
為了將農業提升至智慧農業的新層次，經緯自組了「農耕 4.0 無人機
隊」，將行之有年的工業 4.0 導入其中，藉以找尋高經濟價值和具經濟規
模的標的，同時找來了臺灣長榮大學，與在馬來西亞的砂勞越科技大學，
共同成立「無人機研究與應用中心」(Dron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er
簡稱 DRAC)」。
透過與業界建立緊密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幫著大馬培養、訓練人才，
用以作為日後南向拓展事業的基礎。
c. 臺馬智慧城市合作遭遇的困難
 官方政策規劃的訊息缺乏
智慧城市的規劃建置都是需要由政府單位來發起，因此，在缺乏官
方角色和主導的智慧城市規劃，推動較為不易，尤其是在智慧交通、智
慧教育、智慧治安等領域，都屬於可能受限於法令規範及管理機構的問
題。另外，智慧城市的需求主要都從下而上的，因應在地要解決的問題
而延伸出的智慧化需求，需要深入了解各地政府的潛在需求，方能找到
商機。

 官方需求偏重全面性、系統性的需求
個別廠商，尤其中小企業僅能就其所能提供的產品服務來行銷，但
我們發現馬國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智慧城市的規劃和建置想法，
偏好較為大型、整體、系統性的產品和服務，馬國國際化程度高，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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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即 長 期 與 國 際 大 公 司 合 作 ， 透 過 國 際 大 企 業 提 供 的 TOTAL
SOLUTION 來完成相關政策，和規劃評估，若要獲得馬國政府的青睞，
需要研究如何符合馬國習慣的採購和偏好模式，而這多數是中小企業的
臺商能力所不及的。

 尋求在地相關合作企業的資訊缺乏
智慧城市的建置落實有在地特性，包括生活、文化、法令規範，以
及需要待解決的問題，都是只有在地的人民最為清楚，才能找出關鍵的
問題所在，因此，在馬來西亞要行銷智慧城市的方案，除了需要讓大馬
客戶能看到實際案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當地找到可以合作的夥伴，
這對中小企業的臺商而言，不具備這樣的尋找能力，許多時候是透過介
紹碰運氣，如何能找到適合的合作對象，並合理分配利潤獲致雙贏，通
常是最困難的部分。
(3) 產業合作策略及建議
A. 定期辦理政策交流會議
在臺馬兩國既有的交流平台，透過資訊分享及問題討論，了解臺馬智
慧城市相關規劃建置的需求，尤其以地方建設的相關需求，除與中央層級
的議題討論，例如馬國雪蘭莪州每年都辦理雪蘭莪精明城市與未來商務論
壇暨展會活動，與會者有機會參與分享展示、或作為經驗交流與商機媒合
的平台，目前在檳城、柔佛州與吉隆坡市都是屬於馬國在智慧城市(精明
城市)發展上的前段班，各自有其不同的需求，應針對個案做準備，結合
我方資源，並尋求與在地合作對象共同來位需求者研究解決方案和提供產
品與服務。
B. 定期辦理產業拜會參訪交流活動
智慧城市相關產業涉及資通訊設備軟硬體服務，物聯網與應用領域的
相關產業技術發展，為規劃建置智慧城市的相關設施與服務，都需要與在
地業者共同合作，因此有可能在拜會各地政府發掘相關需求外，也同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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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在地的相關產業發展狀況與能量，以尋求在地合作夥伴的可能，方
能增加智慧城市案件投標成功的機會。
C. 定期辦理臺馬產業鏈結論壇有助於提供媒合平台
目前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包含智慧城市分論壇，相關法人與企業
可藉由論壇平台所提供的專題分享和媒合活動來尋求商機與合作契機，過
去兩屆主要與中央層級單位合作辦理，未來或應邀請地方政府代表共同來
參與，以確切了解各地方的規劃建置需求，能有利於讓馬國地方代表了解
我國企業在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的發展能量，取得信任和增進商機的開拓。
D. 透過智庫或法人辦理相關產業發展或技術研討會
目前除負責智慧城市產業分論壇的相關法人規劃安排臺馬雙方機構或
企業的交流媒合工作，智庫透過與地方和研究機構交流時，探詢了解在地
的智慧城市建置的需求，同時介紹臺灣在智慧城市的發展狀況和技術服務
等資訊，並將相關資訊分享給國內產官學單位，或引薦媒合臺灣相關企業
與地方政府和在地企業，以增進雙方的認識與交流，或可結合相關專業法
人辦理相關產業之發展或技術研討會，透過交流尋求商機與合作對象。
(二)產經動態觀測
本年度結合智庫能量，每月針對印尼、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
度、越南及緬甸等國總體經濟、政策、產業、對外關係等四個面向之重要
動態資訊進行蒐集匯整，每國資訊包含 1 則當月重要事件評析和約 10 則
重點產經新聞，每月彙整成 1 份產經動態觀測報告(如圖 17)，已產出 1
月至 10 月份報告共 10 份，並提供資訊予工業總會、工業局各業務組、產
業推動辦公室和相關業者參考，以即時了解各國重要經濟、政策、產業情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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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6 月份即時產經動態觀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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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跨國智庫合作交流
本年度透過互訪交流、舉辦研討會或共同研究等方式，探討雙邊產業
合作議題，期藉由與亞太國家重要智庫建立交流與合作關係，深入掌握目
標國家產業政策、市場需求及產經動態，並運用合作目標國重要智庫對政
府政策的建議權和影響力，協助促進產業合作，與印尼、印度、泰國、馬
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智庫交流分述如下：
表 22

跨國智庫交流研討會

印尼

印度

泰國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6/5

8/8

9/27

9/28

11/30

12/1

時
間

國 立 成 功 大 台大集思會議 泰國曼谷 Grand 泰 國 法 政 大 中華經濟研究 臺灣大學
學 國 際 會 議 中心-感恩廳

Centre

Point 學 蘭 實 校 區 院

地 廳

Ratchadamri 飯 (Rangsit

點

店會議室

Campus)

第

四大樓一樓
會議廳
臺 印 尼 產 業 2018 年臺灣 臺 泰 綠 色 科 技 臺 泰 科 技 於 臺菲產業合作 臺 馬 產 業 關 聯
發 展 合 作 研 印 度 產 業 發 合 作 展 望 (The 文 化 及 產 業 研
討會

討

(The 研究研討會

展 合 作 研 討 Future Prospects 合 作 研 討 會 Prospects of
會
of
(Thailand and Taiwan-Philip

名

Taiwan-Thailan

稱

d Collaboration Science
on

pines

Taiwan

and Industrial

Green Technology in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為 推 動 新 南 包含臺印度手 規 劃 針 對 儲 能 分 享 泰 國 與 分享臺灣與菲 臺 馬 產 業 關 聯
向 政 策 進 行 機產業分析、 科技、太陽光電 臺 灣 產 業 合 律律目前重要 研究交流，嘗試
亞 太 產 業 鏈 工業區發展、 等主題，探討臺 作經驗、泰國 產 業 發 展 政 透 過 臺 馬 智 庫
內 結，邀請印尼 電 子 製 造 趨 泰 產 業 合 作 機 面 臨 之 經 濟 策，並探討臺 共 同 合 作 建 構
容 智 庫 來 臺 分 勢，預計透過 會與策略，以深 發 展 挑 戰 以 菲雙邊可能的 跨 國 產 業 關 聯
享 印 尼 經 濟 交流促成臺灣 化 臺 泰 合 作 之 及 臺 泰 合 作 合作機會與商 表，藉以分析兩
政策、國際關 廠商對印度商 產 業 領 域 並 提 之機會等，臺 機

國產業與經濟

係、華人集團 機與經營環境 升合作效益

發展的相關可

泰方學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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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印度

泰國

泰國

菲律賓

馬來西亞

發展概況，深 之了解

針對臺泰產

能 發 展 與 影

化雙邊交流

業合作前景

響，並與國際學

及合作，促進

進行交流

者分享交流請

產業合作。

益，以做為未來
更深入的研究
準備。

印 尼 國 家 科 印度國際經濟 泰 國 發 展 研 究 泰 國 法 政 大 菲律賓雅典耀 馬 來 西 亞 經 濟
學 研 究 院 關係研究院 院
合

(ICRIER)

(LIPI)

(Thailand 學科技學院

、 Development

(ELCINA)

智

研究院(MIER)

Economics

印度電子協會 Research

作

大學經濟系
School of

Institute, TDRI)

Social
Sciences

庫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協 國 立 成 功 大 世正開發
辦 學東南亞研
單 究

中

臺灣產業關聯
-

心

-

-

學會(TAIOS)

位 (CSEAS)
泗水大學、經 印度國際經濟 TDRI 、 工 研 院 法政大學、泰 雅典耀大學、 馬 來 西 亞 經 濟
交
流
分

緯航太、正修 關 係 研 究 院 綠能所、泰國外 國 管 理 系 統 PIDS

研

科技大學、成 (ICRIER)、 印 國 商 會 聯 合 總 認 證 中 心 (泰

(MIER) 、 日 本

度 電 子 協 會 會、臺商/泰商等 國 工 業 部 前

橫濱大學、日本

(ELCINA)、世

次

IDE-JETRO 專

正開發

Pramode)、泰

功大學

享
單

長

究

院

家等

國臺灣商會

位

聯合總會、泰
商等

1. 印尼：
(1) 高峰論壇演講：
A. 本年度透過互訪交流，洽談及規劃臺印尼雙邊智庫合作，1 月份工
研院產科國際所工作小組前往 LIPI 總部，拜會 LIPI 副院長 Dr.
Nuke(主管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邀請 Dr. Nuke 於臺印尼高峰論壇
演講，並討論演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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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月 6 日 LIPI 副院長出席於印尼雅加達舉辦之 2018 臺印尼高峰論壇，
專 題 演 講 「 印 尼 工 業 發 展 及 合 作 契 機 Indonesi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oopration Opportunities」
C. 印尼建國大學(BINUS University)於 2018 臺印尼高峰論壇中與工研院
產科國際所簽署合作備忘錄，後續將在市場研究、人才培育、企業顧
問服務等領域探討合作機會。
(2) 雙邊互訪交流：
表 23
國家
印尼

我方智庫
工研院產
科國際所

107 年度臺印尼智庫交流與合作情形
對方智庫

印尼國家科學研究
院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
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ndonesia/LIPI)

印尼建國大學
(BINUS University)
為印尼排名第一的
私立大學

交流內容

備忘錄

1. 於 1/16 拜會副院長 Dr. Tri Nuke 是(106 年)
Pudjiastuti，邀請於 2018 臺印尼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進行專題演
講，並確認於 6 月在臺灣合作舉
辦智庫交流研討會，LIPI 經濟研
究中心將派員來臺演講。
2. 於 6/5 在成功大學舉辦「臺印尼
產業發展合作研討會」
，LIPI 經濟
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Dr.
Maxensius Tri Sambodo 來臺演講
印尼國家總經環境及政策。
3. 於 8/6 在雅加達 Fairmont Hotel 舉
辦 201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邀請 LIPI 副院長 Bambang
Subiyanto 在大會演講。
4. 於 8/9 在 LIPI 經濟研究中心舉辦
印尼基礎建設小型研討會，雙方
分別針對印尼基礎建設研究進行
分享。
1. 7 月初 Binus 大學董事長率領
是(107 年)
Binus Industry Partner Program 一
行約 30 人來臺參訪，邀請工研院
產科國際所張超群副所長介紹工
研院及臺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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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我方智庫

對方智庫

交流內容

簽訂合作
備忘錄

2.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與 Binus 大學
於 8/6 舉辦的 2018 臺印尼產業鏈
結高峰論壇簽署合作備忘錄，雙
方將在培訓、產業發展、創新等
領域合作。
3. 於 10/8 拜訪 Binus 大學 Tirta 副校
長和 Meyliana 副校長，針對臺灣
產學鏈結機制和工研院新創育成
機制進行分享，並達成共識於明
年度連結 Binus 大學校友網絡，
針對新興應用共同舉辦雙邊業者
交流會。
4. Binus 大學 Tirta 副校長於 10/18
訪問工研院產科國際所，針對工
研院推動產學鏈結與創業育成等
機制，進行進一步討論與經驗分
享。
印尼 Paramadina 大
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1. 於 10/9 首次拜訪該智庫，由代理
主任 Muhamad Ikhsan 接待，該院
承接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委
(Paramadina Public
託的研究計畫，針對美國企業於
Policy Institute)
由印尼知名伊斯蘭
印尼投資的發展狀況及表現進行
學者成立，該校前任
調查，後續也將針對中國大陸在
校長為目前雅加達
印尼的投資進行研究。
省長，基金會成員包 1. 明年雙邊可合作舉辦智庫交流研
括印尼現任副總統。
討會，探討主要國家在印尼的投
資情況，以及印尼潛在投資機會。

(3) 跨國智庫交流研討會
6 月 5 日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和國立成功大學東南
亞研究中心(CSEAS)共同舉辦「臺印尼產業發展合作研討會」
，議程如下：
 時間：107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 09:00~16:5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 B1 第二演講室(臺南市大學路 1 號國立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指導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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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產經中心(IEK)、國立成功大學東南亞研究
中心(CSEAS)
表 24
時間

2018 年臺灣印尼產業發展合作研討會議程
議程

講者

08:40-09:00 來賓報到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IETO)代表

09:00-09:20 貴賓致詞及合影
09:20-09:45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執行長

臺灣與新南向國家產業合作前景
工研院 IEK 馬利艷經理
展望

09:45-10:25 印尼國家總經環境及政策

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 經濟研究中心 資
深研究員 Dr. Maxensius Tri Sambodo

10:25-10:40 休息

Break

10:40-11:20 印尼華人集團企業經營和文化
11:20-11:50

印尼泗水大學 商學院院長
Prof. Dr. Sujoko Efferin

臺灣中小企業的發展與競爭優
成功大學國企所所長 史習安教授
勢：經驗與印尼分享

11:50-12:00 問題討論

主持人：工研院 IEK 張超群副主任

12:00-13:15 中餐

Lunch

13:15-13:45 無人機於棕櫚園農業應用

經緯航太科技公司 羅正方董事長

13:45-14:25

顛覆性時代下印尼當地企業的生 印尼泗水大學 商學院教授
存智慧
Dr. Putu Anom Mahadwartha

14:25-14:40 休息

Break

印尼國際關係協會 顧問會主席
當代日本與印尼的關係：挑戰與
14:40-15:20
Prof. Dr. Tirta N. Mursitama
機遇
*現任印尼建國大學產學副校長
15:20-15:40

連結臺灣與印尼的發展策略和產 成功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宋鎮照
業合作：建立雙贏成長伙伴關係 特聘教授

15:40-16:00 印尼 4.0 倡議：臺灣產業合作機會 正修科技大學國企系 戴萬平教授
主持人：成功大學 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宋鎮照特聘教授

16:00-16:50 座談討論

與談者：所有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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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討會邀請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 Dr. Maxensius、
印尼泗水大學商學院院長 Sujoko、印尼泗水大學商學院教授 Pro. Putu 及
印尼國際關係協會顧問會主席暨印尼建國大學產學副校長 Tirta 來臺，與
經緯航太董事長羅正方、正修科技大學戴萬平教授，以及主辦方工研院
IEK 和成功大學分享印尼經濟政策、國際關係、華人集團發展概況、智慧
農業之技術應用等，並透析臺灣與新南向國家產業合作之展望與機會。
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羅伯特代表於致辭中提到，工研院 IEK 和
LIPI 經濟研究中心於「2017 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簽訂合作意向書，
為雙方交流及夥伴關係之重要里程碑，本次研討會更加深產業領域的發展與
知識交流。印尼政府正積極採取多個政策以增進印尼、臺灣企業交流，2018
年 4 月印尼宣布國家級工業 4.0 政策-Making Indonesia 4.0，內含五大領域包
括食品和飲料工業、紡織和服裝工業、汽車工業、化學工業和電子工業，而
臺灣是世界的製造基地、電腦科技產地與工業 4.0 領導範例，這是臺灣的世
界競爭力，也是臺灣印尼雙方合作重點與機會。
工研院產經中心馬利艷經理透析與東南亞重要國家產業合作之考量面
向及優先合作之國家及產業別，並透過臺灣產業布局調查及臺商合作案例分
享目前與東南亞國家之合作模式，更指出臺灣的產業優勢為高階的製造能力
及完整的產業生態，因此可擔任解決方案提供者，協助建立完整供應鏈及發
展產業叢聚，並就區域及全球市場的拓展進行經驗分享及合作。建議未來的
合作可建立在產業、市場、機構、能力建構等 4 大面向，相互合作不僅係促
進東南亞國家產業轉型及製造業升級，亦為臺灣產業拓展市場，達到互惠及
雙贏局面。
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LIPI) Dr. Maxensius 介紹印尼經濟環境時提
到，印尼經濟處於穩健狀態，但國內仍面臨需提升產業的能力及生產力，
也需面對全球財經如全球利率、中美貿易關係、油價上升，和與中東國家
及韓國政治經貿之外部衝擊與挑戰。除應持續穩定印尼總體經濟和緩和外
部衝擊外，應加強製造業的成長，除成長率高的基礎金屬製造，應再提升
科技產品的製造能力，並將投資聚焦於印尼之重點發展產業。
印尼泗水大學商學院院長 Prof. Dr. Sujoko 除介紹印尼華人的歷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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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企業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華人企業的轉型過程外，更提到印尼華人企業
(CIB)無法從家族企業的根基分離，CIB 的轉變皆為適應組織發展及商業
環境的變動，不可能完全背棄家族文化。為因應印尼商業環境的變動，以
及有效管理持股人關係，CIB 更需要經濟、法律、社會、生態等素養的掌
控力及多元文化應對技巧。另一位泗水大學商學院教授 Prof. Dr. Putu 指
出，印尼企業與家族企業的差異在於企業重視生產與服務品質和企業盈
收，而家族則重視家族的財務安全性、個人的挑戰、滿意度與獎勵…等，
良好的家族企業特色是能運用管理機制促進家族、企業及持股人的期望達
成。然而家族企業因家庭缺乏溝通，無法平衡企業與家族的需求。在這科
技變動的數位時代，印尼三大家族企業（Robert Budi Hartono 家族、Sudono
Salim 家族、Eka Tjipta Widjaja 家族）信奉竹子哲學，前 4 年加強根基，
第 5 年開始成長，起步緩慢成長，加強企業網絡、市場、產品/服務、品
牌形象等，後續高度成長以獲得更好的未來、福利及穩定性，作為他們的
企業生存之道。
印尼國際關係協會顧問會主席 Prof. Dr. Tirta 介紹日本與印尼的關係
中指出，印尼與日本建交 60 年，雙方在歷史、政治及經濟關係緊密，日
本更為印尼第 2 大投資國，包括汽車、電子及能源等，但近 2 年因中國大
陸介入提供資金與基礎建設，及日本在雅加達萬隆高鐵計畫的失敗，使得
印日情勢面臨了挑戰。早在 2007 年雙方簽署了「印尼-日本經濟夥伴協定
(IJEPA)」，透過日本製造業與工業發展中心(MIDEC)提升印尼國家產業競
爭力，然而實際上這份協定中，6 項跨領域合作僅執行 3 項(焊接、製模、
金屬切割)，7 項特定領域合作僅執行 2 項(電子、汽車)，因此這份協定的
利益及效能似無法達成預期效果，未來印日更需持續執行 IJEPA，印尼應
發展工業及提昇技術能力，以因應中國大陸強勁的擴張。
經緯航太董事長羅正方表示，馬來西亞及印尼皆有龐大的棕櫚園，透
過人工智慧辨識技術及分析能力，目前已成功地將無人機應用於印尼與馬
來西亞棕櫚園，提高農作物的產能；除印尼外，馬來西亞棕櫚園面積之龐
大，經濟效益相當高，未來可擴張至馬來西亞香蕉、越南咖啡、泰國米，
也可與印尼合作，臺灣可依據需求提供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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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國企系戴萬平教授於會中介紹印尼 4.0 倡議及印尼 4.0
的目標(包含 5 項優先產業計畫及 10 項 KPI 指標)，更指出臺灣與印尼不
僅於貿易及投資部分進行合作，人才訓練亦相當重要，因其於當地之產業
投資需有相對的人才資源。印尼有高端研發經驗，其曾建造飛機及潛水
艇，然而缺乏產業鏈整合及製造技術支援，倘臺灣對其提供訓練計畫，或
可藉此有進一步合作機會，而印尼可藉臺灣經驗升級產業，共創雙贏。
成功大學國企所所長史習安教授於會中介紹 20 家臺灣中小企業及其
成功關鍵因素，並表示經評析這些企業的成功關鍵要素，可分為 3 個層
次：首先需著重於企業策略，包括利基市場、全球布局及差異化，具有優
勢性產品及服務以創造價值；其次考量管理層面，包括人才及營運管理，
加強技術、提升品質、降低成本，然後發展自有品牌以創造更大價值；最
後是發展企業社會責任，與社群保持良好關係，以提升企業形象。
成大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宋鎮照特聘教授指出，臺灣與印尼同屬海島
國家，對於海島經濟與產業發展雙邊具有對接合作的需求。同時臺灣在東
南亞區域的產業戰略有兩個重要主軸：一是可與越南、印尼和菲律賓建構
環南海區域經濟成長區；二是可跟緬甸、印尼和泰國發展成長夥伴關係，
而印尼無疑地扮演著臺灣產業前進東南亞區域的核心戰略位置。尤其當臺
灣提出新南向政策之際，印尼政府也力推「全球海洋支柱戰略」，雙方勢
必在新農業、石化、鋼鐵、生物科技、綠能、建築、電商、數位、文創、
經濟特區、海洋和教育等產業方面有密切合作機會，並建立雙贏合作夥伴
關係。
研討會與會者包括國內業者、技術法人、學者專家、計畫執行團隊及
政府相關單位等總計 180 人出席，交換產業、技術合作及國情文化等資
訊。本次研討會主要希望透過邀請印尼智庫學者來臺灣進行經驗交流及分
享，除了學界的知識交流，也透過此次機會讓臺灣廠商，尤其是南部科學
園區、高雄工業區等的中小企業廠商可以進一步了解印尼的政治、經濟及
產業方面的發展，希冀可以透過本次研討會，促進雙方產業有進一步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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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度：
(1) 高峰論壇演講：
計畫原訂安排臺印度雙邊智庫在臺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演講，發表
雙方智庫研究或交流成果，以及對雙方政府與產業之建議，後配合大會主
辦單位議程規劃，安排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所(MIC)陳子昂資深總監
於電子製造及工業區分論壇，針對臺灣與印度在電子製造產業合作前瞻發
表研究成果與建議，論述過去臺灣經濟發展歷程，推動電子產業發展與升
級的關鍵成功因素。
印度推行多項政策與電子製造有密切關聯，未來印度將成重要市場與
生產基地，雙方可以透過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在生產製造、人才培育、
市場開發、研發等面向共同建立生態體系。
(2) 雙邊互訪交流：
臺印度雙邊智庫透過互訪，並赴印度拜訪重要公協會與學術單位，深
化雙方鏈結，針對產業合作領域與議題交換意見，並聚焦臺印度潛力產業
領域，掌握印度政策發展方向、產業發展動態與需求、市場潛力與商機，
如電子製造、綠色能源、智慧城市、廢棄物處理、前瞻技術(人工智慧、
大數據)。另外透過舉辦臺印度研討會，邀請印度電子製造、手機與通訊
專家來臺，針對市場需求與未來發展趨勢進行探討，提供給臺灣廠商了解
印度產業趨勢與商機。
表 25
國家

印度

我方智庫

107 年度臺印度智庫交流與合作情形
對方智庫

交流內容

簽訂合作
備忘錄

1. 於 5 月前往印度拜訪，邀請八
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 月來臺參與智庫研討會，針對
究院 (Indian Council 有關印度手機製造產業與電信
資 策 會 for Research on
市場發展與挑戰相關議題發表
是
MIC
研究成果，並且邀請參與臺印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度產業合作論壇。
ICRIER)
2. 於 8 月前往印度再次拜訪，針
對電子製造、廢棄物處理、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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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我方智庫

對方智庫

交流內容
療器材、智慧城市等議題進行
意見交換。

1. 於 8 月前往印度進行首次拜
印 度 觀 察 家 基 金 會 訪，針對印度發展資訊安全、
(Observer
Research 人工智慧、大數據、通訊、數
位建設等領域議題進行討論，
Foundation, ORF)
掌握政策發展趨勢。
1. 針對能源議題包含太陽能發電
系統、儲能系統與電網布建在
印 度 理 工 學 院 (The
印度的發展交換意見。
Indian Institutes of
2. 討論印度農產品存儲、加工與
Technology, IIT) 德里
冷鏈運輸能量現況，並了解印
分校
度當地產業對食品加工技術與
工具機的需求狀況。
1. 據 CII 與印度政府官員接觸的
意象得知，目前政府相當重視
人工智慧的發展，並首重健康
醫療領域。
2. 印度工業聯合會將在 2019 年 2
印度工業聯合會 The 月 3 至 5 日舉辦全球首屆人工
Confederation
of 智慧大展(AI India)，將會展示
Indian Industry (CII)
多達 12 個領域，包含健康醫
療、航太國防、車輛、農業與
食品加工、財務服務、教育與
職訓、交通運籌、媒體娛樂、
零售電商、能源、製造、科技
與通訊。
1. 於 5 月前往印度拜訪，邀請八
月來臺參與智庫研討會，並針
對印度電子製造產業與市場機
會進行成果分享與討論。
印度電子工業協會
(ELCINA)

2. 於 8 月前往印度再次拜訪，討
論雙邊電子產業合作模式，包
含資訊交流、產業媒合、工業
區設立、人才培訓等。產業合
作則建議 聚焦電腦 、無線通
訊、汽車與汽車電子、光學、
LED 與電動汽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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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國智庫交流研討會
8 月 8 日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舉辦「2018 年臺灣印度產業發
展合作研討會」，議程如下：
 時間：107 年 8 月 8 日(星期三) 14:00~17:00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 感恩廳 ( 臺北市忠孝東路 3 段 1 號, 億光
大樓 2 樓)
 指導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資策會 MIC 分析師對印度政經、產業發展趨勢進行整體概況介紹，為
聽眾建立背景資訊與研究成果分享；印度智庫研究員發表研究成果與協會
專家針對印度產業發展趨勢分享前瞻觀點，臺灣廠商針對印度經商環境、
投資機會與工業區建設等議題分享。以上主題發表將提供與會人員第一手
資訊，並且透過交流互動的方式提供與會人員能對雙方產業合作有更進一
步的了解。本次交流研討會針對臺印度雙邊重要議題，探討未來作為研究
題目的可行性，若進行後續研究，研究成果可做為未來廠商洽談臺灣印度雙
方產業合作的參考資訊與提供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建議。
表 26

2018 年臺灣印度產業發展合作研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講者

13:30-14:00 報到
資策會 MIC

14:00-14:10 開幕歡迎致詞

陳子昂資深總監

14:10-14:20 貴賓致詞
14:20-14:40
14:40-15:20

探索印度製造經營環境、產業政策與需 資策會 MIC
求
楊欣倫產業分析師
前瞻印度電子製造趨勢與商機

印度電子協會 ELCINA

(英文演講)

Rajoo Goel 秘書長

15:20-15:35
15:35-16:05

中場休息
剖析印度手機市場與政策展望

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 ICRIER

(英文演講)

Mansi Jaju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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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講者

世正開發(CDC)
前進印度!印度高科技製造基地及臺灣
16:05-16:45
張凱涵主任
產業聚落
馬諾基 Manoj Kriplani 經理
16:45-17:00 綜合討論

