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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e w o r d
發 行 人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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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二十日在台北召開的首屆「全國服務業發

展會議」，象徵著台灣產業發展上的重要分

水嶺，代表著台灣已經由製造業奠定基礎，並逐漸

轉型為以服務業主導的經濟型態。其實，2003年

服務業產值佔整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

已高達67.8%；服務業就業人口占整體就業人口的

比重也已高達58%。這次服務業發展會議的舉辦，

將為台灣的服務業，注入強而有力的活水源頭！

全球經濟型態早已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象徵

全球的「服務經濟時代」已經來臨！未來，這些具

有知識密集性的服務活動，將獲取產業價值鏈「微

笑曲線」兩端的高附加價值（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

榮先生提出，代表資訊產品附加價值的「微笑曲線」

概念，主張台灣廠商應轉向微笑曲線之兩端具「高

附加價值」的活動），成為台灣下一波經濟發展的

新動力！台灣發展服務業之優勢，在於擁有深厚的

製造業基礎，可帶動服務業的成長及需求；目前也

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服務業產業根基。未來若能發揮

台商區域性之跨國經營模式，便可形成台灣發展服

務業之最佳利基，並可以台商市場作為基礎，進一

步發展台灣知識密集服務業之跨國服務與國際化。

從這一期的封面故事中，我們可以驚喜發現，

當以往客戶得拿著號碼牌排隊、三點半就打烊的金

融銀行業，如今極力轉型為24小時不打烊、以親

切笑容待客的金融服務業；當以往靠著低價促銷的

流通商店，成為每天不可或缺的街坊好鄰居；當觀

光休閒旅館，不只是迎接過客，還期望記住每個來

過的客人，並成為他出外旅行的家；這些服務業已

經不只是強調顧客導向的服務至上而已，還足以帶

動台灣未來商業模式的創新局面！

不過，台灣仍有部分服務業未達經濟規模，在

資金募集、融資或人才招募方面較為困難，尚未塑

造出一個有利發展的環境。而從業人員對於跨國經

營與資訊科技的能力不足，未能與國際先進技術接

軌；加上比較缺乏服務他人的觀念及心態，因此呈

現的服務品質往往不高，也影響外國人之評價。

未來，政府將積極發展服務業為經濟重要主

軸，希望服務業每年能以6%成長，為台灣產業帶

來高附加價值，順利達到提升國家競爭力之目標。

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中提出的十二項新興策略性服

務業，皆具有創新效益高、附加價值高、成長潛力

高；以及創造就業機會大、產業關聯大與產值大等

產業特性。而台灣具有金流與物流等服務業的技術

與人才，將為台灣的產業轉型，提供豐富的沃土；

並且從服務內容、市場潛力、創新價值、生活品質

與就業機會來耕耘，才