此次研討會由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產業分析師楊欣倫針對印
度產業政策、經營環境與市場機會面相發表研究成果，印度在總理莫迪執
政後推出多項政策促進經濟發展，包含印度製造、數位印度、智慧城市、
創業印度、技能印度等。主要為推動印度本土製造業與內需市場的自給能
力，同時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吸引更多外資投資印度。目前較為積極推動
手機在印度製造，透過階段性製造計畫，逐年針對手機零組件與配件等項
目調高關稅，利用調高關稅引導製造商在印度設廠生產，促進本土產業與
技術發展，同時也創造就業。
邀 請 印 度 國 際 經 濟 關 係 研 究 院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 Mansi Jaju 研究員針對印度手機
產業的成長性、挑戰與機會發表研究成果。研究預期印度手機產業對經濟
成長貢獻率從 2018 年 6.5%至 2020 年成長至 8.2%，具有高度成長性。為
因應印度手機市場的快速成長，產業對於手機供應鏈的塑造也積極布局，
包含人才培訓、產業群聚等措施。臺灣過去在全球電子製造供應鏈位居重
要地位，隨著印度市場規模擴張以及政策發展，未來在印度設廠生產將成
為趨勢，同時也將帶動整體供應鏈在印度建立起生態體系，從研發設計、
零組件生產、組裝測試到銷售以及售後服務，將具有龐大商機。
印度電子協會(ELCINA) Rajoo Goel 秘書長針對印度電子製造趨勢與
商機說明，隨著印度經濟發展與所得提高，未來看好三大消費領域：手機、
家電、汽車。而消費性電子在近幾年發展相當迅速，在消費性電子領域，
如電視機、LED 照明、機上盒，商用領域如 PoS 機、車用電子等在未來
將會有明顯的需求成長。而所有電子產品均需要有關鍵零件印刷電路板，
臺灣在此領域佔有世界重要地位與技術高度，因此是印度積極尋求合作的
重要領域。印度積極降低石化能源使用，鼓勵發展電動車，印度是汽車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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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大國與市場，宣示至 2030 將全面採用電動車，但目前印度的研發能量
仍有其限制，外商積極赴印度布局，臺灣為車輛零組件全球供應鏈重要夥
伴，將來可著眼印度電動車市場成長所帶動的需求商機。
世正開發馬諾基 Manoj Kriplani 經理針對印度總體經濟發展概況做說
明，並且針對印度製造所列之 25 個領域之產業與臺灣產業交叉分析，指
出在電子製造、汽車零組件等領域臺印度商方具有合作機會。並針對高科
技製造發展較為成熟的卡納塔克邦投資環境分析對臺商投資印度的政策
優惠與市場誘因。張凱涵主任針對臺灣在印度投資設立的首個科技創新國
際園區介紹，園區坐落於卡納塔克邦的班加羅爾市，有印度矽谷之稱。園
區位於印度 Bangalore High-Tech, Defense & Aerospace Park 內，靠近班加
羅爾國際機場成為臺灣高科技產業(電機電子、智慧機械)生產研發聚落的
產業園區。目標成為印度境內國際水準之產業園區，並針對臺灣與國際高
科技產業進行招商，形塑上下游群聚的產業聚落。
研討會與會者包括國內業者、技術法人、學者專家、計畫執行團隊及
政府相關單位等總計 91 人出席，交換產業、技術合作及國情文化等資訊。
本次研討會主要希望透過邀請印度智庫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學者、印
度電子協會專家來臺灣，以及世正開發經理人進行經驗交流及分享，針對
印度經濟發展與電子產業研究成果發表，分享在印度設立臺灣科技園區開
發過程與對臺商產業群聚與產業發展前景說明，透過此次機會讓臺灣廠商
可以進一步了解印度的政治、經濟及產業方面的發展，希冀可以透過本次
研討會，促進雙方產業有進一步的合作。
3. 泰國：
(1) 高峰論壇演講：
6 月 28 日 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臺北舉行，我方智庫代表中
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介紹臺商進入泰國的策略模式與臺泰合作的商
機產業；泰方智庫泰國發展研究院（TDRI）Somkiat Tangkitvanich 院長
進行泰國 AI 產業前瞻合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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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邊互訪交流：
表 27
國家

我方智庫

107 年度臺泰智庫交流與合作情形
對方智庫

交流內容

簽訂合作
備忘錄

1. 洽邀該院院長出席 6/28 臺泰產
業鏈結高峰論壇並發表演講。
泰國發展研究院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DRI)
泰國

中經院

泰國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及 其
他大學學者)

2. 本院與該院合辦臺泰綠色科技
合作展望研討會，透過交流互動
方式共同探討臺泰綠色科技相
關產業(儲能、太陽能等)以及智
慧機械產業未來合作機會。本次
研討會不僅凝聚雙方對綠色產
業合作之共識，在此良好的互動
基礎下，亦增進雙邊產學研機構
未來交流與合作的機會。

是
(106 年)

1. 本院與法政大學科技學院合辦
臺泰科技於文化及產業合作研
討會，會中分享雙邊產業合作經
驗、泰國面臨挑戰、臺商在泰國
發展趨勢與轉型，以及探討未來
雙邊合作前景等。此研討會不僅
增進雙方對於臺泰經濟與產業
政策之了解，並支持後續共同推
展人員互訪與機構合作。

其他雙邊交流：
 4/11 泰國前工業部次長及 DIP 副局長來臺拜會
 6/27 泰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 FTI）資深副主席
Mr. Thawee Piyapatana 率領泰國 27 位團員來臺參與第 27 屆臺泰經
濟合作會議
 8/21 泰國前工業部副局長來臺參與臺泰紡織成衣產業鏈結合作座談
會，與臺灣紡織業尋求技術合作機會，期盼讓雙方的製造能量發揮加乘
效果(Made in Taiwan × Made in Thailand, MI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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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國智庫交流研討會
A. 臺泰綠色科技合作展望
中華經濟研究院與泰國發展研究院(TDRI)於 9 月 27 日在泰國曼谷
Grand Centre Point Ratchadamri 飯店會議室合辦智庫交流研討會，主題為
「 臺 泰 綠 色 科 技 合 作 展 望 」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aiwan-Thailand
Collabor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議程如下：
 時間：107 年 9 月 27 日
 地點：泰國曼谷 Grand Centre Point Ratchadamri 飯店會議室
 指導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中華經濟研究院
表 28
時間

臺泰綠色科技合作展望議程

議程

講者

14:00~14:30

報到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濟組組長

14:30~14:35 貴賓/主持人致詞

14:35~14:55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Dr. Somkiat Tangkitvanich/ 泰 國 發 展 研 究 院
(TDRI)院長

泰國儲能產業發展及與臺灣 Mr. Chanyut Chayawattana
的合作
Deputy CEO, Energy Solution Management

林江財博士
臺灣太陽能產業發展經驗與
14:55~15:15
工業技術研究院
臺泰合作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顧問
林俊甫博士
臺灣智慧機械發展經驗與臺
15:15-15:35
中華經濟研究院
泰合作
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15:35~15:50

休息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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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講者
主持人：Dr. Somkiat Tangkitvanich/泰國發展研
究院(TDRI)院長
與談人
 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康樹德/泰國外國商會聯合總會主席
 Mr. Chanyut Chayawattana, Deputy CEO,

Energy Solution Management

 Dr. Rujiroj Leeraruji, Deputy Director, Energy

Absolute

專題討論
15:50~17:00 臺泰綠色科技合作策略與政
策意涵

 譚中一/Senior Director, Sales & Market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Thailand)

Delta

Electronics

 Dr. Saowaruj Rattanakhamfu/泰國發展研究院

(TDRI)資深研究員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林江財/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顧問
 林俊甫/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高君逸/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分析師

本次研討會邀請產業界與學者專家等共 32 人參與，由 TDRI 院長 Dr.
Somkiat Tangkitvanich 主持，邀請包括臺大經濟系陳教授添枝、工研院綠
能所林顧問江財、TDRI 資深研究員 Dr. Saowaruj Rattanakhamfu、駐泰代
表處代表、泰國外國商會聯合總會主席康樹德、泰國再生能源科技公司
Energy Absolute 能源解決管理副總經理 Mr. Chanyut Chayawattana、副處
長 Dr. Rujiroj Leeraruji 與泰達電譚經理中一參與與談。
本論壇首先由前國發會主委現任臺大經濟系教授陳添枝開幕致詞，接
著 請 泰 國 再 生 能 源 科 技 公 司 Energy Absolute 能 源 解 決 管 理 副 總 經 理
Mr. Chanyut Chayawattana 報告「泰國儲能產業發展與臺灣的合作」(The
Role of Energy Storage in Thailand’s Future Industri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Mr. Chanyut Chayawattana 介紹泰國 Energy Absolute 公司經營再
生能源發電、鋰電池、電動車及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RSS)應用等相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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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業務，且已與我國有量科技(Amita Technologies)及工研院等就鋰電池及
電 動 車 用 電 池 等 技 術 發 展 成 為 合 作 夥 伴 關 係 。 在 儲 能 系 統 方 面 ， Mr.
Chanyut Chayawattana 表示儲能系統有助於再生能源的供電穩定，盼藉由
將 ESS 融入電網，將發電、儲電管理擴及消費端點，進一步提升電網運
作效能。
第二場由工研院林江財顧問報告「臺灣太陽能產業發展經驗與臺泰合
作」(Taiwan’s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Solar Power and Taiwan-Thailand
Collaboration)。林顧問介紹臺灣的能源政策與發展目標，盼能以臺灣的技
術優勢，結合泰國發展太陽能的優勢環境(日照時間、天災少等)與再生能
源發展需求(2036 年前將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比提升至 15-20%)，強化雙邊
的合作，目前已有許多臺灣光電企業如昱晶能源、台達電及大同等赴泰國
進行太陽光電投資的布局。
第三場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林俊甫助研究員報告「臺
灣智慧機械發展經驗與臺泰合作」(Taiwan’s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Taiwan-Thailand Collaboration)。林助研究員介紹
臺灣工具機產業朝向智慧機械發展的概況，傳統製程升級為智慧製造的前
題包括需藉物聯網讓機器間相互連結、數據蒐集及資料分析等技術。臺灣
智慧製造與日本模式類似，以生產應用面為導向，將智慧機械予以產業
化，將精密機械、機器人、物聯網及大數據等智慧科技導入傳統產業的生
產流程。臺灣製造商具備為顧客因地制宜、量身訂做製造系統之能力的強
項，未來臺泰合作可針對特定應用的小規模智慧製造系統，滿足泰國日增
的工業自訂化需求。
接著與會專家針對臺泰綠色科技合作策略與政策意涵進行討論。泰國
外國商會聯合總會康樹德主席首先表示，太陽能與智慧機械產業都是「泰
國 4.0」計畫下積極推動，同時也是臺灣具有優勢的產業，雙方具有合作
潛力。康主席進一步指出，泰國產業目前正積極朝向綠色化、智慧化轉型，
包括電動車、機器人等先進科技領域之開發都已有相關實績，臺灣應把握
時機推動合作。但臺泰合作應不再侷限於傳統以產品、出口為主的合作，
而應思考「製造+服務」，即以服務、商業模式帶動產品的概念開展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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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此方向亦十分適合綠能產業與智慧機械產業的特性。目前中國
大陸、日本、韓國業者都已經進入泰國與東協市場，泰國本地企業亦快速
發展，臺商過去仰賴的製造、成本優勢也必須有所轉型。其次，針對臺泰
太陽能產業合作，TDRI 資深研究員 Dr. Saowaruj Rattanakhamfu 表示，過
往慣由政府財務補助的光電發展模式，易受國際能源價格波動而隨之起
伏，造成企業在無法預期風險的環境下經營而蒙受虧損。基於此，泰國政
府刻正推動能源政策之轉型，已改變過去的躉購電價政策，轉向自發自用
的原則，同時積極鼓勵民間裝設屋頂型太陽能板。但目前泰國民間太陽能
發電仍須併入電網中，並以補充能源角色為主，雖可以降低用戶之部分電
費成本；但如有多餘電量泰國政府或電力公司並未有回購機制，誘因仍待
加強。Dr. Saowaruj Rattanakhamfu 進一步關切臺灣過去推動太陽光電產業
的成功因素與經驗。工研院林顧問及與會專家除提供臺灣發展經驗，例如
需審慎規劃太陽能裝置空間，避免民眾爭相將土地改作太陽能發電使用而
衍生爭議；太陽能產業必須考量抗災性，例如臺灣太陽能裝置面臨鹽害、
颱風等威脅；另亦提出太陽能 PV(Photovoltaic)模組成本未來可望進一步
下降，此將有利於推廣安裝太陽能板。針對臺泰合作方向，與會專家均同
意最重要的是尋找一創新商業模式，如雙方太陽光電企業建立夥伴關係，
配合臺灣發展成熟的太陽光電技術，利用泰國地理條件的優勢，合力拓展
區域及泰國週遭鄰國市場(例如東、寮、緬、越等國家)，擴大經濟規模及
附加價值。
針對臺泰智慧機械合作方面，泰達電譚中一經理表示，當地系統整合
商(System Integrator, SI)確實在臺商開拓海外客製化智慧製造服務過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事實上，泰國在智慧製造領域的 SI 能量遠較太陽
光電欠缺；另外機械技術人員，不論在數量或素質上普遍不足，泰達電多
年來大量投入培訓，亦期盼泰國政府能積極推動改善計畫。上述限制將造
成泰國工業升級及業界生產製造上的瓶頸及困境，特別是對於中小企業。
Energy Absolute 公司副主任 Dr. Rujiroj Leeraruji 則回應推動人工智慧過
程，確實將涉及複雜的企業組織與流程再造，而非單純的導入新科技；目
前部分泰國企業推動智慧製造的過程中，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Dr. Ruji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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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raruji 並進一步關切臺灣應用區塊鏈(Block chain)技術於金融或其他領
域之進展，我方研究團隊則回應目前金融科技相對於智慧製造，其開發與
應用較為有限，並仍在進行相關法規制度之檢視與調整。
TDRI Somkiat 院長提出雙方智庫後續可針對泰國提升系統整合產業
能量，進行共同研究。另駐泰代表處經濟組則建議未來或可透過類似「泰
德中心(TGI) 」的機械實做教學模式，由企業參與及進行對接，即以「機
構對機構」及「B2B」雙軌擴大合作誘因及層次，使 SI 或自動化實現在
地化及客製化。
B. 臺泰科技於文化及產業合作研討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與泰國法政大學科技學院於 9 月 28 日在泰國法政大
學蘭實校區(Rangsit Campus)合辦「臺泰科技於文化及產業合作(Thailand
and Taiw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研討會」。議程如下：
 時間：107 年 9 月 28 日
 地點：泰國法政大學蘭實校區(Rangsit Campus)第四大樓一樓會議廳(1st
Floor Glass Room)
 指導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中華經濟研究院
表 29

臺泰科技於文化及產業合作研討會議程

時間

活動

9.30-9.40 AM

reported by Dean Dr. Somchai Chakhatrakan

9.40-9.50 AM

welcome speech by President of Thammasat University

9.50-10.00 AM

speech by Representativ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10.00-10.10 AM

speech by Chairman of Thai-Taiwan Business Association, Mr
Shu-Tien Liu

10.10-10.30 AM

TICIDR Opening Ceremony

10.30-10.45AM

group photo

10.45-11.00 AM

break

11.00-11.30 AM

Talk by Mr. Pramode Vidtayasuk, Chairma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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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
Certification Institute, Thailand in “Thailand and Taiwan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tudy” (Former Deputy Minister for Industry,
Ministry of Industry, Thailand)

11.30-12:00 PM

Talk by Dr. Chunpu L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y Center
Chung-Hu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CIER), Taiwan in
“New Models, New Opportunities- Prospects for TaiwanThailand Collaboration”

12:00- 12:30 PM

Panel Discussion by Assistant Professor Foengfurad
Mungtavesinsuk and Asst. Prof. Dr. Supakorn Boonyuen in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Taiwan”

會議首先邀請法政大學副校長 Dr. Chalie 代表校方致詞表示，該校與
臺灣多所大學及業界有密切的合作，包含師生交換、共同舉辦會議及研討
會等，該校特別成立臺灣文化及產業研究發展中心，相信未來每項合作，
不論大小都能集結起來，並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及成果。
其次由我國駐泰國代表致詞，代表指出「新南向政策」強調以人為本，
教育為政策核心的重要價值，且教育與產業之間的合作及鏈結日益重要，
駐處為加強臺泰教育交流，成立各種平台及群組，如臺灣的大學群組已有
105 校加入，泰國大學群組則含括 42 校，藉由平台以連結臺泰產學合作
與發展。代表進一步說明駐處已建置「臺泰產業合作交流服務平台」。目
前「臺泰產業合作交流服務平台」涵蓋「泰國 4.0」重點產業，先期聚焦
15 個產業鏈，並成立個別 LINE 群組，涵蓋急難救助、觀光、雙向投資、
教育交流、臺商技術升級及移轉機制、醫衛交流、人才、法律義務諮詢、
農業交流等，目前已有 1,200 家企業參加。
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張玲琴亦代表泰國臺商總會致詞，張
副總會長感謝代表、法政大學及傅教授對於臺商之支持，並期待此次研討
會後，臺泰能透過臺灣文化及產業研究發展中心積極推展各項合作。
貴賓致詞後進行臺灣文化及產業研究發展中心揭幕典禮，後續由法政
大學科技院院長 Dr. Somchai 主持兩場演講與討論。泰國管理系統認證中
心(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nstitute)董事長、泰國工業部前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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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泰國與臺灣產業合作經驗、泰國面臨之經濟發展挑戰以及臺泰合作之
機會。前次長特別提到臺灣高科技產業與中小企業的發展經驗，以及具有
靈活彈性的中小企業對臺灣經濟成長的貢獻，值得泰國學習；亦期盼雙方
能夠持續交流合作，結合臺灣在各產業與中小企業等優勢，協助泰國相關
產業發展。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林俊甫助研究員則說明臺泰經貿
關係概況、臺商投資趨勢，以及分享對於臺商營運運模式轉型之觀察，並
與泰方學者針對臺泰產業合作前景進行交流。本次研討會邀請雙方產官學
代表共約 80 人參與，不僅增進雙方對於臺泰經濟與產業政策之了解，並
支持後續共同推展人員互訪與機構合作。
4. 馬來西亞：
(1) 高峰論壇演講：本次臺馬論壇無安排雙方智庫上台演講，而是以企業
分享為主
(2) 雙邊互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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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國家

我方
智庫

107 年度臺馬智庫交流與合作情形
對方智庫

交流內容

簽訂合作
備忘錄

1. 4 月 17 日受邀參加馬來西亞經
濟 研 究 院 (MIER) 舉 辦 之 研 討
會，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院長
特別向與會來賓介紹和歡迎臺
灣經濟研 究院的貴 賓蒞會交
流。研討會結束後，並與院長
和副院長共同討論臺馬合作研
究之議題，以及共同舉辦活動
的構想。

馬來西亞 台經院

2. 9 月 19 日邀請馬來西亞經濟研
究院院長及副院長參加於吉隆
坡舉辦之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並另外與馬來西亞經濟研
究院繼續討論雙方共同研究的
內容，以及舉辦智庫交流研討
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 會事宜。
是
(MIER)
3. 10 月 16 日再次拜會馬來西亞
經濟研究院，與院長及同仁共
同商討臺馬合作之共同研
究，以及正式邀請馬來西亞經
濟研究院前來參加在臺北共
同舉辦之臺馬跨國產業關聯
研討會。並於 10 月 18 日前往
拜會檳城研究院做初步拜
會，並交流雙方機構的研究能
量和重點，探討未來進一步合
作交流的可能。
4. 12 月 1 日與馬來西亞經濟研究
院(MIER)、臺灣產業關聯學會
於臺灣大學合辦臺馬產業關聯
研究之研討會，為臺馬雙方智
庫共同研究合作的初步成果。
1. 於 4 月 19 日拜會 CREATE 黃
穎欣 CEO，並討論第 14 屆國
Centre for Research, 會大選的各項情勢與可能。
Advisory
& 2. 於 9 月下旬二訪 CREATE，針
是
Technology
對選後新政府的人事安排與國
(CREATE)
陣聯盟和巫統及其他成員黨的
發展議題，並分享有關東馬沙
巴方面的發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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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我方
智庫

對方智庫

交流內容

簽訂合作
備忘錄

1. 於 4 月下旬拜訪會計及管理學
院之禤副院長，就大馬電商發
展進程做交流與探討。
拉曼大學

檳城研究院

2. 邀請禤副院長於 9 月 19 日至吉
隆坡參加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了解臺馬雙邊在產業領域
合作的狀況。
1. 於 10 月 18 日前往拜會斌城研
究院，雙方做初步的交流與認
識，並介紹該單位的研究範疇
與政府關係，以及其關注在地
歷史人文 古蹟發展 的特色研
究，亦介紹各單位重要研究成
員，和分享有興趣的議題。
2. 於 10 月 26 日參加 2018 文藻東
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斌城
研究院院長和同仁會面，介紹
台經院和交流臺馬產業合作的
相關工作，並期以未來能與檳
城研究院有更多的交流合作。

(3) 跨國智庫交流研討會
A. 臺灣經濟研究院受邀參加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MIER)舉辦之研討會
 時間：107 年 4 月 17 日
 地點：PARK ROYAL HOTEL Conference Room
 主辦單位：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MIER)

本次研討會，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特別向與會來賓介紹和歡迎臺灣經
濟 研 究 院 的 貴 賓 蒞 會 交 流 。 研 討 會 首 先 由 院 長 Emeritus Professor Dr
Zakariah Abdul Rashid 報告馬來西亞最新經濟概況，並提出分析見解，也
讓現場與會來賓提問交流；其次，由 Dr. Zulkiply Omar 負責發表 Spending
Pattern Trend Among Malaysians，說明馬國民眾的消費支出型態轉變趨
勢，並分析相關可能原因，也同樣與現場來賓進行問答交流。中場休息時
間，由高層與主要媒體進行採訪和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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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討會結束後，院長 Emeritus Professor Dr Zakariah Abdul Rashid、
副院長 Dr Haji Ahmad Fauzi bin Haji Puasa 與我方進行合作事宜的交流溝
通，先由馬方說明其所準備之資料和構想，並提出相關問題，我方也針對
其合作內容進行溝通，和為其說明我方的構想，雙方預計在臺灣合作辦理
研討會，和進行研究合作，未來也將共同發表合作成果。
另外，由於今年臺馬產業合作高峰論壇將於 9 月中旬在吉隆坡舉行，
我方也向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提出邀請，歡迎他們屆時蒞會參與，未來雙
方仍將繼續進行已在合作的議題和相關工作。
B. 臺馬產業關聯研究研討會
臺灣經濟研究院於 12 月 1 日在臺灣大學舉辦「臺馬產業關聯研究研
討會」：
 時間：107 年 12 月 1 日
 地點：臺灣大學農學院
 指導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臺灣經濟研究院(TIER)、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MIER)、臺灣
產業關聯學會(TAIOS)

與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MIER)共同合作舉辦雙邊交流研討會活動，研
討會主軸為臺馬產業關聯研究交流，並與臺灣產業關聯學會(TAIOS)共同
舉辦，研討會邀請馬來西亞經濟研究院、日本橫濱大學、日本 IDE-JETRO
的專家來臺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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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臺馬產業交流研討會議程表

5. 菲律賓智庫交流：
(1) 高峰論壇演講：
本年度邀請菲律賓雅典耀大學學者來臺參與「2018 臺菲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並進行專題演講，菲方由雅典耀大學社會科學院 Dr. Fernando T.
Aldaba 院 長 演 講 「 The Philippine Economic Outlook and Rela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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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 臺 灣 方 由 中 經 院 李 淳 副 執 行 長 演 講 「 New Models New
Opportunities- Prospects for Taiwan-Philippines Collaboration」
(2) 雙邊互訪交流：
表 32
國家

我方智庫

107 年度臺菲智庫交流與合作情形
對方智庫

交流內容

簽訂合作
備忘錄

1. 於 11 月拜會該院研究團隊，針
對臺菲產業政策進行交流，並
菲 律 賓 發 展 研 究 院 探討臺菲具合作機會之產業項
(Philippine
Institute 目與議題。
是
for
Development 2. 邀請 PIDS 代表參加論壇及研
Studies, PIDS)
討會活動，並針對臺菲具合作
機會之產業項目、議題與策略
交換意見

菲律賓

1. 於 11 月 拜 會 該 校 社 科 院 院
長，針對今年度電子、機械、
及工業區建設等 3 項重點合作
產業，以及臺菲具合作潛力的
新興產業領域交換意見。並針
對雙方合辦的座談會議程與相
關安排進行討論及確認。

中經院

菲律賓雅典耀大學
2. 邀 請 該 校 社 科 院 院 長 出 席
(Ateneo de Manila
11/29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University)
並發表演講。

3. 本院與該校社科院將合辦「臺
菲產業合作願景」研討會。透
過交流互動方式共同探討臺菲
在國際經貿局勢變動下，可深
化合作、及具合作潛力之產業
領域的未來合作機會。
菲 律 賓 大 學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 於 11 月拜會菲律賓大學經濟
系學者，針對臺菲產業發展經
驗進行交流，並與該校建立聯
絡與溝通管道。

(3) 跨國智庫交流研討會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團隊邀請菲律賓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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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學者，於今年 11 月 30 日舉行 The Prospects of Taiwan-Philippine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研討會，研討會主題及議程規劃如下：
 時間：107 年 11 月 30 日
 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會議室
 指導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中華經濟研究院
表 33

The Prospects of Taiwan-Philippine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議程

Time

Topic

Speaker
Dr. Da-Nien Liu,
Director and Research Fellow,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y Center,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10:00-10:10 Opening Remarks

Dr. Fernando T. Aldaba

Session I

Dean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0:10~10:40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i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he Philippines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Session II
10:40~11:10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foster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Moderator: Dr. Da-Nien Liu,

Panel Discussion
11:10~12:00

CIER

Taiwan-Philippines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Director and Research Fellow,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y Center,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四)智庫研究資訊彙整與即時研究
1. 亞太重點國家產業合作策略研究整合
本年度透過雙邊智庫交流拜訪、國內企業訪談、論壇交流及資料蒐集
等，針對目標重點國家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及越南等國之產業合作
策略研析，包括臺印尼基礎建設商機及合作推動策略、臺印度手機供應鏈
合作、臺馬智慧城市及相關產業發展研析和合作契機、臺泰產業合作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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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臺菲產業發展及合作策略等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並提出整合簡
報，作為工業局亞太產業鏈結推動方向之參考。
(1) 臺印尼基礎建設商機及合作推動策略：研析包括印尼總體經濟概況、
印尼基礎建設挑戰、印尼基礎建設發展概要、臺灣業者參與國外基礎
建設概況，並提出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策略建議
(2) 臺印度手機供應鏈合作：包括印度經濟環境及產業政策分析，印度手
機品牌市場及手機主要大廠概況，印度手機製造產業發展現況，臺灣
手機廠商於印度之布局現況和能量，以及產業合作建議
(3) 臺泰產業合作藍圖策略：研析泰國經貿發展概況、重要產業政策發展、
臺灣與泰國間貿易和投資概況，以及產業合作建議
(4) 臺菲產業發展及合作策略：研析包括菲律賓經貿發展概況、重要產業
政策發展、臺灣與菲律賓間貿易和投資概況，以及產業合作建議
(5) 臺馬智慧城市及相關產業發展研析和合作契機：盤點馬來西亞智慧城
市產業推動現況，介紹臺灣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分析臺馬智慧城
市產業合作機會，並探討臺馬產業合作模式
2. 亞太重點國家重要情勢分析
(1) 新南向重點國家經貿概況
A. 整體經濟表現
隨著人口、國內生產毛額與貿易總量不斷成長，亞洲逐漸成為全球新
興的經濟重心。2017 年東協主要 6 國與南亞的印度整體 GDP 合計將近 5
兆美元，約佔全球 GDP 的 6%，東協第一大經濟體的印尼，更於 2017 年
正式躋身新興兆元聯盟，泰國則在東協國家中位居第二，2017 年整體 GDP
達 4,552 億美元。在新南向重點國家中，以越南的 GDP 成長表現最為亮
眼，與 2012 相較，2017 年越南 GDP 成長幅度高達 43,67%，甚至超過印
度的 42.12%。
展望未來，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越南的實質 GDP 成長將可維持
在 6.5%，而印度與緬甸的成長率將名列一、二位，2019 年的成長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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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7.4%以及 6.8%。泰國則為成長力道最為遲緩的國家，2019 年實質 GDP
成長率為 3.9%，同屬中上收入群體的馬來西亞亦呈現類似狀況，成長率
預估為 4.6%。
表 34

新南向重點國家實質 GDP 成長率 (%)

年度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2017

6.7

5.1

5.9

6.8

6.7

3.9

6.8

2018

7.3

5.1

4.7

6.4

6.5

4.6

6.6

2019

7.4

5.1

4.6

6.8

6.6

3.9

6.5

2023

7.7

5.4

4.8

7.2

6.9

3.6

6.5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2018/10)

B. 出口概況
a. 新南向重點國家整體出口概況
2017 年印度整體出口金額最高，達 2,983.76 億美元，泰國位居第二
位，出口金額為 2,366.94 億美元，越南則為年出口成長率最高的國家，2017
年出口金額較前一年度成長約 21.4%。就歷史數據來看，越南亦是新南向
重點國家中出口表現最好的國家，出口金額年年成長，與 2010 年度相較，
2017 年越南出口金額成長率高達 196.7%。就出口商品類別而言，印度、
印尼、緬甸主要以天然資源類產品為大宗，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
南則以製造加工的工業產品為主。
就出口比例分析，歐盟為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地區，佔整體出口比例
17.4%。美國為泰國以及越南首要的出口市場，佔該國出口金額比例分別
為 11.4%及 21.8%。中國大陸則為印尼與緬甸排名第一的出口市場，其中
緬甸與中國大陸關係尤為緊密，2017 年緬甸出口至中國大陸的金額比例
佔整體出口的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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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新南向重點國家前 5 大出口市場

排名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1

歐盟
17.4%

中國大陸
13.7%

新加坡
14.3%

中國大陸
38.9%

日本
15.8%

美國
11.4%

美國
21.8%

2

美國

美國

中國大陸

泰國

美國

中國大陸

歐盟

3

阿聯酋

日本

歐盟

歐盟

歐盟

歐盟

中國大
陸

4

香港

歐盟

美國

日本

香港

日本

日本

5

中國大陸

印度

日本

新加坡

中國大陸

香港

韓國

資料來源：WTO (*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為 2017 年數據，泰國、越南為 2016
年數據)

根據 WTO 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是所有新南向重點國家最大的進口來
源國，緬甸仍為與中國大陸依存度最高的國家，該國高達 31.8%進口貿易
來自中國大陸。越南、印尼、泰國自中國大陸進口的比例皆高於 20%。
b. 臺灣對新南向重點國家出口概況
2017 年臺灣對新南向重點 7 國出口金額總計為 435.8 億美元，佔整體
出口額比例達 13.74%，出口值創歷史新高，出口金額年成長率為 16.86%。
在新南向重點國家中，2017 年臺灣對越南出口金額最高，總計達 105
億美元，馬來西亞次之，全年金額為 103.7 億美元，而根據 2018 年前 9
月資料統計，馬來西亞為臺灣對其出口金額最高的國家，目前累計金額為
80.06 億美元，較同期成長 7%。依商品類別而言，臺灣對新南向重點國
家主要出口產品，以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零件、塑膠製品、紡
織纖維、鋼鐵為大宗。
表 36

2018 年 1-9 月臺灣對新南向重點國家出口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2018(1-9)

2,897

2,455

8,006

211

7,110

4,616

8,004

2017(1-9)

2,419

2,359

7,482

176

7,156

4,829

7,677

同期增減

19.75%

4.07%

7.00%

20.39%

-0.65%

-4.41%

4.25%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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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投資概況
a. 新南向重點國家投資環境與發展概況
外國投資為新興市場經濟發展重要拉力之一，各國也致力改善國內法
令與投資條件以利有效吸引外資。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2019 經商
環境報告」，在新南向重點國家中，馬來西亞在經商便利度評比的排名依
舊居首，2019 年排名相較前一年度更上升 9 名，排名第 15 位，而近年逐
漸開放的緬甸，在 190 個評比經濟體中仍位處低標群，名列第 171 名。
印度、印尼、越南在經商便利度的排名，相較於 2017 年表現皆有顯
著改善，其中以印度自 2017 年排名 130 名躍升至 2019 年的 77 名，整體
名次進步 53 名的改善幅度最大，泰國自 46 名上升至 27 名，進步幅度居
次，印尼排名上升 18 個名次，進步幅度位居第三。
菲律賓名次明顯滑落，整體排名較前一年度下滑 11 名，世界銀行指
出，儘管菲律賓綜合評分比 2018 年的成績還高，在「開辦企業」以及「辦
理施工許可證」等項目亦有改善，然該國調高企業註冊稅費用，並增加進
口檢查項目等措施，相對抵銷其他改善項目的表現，因此整體名次不如前
一年度的排名。
在經貿物流環境部分，以世界銀行公布的「2012-2018 物流績效指數
綜合評比」來看，新南向重點國家中以泰國的整體物流績效指數(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排名最高，並在「海關」
、
「貨物追蹤」
、
「及時性」等項
目表現最為突出。馬來西亞排名第 35 名居次，該國在「基礎建設」、「國
際運輸」、「物流能力」等項目分數最高。仍屬低度開發國家的緬甸，在
160 個受評比的經濟體中排名第 139 位。
表 37

2012-2018 物流績效指數綜合評比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整體物流
績效

42

51

35

139

64

34

45

海關

43

62

38

137

70

37

51

基礎建設

48

61

33

145

71

41

54

國際運輸

38

51

30

155

39

3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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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物流能力

39

48

34

133

64

35

40

貨物追蹤

37

45

38

135

58

35

44

及時性

50

49

46

120

83

36

47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在整體投資金額部分，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公布的「2018 全球投資報
告」，2017 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為 1.43 兆美元，較前一年度減
少 23%。相較於全球投資趨緩的情況，新興亞洲地區表現相對較佳，整
體 FDI 投資金額達 4,760 億美元，全球占比由 2016 年的 25%成長至 2017
年 33%，成為最大外資投注地區。2017 年東南亞地區 FDI 投資金額成長
11%，總計達 1,340 億美元，主要由於多數東協國家投資皆見成長，東協
區域內的交互投資狀況亦十分熱絡。在新南向重點國家中，2017 年外資
投資金額最高的國家為印度，總金額達 399 億美元，其次為印尼，該國當
年度外資投資金額為 230 億美元。以 2012-2017 年間 6 年累計外資投資金
額來看，外資投資金額排名前 3 名的國家依序為印度、印尼及越南。
b. 臺灣對新南向重點國家投資概況
東協國家為臺商在中國大陸以外的重要生產基地與出口市場，依經濟
部投審會與投資業務處統計，臺商對東協主要 5 國(印尼、馬來西亞、菲
律賓、泰國、越南)累計投資金額(1959-2017)將近 780 億美元。在東協主
要 5 國中，越南為臺商累計投資金額最高的國家，達 309 億美元，印尼為
臺商投資第二大國，總計金額達 176 億美元。
2017 年臺灣整體對外投資 115.7 億美元，較 2016 年 121.2 億美元降
低 4.5%；對新南向 18 國投資成長 54.5%，達 36.9 億美元。截至 2018 年
9 月止，越南仍舊是臺商對新南向市場投資金額最高的國家，投資金額達
7.45 億美元，已超過前一年度總投資金額。金額次高的國家為印度，投資
額將近 2.74 億美元。印度市場相較之下屬臺商投資尚未深入的地區，不
過隨著印度陸續公布「印度製造」
、
「數位印度」等計畫，臺灣亦加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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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臺商近來布局腳步日漸積極。根據經濟部投審會資料，印度
在臺商亞洲投資所佔比例顯著增加，雖仍低於多數臺商布局已久的越南，
但截至 2018 年 9 月已佔臺商整體亞洲投資比例達 9.2%，高於東協區的印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緬甸所佔投資比例仍低，然今年度前 9
月的投資金額亦已超過前一年度總和，達 4,661 萬美元。
就投資類別而言，2018 年臺商於新南向重點國家投資以製造及金融
保險業為主，不動產與批發零售業亦為重要投資領域。臺灣企業在印度、
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的投資以製造業為主，在印尼、緬甸、菲律賓的主
要標的則為金融保險相關產業。
依據投資比例分析，2018 年前 9 月臺商製造業投資占比以印度最高，
臺商於印度投資金額超過 8 成投入製造業，越南占比排名第二，達 73.4%。
以製造業投資金額來看，2018 年 1-9 月臺商於印度投資金額已超過前五
年(2013-2017)的總和，達 2.25 億美元。
表 38

臺商於新南向重點國家製造業投資佔整體投資比例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2013

17.4%

41.0%

72.4%

NA

2014

3.4%

94.3%

79.1%

2015

5.5%

40.9%

2016

78.3%

2017
2018*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19.2%

80.9%

78.4%

NA

99.4%

83.5%

94.9%

89.4%

NA

6.2%

99.4%

86.3%

47.5%

53.0%

NA

94.4%

89.5%

62.8%

3.1%

41.4%

10.8%

NA

7.1%

9.6%

95.5%

82.2%

30.8%

67.4%

32.5%

17.7%

71.2%

73.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2018/10)
*2018 年 1-9 月

就製造業投資標的來看，臺商於各國主要投資項目，與當地國重點發
展或優勢產業一致。

135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表 39

2018*年臺商於新南向重點國家前 5 大投資製造產業

排名

1

2

3

4

5

印度

其他製造業

汽車及其零
件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電力設備製
造業

紡織業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 飲料製造業
品製造業

電力設備製
造業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 食品製造業
品製造業

木竹製品製
造業

印尼

紡織業

馬來西亞

其他製造業

化學材料製
造業

緬甸

紡織業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食品製造業

電力設備製
造業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菲律賓

金屬製品製
造業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食品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
造業

其他製造業

泰國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非金屬礦物
製品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
造業

化學製品製
造業

其他製造業

越南

基本金屬製
造業

紡織業

紙漿、紙及紙 金屬製品製
製品製造業
造業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2018/10)
*2018 年 1-9 月

(2) 產業發展特性與重要政策
新南向重點國家因歷史及政策等因素，各國經濟成長模式與製造業發
展程度彼此差異頗大。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公布的「2018
競爭性工業績效指數(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馬來西
亞於 2016 年全球 150 個接受評比的經濟體中排名第 22 位，為新南向重點
7 國中名次最高者，泰國次之，位居第 25 名，緬甸相對排名最為落後，
排名第 91 名。
就各國製造業產業類型比例分析，2016 年以天然資源為基礎之製造
業比例最高的國家仍是印尼，比例高達 44.2%，緬甸次之，所佔比例達
40.3%，印度則為比例降低幅度最大的國家，2016 年以天然資源為基礎之
製造業比例已降至 35.1%。整體而言，與 2014 年數據相較，新南向重點
國家資源型製造業的比例皆有降低，整體產業朝向低技術、中等技術、高
技術等類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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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為高技術型製造業比例最高的國家，顯示該國過去聚焦發展半
導體製造服務(SMS)與電子製造服務(EMS)的產業成果，2016 年菲律賓高
技術型製造業的比例達 56.1%，更高於 2014 年的 47.1%。馬來西亞排名
第二，2016 年高技術型製造業的比例為 38.3%。而在新南向重點國家中，
印尼是高技術型製造業比例最低的國家，2016 年占比相較於 2014 年微幅
降低，達 4.8%，產業主要朝低技術與中等技術型領域集中。
為促進經濟轉型成長及產業創新發展，各國政府持續透過多項政策導
引產業經濟發展，目前新南向主要國家相關產業發展政策如下：
A. 印度
2014 年新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上任後，推動一系列的國家建設
方案包括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技能印度(Skill
India)、新創印度(Startup India)、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等策略，其中，
「印
度製造」聚焦發展汽車、汽車零組件、航空、生物技術、化學品、營建、
國防製造、電氣機械、電子系統、食品加工、資訊與流程管理、皮革、媒
體和娛樂、採礦、石油和天然氣、製藥、港口和運輸、鐵路、再生能源、
道路和公路、太空、紡織服裝、熱力發電、旅遊和旅館等 25 個產業領域，
同時透過提高本地生產比例、統一貨品與服務稅(GST)等政策措施，積極
吸引外國投資，促進國內產業持續升級轉型。
B. 印尼
為進一步強化印尼製造業能力，印尼政府於 2018 年 4 月公布「印尼
工業 4.0」(Making Indonesia 4.0)藍圖，目標為使印尼在 2030 年成為全球
第 10 大經濟體。根據 GDP 貢獻度、國內市場成長率、出口成長率、投資
需求、大型企業占比、大型企業雇佣員工數等 10 大指標，印尼篩選出優
先發展食品飲料、紡織服裝、汽車、電子、化工等 5 大產業。與此同時，
印尼亦將投注資源發展支援「印尼工業 4.0」的五大科技，包括物聯網
(IoT)、人機介面、機器人與感測技術、人工智慧以及 3D 列印，並執行
10 大優先工作項目，全力打造「印尼工業 4.0」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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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馬來西亞
為導引製造業轉型升級，馬來西亞也於 2018 年 10 月正式公布「產業
前行 (Industry4WRD)」工業 4.0 計畫。馬來西亞的工業 4.0 計畫提出 3 大
願景，包括：在未來 10 年將馬來西亞打造為亞太地區智慧製造及相關服
務的戰略夥伴、成為高科技製造業的主要生產基地，以及成為先進技術解
決方案的供應國。透過「FIRST(資金、基礎建設、法規、人才、科技)」5
大策略，推動整體製造業升級，於 2025 年將全國生產力提升 30%。
D. 緬甸
緬甸政府於 2018 年公布「2018-2030 緬甸永續發展計畫」(Myanm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2018-2030)，
「2018-2030 緬甸永續發展計畫」
共由 3 大政策支柱、5 大目標、28 項策略以及 251 個行動計畫構成，並確
保所有相關方案依循緬甸政府於 2016 年公布的「12 項經濟發展重點」
(12-Point Economic Policy)的政策框架。根據緬甸產業政策目標，緬甸首
要聚焦勞力密集、農業、基礎建設產業；根據國家發展規劃以及現階段產
業發展概況，以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勞力密集」產業、利用現有優勢
的「農業」、攸關經濟成長的「基礎建設」產業，更為重要發展焦點。
E. 菲律賓
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全國 GDP 並吸引外資，菲律賓提出「全
面性國家產業策略(Comprehensive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CNIS)」
，聚
焦製造、基礎建設與物流、農業加工、旅遊、資訊科技業與商業流程管理
(IT-BPM)等 5 大領域，並進一步公布「包容性創新產業策略(Inclusive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ategy, i3S)」
，規劃發展具全球競爭力與創新力的產
業。
「包容性創新產業策略」奠基於 5 大支柱，優先發展 12 項產業領域，
包括：汽車與汽車零組件、電子/半導體、航太與飛機維修、化學、造船
與相關維修、家具/成衣/創意產業、鋼鐵及手工具、農業加工、營建、資
訊科技業與商業流程管理(IT-BPM)、運輸物流以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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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泰國
泰國為東協第 2 大經濟體，為促進投資與產業升級轉型，泰國政府提
出「泰國 4.0」經濟戰略，聚焦 10 大 S 型曲線產業(S-curve Industries)，
包括 5 大新 S 型曲線產業及 5 大首波 S 型曲線產業，並提供相關投資優
惠。5 大新 S 型曲線產業包括生物燃料與生物化學、數位經濟、醫療產業
中心、機器人、航空與物流。5 大首波 S 型曲線產業則包括農業和生物技
術、智慧電子、高端及健康旅遊、汽車、食品。
G. 越南
越南政府於 2014 年發表「至 2025 年越南工業產業發展策略及 2035
年展望」(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rough 2025, Vision towards
2035_Decision 879/QD-TTG)以及「至 2020 越南工業產業發展總體規劃及
2030 年展望」(General Planning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Vietnam by
2020 with a Vision towards 2030_ Decision 880/QD-TTG)兩項決定，公布越
南未來產業發展藍圖，主要目標在於有效利用越南豐富原物料，進行加工
製造，同時投入研發資源，以永續、節能、提高效率效能的方式進行產業
升級，提升自給比例，並與國際市場接軌。根據「2025 年越南工業產業
發展策略」(879 號決定)，為有效利用國家天然與人力資源，促進農業與
鄉村的現代及工業化發展，擴大越南於全球供應鏈的參與度，越南政府規
劃在綠色永續的基礎上，優先發展加工製造、電子通訊、新能源與再生能
源等三大領域。
(3) 2019 年展望及關注焦點
新南向重點國家因歷史及政策等因素，各國社會模式及經濟發展程度
不一，不過 2018-2019 年度卻正恰巧是多數國家的選舉年。展望 2019 年，
對於新南向重點市場建議關注焦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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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印度
印度在 2014 年現任總理莫迪上台後，歷經一連串大刀闊斧的改革。
從推動本國產業升級轉型並積極吸引外資的「印度製造」政策、2016 年
迅速宣布廢鈔的法令，到 2017 年實施全國統一消費稅的措施，都展現了
莫迪政府積極調整印度經濟環境體質的努力。然激進改革的行動亦對印度
執政黨帶來反動與衝擊。印度預計於 2019 年 4-5 月間舉行大選，於此之
前恰蒂斯加爾省(Chattisgarh)、馬德雅省(Madhya Pradesh)、米左拉姆省
(Mizoram)、拉吉斯坦省(Rajasthan)及泰倫加納省(Telangana)，亦將陸續舉
辦部分地方選舉，對於莫迪政府來說，更是連續性的民意檢驗。在穩定民
意基礎的考量下，執政黨在明年中的大選前預期應不會推動大規模改革政
策，不過，現階段政策的延續性及成效，則需視 2019 年的大選結果，現
任總理莫迪及其所屬的人民黨是否能再次取得多數席次並順利組閣。
B. 印尼
印尼將在 2019 年 4 月 17 日舉行五年一度的總統大選，佐科威政府自
2014 年 成 功 執 政 後 ， 連 續 公 布 十 六 輪 的 振 興 經 濟 方 案 (economic
packages)，透過修訂法規促進經貿自由化，加速推動全國基礎建設，積極
吸引外國投資。然印尼政黨眾多，地方與中央派系分雜的政治生態，仍在
政策執行面時有牽制。今年度地方大選，執政黨民主奮鬥黨(PDIP)在西爪
哇及東爪哇省兩大指標選區的省長選舉雙雙落敗，也被視為對佐科威執政
成績的警訊。在選情考量下，未來幾個月印尼政府在政策推動方面，可能
採取保守穩健路線，相關政策改革幅度應不致過大。如現任總統佐科威能
於 2019 年 4 月大選中順利連任，對於政策與產業合作的延續性自然為一
大助益，包括未來持續推動「印尼工業 4.0」的產業發展路線，以及重大
投資案如中油公司與印尼國營石油公司 Pertamina 合建輕油裂解廠的投資
規劃，預期風險得相對降低。
此外，印尼人力部已公告 2019 年印尼最低基本工資調幅為 8.03%，
預期將增加人力密集產業的營運成本。根據 JETRO 調查，印尼為製造業
工資成長幅度排名前 3 名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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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於 2018 年 5 月舉辦大選，前首相馬哈迪所領導的反對陣營
取得多數席次，成功推動政黨輪替，政治環境漸趨明朗。不過，馬哈迪政
府為整頓國內財政狀況，陸續暫緩與新加坡合作的「隆新高鐵」計畫，並
宣布重新評估中國大陸投資的「東岸鐵路線」計畫，後續效應以及雙邊是
否可能產生新的合作模式需持續關注相關發展。此外，根據馬來西亞經濟
研究院(MIER)預估，馬來西亞經濟成長主要由國內需求驅動，同時受惠
於出口成長。但受到全球需求逐漸疲軟，公共投資相對減少，以及美中貿
易戰升高可能對馬來西亞出口所造成的影響，預期 2019 年馬來西亞的經
濟成長將趨緩。
D. 緬甸
2011 年後緬甸政府陸續公布多項經濟相關法規，希望逐步改善國家
整體發展環境，然整體而言，改善進展仍不及鄰近國家迅速，根據世界銀
行最新公布的「2019 經商環境報告」
，緬甸在 190 個評比經濟體中仍位處
低標群，名列第 171 名。除國內基礎環境仍待改善，緬甸亦面臨國際經濟
制裁的隱憂。2016 年 10 月西北部若開邦爆發羅興亞事件，翁山蘇姬政府
處理措施受到國際社會強烈抨擊。歐盟於 2018 年 10 月 5 日宣佈將派遣代
表團赴緬甸進行實地評估，以決定是否取消對緬甸之貿易優惠待遇。歐盟
執委會於 10 月 31 日發佈新聞表示，歐盟可為緬甸提供必要的支持，以解
決國際社會的關切，然而假若透過其他合作管道的方式無法取得成效，撤
銷貿易優惠為一明顯可能的選項。2017 年歐盟為緬甸的第 6 大貿易夥伴，
歐盟自緬甸進口金額為 15.49 億歐元，主要進口產品為紡織成衣與農產
品，其中做為緬甸重要出口創匯的紡織成衣比例高達 72%，一旦歐盟確
定執行制裁，將對緬甸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E. 菲律賓
菲律賓先前曾因考量修憲將政府組織改為聯邦制，而暫緩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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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選舉，但根據最新的發展，菲律賓選舉委員會仍決定於 2019 年 5 月
13 日舉辦期中大選。2019 年度期中選舉包含全國以及地方選舉，參選人
包括現任總統杜特蒂(Rodrigo R. Duterte)的 3 名子女。根據研究機構 Fitch
Solutions Macro Research，就參議院參選名單多為支持杜特蒂陣營的人
選，而反對黨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來看，如若相關參選人可於明年期中大
選順利當選，有助鞏固杜特蒂政府推動政策執行的效率與力度，同時亦有
利其推行改制為聯邦政府的規劃。
F. 泰國
2019 年泰國將舉辦自 2014 年政變以來的首次選舉，此次暌違多時的
大選是否會如期舉行，甚至是否會再次造成當年黃衫軍與紅衫軍對峙，而
產生政治動盪的局面，引起多方關注。儘管泰國的經濟與產業發展機構多
年來致力在多變的政治局勢中，持續推動經濟與產業轉型成長，然不可諱
言，如明年度的選舉可依預期時間順利舉行，並得以和平組成執政政權，
政治環境的安定將有助經濟優化發展，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
G. 越南
實行社會主義的越南向來積極透過提供投資稅賦優惠、參與關稅聯盟
等措施，創造吸引外國投資的條件，過去 20 年亮眼的經濟表現就是極佳
證明。2018 年 11 月 12 日越南國會通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決議，成為繼日本、新加坡、墨西哥、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
蘭後的第 7 個會員國，CPTPP 預估至 2035 年將帶動越南 GDP 成長 1.32%，
整體出口額上升 4.04%。此外，在美中貿易戰升高的陰影下，企業紛紛考
量移轉生產基地，此時加入 CPTPP 對於越南更有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的
加乘效應。
3. 即時議題研析及臨時交辦
本年度協助計畫即時議題研析及臨時交辦事項，已完成 68 件，持續協
助相關事宜並彙編成報告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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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四：辦理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一)辦理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論壇籌劃：本年度與亞太重點國家洽談規劃，辦理包括泰國、印尼、印
度、馬來西亞、越南及菲律賓等 6 場次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推動包
含智慧城市、船舶製造、食品生技、紡織、智慧機械、智慧車輛零組件、
綠色科技、電子製造業等產業交流，6 場論壇辦理時間地點，及雙邊對
接之官方、產業和智庫窗口，如表 40。
2. 促成雙邊產業合作：本年除主論壇及分論壇外，亦增加業者商談會，匯
集雙邊業者進行媒合，期促成實質產業合作，已完成辦理臺泰、臺印尼、
臺印度、臺馬、臺越、臺菲等 6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雙邊出席共
2,350 餘人，帶動 850 餘家企業交流，簽署 37 項產業合作意向書及 2
項臺印度投資合作案，協助骨王生技、大猩猩科技、安勤科技、大漢酵
素、神通資科、流亞科技、富強鑫等多家企業開拓新南向國家市場商機，
促成臺印尼智慧學習、臺泰智慧機械、食品生技、臺印度工業廢水處理、
臺馬智慧圖書館和智慧醫療等多個雙邊產業實質合作指標案例。
3. 成效追蹤：本計畫已設計業者商談會調查問卷，如圖 18，針對論壇媒
合之臺灣業者進行調查，於各產業論壇媒合會現場發放、回收，並進行
後續統計，以追蹤媒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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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國別
辦理
時間
預訂
地點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辦理

泰國

印尼

印度

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6/28

8/6

8/29

9/19

10/15

11/29

臺北

雅加達

新德里

吉隆坡

臺北

臺北

 食品生技  船舶

 電子製造

 紡織

 輕工業基  資 訊 電
子 創 新
 紡織
 金屬加工  智 慧 城 市  食 品 醫 藥 礎技術
暨 綠 色 科 化粧品
 智 慧 城 市 應用
對接產業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
的 智 慧 應  機械
 資訊服務
 自動化
 食品生技 技
用
 工業區/
 智 慧 車 輛  智慧城市
智慧園區
 紡織
零組件
工總對接
印尼
泰國工業會
單位
商工總會

印度工商
聯合會

馬來西亞
製造商
聯合總會

越南商工
總會

菲律賓商
工總會

泰國發展
研究院

印尼國家
科學
研究院

印度國際
經濟關係
研究院

馬來西亞經
濟研究院

越南科技
應用院

菲律賓發
展研究院

9

6

5

7

4

6

智庫對接
單位
促成
合作案
(含 MOU)

144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圖 18

業者商談會調查問卷(以泰國場次為例)

(二)各國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籌辦情形
1. 泰國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論壇規劃：
 論壇名稱：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膻
Taiwan-Thailand Industrail Collaboration Summit
145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論壇日期：107 年 6 月 28 日
 論壇地點：臺灣臺北
議

程：
表 41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議程
Summit (Morning)
Agenda

Time

08:30-09:00

Registration

09:00~09:05

Opening Ceremony

09:05~09:50

Opening Remarks

09:50~10:15

MOU Singing and Photos

10:15~10:30

Tea Break
Growth Strategies of FCS Group in Thailand & New Southbound
Countries
Mr. Cheng-Nan Chen,Chief Advisor and Chief Strategy Officer ,Fu Chun
Shin Group
Business Collaboration in IT Industry
Mr. Sakpat Wittaysak, Senior Enterprise Solution Manager, Computer
Union Co.,Ltd

10:30-12:00

Opportunity Thailand: Taking Industries off to New Height
Keynote Mr. Seksan Ruangwohan Director of Investment Ecosystem
Speeches Division,Acting Senior Executive Investment Advisor,Head of BOI
Taiwanese Desk
New Models, New Opportunities- Prospects for Taiwan-Thailand
Collaboration
Dr. Chung-Shu Wu, President,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CIER)
Strengthening Thailand 4.0 with an AI Strategy
Dr. Somkiat Tangkitvanich, President, 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DRI)

12:00-13:3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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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分論壇總議程
Forum (Afternoon)

Forum

Food &
Biotechnology
Industries Forum

Textile Industry
Forum

Smart City
Industry Forum

Automation Industry
Forum

Authority
Units

FIRDI．DCB
NFI

TTRI
THTI

III
DEPA

TAMI．TFPMA
TGI

Promotion of Taiwan
and
Thailand’s
collaboration in Food &
Biotech Industry and
roadmap planning：from
Taiwan’s perspective

13:3016:00

2-1
Promotion
of
Taiwan and Thailand’s
collaboration in Food &
Biotech Industry and
roadmap planning：from
Thailand’s perspective
2-2
Transforming
SMEs
through
Innovation
in
Bio
Economy
2-3
Incentives
to
Promote Biotechnology
Investment in Thailand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and
Up-gradation
Opportunity from the Taiwan’s Smart City
Textile markets in Innovation and Future
Thailand.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Introduction
of
Thailand
Garment
Industry
Thailand
Textile
Industry
Futur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Introduce
of
Participation
Companies in Textile Thailand’s Smart City
Innovation and Future
Group
Cooperation
Textile
Industry
Opportunities
Innov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s
Knitt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Building Automotive
Dyeing and Finishing Experience Sharing
Plant To accomplish 1.AIoT: Infinite &
Smart Manufacturing Boundless
2.Thailand
smart
Advanced
AI
surveillance situ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uture
Company Introduction Cloth
Inspection
opportunities
1.Company
features System
3. Reaching Smart
and role
From Automation to
City Through Smart
Smart
Process
of
2.Cooperation needs
Lighting and IoT
Garment Industry
4. Overview Current
Traffic Situations and
Material Processing for Future Opportunities
in Thailand
Functional Textile
16:0018:00

Business Matchmaking
147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Thailand Nation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of
SME4.0
and
Smart
Factories
Thailand Die and Mould
Tooling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Status and
Trends

Thailand
Automobile
Components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Status and
Trends

Thailand
Food/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Status and Trends

Taiwan SME 4.0 M2M
Solution and Application
Cases
Taiwan
Smart
Manufacturing
with
Advanced
Molding
Solutions-Industry
4.0
molding
management
Application Cases
Taiwan Smart Robotics
System Solutions and
Application Cases
Taiwan
Food/Pharmaceutical
Automation Solutions and
Application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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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食品生技分論壇議程

Time

Agenda

Speakers / Hosts
Hosts:

13:30-13:40

Dr. Wichen Rerkpatanakit
Advisor, NFI)

Opening Address

Mr. Mark

(Executive

Hsieh (Chairman, FIRDI)

Issue 1
13:40-14:20

Speaker
1 ： Dr. Chii-Cherng Liao
Promotion of Taiwan and Thailand’s (Director-General, FIRDI)
collaboration in Food & Biotech Industry Speaker 2 : Mr. Hsing -I Hsiao( Vice
and roadmap planning ： from Taiwan’s President, GeneFerm Biotechnology Co.,
perspective
Ltd.)
Issue 2

14:20-15:10

Speaker1: Dr. Wimonkan Kosumas
2-1 Promotion of Taiwan and Thailand’s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fice of Small
collaboration in Food & Biotech Industry
and Medium Enterprises Promotion)
and roadmap planning：from Thailand’s
Speaker2: Dr. Luxsamee Plangsangmas
perspective
(Governor, TISTR)
2-2Transforming SMEs through Innovation
Speaker3:
Ms.
Kritsana
Saeheng
in Bio Economy
(Investment
Promotion
Officer,
2-3 Incentives to Promote Biotechnology
Professional Level, BOI)
Investment in Thailand

15:10-15:30

Coffee break
Hosts:
Dr. Wichen Rerkpatanakit
Advisor, NFI)
Mr. Mark

(Executive

Hsieh (Chairman, FIRDI)

Thail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Ms.
Siriporn
Dudsadeetavephan
(Marketing Director, GOLDEN RAY
CO.,LTD)
Mr. Navapat Varapark (Assitant Manager,
GROW AND GRAND CO.,LTD)

Company Introduction
15:30-16:00

1. Company features and role

Mr. Watcharin Ruangritkul (Managing
Director, WATCHARIN INTERFOOD
CO.,LTD)

2. Cooperation needs

Taiwanese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Mr. Aaron Chen (COO, TCI)
Mr. Danny Wei Huang (Associate,
Biozyme Biotechnology Corp.)
Dr. Chin-Chu Chen(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rape King
Bio )
16:00-17:40

Business Pitch/ Matchmaking (20min/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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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Time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紡織分論壇議程
Agenda

Speakers / Hosts
Host

Opening Introduction - Introduce VIPs and Dr. F. B. Lin, Vice President, Taiwan
13:30-13:40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from Thailand and Textile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Dr. Chanchai Sirikasemlert, President,
Thailand Textile Institute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and Up-gradation Speaker
13:40-14:10 - Opportunity from the Textile markets in Dr. Chanchai Sirikasemlert, President,
Thailand.
Thailand Textile Institute
Speaker
14:10-14:30 Introduction of Thailand Garment Industry

Mr. Yuttana Silpsarnvitc, President, Thai
Garment Association.

Thailand Textile Industry Future Cooperation Speaker
14:30-14:50 Opportunities
and
Introduce
of Dr. Jeff Chen,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Participation Companies in Textile Group
Institute
14:50-15:10 Tea Break
Textile Industry Innovation
15:10-15:30
Development Trends

Technology

Speaker
Mr. Shao Zhian Consultant,
Consumer Goods Project

IDB

Speaker
15:30:15:50

Knitt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 Mr. Lan Guojun, Associate General
Manager, Pai Lung Machinery Mill Co.,
Ltd.

Speaker
Building Automotive Dyeing and Finishing
15:50-16:10
Mr. Steven Shen, President,Logic Art
Plant To accomplish Smart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Co., Ltd.
Speaker
16:10-16:30

Advanced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th Mr. Yeh Chih Hung, Special Assistance
Inspection System
for President, Hsing Cheng Machinery
Industrial Co., Ltd.

Speaker
From Automation to Smart Process of
16:30-16:50
Prof.
Foengfurad
Garment Industry
Thammasat University

Mungtavesinsuk,

Speaker
16:50-17:10 Material Processing for Functional Textile
17:10-17:20 Group Photo Taking
17:20-18:00 Business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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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智慧城市分論壇議程

Time

Agenda

13:30-13:35

Speakers / Hosts
Opening Ceremony
Feng-Chi Yen IDB, MOEA Deputy
Director

13:35-13:55 Opening Remarks

Dr. Passakon Prathombutr, Sen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DEPA

13:55-14:00 Group Photo

14:00-14:40

Keynote
Speeches

Speaker
Smart
City
Taiwan’s
Andrew Wang, Co-Project Director,
Innovation
and
Future
Taiwan Smart City Development Project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Office
Thailand’s
Smart
City Speaker
Innovation
and
Future Dr. Monsak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Expert, DEPA

Socharoentum,

Senior

Speaker
AIoT: Infinite & Boundless

14:40-16:00

Experience
Sharing

James J. L. Liu, President, SYSCOM
Computer Engineering Co.

Thailand smart surveillance Speaker
situation
and
Future Mr.
Thaneth
Watanakosin,
opportunities
(Intelligence CCTV Association)

iCA

Reaching
Smart
City Speaker
Through Smart Lighting and David Yeh, General Manager, LITE-ON
IoT
Technology Corp.
Overview Current Traffic Speaker
Situations
and
Future Capt.Tongkarn Kaewchalermtong Ph.D.,
Opportunities in Thailand
Vice President, ITS Thailand

16:00-16:20 Tea Break
16:20-18:00 Business Match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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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自動化分論壇議程

Time

Agenda

Speakers / Hosts
Mr. C.T. Wang, Chairman, Taiwan
Food & Pharmaceutical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TFPMA)

13:30-13:35

Opening Remarks

13:35-13:50

Mr.
Somwang
1.Thailand Nation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President,
of SME4.0 and Smart Factories
Institute(TGI)

13:55-14:10

Mr. Viroj Sirithanasart, President,
2.Thailand Die and Mould Tooling Industry
Thai Tool and Die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Status and Trends
Association(TDIA)

14:10-14:25

Mr Sorasak Wongmanee, Lecturer,
3.Thailand
Automobile
Components
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Status and Trends
Technology North Bangkok

14:25-14:40

Mr. Witon Wetchasit, Committee,
4.Thailand Food/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ommittee,
Thai
Machinery
Digitalization Status and Trends
Association(TMA),

14:40-14:55

Coffee and Tea Break

14:55-15:05

5.Taiwan SME 4.0 M2M Solution and Kev Wang,
Application Cases
Servtech Co.

Marketing

Manager,

15:05-15:25

6.Taiwan Smart Manufacturing with Benson Yang, Project
Advanced Molding Solutions-Industry 4.0 Association of CAE
molding management Application Cases Technology

Manager,
Molding

15:25-15:40

7. Taiwan Smart Robotics System Solutions Dr. Wenchih Tai, Manager, Solomon
and Application Cases
Co.

15:40-15:55

8.Taiwan Food/Pharmaceutical Automation Dr. James Liu, President, Yenchen
Solutions and Application Cases
Machinery Co.

15:55-17:00

Coffee and Tea Break (1/3F)

17:00-18:00

1-on-1 Business Matchmaking (1F)

Boonrakcharoen,
Thai-German

(2) 籌備工作會議
本年度籌劃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共召開 6 次工作討論會議，其第 1
次工作會議於 107 年 2 月 1 日啟動，會議由工業局民生化工組科長擔任主
席，同時經過多次與泰國工業部(MOI)工業發展局(DIP)討論本年度分項論
壇規劃，確認「2018 臺泰產業高峰論壇」活動於 6 月 26~29 日(論壇為 6
月 28 日)在臺北舉辦，籌辦食品生技、紡織、智慧城市、自動化等分項論
151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壇主題。今年各分項論壇除持續追蹤去年度(106 年)高峰論壇所簽屬 MOU
之現況，今年度各分項預定促成 1~2 件 MOU 案，並以「廠商對廠商」為
優。
 活動設計更產業化：連結臺北國際食品展場域，設計適切食品生技及
自動化分項的專屬導覽，有利臺泰產業活絡及實質合作。
 活動、議程及空間設計放大商談角色：朝有利知己知彼，可充分認識
及精準商談的方向，設計相關議程及場域。
 事前設計，精準取得廠商特色及合作需求資訊：會議前提供臺泰與會
廠商固定簡報框架，請廠商利用關鍵字陳述各自特色，具體提出產業
鏈缺口及合作方向。
 事前推動，提供臺泰廠商商談媒合預約規劃及服務：會議前提供對方
與會廠商的特色介紹及合作需求予另一方，提供商談預約及媒合服
務。

圖 19

本屆論壇策略與作法

(3) 論壇辦理
A. 主論壇
為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促進臺灣與亞太國家產業合作，經濟部秉持民間
主導、政府支持的原則，積極攜手產業建立與亞太各國產業合作平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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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首場在泰國曼谷舉辦「2017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本（107）
年 6 月 28 日成功且有意義地在臺北舉辦「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
此次論壇匯集 504 位(臺 343 位，泰 161 位)來自臺灣及泰國的產業代表、
學者專家共同與會，針對雙方關注的食品生技、紡織、智慧城市及自動化
等四大領域，進行未來共同合作項目與機制的互動討論、廠商特色及合作
需求展示，以及一對一的商談媒合。
論壇現場由雙方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及泰國工業
院資深副主席出席，經濟部次長及泰國工業部副常任秘書長擔任貴賓，共
同為雙方產業合作的願景勉勵與期許。針對後續產業合作藍圖及思維，大
會安排我方代表富強鑫集團策略長及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泰方
則由泰國 Computer Union 公司資深事業解決方案經理、泰國直屬總理府
投資委員會(BOI)投資生態處處長及泰國發展研究院（TDRI）院長分別就
雙方產業發展前瞻與合作展望進行專題演講，為論壇拉開序幕。本次論壇
臺泰雙方簽署 9 項的合作意向書，為此延伸雙方實質合作關係。

圖 20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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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組論壇
a. 食品生技
食品生技分組共 97 名人員出席，包括臺方約 61 名及泰方約 36 名。
繼 2017 年會議就臺泰雙方在食品生技領域之「創新升級與未來合作契機」
進行討論，本次會議接續邀請雙方關鍵組織之代表就「臺泰食品生技產業
合作藍圖」交換意見。為增加臺泰雙方業者之認識，本次會議安排臺泰雙
方各三位產業代表，進行公司特色及合作需求介紹。隨後，安排臺泰雙方
業者展開媒合商談，促進雙方彼此產業之了解。

圖 21

分組論壇-食品生技

b. 紡織
紡織分組共 87 名人員出席，包括臺方約 62 名及泰方約 25 名。本次
會議主要針對臺泰紡織產業未來合作契機進行簡報分享。同時安排參與臺
泰紡織分組一對一媒合活動。為增加臺泰雙方業者之認識，規劃臺泰紡織
產業創新技術發表會，共針對五大項技術，包括: (1) 針織創新技術發展
與應用；(2) 打造染整廠自動化基礎，邁向染整智慧製造之路；(3) 先進
AI 人工智慧驗布系統；(4) 從自動化邁向智慧化的紡織成衣業；(5) 機能
性紡織加工材料等技術，與現場產業代表交流會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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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分組論壇-紡織

c.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分組共 73 名人員出席，包括臺方約 56 名及泰方約 17 名。
本 次會議 主要針 對臺泰 智慧城 市創新 應用與 未來合 作契機 進行簡 報分
享。同時安排參與臺泰智慧城市相關業者事先進行配對，活動當日展開一
對一洽商。
為增加臺泰雙方業者之認識，規劃臺泰關鍵廠商進行經驗分享，共針
對四大項智慧城市領域，包括: (1) AIOT 全面啟動；(2) 泰國智慧監控解
決方案及未來合作契機；(3) 智慧照明暨數位轉型應用案例分享；(4) 泰
國交通發展現狀及未來合作契機等領域，與現場產業代表交流會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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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分組論壇-智慧城市

d. 自動化
自動化分組共 71 名人員出席，包括臺方約 61 名及泰方約 10 名。本
次論壇主軸為「促進中小企業導入智慧工廠」進行簡報分享。同時安排參
與臺泰自動化分組一對一媒合活動。
為增加臺泰雙方業者之認識，規劃臺泰關鍵廠商進行經驗分享，共針
對八大項導入智慧化相關產業，包括: (1) 泰國發展中小企業 4.0 與智慧工
廠之政策；(2) 泰國模具產業導入數位化之現況與發展趨勢；(3) 泰國汽
機車零件產業導入數位化現況與發展趨勢；(4) 泰國食品/製藥產業數導入
位化現況與發展趨勢；(5) 臺灣中小企業 4.0 機聯網(M2M)解決方案應用
案例；(6) 臺灣先進模具成型智能製造與工業 4.0 成型管理解決方案應用
案例；(7) 臺灣智慧機器人系統整合解決方案應用案例；(8) 臺灣食品/製
藥自動化解決方案應用案例等應用產業，與現場產業代表交流會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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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分組論壇-自動化

(4) 促成合作案
奠基於去年論壇雙方工總、智庫及專業法人已簽署的合作意向書基礎
上，本次論壇臺泰雙方持續在食品生技合作、紡織合作、智慧城巿服務合
作及自動化合作等方向簽署 9 項的合作意向書，如表 47，延伸雙方實質
合作關係。例如本次簽署的企業合作，在食品領域中，國內食品生技產業
鏈結泰國食品生技產業，共同開發及拓展未來的健康商機；紡織領域，讓
機能性紡織材料與泰國產銷合作，以進入東協及國際供應鏈；智慧城巿領
域，接軌臺灣軟體產業與泰國城巿工程及農業，共同合作開發智慧化示範
案例；自動化領域，雙方針對模具智慧設計與壽命管理等共同合作，藉此
爭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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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分項

臺泰論壇簽署合作意向書(MOU)

臺灣簽署公司

泰國簽署公司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泰國食品院
食品 所 Food Industry Research and National Food
生技 Development Institute (FIRDI) Institute (NFI)

FIRDI 與 NFI 將重視及協助雙
方產業鏈及廠商共同合作，促
進臺灣及泰國食品及生技產業
的合作發展，攜手邁向國際。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食品 所 Food Industry Research
生技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FIRDI)

雙方將從技術研發及產業創新
等角度，協助雙方產業鏈及廠
商聚焦特定項目，共同合作，
開發新產品及新巿場。

泰國科技研究院
Thailand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ISTR)

大漢酵素 Biozyme
泰國食品院
Biotechnology Corp.
National Food
食品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Institute (NFI)
生技 所 Food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FIRDI)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智慧 Industry, III
城巿

泰國數位經濟促進
部 Digital Economy
Promotion Agency,
DEPA

三方將架構在食品生技產業合
作藍圖的基礎上，由 NFI 及
FIRDI 共同協助大漢酵素拓展
巿場，同時發掘新植物原料及
雙方產業鏈串接合作。
雙方簽定會議共識，雙方同意
引介業者透過產業調研、持續
互訪、商業媒合，促進兩國業
者於泰國導入智慧城市解決方
案，協助業者進入市場以強化
雙方合作關係。

科展資訊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Thai Soon Foods,
Co., Ltd.
SIMIS Information
智慧
Management Co.,LTD.
城巿

雙方將重視傳統農產加工產銷
跨域整合技術，結合臺方在物
聯網及智慧系統解決方案的能
量，共同推動跨域整合智慧創
新應用。

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 泰國 Thai Feng
自動 Association of CAE Molding Co.,Ltd
化 Technology

引介臺灣電腦輔助工程分析以
及精實管理技術，於泰國塑膠
閥產品之設計與生產效能提升
應用。

豐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Kindly Connector
紡織 Corporation

Pasaya Textile
Gallery Co., Ltd.

臺灣豐本的高檔紡織品及機能
性纖維與面料透過合作將可順
利進入泰國百貨零售通路市
場。

佳和實業公司
CHIA HER industrial Co.,
紡織 Ltd

Apparel blueprints
industrial Co., Ltd.

佳和實業紡織品透過泰國Ａ
pparel blueprints 公司將機能性
布料應用於泰國境內西服、襯
衫訂製，工作服業等服飾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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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臺灣簽署公司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
心
紡織 Footwear & Recre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泰國簽署公司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Kasetsart Univers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 (SOMR)

未來很多臺灣製造的鞋類與袋
包箱流行產品與產業將透過泰
國的創謝加速器連接到新的南
向新商機

(5) 論壇總結
本次 2018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為第二屆的臺泰產業鏈結會議，臺
灣方向依循「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的核
心理念，拉動臺泰雙方能整合各部會、地方政府以及民間企業與團體的資
源與力量，從「經貿合作」
、
「人才交流」
、
「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
四大面向持續合作，期望創造互利共贏的新世代商機。
本次論壇雙方針對關注的食品生技、紡織、智慧城市及自動化等四大
領域，透過議題觀點表述、交叉對談及實務進行對接商談等模式，再向前
推動與進展。相信在雙方的努力下，不論新興科技合作、技術人才交流、
上下游產業鏈接合、品牌通路合作或未來環境的打造及布建等，都將依循
著雙方規劃的臺泰產業十年合作藍圖共識方向，持續前進。本此論壇，雙
方持續在食品生技合作、紡織合作、智慧城巿服務合作及自動化合作等方
向上，簽署 9 項合作意向書，後續務實延伸產業合作效益，是雙方共同努
力的方向。
未來在「臺泰產業合作十年藍圖規劃」的基礎下，將持續推動雙方的
產業交流，擴大區域連結能量及影響力量。
(6) 業者媒合調查
為掌握未來臺泰合作可能模式與方向，針對參與本論壇商業洽談會之
臺灣廠商進行問卷調查，以準確了解臺商之合作需求、與泰方交流情況、
雙方合作結果與具體合作模式，作為政府未來規劃臺泰產業合作之參考。
本次問卷涵蓋 9 個分析問項，包括企業基本資料及未來與泰方合作動
向，除了 5、8、9 三個問項之外，其它問項廠商皆可以複選填答，因此對
於可複選回答之問項，廠商家數占比之合計可能超過 100%。而本次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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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問卷共計 27 份，惟因每個問項的填答情況不一，故針對不同問項進
行分析時，使用的問卷樣本數會因問卷填答情形而異。為了解每個分析問
項所使用的樣本數，每個問項統計圖表的左上方加註說明該分析問項所使
用的樣本數。茲將問卷統計結果說明如下：
A. 請問貴公司隸屬於以下哪類產業(可複選)
本次問卷調查中，資通訊產業占整體受訪廠商的 40.7%最多；食品加
工占 18.5%；機械/自動化占 14.8%；生技醫藥、其他製造業(包含模具、
雲端儲存、顯示解決方案(Display Solution))、其他服務業(包含防偽與品
牌管理、研發顧問、影像 AI)皆占 11.1%。其他產業參與問卷的廠商家數
較少，如紡織僅占 7.4%，而航運/船舶、鋼鐵/金屬加工、車輛/車輛零組
件、醫療器材皆占 3.7%。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25

公司隸屬產業

B.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的主要目的(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81.5%的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以尋找具體合作對
象為目的，有 40.7%的廠商係為建立、擴大與泰國企業間網路，而有 22.2%
的廠商係為收集合作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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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26

公司參與交流目的

C.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之合作需求(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81.5%的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係為尋找銷售合作
對象，有 33.3%的廠商係為尋找技術合作對象，有 22.2%係為尋找生產合
作對象，而有 11.1%為尋找採購合作對象。至於尋找共同研究或人才培訓
合作需求的廠商，分別占受訪廠商的 7.4%。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27

公司參與交流之合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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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問貴公司參與本次交流會後的成果(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61.5%的廠商從本次交流會成功取得商機，有
57.7%的廠商在本次交流會後成功認識潛在合作對象，而有 53.8%的廠商
在本次交流會中成功拓展人脈。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28

公司參與交流之成果

E. 請問貴公司參加交流會後，是否願意與泰國企業進一步合作(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所有受訪廠商均有意願與泰方進一步合作。

圖 29

與泰國企業進一步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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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問貴公司感興趣的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84.6%的廠商有意發展馬來西亞市場，有 76.9%
的廠商對越南、新加坡市場感興趣，另對印尼、菲律賓市場感興趣的廠商
均超過 50%。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30

公司感興趣之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

G. 請問貴公司期望與泰國企業合作的具體方式(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73.1%的廠商將尋求與泰方通路商合作，有 53.8%
的 廠 商 將 尋 求 與 泰 方 代 理 商 合 作 ， 而 有 34.6% 的 廠 商 預 計 與 泰 方 採
OEM/ODM 之生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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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2.其他包含 SI(system Integrity)與 Local Partner。

圖 31

期望與泰國企業合作之具體方式

H. 請問貴公司透過本次交流會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的泰國企業家數(不
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認識超過 5 家的廠商占 13.6%，認識 3~4 家的廠商
占 54.5%，而僅認識 1~2 家的廠商占 31.8%。

圖 32

本次交流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之泰國企業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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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請問貴公司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所有受訪廠商均有意願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

圖 33

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

從本次參加媒合的廠商地回饋問卷分析，多數廠商滿意此次的媒合活
動，也有意願持續參加此項活動，主要的原因是多數的臺廠都可以認識三
家以上的泰國廠商。如果進一步分析，對於泰國有興趣的廠商，也會對馬
來西亞與越南市場有興趣，很明顯地這是因為地理相近，可以視為是一個
大市場。
東南亞市場中，人際關係相當重要，所以廠商參加媒合會的意願中也
可以看到參加目的中「拓展人際」關係是重要。

165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2. 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論壇規劃：
 論壇名稱：臺灣-印尼產業合作高峰論壇
Indonesia Tawain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Forum 2018
 論壇日期：107 年 8 月 6 日
 論壇地點：印尼雅加達
議

程：
表 48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議程

議程
報到
開場

時間
08:00~08:30
08:30~08:45
08:45~08:50

雙方貴賓唱名介紹

08:50~09:30

臺灣 工業總會臺印尼召集人
印尼 商工總會 KADIN 主席
臺灣 經濟部次長
印尼 工業部部長

開幕致詞

09:30~09:45

雙方代表敲鑼開幕

KADIN 臺灣委員會理事長許龍川總裁演講
簽署 MOU 暨嘉賓合影
SMI, MOI (IETO) - Taiwan Design Center
BBIA/ CABI (IETO) - FIRDI, research cooperation
BBLM (IETO)/ MIDC – MIRDC, Research Cooperation
Binus University - Industrial Economics & Knowledge Center (IEK)
PT. Kingda - FunzSan Taiwan, shipbuilding
Terang Parts Indonesia (TPI)- Jarvish, intelligence helmet

09:45~10:15

10:15~10:45

10:45~11:00

11:00~12:30

印尼

主講人
寒暄
工業部國際司總司長

茶敍時間

專題演
講

Indonesia roadmap 4.0 印方︰ Ngakan Timur Antara, MOI(與
& OSS
Putu 同級)
臺方︰台東興業(Taitung
Enterperi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orp.) 謝孟璋副董事長(Mark Hsieh,
Taiwan
Vice Chairman)
印方︰ Sanny Iskandar (工業區協會
Industrial Estate
Presentation
會長)
Indonesia’s Industrial
印方︰印尼國家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Development and
Prof. Dr. Bambang Subiyanto, Vice
Cooperation
Chairman, LIPI
Opportunities
臺方︰Mr. Misai Tsai, Presdir PT
Success Story in
Indonesia
Lucky Samudra Pratama

12:30~13:2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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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分論壇議程

(2) 籌備工作會議：
 臺印尼高峰論壇於 106 年舉辦第一屆，並於高層會議中訂下 107 年
將於印尼舉辦，工業局金機組於 107 年 2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
議，至 7 月底前已召開 11 次工作會議，確認於 8 月 6 日在印尼雅加
達舉行，並包含四個分論壇：船舶分論壇由船舶中心負責，金屬分
論壇由金屬中心負責，食品分論壇由食研所負責，智慧城市(資通
訊，含 ETC 議題)由工研院資通所負責，並於分論壇後舉辦商務媒
合會，以促成雙方更多產業交流機會。
 截至論壇辦理前，已完成 2 次赴印尼拜訪官方與民間單位，討論論
壇辦理相關事宜及產業交流。高峰論壇訂於 8 月 6 日在雅加達舉行，
主辦單位將為工業部，由印尼商工總會(KADIN)協助，印尼相關工
業區亦投入資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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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壇辦理：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簡稱工總) 與印尼商工總會 (簡稱 KADIN)
共同舉辦的「2018 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於 8 月 6 日在印尼雅加
達舉辦，來自臺灣及印尼的產、官、學、研共計近 500 人參與此一盛會。
我方共計 144 人簽到，女性出席人數 27 人，女性參與率 18.75%。
會中匯集雙邊政府部門及產業界高層與會，其中經濟部次長作為我國
官方代表，工業局代表我方協辦單位，另邀請大同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擔
任分論壇主持人。印尼方則有印尼商工總會(KADIN)臺灣副主席參與高層
會議。
此論壇針對「船舶製造」
、
「金屬加工」
、
「智慧城市」以及「食品生計」
等 4 大領域為主軸，促進雙方合作。
A. 2018 臺灣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由經濟部次長率工業局、駐印尼代表處代表、貿易局、經貿談判辦公
室談判代表與工總召集人、印尼工業部國際司總司長及印尼商工總會主席
進行開幕並致詞。
總局長指出，去年開始推動的印尼與臺灣產業合作對雙方製造業發展
帶來積極的推動作用，並進而促進雙邊的經濟發展。印尼於 2018 年 4 月
公佈 Making Indonesia 4.0(印尼工業 4.0)，以食品生技、汽車、電子、化
工、紡織等五大產業作為發展重點，希望在 2030 年成為世界前 10 大經濟
體。臺灣去年在印尼投資額達 4 億美元，是印尼第 14 大投資國，印尼政
府希望外資將印尼作為重要的生產基地。
經濟部次長於致詞中指出，在印尼有 2,000 多家臺商，臺灣雖然小，
但製造能力很強，臺灣 97%的企業是中小企業，足跡遍佈全球。ICT、IC、
機能性紡織品等產品製造排名世界前三大。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建構合作平
臺，結合政府、研究單位及企業，協助中小企業找到合作伙伴，促成市場
開發、技術及人才交流，以及更多的合作案例。希望未來每年都藉由此平
台，選擇一些合作的目標產業，協助促成更多合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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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論壇：
a.船舶製造分論壇
船舶產業分論壇由印尼造船公會規劃辦理，印尼方由印尼造船公會理
事長引言，代表報告有關印尼造船產業現況，介紹包括印尼修船產值及新
造船產值與能量。印尼方並提出臺印尼造船合作之規畫。我方由船舶中心
董事長擔任臺灣方引言，包括臺灣船舶產業產值及國內主要船廠、裝備系
統廠商能量介紹等。
臺印尼廠商商機媒合：本次船舶產業商機媒合印尼方參加廠商共 16
家，我方參加廠商共 7 家，雙方參與人數共計 55 人，商機媒合成果如下：
 PT. Dok Dan Perkapalan Air Kantung 與船舶中心：印尼方希望我方技術
協助製造船速達 45 節的高速船，且提出船需在印尼製造。船舶中心提
出可以協助
 印尼金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與奉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印尼金大海洋科
技有限公司為一間生產漁網的公司，透過本次臺印尼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之船舶產業分論壇與奉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銷售合作，印尼金大海
洋將於印尼市場拓銷奉珊工業產製之漁撈機械及甲板機械，並協助後續
維修及售後相關服務。
b.智慧城市分論壇
智慧城市分論壇聚焦於臺灣與印尼在智慧城市之市場需求與解決方
案的交流，本次論壇由印尼工業部秘書長與大同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共同
主持，以促進產業交流前提為出發，共創臺灣與印尼合作機會。
媒合會雙方參與人數共計 90 人，由雙方廠商自由交流，深化對接，
以促進更多產業需求與討論，進一步媒合雙方合作的機會。
c.食品生技分論壇
食品生技分論壇由印尼方動員 CABI 等相關單位合作落實會議規
劃，為雙方在食品生技領域之合作與互信樹立新的里程碑。分論壇進行時
氣氛熱絡、出席踴躍，共 87 名人員出席，包括臺方約 20 名及印尼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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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名。
雙方關鍵代表針對「食品生技合作機會及藍圖」交換意見。食品所提
出建立「合作平台」之構想，由食品所與 CABI 邀請雙方食品生技產業之
關鍵組織參與平台，並利用平台落實雙方產業合作，且協助雙方業者解決
法規等問題。
d.金屬製造分論壇
印尼工業部金屬產業司代表，與中國鋼鐵處長分別致詞。雙方分別表
示此次分論壇舉辦的主要目的：因印尼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大家不可忽視
的新市場，而金屬製造是產業發展的基礎，雙方金屬產業應持續利用技
術、人才與生產加工製造的互補優勢，創造產業合作契機。
在議題與談階段，雙方面對面互相提問與回應，重點摘錄如下：
 目前雙方業者在鋼鐵產業下游較易有投資機會，除了可以直接銷售給客
戶外，投資金額較小、風險也較低。但印尼方希望在上游鋼鐵材料產業
能吸引更多的投資、技術支援等。
 目前臺灣人工植牙、電磁矽鋼產業，已有部分業者投入，歡迎印尼業者
來臺灣參觀，也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產業情形。
 印尼 MIDC 希望在鑄造及鍛造技術、鎳生鐵材料應用、稀有金屬回收
應用、印尼碩博士生產學合作與實習方面，與金屬中心合作，雙方將進
一步討論合作細節。
C. 會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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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合影

大會合影

大會寒暄

食品分論壇

金屬分論壇

船舶分論壇

智慧城市分論壇

(4) 促成合作案
本次論壇共促成 6 項合作意願書簽署，延續去年論壇舉辦後之情報交
流、貿易談判、企業對談之成果產出，其中洽談研究及人培交流能量後，
有 3 項印尼方簽署單位為政府單位或研發單位，將由印尼駐臺北經貿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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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IETO)代表，與我方法人單位簽署：
A. 印尼 CABI(IETO 代表)與食研所：持續推動雙方食品生技之產業合作，包
括推動合作平台、支援食品對話、辦理交流活動、透過試行案例解決產
業合作之問題等。
B. 印尼 MIDC(IETO 代表)與 MIRDC：雙方對金屬相關研究單位之多元合
作，如職業訓練、技術支援等，促進兩國研究資源與人才互動。
C. 印尼中企處(IETO 代表)與台創中心：協助雙邊設計產業交流與人才培訓
平台，建立以設計為觸點的產業合作模式。
另外 3 項為智庫對簽或產業合作：
D. 印尼 Binus 大學與工研院產科國際所：代表雙方人才訓練及資訊交流正式
對接，並做為雙方後續業者合作的基礎。
E. 印尼 Kingda 公司與奉珊工業：銷售印尼漁業公司建置 100 噸級漁船之中
大型系統化漁撈設備，促成雙方產業鏈結與國內業者商機。
F. 印尼 TPI 與酷設工坊：與印尼 HONDA 合作，預計銷售 50 萬組/年。
詳細合作案列表如下：
表 50
分項

臺印尼論壇簽署合作意向書(MOU)

臺灣簽署公司

印尼簽署公司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IETO
創意人才
培訓與交流

臺創中心 TDC

協助印尼進行設計、行銷、品牌
Mr. Robert James 等教育訓練，並藉此推動國際產
業設計合作，展開雙向互惠交
Bintaryo
REPRESENTATIVE 流。
IETO

食品技術

食研所
FIRDI

透過資訊交換、合作研發、合作
Mr. Robert James 訓練/會議/媒合、能力建構、顧
問諮詢等活動，促成雙方食品及
Bintaryo
REPRESENTATIVE 相關業者合作。
IETO

金屬加工
製造

金屬中心 MIRDC

Mr. Robert
Bintaryo

James 擴大雙方合作網絡，如職業訓
練、技術支援、學術合作…等

REPRESENTATIVE
雙方智庫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Binus University

ISTI, 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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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產業

促進雙方在印尼地區推展漁撈
奉 珊 工 業 FunzSan PT. Kingda Marine 機械、甲板機械之技術服務及銷
Industry Co. LTD,
Technical Indonesia 售業務，以及加強雙方之交流與
合作機會。

智慧城市

雙方研議透過印尼市場，以安全
帽作為推廣新一代物聯網及智
Jarvish Terang
Parts 慧穿戴基礎載具，利用臺灣技術
進行製造。另將合作研發人工智
Indonesia (TPI)
慧偵測機車摔倒事件，提供更安
全、有效的事故處理

酷設工坊
Inc.

(5) 論壇總結
A. 主論壇
a.

總局長指出，去年開始推動的印尼與臺灣產業合作對雙方製造業發
展帶來積極的推動作用，並進而促進雙邊的經濟發展。印尼於 2018
年 4 月公佈 Making Indonesia 4.0(印尼工業 4.0)，以食品生技、汽車、
電子、化工、紡織等五大產業作為發展重點，希望在 2030 年成為世
界前 10 大經濟體。臺灣去年在印尼投資額達 4 億美元，是印尼第
14 大投資國，印尼政府希望外資將印尼作為重要的生產基地。

b. 經濟部次長指出，在印尼有 2,000 多家臺商，臺灣雖然小，但製造
能力很強，臺灣 97%的企業是中小企業，足跡遍佈全球。ICT、IC、
機能性紡織品等產品製造排名世界前三大。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建構
合作平臺，結合政府、研究單位及企業，協助中小企業找到合作伙
伴，促成市場開發、技術及人才交流，以及更多的合作案例。希望
未來每年都藉由此平台，選擇一些合作的目標產業，協助促成更多
合作案例。
c.

印尼商工總會主席表示，臺灣在印尼的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佐科威總統於 2015 年就任以來，印尼已實施了多項經濟改革措施，
改善投資環境，希望透過本次論壇進一步擴大雙邊合作。

d. 我方全國工業總會代表指出，印尼是東協人口最多的國家，天然資
源豐富，且持續現代化，發展潛力最大，歡迎有意願在東協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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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來印尼找機會。並表示印尼商工總會主席同意，本次論壇維持
續在去年所建立的產業與經貿合作基礎上，強化雙方產業合作，協
助雙方的企業進行商業機會的媒合。期望雙方產業合作平台能長長
久久，不但可發掘新的產業合作契機，並將繼續深化雙方實質產業
合作效益。
B. 船舶製造分論壇
a.

印尼方由 PT. Teknik Tadakara Sumberkarya 報告印尼船用裝備產業現
況，目前印尼新造船之船用裝備約 65%為進口。故印尼方提出雙方
船用裝備合作之四年規劃。

b. PT. Dok Dan Perkapalan Air Kantung 與船舶中心：印尼方希望我方技術
協助製造船速達 45 節的高速船，且提出船需在印尼製造。船舶中心提
出可以協助。
C. 智慧城市分論壇
印方代表 Pt. Daya Cipta Mandiri Solusi 董事長 Mr. Fanky Christian 介紹印
尼智慧城市的基礎佈建與未來發展的機會，同時強調標準化的重要性。
接著由大同公司資深經理分享大同公司的基本介紹與智慧能源解決方
案。
D. 食品生技分論壇
食品所提出建立「合作平台」之構想，由食品所與 CABI 邀請雙方食品
生技產業之關鍵組織參與平台，並利用平台落實雙方產業合作，且協助
雙方業者解決法規等問題。
E. 金屬製造分論壇
a.

目前雙方業者在鋼鐵產業下游較易有投資機會，除了可以直接銷售
給客戶外，投資金額較小、風險也較低。但印尼方希望在上游鋼鐵
材料產業能吸引更多的投資、技術支援等。

b. 目前臺灣人工植牙、電磁矽鋼產業，已有部分業者投入，歡迎印尼
業者來臺灣參觀，也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產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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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印尼 MIDC 希望在鑄造及鍛造技術、鎳生鐵材料應用、稀有金屬回
收應用、印尼碩博士生產學合作與實習方面，與金屬中心合作，雙
方將進一步討論合作細節。

(6) 業者媒合調查
為掌握未來臺印尼合作可能模式與方向，工業局針對 2018 年臺印尼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參與臺商進行問卷調查，以準確了解臺商之合作需求、
與泰方交流情況、雙方合作結果與具體合作模式，作為政府未來規劃臺印
尼產業合作之參考。
本次問卷涵蓋 9 個分析問項，包括企業基本資料及未來與印尼方合作
動向，除了 5、8、9 三個問項之外，其它問項廠商皆可以複選填答，因此
對於可複選回答之問項，廠商家數占比之合計可能超過 100%。而本次回
收的有效問卷共計 17 份，惟因每個問項的填答情況不一，因此，針對不
同問項進行分析時，使用的問卷樣本數會因問卷填答情形而異。為了解每
個分析問項所使用的樣本數，每個問項統計圖表的左上方加註說明該分析
問項所使用的樣本數。茲將問卷統計結果說明如下：
A. 請問貴公司隸屬於以下哪類產業(可複選)
本次問卷調查中，航運/船舶產業占整體受訪廠商最多計有 6 間；資
通訊產業占 5 間；食品加工、生技醫藥產業各占 2 間；其他產業參與問卷
的廠商家數較少，如機械/自動化、鋼鐵/金屬加工、混凝土、船用配電設
備、照明燈具、農業皆各 1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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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34

公司隸屬產業

B.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的主要目的(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2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以尋找具體合作對象
為目的，有 10 間廠商係為建立、擴大與印尼企業間網路，而有 9 間廠商
係為收集合作資訊。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35

公司參與交流目的

C.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之合作需求(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2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係為尋找銷售合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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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 4 間廠商係為尋找共同研究對象，有 3 間廠商係為尋找生產合作對
象。至於尋找人才培訓合作、採購合作或技術合作需求的廠商，分別各占
2 間受訪廠商。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36

公司參與交流之合作需求

D. 請問貴公司參與本次交流會後的成果(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0 間廠商從本次交流會成功拓展人脈，有 9 間
廠商在本次交流會後成功認識潛在合作對象，而各有 5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
會中成功獲得其他企業資訊以及找到可行合作方式。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37

公司參與交流之成果

E. 請問貴公司參加交流會後，是否願意與印尼企業進一步合作(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所有受訪廠商均有意願與印尼企業進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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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與印尼企業進一步合作意願

F. 請問貴公司感興趣的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 (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1 間廠商有意發展越南市場，有 10 間廠商對馬
來西亞市場感興趣，另對新加坡、泰國及菲律賓市場感興趣的廠商均超過 6 間。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39

公司感興趣之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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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請問貴公司期望與印尼企業合作的具體方式(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1 間廠商將尋求與印尼企業代理商合作，有 9
間廠商將尋求與印尼通路商合作，各有 3 間廠商尋求與印尼企業採共同研
發與合資企業合作，而各有 1 間廠商尋求與印尼企業 OEM/ODM 生產與
尋求投資者。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40

期望與印尼企業合作之具體方式

H. 請問貴公司透過本次交流會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的印尼企業家數(不
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認識超過 9 家的廠商占 6%，認識 5~8 家的廠商占
18%，而僅認識 1~4 家的廠商占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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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本次交流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之印尼企業家數

I. 請問貴公司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76%受訪廠商有意願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

圖 49

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

從本次參加媒合的廠商地回饋問卷分析，多數廠商滿意此次的媒合活
動，也有意願持續參加此項活動。如果進一步分析，因為參加的廠商多數
以製造業居多，所以對於印尼有興趣的廠商，也會對越南有興趣，很明顯
地這是因為印尼與越南都屬於東協的製造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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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市場中，人際關係相當重要，所以廠商參加媒合會的意願中也
可以看到參加目的中「拓展人際」與「尋找合作對象」是重要。在問卷中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多數廠商希望能夠在印尼尋找代理商與通路商進行銷
售，顯見多數的臺廠開除製外，並將臺灣的產品銷售至印尼市場，特別是
工業製品。所以如何邀請更多的印尼「工業產品的代理商」參加此次媒合
會，會是明年度舉辦會議的媒合重點。
此外，如果有相關的研討會活動，「如何與印尼代理商打交道」的主
題，應可吸引到多數的廠商參加。
整體而言，從此次媒合會的結果分析，臺廠對印尼市場的興趣還是以
銷售與貿易為重心。相對而言，投資與生產製造的佔的比例不高，但是印
尼政府認為臺廠能夠以投資取代貿易，因此能夠增加臺廠投資印尼資訊與
投資信心的活動，也有政策性舉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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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論壇規劃：
 論壇名稱：2018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論壇日期：107 年 8 月 29 日
 論壇地點：印度新德里/印度工商聯合會(FICCI)總部
議

程：

表 51
時間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大會議程

論壇議程

貴賓

14:00-14:30

來賓報到

14:30-14:40

開幕儀式
1. 印度 FICCI 代表
2. 工總代表

14:40-15:10

開幕式致辭

3. 駐印代表處代表
4. 經濟部次長
5. 商工部 DIPP 次長

15:10-15:30

臺印合作亮點展現、MOU 簽署暨合影

15:30-15:35

致贈禮品及合影

15:35-16:00

茶敘

16:00-18:30

分論壇一

分論壇二

分論壇三

電子製造及
工業區

智慧城市暨
綠色科技

智慧車輛零
組件

19:00-

大會晚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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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電子製造及工業區分論壇議程
時間&議程

單位

16:00-16:05 主持人開場致詞
16:05-16:15

臺灣印度電子製造產業鏈結
合作前瞻

The Collaboration models of
16:15-16:25 Taiwan-India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CCI

Mr Som Mittal, Chairman

資策會 MIC

陳子昂資深總監

FICCI

Mr Manish Sharma,
Co-chair

MeitY

Mr Sanjay Kumar Rakesh,
Joint Secretary

緯創

徐鴻貴總監

ELCINA

Mr Rajoo Goel, Secretary
General

聯發科

郭耿聰顧問

JETRO India

Mr. Kazuya Nakajo, Chief
Director General

世正開發

黃鈺娟經理

Keynote Address on:
16:25-16:40 National Electronics Policy
of India
16:40-16:50

臺印度電子產業合作模式與
供應鏈建構案例分享

姓名/職稱

Case Study –
16:50-17:00

The Opportunities of
Taiwan-India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臺印度在電子產業合作機
17:05-17:10 會，包括人才培訓等成功案
例分享
Case Study –
17:10-17:20

The suggested models of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on
industry park.

班加羅爾國際科技園區之智
17:20-17:30 慧園區規劃構想及產業聚落
定位
Topics:

1. Suggested collaborative models on Taiwan-India industry supply chain,
including talent training and some other possible strategies to
Discussion
development electronic industry
& QA
2. Suggested cooperative mode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uster
collaboration or India-Taiwan industry park

17:3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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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智慧城市暨綠色科技分論壇議程
時間&議程

單位

姓名/職稱

FICCI 智慧城市委
員會

Mr. Lux Rao, 主委/處長

National
Productivity Council

Mr. Manoj Saxena,
Regional Director

泰米爾那都州
水資源投資公司

Mr. Ashok Natarajan
CEO

Technology
16:10-16:25 Requirements & Transfer
of Smart City Solutions

Delhi 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Mr. Alkesh Kumar
Sharma, CEO &
Managing Director,
DMICDC

India’s Water
16:25-16:40 Resources and the Future
Challenges

Indian Leather
Industry Foundation
(ILIFO)

Dr. Renuka, Project
Manager, ILFO

主持人開場致詞
16:00-16:10
貴賓致詞

16:40-16:55

臺灣在印度智慧城市可
扮演的角色

研華科技

賴聖文 印度業務代表

16:55-17:10

智慧城市, 智慧生活:
臺灣在 Lora 技術的應用

宏碁通信

葉昶良副總

祥泰綠色科技

林正祥董事長

水科技應用與智慧管
17:10-17:25 理：印度水務診斷與改
善
Panel Discussion:

1. How can Taiwan’s experience in building smart cities be implemented
17:25-18:30
in India ? (Aiming at Smart Traffic, Environmental 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
Discussion
2. The feasibilities of practicing Taiwan’s Smart Solutions in India’s
& QA
Smart Cities ?
3. Water Crisis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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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智慧車輛零組件分論壇議程
時間&議程

16:00-16:05 主持人開場致詞
16:05-16:20 臺灣電動巴士能量
16:20-16:35

Roadmap for India in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Perspective

16:35-16:50 先進自動駕駛系統

單位

姓名/職稱

Toyota Kirloskar
Motor

Mr. Akito Tachibana

華德動能

蔡易忠總經理

SMEV
華碩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for
India’s
Electric
Vehicle:
16:50-17:05
Possibilities for Collaboration
with Taiwan

ABB Ltd.

17:05-17:15 臺灣電動機車發展策略

GOGORO

17:15-17:25

India Taiwan Collaboration in
the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17:25-17:40 無樁共享單車未來

BHEL
日馳

Mr. Sohinder Gill,
Director General
簡孝堅總經理
Vinod Raina,
Vice President
洪楨棋資深處長
A V Rao,
Assistant GM
蘇偉倫執行長

Discussion Topics:
1. Implementation status on the India’s EV policy
17:40-18:30 2. Progress & arrangement of India auto electronic regulations
Discussion 3. Expedi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s auto industry with Taiwan’s
& QA
smart automotive components
4. Discover the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models on smart automotive
components and EV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 籌備工作會議：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的產業對接主題是依循臺印度雙邊政府
產業政策及產業需求後擇定，本年度產業對接項目暨分論壇主題，延續
2017 年的分論壇主題為電子製造(含工業局)、智慧城市暨綠色科技，及智
慧車輛零組件；本計畫團隊為掌控跨局處之產業對接進度，以及順利執行
高峰論壇，在工業局電資組、永發組、金機組、工業區組及政策組的督導
下，串聯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全國工業總會、印度產業智庫、車輛研究
測試中、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及中國生產力中心等單位，組成執行團隊，
並定期招開工作會議。本年度共辦理 5 場工作會議，工作會議內容摘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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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工作小組會議時程表

會議時間

執行內容

會議主題

3月5日

第 1 次工作會議會議

討論分論壇項目及法人執行單位窗口。
另就後續相關時程提出規劃草案。該會
議也針對印度產業踩線團的需求性意見
交換

4 月 26 日

第 2 次工作會議會議

就印度產業踩線團行程、出團人員及拜
會議題等意見交換及討論

6月5日

第 3 次工作會議會議

說明 5 月 21 日~26 日踩線團執行成果，
及就主論壇規劃、分論壇議程及相關工
作分工等項目意見交換及討論

7 月 20 日

第 4 次工作會議會議

就主論壇規劃、分論壇議程及相關工作
的執行進度意見交換及討論

8 月 13 日

第 5 次工作會議會議

檢視主論壇規劃執行進度、分論壇議程
及相關工作的執行進度意見交換及討論

資料來源： 本計畫整理

(3) 論壇辦理：
A. 邀請印度官方參與
本計畫除透過上述的工作小組會議凝聚共識外，為順利執行高峰論壇
的辦理，亦積極透過印度在臺辦事處如印度臺北協會，確認雙邊產業合作
議題與需求，一同研析適切優先對接產業別與合作項目，供臺印度雙邊官
方評估，獲取同意後擇訂正式的產業對接項目。除外也直接與印度的地方
政府如 KARNATKA 州與 HARYANA 州等接洽，邀請一同參與高峰論壇。
B. 與印度主辦單位進行行政分工
印度當地的相關工作，部分也委請印方主辦單位印度工商聯合會
(FICCI)協助執行，如論壇相關視覺廣宣物品的大會主視覺、開場活動及
大會啟動儀式呈現及現場來賓報到等，因需貼接地氣展現印度風格深切意
涵，委由印度工商聯合會主要負責規劃。
C. 與會臺印度貴賓邀約
本次的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活動在印度舉辦，辦理目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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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產業對接合作，故參與對象需包含印度的學研專家及產業人士，為此
招生簡章設有中英文兩個版本。另為便利有意出席與會之臺印度產官研代
表，於充分理解活動意涵後隨時報名論壇活動，大會設置中英文報名網
頁，支援電腦與手機兩個硬體平台作業環境，供參加者於各自合宜時間內
上網報名不受空間時間限制。
D. 論壇活動說明
a.主論壇
本次高峰論壇現場共 325 位臺灣印度雙方產官學研代表共同參與，在
大會亮點方面，臺印度雙方共宣布兩項投資合作案，包括世正開發公司確
認在印度班加羅爾投資國際科技園區，第一期投資金額約 10 億臺幣，以
及印度 MoMAGIC 公司在臺灣設立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研發中心。另外也
促成工研院量測中心與印度能源部、工研院產業學院與 FICCI、工研院材
化所與印度泰米那都水投資公司、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公會與南印度
製革與經銷協會、工研院材化所與印度皮革工業基金會等單位簽署臺印度
產研單位的太陽光電檢測合作、綠色科技水處理、及人才培訓等共五項合
作意向書。
b 產業分論壇
為協助國內業者掌握印度市場龐大需求，引領業者以臺灣產業優勢切
入這些重要產業領域深入合作，本次論壇活動結合產業對接會議辦理，將
臺印度雙方有意深入洽商之主題，以產業類別進行分組，透過分論壇型態
辦理，促進雙邊進一步的對談與交流，產業對接分論壇領域別包含電子製
造及工業區、智慧城市暨綠色科技，及智慧車輛零組件。
(a).電子製造及工業區
本分論壇邀請印度電子資通部、FICCI、ELCINA 及 JETRO India 代
表說明印度電子產業的發展前景與機會，印度政府的投資獎勵政策，以及
分享日商在印度建立與運營產業聚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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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講者包括資策會產研所、緯創科技、聯發科以及世正開發代表於
會中提出我方對於臺印度電子製造產業供應鏈進一步合作的看法、分享雙
方合資企業運作與人才培訓合作之案例、以及在印度建構臺灣工業區的前
景。
(b).智慧城市暨綠色科技
本分論壇邀請印度德里孟買工業走廊發展公司、印度皮革工業協會及
Ranitec 公司代表說明在印度政府在德里-孟買工業廊帶內的智慧城市及工
業區之開發計畫，並分享印度皮革產業執行工業廢水“零排放物”嚴格標
準以及印度農村運用太陽能發電的推動經驗。
我方講者包括研華科技、宏碁通信、祥泰綠科技代表，於會中分享我
國有關智慧交通、環境與安全監控、太陽能發電與儲能、工業廢水處理等
領域之發展經驗及技術。
(c).智慧車輛零組件
本分論壇邀請印度電動車製造協會、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及巴拉特重
型電氣有限公司代表於會中分享印度電動車推動政策、電池發展進程、及
充電站建置可行性方案等。我方講者代表包括車用零組件廠-華碩電腦、
電動摩托車及換電系統廠商-GOGORO、以及電動巴士廠-華德動能科技。
雙方與會之企業在會中討論如何運用我方在電動二輪/三輪，及電動
巴士的發展經驗及產業優勢，在印度展開合作。
(4) 促成合作案
奠基於去年論壇雙方工總、智庫及專業法人已簽署的合作意向書基礎
上，2017 論壇後臺印度企業及法人研究機構，紛紛開始就各分論壇議題
之次應用領域展開合作的洽商，本年共媒合 2 件投資案及 5 項合作意向書
的簽署，如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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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分項
投資案

投資案

臺印度論壇簽署投資案及合作意向書(MOU)

臺灣簽署公司

印度簽署公司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世正開發公司

印度卡納塔克邦州
(Karnataka)政府

世正開發公司與卡納塔克邦州政府
合作發展班加羅爾國際科技園區(第
一期)。

工業局

MoMAGIC
Technologies

MoMAGIC 公司與聯發科等公司合
作，來臺設立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研
發中心。

綠色
科技

工研院量測中心

再生能源部 NISE

印度進行太陽能檢測合作，建構臺
印度太陽光電面板檢測系統之技術
及產業合作，未來可建構臺灣太陽
能面板在地檢測能量，擴大臺印度
太陽能面板產業商機。

電子
製造

工研院產業學院

印度工商聯合會

工研院產業學院與印度 FICCI 於科
技管理、手機外之設計人才、及新
創等領域人才培訓合作 MOU 簽署。

綠色
科技
綠色
科技
綠色
科技

工研院材化所

工研院材化所與泰米爾那都水投資
泰米爾那都水投資公司 公司(TWIC) 簽署 綠色科技水處理
與 IOT 智慧控制合作協議。

工研院材化所

工研院材化所與印度皮革工業基金
會(ILIFO) 簽署 綠色科技水處理與
IOT 智慧控制合作協議。

印度皮革工業基金會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公會與南
臺灣環保暨資源
南印度製革與經銷協會 印度製革與經銷協會 簽署 綠色科
再生設備公會
技水處理與 IOT 智慧控制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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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世正開發宣布於印度設置臺商工業區

圖 42

MoMAGIC 宣布於臺灣設置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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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業者媒合調查
為掌握未來臺印度合作可能模式與方向，工業局針對 2018 年臺印度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參與臺商進行問卷調查，以準確了解臺商之合作需求、
與印度方交流情況、雙方合作結果與具體合作模式，作為政府未來規劃臺
泰產業合作之參考。
本次問卷涵蓋 9 個分析問項，包括企業基本資料及未來與印度方合作
動向，除了 5、8、9 三個問項之外，其它問項廠商皆可以複選填答，因此
對於可複選回答之問項，廠商家數占比之合計可能超過 100%。而本次回
收的有效問卷共計 19 份，惟因每個問項的填答情況不一，因此，針對不
同問項進行分析時，使用的問卷樣本數會因問卷填答情形而異。為了解每
個分析問項所使用的樣本數，每個問項統計圖表的左上方加註說明該分析
問項所使用的樣本數。茲將問卷統計結果說明如下：
A. 請問貴公司隸屬於以下哪類產業(可複選)
本次問卷調查中，車輛零組件產業占整體受訪廠商最多計有 7 間；資
通訊產業占 5 間；機械自動化占 4 間；其他製造業、綠能各占 2 間。其他產業
參與問卷的廠商家數較少，如環保服務、醫療器材及工程技術顧問產業皆
各占 1 間。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43

公司隸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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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的主要目的(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0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以收集合作資訊為目
的，而各有 9 間廠商係為建立、擴大與印度企業間網路與尋找具體合作對
象。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44

公司參與交流目的

C.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之合作需求(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5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係為尋找銷售合作對
象，有 7 間廠商係為尋找生產合作對象，有 5 間係為尋找共同研究對象，
而有 3 間為尋找採購合作對象。至於尋找技術合作需求的廠商僅占 1 間。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45

公司參與交流之合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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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問貴公司參與本次交流會後的成果(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3 間廠商從本次交流會成功拓展人脈，有 10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後成功認識潛在合作對象，有 9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
中成功取得商機，有 4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中成功找到可行合作方式，而
有 3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中成功獲得其他企業資訊。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46

公司參與交流之成果

E. 請問貴公司參加交流會後，是否願意與印度企業進一步合作(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84%受訪廠商均有意願與印度企業進一步合作。

圖 47

與印度企業進一步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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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問貴公司感興趣的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3 間廠商有意發展印尼市場，各別有 12 間廠商
對越南、泰國市場感興趣，另對馬來西亞、菲律賓市場感興趣的廠商均超過 8
間。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48

公司感興趣之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

G. 請問貴公司期望與印度企業合作的具體方式(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0 間廠商將尋求與印度企業代理商合作，有 8
間廠商將尋求與印度企業通路商合作，有 5 間廠商尋求與印度企業
OEM/ODM 生產合作，有 4 間廠商尋求與印度企業合資，各有 2 間廠商尋
求與印度企業共同研發與零組件採購，而有 1 間廠商尋求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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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49

期望與印度企業合作之具體方式

H. 請問貴公司透過本次交流會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的印度企業家數(不
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認識超過 9 家的廠商占 11%，認識 5~8 家的廠商
占 10%，而僅認識 1~4 家的廠商占 79%。

圖 50

本次交流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之印度企業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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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請問貴公司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74%受訪廠商均有意願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

圖 51

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

從本次參加媒合的廠商地回饋問卷分析，多數廠商滿意此次的媒合活
動，也有意願持續參加此項活動，如果進一步分析，對於印度有興趣的廠
商，也會對印尼與越南市場有興趣，因為參加的廠商多數以製造業居多，
印尼與越南都屬於的製造大國，臺廠希望能夠打入供應鏈。
在問卷中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多數廠商希望能夠在印度尋找代理商與
通路商進行銷售，另一方面，相對於其他國家，臺廠在印度也有尋找 OEM
與 ODM 與生產的需求。顯見多數的臺廠開拓印度市場的目的包括銷售與
OEM 製造。
未來如果有相關的研討會活動，「如何與印度代理商打交道」、「如何
在印度尋找 OEM 廠商道」
、
「印度製造業的投資機會」的類似主題，應可
吸引到多數的廠商參加。

196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4. 馬來西亞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論壇規劃：
 論壇名稱：2018 臺灣-馬來西亞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論壇日期：107 年 9 月 19 日
 論壇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馬來西亞貿工部投資局(MIDA)大樓)
議

程：
表 57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議程

Time

Agenda

13:30-14:00

Registration

14:00-14:10

Opening Ceremony

14:10-14:40

Opening Remarks

14:40-14:50

Exchange of Token of Appreciation

14:50-15:20

MOU signing

15:20-15:30

Group photo

15:30-16:00

Coee Break
Malaysian-Taiwanese Business Venture into the ASEAN
Market
Fang-Hsing Lee ,Vice President of Yung Shin
Pharm.Ind.Co.,Ltd
Business Excellence with Taiwan Experience
Jacob Lee, Managing Director of Asli Mechanical

16:00-17:30

Successful
SOLUTIONS FOR MONITORING, CONTROLLING &
story sharing COMMUNICATION SYSTEMS &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with Taiwan
Phan Vee Yee ,GENERAL MANAGER of
WILLOWGLEN
Supervisor System Application For MachineHung Chih
Shen ,GENERAL
Hung Chih Shen ,GENERAL MANAGER of LOGIC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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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紡織分論壇議程

Time

Agenda
Master of ceremonies: Dr. Shao Zhi-an
Host: Malaysian Text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MTMA)/President Hon-Cheong Seow

09:30-09:35

Opening

Host: Malaysian Textile and
(MTAC)/President Regina Leong

Apparel

Centre

Host/ Taiwan Textile Research Institute (TTRI)/Dr. Shao
Zhi-an
Lifestyle Opportunities Within

Topic 1

09:35-10:30

Keynote
Speech

Speaker: Mr. Jona Anak Kerani, Senior
Assistant Director, Building Technology &
Lifestyle Division, MIDA
Rapporteurs: Mr. Mohd Ehzan Ab Hadi,
Assistant Director, Building Technology &
Lifestyle Division

Topic 2

History of Taiwan's functional textile
development//TTRI/Dr. Jeff Chen

Topic 3

Malaysian functional textil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MATAC/MS. Regina Leong

Topic 4

Smar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dyeing and finishing process/TTRI /Dr.
Huang Cing-Tang, Director

10:30-10:50

Tea break

10:50-12:30

Business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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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Time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食品醫藥化妝品議程
Activity

09:30-09:35

Opening and Welcome Remark

09:35-09:45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Pharmaceutical, Cosmetic and
Food Industries (TBC by Life
Sciences & Medical Technology
Division)
Presentation should include: 5
minutes on Food

09:45-09:55

Presentation 2
(Pending)

09:55-10:05

Presentation 3
Review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tatus of Taiwan’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o
Discover
th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10:05-10:20

10:20-10:30

10:30-10:50
10:50-12:30

Speaker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Dr. Kodi Isparan Kandasamy,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gBiotech Division,
Malaysian Bioeconom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Bhd
Taiwan Representative
Ching Lung H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Office, MOEA
(BPIPO)
Speaker: Ms. Wan Hariati Wan Salleh,
Deputy Director, Life Sciences &
Medical Technology Division, MIDA
Rapporteurs:
Mr. Teo Jie Khan, Assistant Director,
Life Science & Medical Technology
Division
Ms. Anis Halini Abdul Halim, Senior
Assistant Director, Food Technology &
Resource Based Division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Dr. Kodi Isparan Kandasamy,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gBiotech Division,
Malaysian Bioeconom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Bhd
Taiwan Representative
Ching Lung H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Office, MOEA
(BPIPO)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Presentation 4
Dr. Norihan Mohd Saleh, Executive
Enhancing Biotechnology Industry
Director,
Agro-Biotechnology
Through R, D and I Platforms at
Institute(ABI), National Institute of
NIBM
Biotechnology Malaysia
Presentation 5
Taiwan Representative
Value-added
Development
of
Tony J. Fang, Deputy Director-General
Taiwan Food and Biotechnology
of the Food Industry Research and
Industry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Institute (FIRDI)
Opportunities
Tea break
Business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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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智慧城市議程

Time

Agenda

Speaker
Host: Alicia

Company
name

Open

III / PIKOM

III: Mr. Ray Tasi/ Director
PIKOM: Mr. Ong Kian Yew
/ Director

MIDA

Speaker: Mr. Jeyasigan Nair,
Director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R&D
Industry4Ward
- Division, MIDA
Topic1 Moving Towards Rapporteurs: Mr. Syamsul
Industry 4.0
Azmir Hussien, Assistant
Director,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R&D
Division, MIDA

PIKOM

Topic 2 TBD

KPJ Hospital

Smart
medical Dato Dr. Abd. Wahab Abd.
Topic 3 environment and its Ghani / Medical Director in
market in Malasia KPJ Ampang Puteri Hospital

09:30-10:30

Mr. Ganesh Kumar Banga/
Chairman / PIKOM

Malaysia
Smart
Nexus Union
City development Mr.
Randall
Topic 4
/ SI
(KL 、 Sabah 、 /Nexus Union
Sarawak)
10:30-10:50

Coffee Break
ITRI

10:50-12:30

Low/CEO

The Development
Mr. Philip Chiang/Program
Topic 3 of Smart Factory in
Manager
Taiwan

Smart
surgical
Smart
glass
glasses
for Mr Min-Liang Wang PhD /
solution for Topic4
orthopaedic
in CEO
medical
Malaysia
Smart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
and Lighting Topic5
Mr. Samuel Liu / VGM
Sign light service
Solutio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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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Time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資訊服務議程

Speech

Business Match

Host: William Lee

Host: Kevin Bai

Opening Remarks
09:30-09:40

MDEC: Hew Wee Choong, Vice President
III: Vincent Hu, Deputy Director
Malaysia's Potential in Developing IT Services

09:40-09:50

Speaker: Ms. Irnanie Mohd Aripin, Senior Assistant
Director, Business Services and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Division, MIDA
Rapporteurs: Ms. Nur Syuhadah Ahmad Shukri,
Assistant Director, Business Services and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Division, MIDA
Keynote Speech: IoT Applications in Smart
Manufacture Field
Taiwan Speaker: Erix, COO, ioNetworks

09:50-10:50

Taiwan
Speaker:Yiann
Manager,MiTAC

Wang,Senior

Project

Smart Healthcare
Business Match

Malaysia Speaker: Daniel Liew, Sales Director,
Sophic
10:50-11:10

Coffee Break
Keynote Speech: Success Story of Informa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in Smart Healthcare
Smart Manufacture

11:10-12:10

Taiwan Speaker: Flora Hu, GM, GSS
Malaysia Speaker: Dato’ Chevy Beh, Founder,
Bookdoc

12:10-12:30

Cross-domain Business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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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食品醫藥化妝品議程

Time

Activity

Speaker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Dr. Kodi Isparan Kandasamy,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gBiotech Division, Malaysian
Bioeconom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09:30-09:35 Opening and Welcome Remark Bhd
Taiwan Representative
Ching Lung H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Office, MOEA (BPIPO)
Speaker: Ms. Wan Hariati Wan Salleh,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Deputy Director, Life Sciences & Medical
Pharmaceutical, Cosmetic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MIDA
Food Industries (TBC by Life Rapporteurs:
&
Medical Mr. Teo Jie Khan, Assistant Director, Life
09:35-09:45 Sciences
Technology Division)
Science & Medical Technology Division

Presentation should include: 5 Ms. Anis Halini Abdul Halim, Senior
minutes on Food
Assistant Director, Food Technology &
Resource Based Division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09:45-09:55

Dr. Kodi Isparan Kandasamy,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gBiotech Division, Malaysian
Bioeconom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Sdn
Bhd

Presentation 2
(Pending)
Presentation 3

Review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tatus of Taiwan’s
09:55-10:05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o
Discover th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esentation 4
10:05-10:20

Taiwan Representative
Ching Lung H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Promotion Office, MOEA (BPIPO)
Malaysian Representative

Enhancing
Biotechnology Dr. Norihan Mohd Saleh, Executive Director,
Industry Through R, D and I Agro-Biotechnology Institute(ABI), National
Platforms at NIBM
Institute of Biotechnology Malaysia
Presentation 5

Taiwan Representative
Value-added Development of
Tony J. Fang,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the
10:20-10:30 Taiwan
Food
and
Food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Institute (FIRDI)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10:30-10:50 Tea break
10:50-12:30 Business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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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籌備工作會議：
於 4/17~4/21 完成辦理 1 次赴馬來西亞進行產業論壇籌備工作會議。
配合工業局新南向產業鏈結工作展開，民生化工組負責本年度 9 月於馬來
西亞辦理「2018 臺灣-馬來西亞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等活動。本次出國目
的在於連繫、溝通、推動及籌劃 9 月的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及商談會等
活動；透過工業局民生化工組、亞太辦、台經院、工總、紡織所主辦單位
及參與分項論壇推動及籌辦的多法人代表，與馬來西亞官方窗口(國際貿
易與工業部)及擬進行產業合作交流的產業組織及重要臺商及馬商會談溝
通，確定 9 月高峰論壇會議及相關活動型式、產業合作交流重點及實務會
議可能的規劃及安排。同時進行相關場地探勘與活動協調籌劃等工作。
 拜會駐吉隆坡經濟組，進行臺馬高峰論壇討論會，報告臺馬高峰論壇舉
辦模式及規劃方向。
 拜會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副局長，溝通臺馬高峰論壇產業互動模式及未
來合作方向。
 拜會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工業部產業政策司總司長，溝通臺馬高峰論壇產
業互動模式及未來合作方向。
 拜會馬來西亞紡織聯合會理事長及紡織公會代表，溝通臺馬高峰論壇產
業互動模式及進行合作分工。
 拜會馬來西亞製造廠商聯合會與當地臺商等廠商代表，為籌備臺馬高峰
論壇進行溝通協調工作，並建立臺馬產業鏈結平台，瞭解馬國產業政策
方向與產業趨勢。
 拜會馬來西亞各分組相關企業，溝通臺馬高峰論壇產業互動模式及合作
方向。
 拜會馬來西亞生物經濟發展機構及馬來西亞國家生物科技研究所代
表，協助開創臺灣與馬來西亞食品生技醫藥化粧品產業合作發展機會，
溝通臺馬論壇互動模式及產業合作發展機會。
 拜會馬來西亞多媒體與工業電腦協會，溝通臺馬高峰論壇智慧城市分組
產業互動交流方式及未來合作方向。
 拜會馬來西亞相關單位，洽談未來臺馬產政學研合作方向，並邀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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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馬高峰論壇。
 其他相關高峰論壇籌劃及協助單位拜會。
(3) 論壇辦理
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之推動，促進臺灣與亞太國家產業合作，在「民
間主導、政府支持」的原則下，積極攜手產業建立與亞太各國產業合作平
台，繼 2017 年於臺中長榮桂冠酒店舉辦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之後，由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主辦，與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FMM)對接、經濟
部工業局指導的「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於 9 月 19 日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辦理，吸引臺馬雙邊產、官、學、研超過 300 人參與，共同探討臺
馬雙方產業合作契機與模式，為臺馬雙方未來在產業鏈上，包括技術、標
準認證、人才交流與區域經貿市場等面向，創造優勢互補，共創雙贏。

論壇由我方工總副理事長及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FMM 會長致歡
迎詞，同時也邀請到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駐馬來西亞代表處代表、
馬來西亞貿工部副秘書長、馬來西亞貿工部投資發展局（MIDA）副
局長擔任貴賓，為雙方產業合作的願景勉勵及期許。
本次論壇安排工總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副召集人，也是永信集團
所屬 Y.S.P.東南亞控股集團總裁、流亞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馬方由 Asli
Mechanical 總經理和 Willowglen 公司總經理等分別就雙方產業合作模式
及成功經驗進行分享，為臺馬的產業探索更大實質合作空間。
論壇安排具合作潛力的「紡織」
、
「食品醫藥化粧品」
、
「智慧城市」及
「資訊服務」等四大領域產業之分論壇，進行合作主題研討及一對一技術
合作暨商機媒合會，透由產業交流，強化雙方能量，達到產業鏈結、拓展
市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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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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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分論壇

(4) 促成合作案
本次臺馬雙方聚焦於「紡織」
、
「食品醫藥化粧品」
、
「智慧城市」及「資
訊服務」等四大產業領域合作方向簽署 7 項合作意向書，深化雙方合作合
作關係。如：本次臺馬簽署的合作，在紡織領域中，引進臺灣製機能性紡
織面料，共同開發馬來西亞內衣零售業市場;食品醫藥化妝品領域，國內
保健產品、高經濟效益的保養品鏈結馬來西亞食品醫藥化妝品產業合作；
智慧城市領域，共同合作開發新技術；資訊服務領域，建立智慧系統解決
方案，進一步拓展馬來西亞智慧系統相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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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分項
紡織

臺馬論壇簽署合作意向書(MOU)

臺灣簽署公司

馬國簽署公司

Wonderful Power Co. Ltd. B.U.M. Marketing
(Malaysia) Sdn Bhd
普俐鴻
馬 來 西 亞 B.U.M.
Equipment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馬 來 西 亞 B.U.M. Equipment
Regina 來臺參訪普俐鴻公司的
機能性內衣材料與製造技術，
雙 方 同 意 透 過 B.U.M.
Equipment 來料加工，引進臺灣
製機能性紡織面料共同開發馬
來西亞內衣零售業市場。

食品醫藥 Jowin Biopharma Inc.
醫藥化妝 傑安生技
品

SWood Biotech & 傑安生技致力於保健食品/藥品
Life Science (M) 開發，SWOOD 對其猴頭菇抗
Sdn Bhd
衰老保健產品非常感興趣，擬
與傑安生技合作開拓清真市
場。

食品醫藥 Gencell International Ltd
醫藥化妝 臻爾斯生技
品

DSwiss Sdn Bhd

臻爾斯提供合作經銷商高品質
高經濟效益的保養品及保健食
品，Dswiss 為馬國專營生技保
養品和保健食品，俾使雙方在
一帶一路市場能獲得最佳效
益。

Health
& 雙方共同投資及經營品牌，未
食品醫藥 YUANLI Medical Beauty HB
Beauty Sdn. Bhd.
醫藥化妝 Group
來共同開拓馬國化粧品市場，
願麗醫美
品
願麗醫美提供產品及配方技
術，HB Health & Beauty 經營
市場銷售相關。
智慧城市 OMA Lighting Co. Ltd.
光宇科技

智慧城市 Taiwan Main
Orthopaedics Co., Ltd
臺灣骨王/秀傳醫院

資訊服務 MiTA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rp.
（MiTAC)
神通資科

Nexus Union Sdn 將與沙勞越大學合作於沙勞越
Bhd
特區運用 AI+智慧路口整合應
Nexus Union 沙勞 用服務計畫。
越大學
Kiwitech Sdn Bhd
KiwiTech
KPJ Ampang Puteri
Specialist Hospital
KPJ 醫院
Photomedic
Solution Sdn Bhd
Synvest Technology
(M)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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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論壇總結
臺馬論壇透由產、官、學、研各方合作辦理產業交流與持續鏈結資源，
達成臺馬雙方多面向的優勢互補及開創共同合作機會。
如透過舉辦臺馬紡織分組論壇，了解馬來西亞紡織業都有意願繼續經營
發展紡織事業，也意識到紡織技術需要改進提升，但馬方紡織業目前遇到
效率與技術提升的瓶頸，加上設備老化及人才不足等問題。建議組織技術
顧問團進而推廣與擴大輸出臺灣製造的紡織原料與生產設備。
A. 食品醫藥化粧品分組論壇提到馬來西亞是全球最大的清真產品出口國，
出口總值達100億美元，建議清真認證產品是個切入的方向，相當有利
臺灣食品醫藥化粧品產業拓展東南亞市場。
B. 智慧城市產業分組論壇建議持續強化與當地商務媒合交流合作，考量馬
來西亞已開始積極發展數位經濟建設，但仍須克服數項挑戰，包括專業
人力不足、數位經濟研究與開發支出比例依舊不高 、當地企業重視本
業盈利投資相對保守等，因此智慧城市產業分組論壇建議在 5+2 與數
位經濟政策下，積極建立國內與國際策略夥伴研提當地示範場域計畫，
憑藉著臺方本地經驗，整合國內業者創新創意關鍵技術與產品，強化臺
馬產業優勢互補共同合作。
C. 資訊服務分組論壇建議應於馬方外賓來臺灣參訪時，於行程中安排馬國
外賓參訪「BEST智慧應用整合示範場域」，透過示範場域體驗式行銷，
有效協助臺灣資服業者展示技術與專業能量並拓展海外市場。
(6) 業者媒合調查
為掌握未來臺馬合作可能模式與方向，工業局針對 2018 年臺馬產業
鏈結高峰論壇參與臺商進行問卷調查，以準確了解臺商之合作需求、與泰
方交流情況、雙方合作結果與具體合作模式，作為政府未來規劃臺馬產業
合作之參考。
本次問卷涵蓋 9 個分析問項，包括企業基本資料及未來與馬方合作動
向，除了 5、8、9 三個問項之外，其它問項廠商皆可以複選填答，因此對
於可複選回答之問項，廠商家數占比之合計可能超過 100%。而本次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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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問卷共計 28 份，惟因每個問項的填答情況不一，因此，針對不同
問項進行分析時，使用的問卷樣本數會因問卷填答情形而異。為了解每個
分析問項所使用的樣本數，每個問項統計圖表的左上方加註說明該分析問
項所使用的樣本數。茲將問卷統計結果說明如下：
A. 請問貴公司隸屬於以下哪類產業(可複選)
本次問卷調查中，紡織、資通訊產業占整體受訪廠商最多各計有 8
間；生技醫藥產業占 6 間；機械/自動化產業占 3 間。其他產業參與問卷
的廠商家數較少，如行李箱、美妝及醫療器材產業皆各占 1 間。

圖 54

公司隸屬產業

B.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的主要目的(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23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以尋找具體合作對象
為目的，有 15 間廠商係為建立、擴大與馬來西亞企業間網路，而有 12
間廠商係為收集合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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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公司參與交流目的

C.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之合作需求(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26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係為尋找銷售合作對
象，有 9 間廠商係為尋找生產合作對象，各有 6 間係為尋找採購合作與技
術合作對象，有 4 間為尋找共同研究對象。至於尋找人才培訓合作需求的
廠商僅占 2 間。

圖 56

公司參與交流之合作需求

D. 請問貴公司參與本次交流會後的成果(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各有 19 間廠商從本次交流會成功認識潛在合作對
象與取得商機，有 17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後成功拓展人脈，有 12 間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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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流會後成功找到可行合作方式，而有 9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中成
功獲得其他企業資訊。

圖 57

公司參與交流之成果

E. 請問貴公司參加交流會後，是否願意與馬來西亞企業進一步合作(不可
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96%受訪廠商均有意願與馬來西亞企業進一步合
作。

圖 58

與馬來西亞企業進一步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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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問貴公司感興趣的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各有 17 間廠商有意發展越南、泰國市場，有 15
間廠商對馬來西亞市場感興趣，另對新加坡、澳洲市場感興趣的廠商均超
過 10 間。

圖 59

公司感興趣之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

G. 請問貴公司期望與馬來西亞企業合作的具體方式(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9 間廠商將尋求與馬來西亞企業代理商合作，
有 16 間廠商將尋求與通路商合作，有 8 間廠商尋求與馬來西亞企業
OEM/ODM 生產合作，有 4 間廠商尋求與馬來西亞企業共同研發合作，有
3 間廠商尋求合資企業，各有 1 間廠商尋求與馬來西亞企業零組件採購以
及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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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期望與馬來西亞企業合作之具體方式

H. 請問貴公司透過本次交流會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的馬來西亞企業家數
(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認識超過 7 家的廠商占 5%，認識 5~6 家的廠商占
27%，而僅認識 1~4 家的廠商占 68%。

圖 61

本次交流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之馬來西亞企業家數

I. 請問貴公司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96%受訪廠商均有意願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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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

從本次參加媒合的廠商地回饋問卷分析，多數廠商滿意此次的媒合活
動，也有意願持續參加此項活動。如果進一步分析，對於馬來西亞有興趣
的廠商，也會對泰國與越南市場有興趣，很明顯地這是因為地理相近，可
以做整體布局考量。
東南亞市場中，人際關係相當重要，所以廠商參加媒合會的意願中也
可以看到參加目的中「尋找合作對象」是重要。另外對於未前進馬來西亞
的廠商，也希望能「取得市場資訊」。在問卷中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多數廠
商希望能夠在馬來西亞尋找代理商與通路商進行銷售，這可能是因為來參
加臺廠中的資通廠商其實是相當看好馬來西亞的潛在商機。
未來如果有相關的研討會活動，
「馬來西亞的市場資訊」
「如何在馬來
西亞進行銷售」的類似主題，應可吸引到多數的廠商參加，這類的訊息應
可獲得資通業者極高的興趣。
5. 越南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論壇規劃：
 論壇名稱：臺灣-越南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論壇日期：107 年 10 月 15 日
 論壇地點：臺北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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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表 64

時間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議程
主講人 / M0U 簽署人

議程

09:00~09:30 報到

迎賓報到 / 臺越高層相見歡(貴賓室)

09:30~09:35 開幕式

開場 OPENING SHOW
(臺)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

09:35~10:00 開幕致詞

(越)越南商工總會副主席
(臺)經濟部次長

10:00~10:05 貴賓介紹~貴賓上台合影
紡織
簽
署
10:05~10:30

M

輕工業

(越)越南紡織服裝協會(VITAS)
(臺)金屬中心

基礎技術 (越)胡志明市機械-電公會(HAMEE)
(臺)臺灣高端智慧學習業者臺灣骨王

O
U

(臺)流亞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

(越)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震興醫院
(臺)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越)富春大學

10:30~10:50 茶敘/休息時間 (Break Time)
10:50~11:10

專 臺越合作共創雙贏-旭榮集團 黃冠華執行董事

11:10~11:30

題 越南產業發展現況與合作展望-越南工業局副局長

11:30~11:50

演 臺越創新成長方案-中華經濟研究院 劉大年主任

11:50~12:10

講 越南科技商業化之環境政策與機會-越南發明協會 陳國申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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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分論壇總議程
Industry Group Discussion

Forum
Sessions

Textile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Fundamental Technology

Smart Application of Smart
City: Smart Campus and
Smart Lighting

Taiwan Textile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Federation (TTF)/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Industry/
Coordinators Vietnam Textile and & Development Centre
Industrial Technology
Apparel Association
(MIRDC),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VITAS)
Chairman,
Wang, Choun-Shi,
Wei, Chia-Min, Vice
President, Intelligent
Chan, Cheng-Tien,
president
Learning Industry
Taiwan Textile
(MIRDC)
Alliance, Taiwan
Federation (TTF)
Co-Moderators
Chairman,
13:50-14:00
Quoc Viet Hoang, PhD,
Vu Duc Giang,
Le Hung Lan, President,
Senior Researcher,
Vietnam Textile and
Vietnam
Certification
Vietnam NACENTECH
Apparel Association
Center (QUACERT)
(VITAS)
Report and Business Matching
14:00-17:00
17:00-17:30

Free Discussion and Exchange of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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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紡織分論壇議程

Time

Program
Welcome Remarks

13:50-14:00

 Mr. Cheng-Tien Chan, Chairman

Taiwan Textile Federation (TTF)

 Mr. Vu Duc Giang, Chairman

Vietnam Textile and Apparel Association (VITAS)

Keynote Speech I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of Taiwan Textile
14:00-14:30 industry
Mr. Justin Huang, President
Taiwan Textile Federation (TTF)
Keynote Speech II
Vietnam Textile & Garment Industry in the Integration period & Prospect of
14:30-15:00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Ms. Nguyen Thi Tuyet Mai, Vice General Secretary
Vietnam Textile and Apparel Association (VITAS)
15:00-15:05

Introduction of Vietnam Companies

15:05-15:20

Networking
Moderator:
Mr. Justin Huang, President, Taiwan Textile Federation
Presentations:
 Fully Automated Dye House

Mr. Wei-Jen Chen, President
Logic Art Automation Co., Ltd. (Taiwan)

 Circular Economy-A Better Life for Textile

15:20-17:20

Mr. Ko Chin Chen, Chairman
Singtex Industrial Co., Ltd. (Taiwan)

 Experience of ODM/OBM Development for Vietnam Textile and Apparel

Manufacturers
Ms. Huynh Thi Khiet, Chairwoman
An Hung, JSC (Vietnam)

 Trade Policies and Labor Policies

Ms. Hoang Ngoc Anh, Vice General Secretary
Vietnam Textile and Apparel Association (Vietnam)

Panel Discussion/Q&A
17:20-17:40

Business Matching & 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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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Time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輕工業基礎技術分論壇議程
Program

Speaker
 Wei, Chia-Min, Vice president, Metal

13:50-14:00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MIRDC), Taiwan

Opening Remarks
Co-Moderators

 Le

Hung Lan, President, Vietnam
NACENTECH

14:00-14:30

Report 1 –Fundament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of Light
Industry between Vietnam and
Taiwan

14:30-15:00

Report 2 - The potential for
fundament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in light industry
between Taiwan and Vietnam

Yang, Tzu Sheng, Assistant Chief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MIRDC), Taiwan
Le Thị Hong Loan, Vice Chairwoman,
HCMC ASSOCIATION OF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TERPRISE (HAMEE)

15:00-16:00

Topic Discussion

16:00-16:20

Break Time

16:20-17:20

Business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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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Time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智慧城市分論壇議程
Program

Speaker
 Wang, Choun-Shi, President, Intelligent

Learning Industry Alliance, Taiwan

Opening Remarks

13:50-14:00

 Dr.

Quoc Viet Hoang, Vietnam
Certification Center (QUACERT)

Co-Moderators
Report 1( Smart Campus)

 Wang, Cheng Shiang, Director Global

 Understand Education Market in

14:00~14:40

Vietnam
through
Training Program

Teacher

 Dr.

 New

Opportunities
Universities in Vietnam

in

Report 2 (Smart Lighting)
 LED Lights and Current status

14:40~15:20

of LED Lights in Vietnam

 Brief introduction, experience

sharing of UMEC in Vietnam

15:20~15:40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
Ltd., Taiwan
Viet Thuy Le, Deputy Head,
Academic Affairs, 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Vietnam

 Dr.

Quoc Viet Hoang, Vietnam
Certification Center (QUACERT)

 Kevin

Mar, Director,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Universal

Break Time
 Assoc. Pro. Dam QUANG VINH, Head

of Distance Learning Centre, 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Vietnam

 Dr. Dam QUANG MINH, Principal of

Phu Xuan University of IAE Group

15:40~16:20

 Mr. Duong Trong Tan, CEO of Agilead

Business Matching-

Global

Discussion

 Dr.

Quoc Viet Hoang,
Certification Centre

Vietnam

 Director Kevin Mar, UMEC. LTD
 Chairman Lin, Kun Yueh,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Committee, TOSIA

16:20~17:30

Free Discussion and Exchange of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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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籌備工作會議：
A. 籌備工作會議
分別於(107 年)5 月 18 日、6 月 13 日、7 月 18 日、8 月 22 日及 10
月 3 日完成籌劃及辦理臺越產業合作論壇工作討論會議 5 場次。
 會議重點：
a. 2018 年大會主視覺設計部分參照 2017 年版本調整。
b. 2018 年主論壇規劃：
(1) 本次論壇日期提前之因素，參與人數預估為 200~300 人。
(2) 請亞太辦協助確認越南官方高層出席狀況，以利後續如需辦理高
層會議及論壇之規劃。
c. 2018 年分論壇規劃：
(1) 目前仍先維持紡織、輕工業基礎及智慧城市三個分論壇，請各組
辦理分論壇時，應至少有一項 MOU 簽署。
(2) 商機媒合部分比照臺印尼論壇模式進行，由臺越雙方共同提出需
求後，以雙方意向配對並於商機媒合時間進行簡報與洽談。
(3) 請各分論壇權責法人擬定論壇隔天之產業參訪行程。
d. 論壇舉辦地點為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B.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考察團
本次考察團自 7 月 6 日~7 月 10 日共參訪拜會越南臺商總會、越南河
內臺商會、我駐越南河內代表處、越南工商會(VCCI)、越南紡織成衣協
會(VITAS)、越南支援產業協會(VASI)及越南機械產業協會(VAMI)等單
位，順利取得各單位對於 10 月 15 日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之支持。
 考察內容與預期效益：
(一) 瞭解臺商在越南投資與發展現況。
(二) 促進與臺商之關係，了解臺商在越南經營情形及需要協助事項。
(三) 有利於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之舉辦與邀約臺商參與。
針對本次論壇產業未來合作計畫，透過與越南工商會(VCCI)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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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小企業與越南的中小企業之合作商機，雙方可以整合相關意
見，向越南官方提出建議報告，以利臺越兩國合作。
(3) 論壇辦理：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簡稱工總) 與越南工商會 (VCCI) 共同舉
辦的「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論壇」，10 月 15 日於台北市盛大登場，來
自臺灣及越南的產、官、學、研共計 368 人 (臺 318 人，越 50 人) 參與
此一盛會。此論壇針對「紡織」
、
「輕工業基礎技術」以及「智慧城市」等
3 大領域為主軸，促進雙方合作。
工總理事長表示，目前越南致力發展製造業升級，鼓勵投資製造、服
務及農林漁業等產業，並積極推動提升製造業及服務業競爭力與創新，這
與臺灣正在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和「5+2」產業創新發展計畫有極高的互補
性，值得臺商前往投資，並在臺越現有良好的合作基礎上，期望雙邊未來
還有更寬廣的合作空間，共創臺越經濟發展。
經濟部次長亦指出，臺灣在紡織、機械產業、工業基礎技術、資訊電
子應用、半導體產業、智慧城市等領域已有良好的發展基礎，而越南政府
近年也提出具體的國家發展政策及產經政策等，希望透過這次的產業對接
活動，建構產業論壇合作平臺，結合政府、研究單位及企業，協助中小企
業找到合作伙伴，促成市場開發、技術及人才交流、及更多合作案例，希
望未來每年都可以尋找目標產業，促成更多合作案例。相信臺灣與越南攜
手努力合作下，共同實現經濟轉型與提升產業創新的合作空間及發展願
景。
本次論壇特別安排中華經濟研究院、旭榮集團、越南工貿部工業局及
越南發明協會等單位分別就雙方產業發展現況、合作展望、產業政策及合
作模式進行專題演講，為臺越未來的產業合作擘畫策略及方向。
在產業合作方面，我方代表包括紡拓會、金屬中心、資策會、工研院、
臺灣智慧學習產業聯盟等重要機構與工商團體，而越方代表包括越南紡織
服 裝 協 會 (VITAS)、 胡 志 明 市 機 械 -電 公 會 (HAMEE)、 越 南 應 用 科 技 院
(NACENTECH)及相關廠商代表等，雙方均表達願意就產業合作繼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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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共創雙贏。
臺越雙方共同安排「紡織」
、
「輕工業基礎技術」
、
「智慧城市」之產業
分組論壇。在紡織領域方面，未來雙方將交流最新的全球服裝時尚趨勢，
引介越方使用我紡織廠商開發的最新高性能布料，促進雙邊產業實質合作
與關係。在輕工業基礎技術方面，朝強化雙方產業與技術資訊交流，促進
產業合作與人才培訓。智慧城市領域將探索越南的具潛力的應用，扶植智
慧校園與智慧教育產業的發展。
延續去年(2017 年)的合作基礎與今年論壇的豐碩成果，本次論壇持續
在紡織、輕工業基礎技術、智慧城市的智慧應用等具潛力之產業，推動與
落實產業合作，強化雙邊產業國際競爭力與海外市場占有率，並將加強兩
國產業合作對接，推動技術交流，共創品牌和人力培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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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

圖 64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
223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圖 65

臺越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分論壇

(4) 促成合作案
奠基於去年論壇雙方工總、智庫及專業法人已簽署的合作意向書基礎
上，本次論壇臺越雙方持續在紡織合作、輕工業基礎技術合作及智慧城巿
合作等方向簽署 4 項的合作意向書，如表 71，包括：越南胡志明市機械電公會(HAMEE)與金屬中心簽署合作意向書，代表雙方技術合作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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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正式對接，並做為雙方後續業者合作的基礎。此外，產業方面在紡織
產業技術合作簽署 1 項合作意向書、智慧校園簽署 2 項合作意向書，為雙
方業者投資及在地製造意願，奠定合作基礎。
表 69
分項
紡織

臺越南論壇簽署合作意向書(MOU)

臺灣簽署公司
臺灣流亞科技公司

越南簽署公司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越南 GBS 教育科學 促進臺越雙方在染整自動化與
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智 慧 化 的 人 才 培 訓 及 技 術 交
流。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輕工業
基礎技術

胡 志 明 機 械 - 電 公 促進雙方技術合作與人才交流
會(HAMEE)
正式對接，並做為雙方後續業
者合作的基礎。

智慧城巿 臺灣高端智慧學習業者

越南胡志明醫藥大 簽署智慧學習合作意向書，有
學震興醫院
利雙方將智慧學習應用於醫療
培訓領域。

臺灣骨王公司
智慧城巿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

越南富春大學

協助臺灣智慧校園產品服務進
入私立學校體系。

(5) 論壇總結
透過本次(2018)論壇之辦理，除了延續 2017 年建立之雙方產業交流平臺，
帶動兩國官方與民間產業之互動，並藉由聚焦特色產業之分論壇舉辦，讓雙
方產業有更深入的相互了解，提升實質對接機會。本次臺越產業合作論壇有
以下結論:
A. 已進行 2 屆的臺越產業合作論壇係臺越經貿合作之重要執行項目，有
助於臺越產業互補交流，達成雙方隔年主辦論壇之協議。
B. 紡織分論壇:了解越南的紡織成衣產業面臨的困境與障礙，不過越南仍
然具有簽署多項自由貿易協定、人力成本低廉、人力資源充沛、經濟
發展具有潛力，以及優惠的投資方案等優勢，能與臺灣做更深化的合
作，共同尋求商機，共創雙贏。
C. 輕工業技術分論壇:越南廠商與臺灣精密設備廠商洽詢經銷代理相關細
節，規劃代理臺灣精密機械設備產品，前進越南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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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智慧城市分論壇:臺灣業者(如希伯崙、圓展等)與越南富春大學、Agilead

公司、國家經濟大學、LED 照明業者就高等教育之英語教材、智慧教
室互動學習軟硬體、STEAM 教育、人力培訓、LED 智慧照明產品等面
向進行後續合作之商談。
(6) 業者媒合調查
為掌握未來臺泰合作可能模式與方向，工業局針對 2018 年臺越南產
業鏈結高峰論壇參與臺商進行問卷調查，以準確了解臺商之合作需求、與
越南方交流情況、雙方合作結果與具體合作模式，作為政府未來規劃臺越
南產業合作之參考。
本次問卷涵蓋 9 個分析問項，包括企業基本資料及未來與越南方合作
動向，除了 5、8、9 三個問項之外，其它問項廠商皆可以複選填答，因此
對於可複選回答之問項，廠商家數占比之合計可能超過 100%。而本次回
收的有效問卷共計 17 份，惟因每個問項的填答情況不一，因此，針對不
同問項進行分析時，使用的問卷樣本數會因問卷填答情形而異。為了解每
個分析問項所使用的樣本數，每個問項統計圖表的左上方加註說明該分析
問項所使用的樣本數。茲將問卷統計結果說明如下：
A. 請問貴公司隸屬於以下哪類產業(可複選)
本次問卷調查中，教育服務產業占整體受訪廠商最多計有 4 間；車
輛、鋼鐵產業各占 2 間。其他產業參與問卷的廠商家數較少，如化學、資
通訊、貿易、其他服務業、LED、塑膠射出、軟體、綠能以及機械產業皆
僅各占 1 間。

226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圖 66

公司隸屬產業

B.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的主要目的(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各有 12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以收集合作資訊與
尋找具體合作對象為目的，有 6 間廠商係為建立、擴大與越南企業間網路。

圖 67

公司參與交流目的

C. 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之合作需求(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2 間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係為尋找銷售合作對
象，有 8 間廠商係為尋找採購合作對象，有 7 間係為尋找生產合作對象，
有 6 間為尋找技術合作對象，有 5 間為尋找人才培訓合作對象。至於尋找
共同研究需求的廠商僅占 2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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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公司參與交流之合作需求

D. 請問貴公司參與本次交流會後的成果(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0 間廠商從本次交流會成功認識潛在合作對
象，有 8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後成功拓展人脈，各有 6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
會後成功獲得其他企業資訊以及取得商機，而有 5 間廠商在本次交流會中
成功找到可行合作方式。

圖 69

公司參與交流之成果

E. 請問貴公司參加交流會後，是否願意與越南企業進一步合作(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所有受訪廠商均有意願與越南企業進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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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與越南企業進一步合作意願

F. 請問貴公司感興趣的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4 間廠商有意發展泰國市場，有 11 間廠商對印尼市
場感興趣，另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市場感興趣的廠商均超過 8 間。

圖 71

公司感興趣之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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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請問貴公司期望與越南企業合作的具體方式(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11 間廠商將尋求與越南企業代理商合作，有 10
間廠商將尋求與越南企業通路商合作，有 4 間廠商尋求與越南企業零組件
採購之合作，有 3 間廠商尋求合資企業，有 2 間廠商尋求 OEM/ODM 生
產，僅有 1 間廠商預計尋求投資者。

圖 72

期望與越南企業合作之具體方式

H. 請問貴公司透過本次交流會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的越南企業家數(不
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認識 3~4 家的廠商占 82%，而認識 1~2 家的廠商
占 18%。

圖 73

本次交流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之越南企業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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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請問貴公司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82%受訪廠商均有意願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

圖 74

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

從本次參加媒合的廠商地回饋問卷分析，多數廠商滿意此次的媒合活
動，也有意願持續參加此項活動。如果進一步分析，對於越南有興趣的廠
商，也會對泰國與印尼市場有興趣。泰國的這是因為地理相近，可以拓展
市場；印尼則是因為印越都適合臺廠發展製造業。
相較於其他新南向國家，廠商參加媒合會的意願中也可以看到「收集
資訊」「尋找合作對象」的比例性更高，這可能是因為參加廠商中很多是
服務業，這些服務業者對於「尋找合作對象」更為積極。在問卷中另外值
得關注的是，也有多數廠商希望能夠在越南尋找代理商與通路商進行銷
售，這些多半是以製造業加入越南製造供應鏈為主。此外，前來參加媒合
會的廠商也有很多服務業，顯見這些臺廠也相當看好越南的內需市場。
此外，如果有相關的研討會活動，
「越南服務業市場」
「如何在越南進
行行銷」的類似主題，應可吸引到多數的廠商參加。
整體而言，從此次媒合會的結果分析，臺廠對越南市場的興趣還是以
內需行銷與工業製造為重心，相對其他國家，越南市場吸引臺廠興趣是相
當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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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菲律賓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論壇規劃：
 論壇名稱：2018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論壇日期：107 年 11 月 29 日
 論壇地點：臺北
議

程：
表 70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主論壇議程
論壇 (上午)

時間
09:00–09:30

議程
迎賓報到
開幕致詞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

09:30 –10:00

 菲律賓軟體協會會長
 經濟部部長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簽署 MOU 暨嘉賓合影
 工總 vs 菲律賓軟體協會

10:00–10:10

 工總 vs 菲律賓電子組裝協會
 東元電機 vs Cagayan Economic Zone Authority
 東元電機 vs Vanezuela City (巴倫蘇埃拉)
 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 vs 菲律賓塑膠射出模具製造企業Polaris

10:10–10:30

茶

敘

專題演講: 經濟概況
 中華經濟研究院-葉俊顯副院長 : 新模式、新商機─臺菲產業合作前景
 菲律賓馬尼拉雅典耀大學社科學院經濟系-Dean, Dr. Fernado T. Aldaba

10:30–12:00

專題演講: 資源
 菲律賓貿工部

專題演講: 實證
 美德向邦集團-楊克誠總裁

12:0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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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分論壇議程
分論壇 (下午)

分論壇

工業區開發經驗及未
來展望(中興工程)

機械
(工研院機械所)

資訊電子創新應用
(資策會國際處)

【菲律賓經濟特區、 【Greetings】
【臺灣新創概況】
自由貿易區及工業園 臺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林 資策會國際處張一介總監
區介紹】
永富理事長
【菲律賓科技創新與新創
產業環境】
Atty. Wilma Eisma
Chairman, Subic Bay 【專題演講: 智慧農業機
Metropolitan Authority 械暨食品加工解決方案】
(SBMA)
1. 菲律賓農業發展藍圖與
臺菲合作機會
【臺灣智慧產業園區 Ma. Corazon Dichosa,
管理的發展經驗】
Executive Director for

Mr. Jonathan de Luzuriaga,
President,
Philippine
Software
Industry
Association (PSIA)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
悠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 IDG, BOI
費米股份有限公司
13:30-15:00 環境教育基金會榮譽 2. 菲律賓食品產業發展趨
FAME, PH
會長暨逢甲大學林建 勢與食品加工技術需求
OneWatt, PH
元教授
Mr. Roberto Amores,
【臺菲永續及智慧工 President,
【菲律賓與臺灣電子工業
業園區管理的未來趨 PHILFOODEX
合作機會】
勢及建議發展方向】 3. 臺灣智慧穀倉技術

Mr. Earl Qua, President,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 Mr. Edwin Cheng, Vice Electronic
Industries
President, 亞樂米企業 Association
限公司高新明董事長
of
the
4. 臺灣自動化食品加工設 Philippines, Inc. (EIAPI)
備產業發展現況
【智慧聯網電動三輪車】
臺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公 東元電機連昭志總經理
會TFPMA

(2) 籌備工作會議：
定期每月與菲律賓駐臺代表處經濟組及工業局電資組召開工作會
議，討論臺菲產業合作議題，執行團隊於 8 月至 11 月共計與工業局電資
組及菲律賓駐臺代表處經濟組共完成 5 場次工作會議，討論臺菲產業合作
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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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壇辦理：
近年來菲律賓發展快速，經濟成長率已連續 6 年突破 6%，位居亞
洲排名前段班，菲國政府也力拼產業升級，加大推進智慧應用及自動化
製造策略，以提高在全球製造業的競爭力。為能把握菲律賓經濟轉型商
機，強化雙邊產業合作，全國工業總會再度與菲方產業公會攜手，於 11
月 29 日在臺北舉行「2018 臺灣菲律賓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聚焦雙方關
切的工業區與智慧園區、智慧機械、智慧城市等智慧應用領域，進行具
體合作項目的討論，為雙方產業創造實質經貿利益。
本屆論壇由工業總會副理事長、菲律賓召集人與菲律賓軟體協會會
長、菲律賓電子產業協會會長及菲律賓食品加工協會會長共同主持，並
邀請經濟部次長、駐菲律賓代表處代表擔任論壇貴賓，獲得菲方的重
視，因此菲律賓除了上述兩個協會外，菲律賓貿工部、食品加工協會、
塑膠射出模具製造協會、菲律賓經濟特區管理局及蘇比克灣特區管理局
等單位組團來臺參與。而我方也有資通訊、智慧園區、智慧機械、營造
工程、電機、汽電共生和新創團隊等重要產業界代表出席，總計參會人
數達 316 人。
同時，由於中美貿易戰尚未緩和，使得越來越多臺廠正鎖定菲律賓
擴大既有產能和投資，加上臺灣本身具備良好的高端產業基礎、創新能
力和人才，為臺菲之間創造龐大的合作空間和機會，因此論壇中也邀請
菲律賓貿工部次長和貿工部助理部長報告菲國最新的產業發展現況及
政策措施，臺方中華經濟研究院副執行長和菲律賓馬尼拉雅典耀大學經
濟系院長共同研討臺菲產業合作的新模式、新商機，以及美德向邦集團
總裁現身說法等，有效提供業者有興趣的業者第一手的資訊。
分論壇則區分「工業區開發經驗及未來展望」
、
「機械」及「資訊電
子創新應用」三大主軸進行深入討論，這些也是菲律賓杜特蒂政府大力
推動的重點產業，例如強化基礎建設的「建設、建設、建設」(Build, Build,
Build)計畫，為提升產業競爭力所提出「全面國家產業策略」(CNIS)，
和加強高端科技發展的「2020 科技產業發展計畫」等，雙方藉高峰論壇
平台加強投資、貿易、技術、人才等各方面的合作，同時場外亦增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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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商機交流展示台，讓雙方業者能夠現場即時進行媒合對接。
這次論壇會中共促成 6 個 MOU 的簽署，包括工業總會分別與菲律
賓軟體協會、菲律賓電子組裝協會及菲律賓食品加工協會簽署增進雙方產
業交流的合作意向書；東元電機則以智慧連網優勢，分別與卡加延經濟區
管理局(Cagayan Economic Zone)、巴倫蘇埃拉市政府(Vanezuela City)洽簽
有關智慧交通服務系統結合電動三輪車的試點合作；而臺灣電腦輔助成型
技術交流協會則運用導入 CAE 模流分析軟體、模具組件標準化與加工製
程數位化，與菲律賓塑膠射出模具製造企業 Polaris 就改善汽車零件射出
模設計能力與提升生產效率目標等達成合作意向，均為雙方智慧應用領域
帶來新模式與新商機。

圖 75

臺菲論壇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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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臺菲論壇主論壇

圖 77

臺菲論壇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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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臺菲論壇商機交流

(4) 促成合作案：
奠基於去年論壇雙方工總、智庫及專業法人已簽署的合作意向書基礎
上，本次論壇臺菲雙方持續在軟體產業合作、電子組裝合作及電動三輪車
合作等方向簽署 6 項的合作意向書，如表 24，延伸雙方實質合作關係。
表 72
分項

臺灣簽署公司

臺菲論壇簽署合作意向書(MOU)
菲國簽署公司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產 業 合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菲律賓軟體協會
作

臺灣與菲律賓軟體產業之交
流合作

產 業 合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菲律賓電子組裝協會
作

臺灣與菲律賓電子組裝產業
之交流合作

產 業 合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菲律賓食品加工協會
作

臺灣與菲律賓食品加工產業
之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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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臺灣簽署公司

菲國簽署公司

MOU 簽署合作內容及效益

資 訊 電 東元電機
子創新
應用

Cagayan
Economic 東 元 電 動 三 輪 車 將 於
Zone Authority
Cagayan Economic Zone
Authority 進行試點及營運

資 訊 電 東元電機
子創新
應用

Vanezuela City( 巴倫蘇 東 元 電 動 三 輪 車 將 於
埃拉政府)
Vanezuela City 進行試點及營
運

機械

電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 菲律賓塑膠射出模具製 引介臺灣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以及精實管理技術，於泰國塑
協會
造企業 Polaris
膠閥產品之設計與生產效能
提升應用。

(5) 論壇總結
D. 工業區開發經驗及未展望
a.

介紹菲國諸多工業區及經濟特區，展現菲國多年來加強國內的工業
基礎建設，提供外商企業投資優惠及獎勵出口的相關措施，成果有
目共睹。

b. 臺灣於工業區開發、管理及智慧化擁有豐富經驗，樂意推動工業區
規劃營運交流，促進雙邊資訊分享與合作。
E. 機械
a.

在臺、菲公協會與官方組織帶領下，促進雙方業者在食品原料生產、
食品加工、檢測、包裝等產業鏈投資、技術與商機交流。

b. 見證了臺、菲食品包裝智慧塑膠射出方面的合作進展，由臺灣區電
腦輔助成型技術交流協會與菲律賓塑膠射出模具製造企業 Polaris 公
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擴大雙方應用合作範圍至汽車零件製造業，以
及其他菲律賓重點發展之製造業。
F. 資訊電子創新應用
a.

歡迎臺灣新創團隊至菲律賓發表產品，或於菲國設立據點拓展新南
向市場。

b. 歡迎菲律賓智慧商務的創新應用來臺拓展市場，臺灣的資通訊產業
發展完整且基礎設施完善，適合新創團隊成長及擴展海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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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業者媒合調查
為掌握未來臺菲合作可能模式與方向，工業局針對 2018 年臺菲產業鏈結高
峰論壇參與臺商進行問卷調查，以準確了解臺商之合作需求、與菲方交流
情況、雙方合作結果與具體合作模式，作為政府未來規劃臺菲產業合作之
參考。
本次問卷涵蓋 9 個分析問項，包括企業基本資料及未來與菲方合作動向，
除了 5、8、9 三個問項之外，其它問項廠商皆可以複選填答，因此對於可
複選回答之問項，廠商家數占比之合計可能超過 100%。而本次回收的有效
問卷共計 31 份，惟因每個問項的填答情況不一，因此，針對不同問項進行
分析時，使用的問卷樣本數會因問卷填答情形而異。為了解每個分析問項
所使用的樣本數，每個問項統計圖表的左上方加註說明該分析問項所使用
的樣本數。茲將問卷統計結果說明如下：
A.請問貴公司隸屬於以下哪類產業(可複選)
本次問卷調查中，其他製造業(包含化學、電力設備、電子設備、電腦周邊、
模具等)占整體受訪廠商的 29%最多；資通訊與其他服務業(包含物流、營
建等)次之，均占 22.6%；機械/自動化占 12.9%。其他產業參與問卷的廠商
家數較少，如綠能、車輛/車輛零組件、環保服務均僅占 6.5%；而生技醫藥、
航運/船舶、紡織，以及醫療器材皆占 3.2%。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79

公司隸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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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的主要目的(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71%的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係以收集合作相關資訊為
主要目的；有 35.5%的廠商係為建立、擴大與菲律賓企業間網路關係；而
有 32.3%的廠商係為尋找具體合作對象。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80

公司參與交流目的

C.請問貴公司參加本次交流會之合作需求(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33.3%的廠商參加本次交流會係為尋找生產合作對象；有
30%的廠商係為尋找銷售合作對象；有 26.7%係為尋找技術合作對象；有 23.3%
為尋找共同研究對象；而有 13.3%則是為尋找人才培訓合作對象。至於尋求採
購合作的廠商，僅占受訪廠商的 6.7%。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81

公司參與交流之合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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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請問貴公司參與本次交流會後的成果(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在本次交流會中成功拓展人脈的廠商占 37.9%；成功取
得商機、認識潛在合作對象的廠商均占 27.6%；藉本次交流會獲得其他企
業資訊的廠商占 24.1%；而以本次交流會為契機，找到可行合作方式的廠
商亦占 17.2%。

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82

公司參與交流之成果

E.請問貴公司參加交流會後，是否願意與菲律賓企業進一步合作(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高達 93.1%的受訪廠商有意願與菲律賓企業進一步合
作。

圖 83

與菲律賓企業進一步合作意願

F.請問貴公司感興趣的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有 51.7%的廠商有意發展印尼市場，分別有 48.3%及 41.4%的
廠商對泰國、馬來西亞感興趣，另打算發展越南、緬甸市場的廠商均超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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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圖 84

公司感興趣之其他新南向國家市場

G.請問貴公司期望與菲律賓企業合作的具體方式(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尋求與菲律賓代理商、通路商合作的廠商均占 30%，期
望以合資企業形式合作的廠商占 26.7%，而尋求菲方投資者、尋求與菲方
企業 OEM/ODM 生產合作，以及採取其他合作方式(包括尋找當地系統整
合商及在地夥伴合作)的廠商皆超過 10%。

註：1.選項可複選，故百分比總和可能大於 100%。
2.其他包含 SI(system Integrity)與 Local Partner。

圖 85

期望與菲律賓企業合作之具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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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請問貴公司透過本次交流會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的菲律賓企業家數(不
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認識超過 5 家的廠商占 10%，認識 3~4 家的廠商占 20%，
而僅認識 1~2 家的廠商占 70%。

圖 86

本次交流認識具潛在合作機會之菲律賓企業家數

I.請問貴公司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不可複選)
根據本問項結果，高達 90.3%的受訪廠商均有意願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

圖 87

再次參加類似交流會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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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五：亞太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政策廣宣
(一)亞太產業鏈結資料彙整與成果彙編
本年度彙整新南向產業合作推動作法與成果案例，擴散新南向政策影
響，編輯出版「心南向 新成長二：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新模式」一書，
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由本計畫智庫同仁親自採訪、撰寫，納入
28 個參與亞太產業合作平台，以創新模式開拓新南向市場的成果案例，
包含策略創新、品牌及行銷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以及製程技術創
新等多種創新的經營策略與合作模式︰
 企業策略面創新︰明基策略性併購新南向國家同業，擴大集團醫療器材事
業群版圖；富強鑫改變臺商喜好獨資設廠的思考模式，與印度公司合資設
廠進入印度市場。
 品牌及行銷創新︰聚紡以技術及產品雙品牌策略，鞏固全球最大透濕防水
布料地位；明達醫學採用體驗行銷的方式，找出新南向醫師的需求，提供
因地制宜的儀器達到銷量激增；大漢酵素將完整的品牌文宣和產品訓練按
部就班地傳授給馬來西亞的經銷商，讓產品有效地推廣到當地通路店。
 產品品質創新︰力菱機電針對菲律賓市場特性，研發高品質低耗能的冰水
主機。
 服務創新︰復盛公司提出保證客戶生產不斷氣的空壓機 831 服務政策來贏
得客戶的信賴。
 技術創新︰旭東環保取法過去在箱網累積的技術經驗和專利，跨足水上太
陽能發電設備載具市場，成功取得新南向國家再生能源訂單。

透過撰寫成果案例並集結出書，讓更多業者了解在新南向國家的經營
模式和策略，引領業者在布局新南向國家時，往不同面向和創新角度思
考，創造更多的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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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107 年度成果案例書籍封面及目錄

(二)亞太產業鏈結政策廣宣
2018 亞太產業鏈結成果暨「心南向 新成長-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新
模式」新書發表會於 12/7(五)在台北福華文教會館 1F 前瞻廳舉辦，由經
濟部部長、工業局副局長、工總副理事長等出席，並有近 300 位產官學研
代表熱烈參與。本次發表會針對亞太產業鏈結的成果，邀請以創新模式成
功開拓新南向市場的 8 位業者進行分享，同時發表「心南向 新成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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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書籍的第二本「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新模式」，期透過成功案例的經驗
分享，讓更多企業受到鼓舞，加入亞太產業合作平台。經濟部部長在會前
與 10 位南向業者進行會談，除聽取產業平台給廠商的效益外，也聽取南
向業者希望政府給予的協助。

 活動名稱：2018 亞太產業鏈結成果暨「心南向 新成長系列二-啟動鏈結新
南向的創新模式」新書發表會
 時間：2018 年 12 月 07 日(星期五) 09:00~16:00
 地點：台北福華文教會館 1F 前瞻廳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 段 30 號)
 指導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主辦單位：全國工業總會、工業技術研究院、亞太產業鏈結辦公室
 協辦單位：資訊工業策進會、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
經濟研究院
表 73

2018 亞太產業鏈結成果發表會議程

時間

議程

08:30-09:00

VIP Time / 發表業者與經濟部部長交流

09:00-09:15

貴賓致詞

09:15-09:25

心南向 新成長-啟動鏈結新南向的創
新模式

經濟部部長
工業總會副理事長

09:25-09:45

演講者：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張超
群副所長

新書發表儀式和合影
紡織產業
主持人: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李貴琪所長

09:45-10:45
(25min each)

主講人: 宏遠興業 曾一正協理
講題:

宏遠用「短鏈革命」叩緊歐美，搶進東協，布局全球

主講人: 流亞科技 陳暐仁董事長
講題:

紡織染整智慧化，流亞新南向「A Team」打天下

10:45-11:00

休息時間
智慧製造產業

11:00-12:00

主持人: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吳永成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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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5min each)

議程
主講人: 富強鑫精密工業
講題:

陳正男策略長

富強鑫結親新南向，共塑美好未來

主講人: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陳明郎亞太區銷售總經理
講題:

復盛南向 831 政策打造空壓機第一品牌

12:00-13:30

午餐
醫材與食品生技產業
主持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廖啟成所長

13:30-14:30
(25min each)

主講人: 佳世達科技
講題:

楊宏培醫療事業群總經理

明基醫療打造「鄭和艦隊」，引領資通訊產業航向新藍海

主講人: 大漢酵素 黃煒協理
講題:

大漢酵素深耕華人市場，引領大馬養生新機

14:30-14:45

休息時間
電資與服務產業
主持人: 資策會國際處
主講人: 威強電工業電腦

胡修武副處長

14:45-15:45
(25min each)

講題:
版圖

江重良總經理

AI 技術 X 人類智慧，威強電南向延伸工業物聯網及智慧醫療事業

主講人: 世正開發 吳和恭業務處處長
講題:

世正在印度打造首座臺商科技產業聚落

16:0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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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成果發表會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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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

成果發表會議程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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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圖 92

貴賓簽到

發表業者與經濟部部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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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圖 94

新書發表儀式和合影

專題演講-紡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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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

圖 96

專題演講-智慧製造產業

專題演講－醫材與食品生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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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

專題演講－電資與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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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

成果發表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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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

成果發表會活動花絮

3. 實際執行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本年度各分項工作項目原訂規劃及查核點均如期完成，其中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原規劃辦理 3 場，已如期完成臺泰、臺印尼、臺印度、臺馬、臺
越南及臺菲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共 6 場，雙邊總計至少 2,500 人參與，帶動
近千家雙邊業者於本產業鏈結平台中交流與媒合，未來將持續辦理產業交
流活動，擴大東南亞產業人脈建立，並同步開拓目標國產業協會管道，帶
動更多 B2B 合作機會。
在智庫交流分項，規劃辦理至少 5 場次交流研討會，本年度赴泰國曼
谷與泰國發展研究院及泰國法政大學合作辦理臺泰綠色科技及雙邊產業
合作研討會 2 場，並邀請印尼泗水大學、BINUS 大學專家學者來臺於臺
印尼產業合作交流研討會分享，資策會 MIC 更與世正開發合作，邀請印
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院、印度電子協會來臺舉辦臺印度產業發展合作研討
會，11 月菲律賓雅典耀大學來臺分享合作臺菲智庫交流研討會，12 月臺
經院舉辦臺馬日產業關聯研究交流國際研討會，累計共合作辦理 6 場次雙
邊智庫交流研討會，持續與亞太重要目標國家智庫交流合作，拓建智庫網
絡。
在推動亞太產業界合作交流分項，全國工業總會與泰國、印尼、印度、
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及緬甸產業公協會合作辦理雙邊產業鏈結高峰論
壇，邀請雙邊產業重要人士超過 300 人參與論壇，匯集雙邊產業公協會與
255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業者於此產業鏈結平台交流媒合，期促進更多產業合作機會。另外工總也
舉辦 5 場產業高層策略規劃會議，針對臺泰、臺印尼、臺印度、臺菲及臺
馬重要產業議題進行討論，蒐集彙整民間業者意見，將相關議題納入高峰
論壇，更協處康揚、立鎧科技兩間業者產品輸往泰國之障礙，未來將持續
透過產業高層策略規劃會議，協助排除雙邊貿易障礙與擴大雙邊重點產業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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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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報數

繳庫數

保留數

備註

□委辦費
政府 ■補助款
□代管補助款

86,652,000

86,652,000

0

0

0

□自籌款
廠商 □補助計畫自
籌款

0

0

0

0

0

2.經資門經費表
項目
會計科目

簽約數 / (執行數)
主管機關預算
自籌款
(委託、補助)

金額(元)

合計
占總經費%

備註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2.其他直接費用
-業務費項下之材料費
3.其他經常支出
(1)其他直接費用
(除業務費項下之材
料費外)
(2)管理費
(3)營業稅
(4)公費
(5)代管補助款
小計
二、資本支出
小計
合計

金額
占總經費%

8,532,550/
(8,532,550)

0

8,532,550/
(8,532,550)

0

0

0

0

72,030,678/
(72,030,678)

0

72,030,678/
(72,030,678)

83.13%/(83.13%)

1,962,486/
(1,962,486)
4,126,286/
(4,126,286)
0
0
86,652,000/
(86,652,000)
0
0
86,652,000/
(86,652,000)
100%/(100%)

0
0
0
0
0
0
0
0
0

1,962,486/
(1,962,486)
4,126,286/
(4,126,286)
0
0
86,652,000/
(86,652,000)
0
0
86,652,000/
(86,652,000)
100%/(100%)

9.85%/(9.85%)

2.26%/(2.26%)
4.76%/(4.76%)
0
0
100%/(100%)
0
0
100%/(100%)
100%/(100%)

3.經費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依計畫實際執行需求勻支，唯委託勞
務費因部份合併委託以致未稅金額進位後與原預算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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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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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5

62.75

2

0

0

實際

63.93

52.51

11.72

0

0

差異

-0.82

-10.54

9.72

0

0

2.與原計畫規劃差異說明：依計畫實際執行之人力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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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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績效指標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107 年度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國內(篇)

0

國外(篇)

0

國內(篇)

0

期刊論文

學

A.論文

研討會論文
國外(篇)

術
成

0

國內(篇)

0

國外(篇)

0

專書論文

就

0

︵

機構內跨領域合作團隊

科

(計畫)數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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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實驗室數

0

0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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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說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重大突破

1. 刊登泰國經濟轉型及臺-泰經貿
關係之機會與挑戰(經濟前瞻 176
期 2018/03)及泰國如何走向產業
轉 型 之 路 ( 經 濟 前 瞻 179 期
2018/09)二篇， 對社會大眾了解
我國與泰國、菲律賓經貿關係及
產業合作前景有所助益。
2. 刊登「臺灣與新南向國家產業合
作展望」於全國工業總會「貿易
政策論叢」，協助經貿及產業界
人士了解新南向產業合作政策。
1. 結合國內主要智庫包括工研院產 1.透過本計畫建立
科國際所、資策會 MIC、中經院 亞太產經研究幕僚
及臺經院，透過工業局智庫平台 團隊，對亞太經濟
進行議題式討論，提供即時性政 和產業發展進行持
策幕僚諮詢。
續性觀測與研析，
2. 透過與印尼、印度、泰國、菲律 提供政府即時性政
賓、馬來西亞等國智庫及大學交 策幕僚諮詢。
流及合作研究，形成跨國研究團 2.因應美中貿易
隊，掌握 目標國家產 業推動方 戰，智庫團隊協助
向，提供策略建言，協助亞太產 工業局進行臺商因
業合作政策推動。
應美中貿易衝突之
3. 與印尼 Binus 大學建立政策及產 調查工作，獲得行
業智庫交流管道，並簽訂合作意 政院賴清德院長肯
向書，雙方將在培訓、產業發展、定，並撰寫成完整
創新等領域合作。
報告，提報總統
府，協助政府擬訂
因應策略。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107 年度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D1.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篇數

國內學術會議、研討會、
論壇次數
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

E. 辦 理 學 術 論壇次數
活動

雙邊學術會議、研討會、
論壇次數
出版論文集數量

辦理至少 3 場次高層會議
策略規劃會議

20

20

0

0

0

0

3

6

0

0

3

5

3

6

其他

籌組產業參訪團機動參訪
亞太重點國家至少 3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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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說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重大突破

1.完成新南向產業布局調查報告 1 針對亞太重點國家
份，蒐集產業界南向布局樣態、障 產業合作進行關鍵
礙、需求及政策建議，提供政府擬定 性議題研究及產經
策略及業者南向布局參考。
動態觀測與情勢分
2.每月產出亞太重點國家產經動態 析，提出南向產合
觀測報告(完成 12 份)提供工業局、 作政策建言，作為
計畫執行團隊及業者參考，以即時掌 我國相關施政及臺
握各國重要經濟、政策、產業情勢。商布局南向之參考
3.完成亞太重點國家重要情勢分析 依據。
報告 1 份，分析亞太重點國家政策及
產經情勢，作為推動產業合作之參
考。
4. 針 對 亞 太 重 點 國 家 產 業 合 作 需
求，完成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臺印
度手機供應鏈合作、臺馬智慧城市合
作、臺泰產業合作藍圖、臺菲產業合
作等策略研究報告 5 份(含整合簡報
1 份)，作為各國產業合作推動之參
考。
5.完成亞太產業鏈結成果與未來合
作規劃報告 1 份，匯集 28 個參與亞
太產業合作平台，以創新模式開拓新
南向市場成果案例，讓業者了解在新
南向國家的經營模式和策略。
與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及 透過與亞太國家重
菲律賓智庫合作舉辦雙邊智庫交流 要智庫密切交流，
研討會 6 場次，交流包括臺印尼產業 掌握亞太智庫對雙
和技術合作及企業國情文化、印度製 邊產業合作議題之
造經營環境與產業需求、印度手機市 看法與立場，尋求
場趨勢商機、臺泰綠色科技合作展 產業合作推動共識
望、臺泰科技於文化及產業合作、臺 及機會，並運用合
馬產業關聯研究及臺菲產業合作等 作目標國重要智庫
議題，藉由與亞太國家重要智庫建立 對政府政策的建議
交流與合作關係，深入掌握目標國家 權和影響力，協助
產業政策、市場需求及產經動態，促 促進產業合作
進產業合作。
已召開 印尼、泰國、菲律賓、印度 臺泰分組高層會議
及馬來西亞 5 場次的高層會議策略 策略規劃會議中之
規劃會議，彙整重要業者意見及建 相關議題已納入臺
議，凝具產業界推動新南向共識，有 泰產業鏈結高峰論
助於提出產業政策建議及產業合作 壇 中 ， 並 協 處 康
推動。
揚、立鎧科技兩間
業者產品輸往泰國
之障礙。
已辦理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印
度、泰國、越南及緬甸參訪團，搭建
雙邊業者、公協會及智庫產業鏈對接
與交流管道。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屬
性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107 年度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建置/更新亞太產業合作業
務關鍵網絡

辦理技術研討會場次

1

1

0

0

12

20

技
術
創
新
︵
科 I1. 辦 理 技 術 辦理技術說明會或推廣
活動場次
技 活動
技
術
創
新
︶

效益說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已建置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印度
之投資委員會、工業部等重要產業關
鍵人士共 100 人之業務關鍵網絡。
1.已推動辦理亞太產業高峰論壇 6 臺印尼交流由對方
場次(6/28 臺泰、8/6 臺印尼、8/29 工業部部長出席，
臺印度、9/19 臺馬、10/15 臺越、11/29 為 產 業 外 交 的 突
臺菲)，促進雙方產業交流及合作， 破。
並彙整亞太產業合作高峰論壇會議 了解論壇規劃政策
之成果彙編一式。
方向，針對合作產
2.已推動辦理產業交流互訪 8 場次 業項目由廣度持續
(1/16-20 赴印尼、4/10-14、8/20-24 深化，並向下落實
邀請泰國來臺進行亞太/區域產業交 及展現效益。且加
流活動；另為促進產業合作分別於 強全面與當地臺商
3/26-28 赴印尼、4/17-21 赴馬來西 的合作，並啟動當
亞、5/20-26 赴印度、7/3-7 赴菲律 地產業合作的經驗
賓、11/12-15 赴越南進行產業交流 傳承。
活動，並商談論壇高層交流活動及
產業議題)，建立良好友善關係。
3.於 12/14 辦理「法人公協會交流研
討會」
，為亞太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經
驗分享與傳承，達到知識累積、擴
散、經驗分享與傳承之目的，增進
活動辦理成效。
4.已推動辦理局級相關聯繫溝通會
議 3 場次(1/3、5/4、5/7)，針對論壇
規劃之現況及成果進行彙報，協助
產業合作政策推動，保持資訊縱、
橫向流通。
5.已辦理 2 場次「亞太產業合作推

其

辦理競賽活動場次

0

0

新建或整合流程數

0

0

0

0

1

1

0

0

他

提供政策建議或重大統

效

計訊息數

益
︵
科

AA.決策依據

政策建議被採納數
決策支援系統及其反應
加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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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委員會」委員會議(3/1、11/23)。
協助工業局進行「因應美中貿易衝突
海外臺商移轉生產基地調查」，並撰
寫調查結果報告。該調查結果建議獲
行政院採納，除放寬業者回臺相關政
策外，亦協助有意願移轉至新南向國
家之業者在當地布局。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屬
性

績效指標

107 年度

績效指標

類別

項目

原訂

實際

目標值 達成值

技
政
策
管
辦理至少 3 場次亞太產

理
及
其
他

其他

業鏈結高峰論壇，帶動
雙邊業者參與並促成合

3

6

作案

︶

效益說明
(每項以 500 字為限)

已完成辦理臺泰(6/28 臺北)、臺印尼 透過本高峰論壇之
(8/6 印尼雅加達)、臺印度(8/29 印度 產業鏈結平台，協
新德里)、臺馬(9/19 馬來西亞吉隆 助骨王生技、大猩
坡)、臺越(10/15 臺北)、臺菲(11/29 猩 科 技 、 安 勤 科
臺北)等 6 場 次 產 業 鏈 結 高 峰 論 技、大漢酵素、神
壇，雙邊出席共 2,350 餘人，帶動 通 資 科 、 流 亞 科
850 餘家企業交流，在雙邊政府高 技、富強鑫等多家
層見證下，簽署 37 項產業合作意 企 業 開 拓 新 南 向
向書及 2 項臺印度投資合作案
國家市場商機，促
成臺印尼智慧學
習、臺泰智慧機
械、食品生技、臺
印度工業廢水處
理、臺馬智慧圖書
館和智慧醫療等
多個雙邊產業實
質合作指標案例。

(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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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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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亞太產業合作關鍵議題研究報告 5 份：針對亞太重點國家產業合
作需求，完成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臺印度手機供應鏈合作、臺馬智
慧城市合作、臺泰產業合作藍圖、臺菲產業合作等策略研究報告 5 份
(含整合簡報 1 份)，作為各國產業合作推動之參考，分述如下：
(1) 臺印尼基礎建設合作：完成「印尼基礎建設商機與臺印尼合作推
動策略」報告，研析包括印尼總體經濟概況、印尼基礎建設挑戰、
印尼基礎建設發展概要、臺灣業者參與國外基礎建設概況等。配
合印尼 245 項基礎建設重點及我國廠商擅長之工程輸出類型，建
議我國政府主導民間廠商組成工程團隊，提升海外輸出團隊規模，
並適時給予海外輸出團隊協助及獎勵，再加上政府成立新南向基
金運用開發援助等政策工具帶領廠商赴海外拓展商機。
(2) 臺泰產業合作藍圖：完成「泰國 4.0 政策與臺泰產業合作策略研
析」報告，研析「泰國 4.0」及其他泰國重要產業政策進展，以
及臺泰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並根據泰國政策發展方向，結合臺
灣近期產業發展方向(如 5+2 創新產業等)，以找出臺泰未來具潛
力合作之產業(綠能(電動車、太陽能)、智慧機械、智慧城市)與規
劃中長期產業合作藍圖，提供政府推動與泰國產業合作之參考。
(3) 臺菲產業合作等策略：完成「菲律賓產業發展與臺菲合作策略研
析」報告，研析菲律賓「Build Build Build」
、i3S 及其他菲律賓重
要產業政策進展，以及臺菲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並根據菲國政
策發展方向，結合臺灣近期產業發展方向(如 5+2 創新產業等)，
以找出臺菲未來具潛力合作之產業與規劃中長期產業合作藍圖，
提供政府推動與菲國產業合作之參考。
(4) 臺印度手機供應鏈合作：完成「從產業鏈移轉看臺印度產業合作
之影響-以手機產業為例」報告，研析包括印度經濟環境及產業政
策分析，印度手機品牌市場及手機主要大廠概況，印度手機製造
263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 12 月 27 日 審查通過

計畫管理系統產出

產業發展現況，臺灣手機廠商於印度之布局現況和能量等，臺印
度雙方合作的立基點仍在於市場規模與需求量是否能夠支撐赴
印度投資生產的建置成本，並且由於電子製造產業具有群聚特性，
仍須考量上游原物料供應是否能夠配合、相關工具機與設備的維
修與支援服務能量以及客戶需求量與長期合作穩定性等要素。
(5) 臺馬智慧城市合作：完成「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研析
及臺馬產業合作契機」報告，盤點馬來西亞智慧城市產業推動現
況，介紹臺灣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分析臺馬智慧城市產業合
作機會，並探討臺馬產業合作模式，提供政府推動與馬來西亞智
慧城市產業合作之參考。
2. 與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智庫合作舉辦雙邊智庫交
流研討會 6 場次，交流包括臺印尼產業和技術合作及企業國情文化、
印度製造經營環境與產業需求、印度手機市場趨勢商機、臺泰綠色科
技相關產業未來合作機會、泰國與臺灣產業合作經驗、泰國面臨之經
濟發展挑戰以及臺泰合作之機會、臺馬產業關聯研究及臺菲產業合作、
菲律賓面臨之經濟發展挑戰以及臺菲合作之機會等議題，藉由與亞太
國家重要智庫建立交流與合作關係，深入掌握目標國家產業政策、市
場需求及產經動態，促進產業合作。
(二)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
1. 本年度透過亞太產業鏈結平台，以「民間主導、政府支持」原則，推
動雙邊工業主政部門、產業公協會、技術法人及智庫於此平台上交流，
並帶動雙邊業者參與交流媒合，促成具體合作案，本年度推動亞太產
業鏈結平台，完成辦理臺泰(6/28 臺北)、臺印尼(8/6 印尼雅加達)、臺
印度(8/29 印度新德里)、臺馬(9/19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越(10/15 臺
北)、臺菲(11/29 臺北)等 6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壇，雙邊出席共 2,350
餘人，帶動 850 餘家企業交流，簽署 37 項產業合作意向書及 2 項臺
印度投資合作案，協助骨王生技、大猩猩科技、安勤科技、大漢酵
素、神通資科、流亞科技、富強鑫等多家企業開拓新南向國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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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商機，促成臺印尼智慧學習、臺泰智慧機械、食品生技、臺印
度工業廢水處理、臺馬智慧圖書館和智慧醫療等多個雙邊產業實
質合作指標案例。
2. 本計畫根據我國與泰國及菲律賓之產業互補性，就重點產業尋求技術
研發、供應鏈、市場通路等不同環節；以及人力資源、中小企業等能
力建構領域之合作機會，有助於我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及擴大出口市
場。
3. 臺馬產業鏈結合作，增進臺灣企業進軍東協市場的機會，透過兩國企
業合作發展符合在地需求的產品和服務，藉由馬國多元種族、文化、
宗教的環境，連結更多元的市場，包括拓展全球穆斯林的市場，以及
連結南亞印度等市場，可當成臺商的前進灘頭堡，並在馬國市場學習
如何經營多元特性的市場，像是符合穆斯林需求的清真認證，也可以
將所學帶回臺灣改善臺灣的觀光條件，能建構更為友善的環境，吸引
更多的穆斯林朋友和東協、南亞等國的居民前來臺灣觀光消費。
(三)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1. 辦理亞太產業鏈結成果發表及心南向新書發表會，透過發表會展現本
計畫亞太產業鏈結成果，分享廠商拓展南向市場之成功及創新模式，
有助於讓社會大眾了解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成效。
2. 透過亞太國家產業合作研究，與東協國家交流中發現，在臺灣社會中
已存在許多東協國家的國民，可能就學或工作或姻親、移民等緣故在
臺灣生活，對於在臺的外籍學生、外籍移工，甚至外籍婚配在臺灣的
生活福利條件上的公平和安全，都成了臺灣應該及早關切的議題，如
在可行的法令下來增進社會福祉，和確保就學、工作，生活等的安全，
也可以確保社會的穩定，也要教育人民增進對外籍人士的認識和尊重，
同時也是提升臺灣作為一個國際友善夥伴的環境條件。
(四)其他效益方面
1. 科技政策管理
(1) 本計畫分別與印尼、印度、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重點智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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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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供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參考依據。
2. 國際合作
(1) 透過亞太產業鏈結平台高峰論壇的辦理，與南向國家以經濟發展
為出發之對話交流機制，對等互惠原則下促進策略性議題有效交
流，協助廠商連結南向國家市場與人才，持續提升產業國際競爭
力。本年度辦理臺泰(6/28 臺北)、臺印尼(8/6 印尼雅加達)、臺印
度(8/29 印度新德里)、臺馬(9/19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越(10/15 臺
北)、臺菲(11/29 臺北)等 6 場次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帶動 850 餘
家企業交流，並簽署 37 項產業合作意向書及 2 項臺印度投資合
作案，協助骨王生技、大猩猩科技、安勤科技、大漢酵素、神
通資科、流亞科技、富強鑫等多家企業開拓新南向國家市場商
機，促成臺印尼智慧學習、臺泰智慧機械、食品生技、臺印度
工業廢水處理、臺馬智慧圖書館和智慧醫療等多個雙邊產業實
質合作指標案例。
(2) 與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智庫合作舉辦雙邊智
庫交流研討會 6 場次，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更透過臺印尼高峰論壇
與印尼 BINUS 大學更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培訓、產業發
展、創新等領域合作。藉由與亞太國家重要智庫建立交流與合作
關係，透過共同合作舉辦研討會，不僅增進雙方對於雙邊經濟與
產業政策之了解，並支持後續共同推展人員互訪與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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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討與展望
(一) 高層交流平台
透過雙方產業主管部門的交流，已協助雙邊找到合作的重點項目。例如，
透過臺印尼的交流，雙方針對飛機維修業務、水庫清淤及太陽能微電網的合
作，引介業者洽談。泰國方面，已達成 10 年產業合作藍圖規畫的共識，泰
國並進一步針對跨境電商、機器人精進中心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中心提出與
我國合作的意願，後續也將對其需求做進一步了解。印度方面，透過平台鏈
結了智慧城市需求，印度智慧城市計畫的案源掌握在系統整合業者(System
Integrator，簡稱 SI)，因此我方廠商可積極了解當地智慧城市案源的需求，
並透過尋找合適的印度 SI 夥伴，共同合作爭取當地智慧城市標案，另，水災
防治及環境永續等智慧解決方案的應用也是合作的契機。馬來西亞方面，為
能提升馬國製造能力，對於在工業 4.0 有極高的合作意願。
建議未來持續深化推動雙邊高層交流，針對各國提出的投資合作案，可
由本計畫先期投入部份資源，協助業者進行投資可行性評估，以掌握推動時
效。
(二) 產業合作平台
由工總和各國商工總會建立合作平台，以「民間主導、政府支持」的方
式推動產業合作獲得各國政府的認可和支持。今年度在海外舉辦的印尼、印
度和馬來西亞三場次高峰論壇，皆由對方政府提供場地等資源，由對方商工
總會出面邀請我國工總率團前往參加，顯示對與我國進行產業合作之重視。
未來將持續以此強化與新南向重點國家產業鏈結，帶來新的經濟成長動能，
並因應中美貿易戰衝突，協助臺灣廠商重新佈局。
(三) 智庫交流
1. 泰國
此值我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際，與臺灣經貿關係密切、政策
目標相近且地理位置優越的泰國是我國應加強掌握之目標市場。近年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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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許多臺泰企業已成功建立策略合作關係，在此基
礎下，臺灣可根據泰國產業高值化/智慧化轉型帶動之需求、以及由臺泰
各自擁有之產業優勢等策略思維，創造產業合作的契機。
泰國未來經濟前景樂觀，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2018 年泰國經濟成長率
約 3.87%，且未來三年(2019~2021 年)都將維持在 3.6%以上。惟 2019 年
泰國將輪值東協主席國，且將舉辦大選，國內外政經情勢對泰國產業政策
及發展之影響，值得關注。本計畫將持續關注臺泰產業動態，同時針對臺
泰產業布局重要議題進行深入研究，以針對產業合作項目、合作機會與策
略提出建議，進而協助營造臺泰合作深化與互利雙贏的環境。
2. 印尼
擁有近 2.6 億人口的印尼是東協最大經濟體，亦是臺灣於東協區投資
金額第二高的國家。2018 年在接連舉辦亞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
行年會後，印尼的國際曝光度與知名度更為提升，也突顯該國於東協區域
舞台的重要性，實為臺灣需全面加強關注的市場。在雙方於 2018 年 11
月簽訂「臺印尼全面性經濟合作瞭解備忘錄」後，預期將更有利雙邊透過
體制性溝通平台，共同推動全方位的合作。在產業合作方面，依據「印尼
工業 4.0 (Making Indonesia 4.0)」優先發展食品飲料、紡織服裝、汽車、
電子、化工等 5 大產業的目標，結合臺灣推動「五加二」產業發展藍圖，
未來雙方可著重於智慧製造、智慧城市、食品生技等領域共同合作。
印尼近年積極改革，整體經商便利度的排名顯著改善，然印尼將於
2019 年舉行總統大選，後續結果是否影響相關政策變化需持續關注。108
年度本計畫將持續拓建印尼智庫網絡，推動雙邊智庫與學者專家交流合
作，以深入掌握目標國家產業政策、市場需求及產經動態。同時亦規劃深
入探討印尼產業合作和投資機會，追蹤了解我國業者於當地產業合作與投
資項目近況，針對產業合作問題進行研析，並提供未來產業合作與交流項
目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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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度
印度國內生產毛額(GDP)在 2017 年年底達 2.597 兆美元，成為世界第
六大經濟體，預估在 2019 年超越英國成為第五大經濟體。印度擁有大約
13 億 4,000 萬人口，將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過去 10 年內，印度
的 GDP 成長了兩倍，預估 2018 年的經濟成長率將達 7.4%，2019 年為
7.8%。相較於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 3.9%。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情況
下，印度將成為亞洲的主要經濟引擎。
我國 2016 年起推動「新南向政策」，印度是新南向政策中的重中之
重，雙邊間貿易熱絡、產業互補。為推動與印度進行雙邊合作計畫，下期
計畫將持續關注印度產業動態，期能與印度重要智庫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針對雙方產業特性及需求，共同研析在產業在特定領域上的議題，探索未
來具合作機會的前瞻產業領域，以及透過政經學術交流的機會，獲取更多
有益於兩國合作的契機發掘，深化臺印度雙方產業鏈結。
由於印度幅員遼闊，政體採邦聯制，各地文化差異懸殊，地方政府在
某些議題上具有實質影響力與決定權，各邦的資訊取得不易且更新速度有
所落差，因此會更加強與印度建立多方交流管道，以獲得更即時且正確的
資訊掌握。
4. 菲律賓
此值我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之際，與臺灣經貿關係密切、且為
東協國家人口次多、距離臺灣最近的菲律賓是我國應加強掌握之目標市
場。菲律賓未來經濟前景樂觀，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2018 年泰國經濟成長
率約 6.52%，且 2019~2020 年都將維持在 6.6%以上。因此，為推動與菲
律賓進行雙邊合作計畫，下期計畫將針對雙方產業特性及需求，研析出具
體可行的合作計畫，並提供相關的支援。
5. 馬來西亞
由於馬國在今年經歷第 14 屆國會大選，大選結果產生建國 60 年來首
次的政黨輪替，新政府由過去在野黨所組成的希望聯盟贏得大選，推舉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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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迪擔任新任首相，政府內部有大幅度的改組，需要積極布建新的人脈
關係，並與新政府展開密切的交流，當然馬國智庫研究機構的角色也有轉
變，台經院已經開始展開接觸，規劃下期計畫能進行更多的交流，並拓展
合作領域，期能與馬國重要智庫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共同研析臺馬兩國在
產業鏈結上的合作可能性，以及在其他政經學術交流的機會，相信能獲取
更多有益於兩國合作的契機發掘。
(四)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1.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A. 臺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TTCoS)已建立基礎，未來可系統開展各項產
業合作關係及互動會議：連續二年的大型會議已在臺泰產業間建立雙
方適合且有機會共同合作的機制及默契。未來不同產業議題只要符合
TTCoS 活絡臺泰產業合作，共創商機的基本原則，可不拘泥於論壇型
式，彈性展開各式互動模式，整合雙方產官學研共同研議及促成，延
伸及擴大論壇產業意義及價值。
B. 持續擴大泰國連結能量，為臺商提供各式鏈結服務：平台只是基礎，
重要在之後人脈及資源的整合及提供。持續擴大連結能量及影響力，
透過法人能提供給臺商對與泰國合作的產業服務及國際商機促成，將
會更具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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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印尼論壇期間，印尼官方與我經濟部次長共同參與論壇開幕，而亞太
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印尼召集人亦對臺印尼論壇讚譽有加，建議持續辦
理。鑒於印官方及產業對我國態度友好及雙方產業合作需求殷切，建議
持續並擴大辦理臺印尼產業鏈結論壇及高層會議，以符合產業期待。
3. 臺越論壇建議於論壇辦理期間，安排有投資意願且重要知名大廠商進行
高層拜會，並討論重要產業議題與合作商機等，將可對我國產業開創新
營運模式與提高雙方產業合作機會。
4. 臺印度間因文化差異、法規繁瑣等原因，臺商普遍認為印度市場不易進
入而怯步；但臺商不應該因為困難而放棄這個龐大的市場，印度具有 13
億人口，將成為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最快速成長的經濟體。印度正值
快速成長的黃金時期，急需要發展國家如臺灣的技術支援，協助工業轉
型及升級。目前印度產業就業人口結構仍以農業佔大多數，其政府積極
輔導產業轉型，加強投入在製造業的資源，以求發展經濟成長並創造就
業機會。從莫迪總理一上任即宣布的「在印度製造」政策，以及近來推
出的階段性進口替代政策(PMP)，都可看出政府發展在地製造、出口導向
的野心。透過本次前往印度參與高峰論壇，獲得印方政府單位大力支持
此一合作平台，對於日後持續推動我國整體對印度合作，爭取促成海外
相關商機，皆有正面影響，本計畫將持續透過多重管道，連結官方及民
間的合作機會洽談來落實專案，協助擴大我國在印度市場的滲透率。
5. 臺菲論壇，菲方高層歡迎臺菲產業的交流與合作，建議臺菲論壇聚焦於
雙方產業的合作與商機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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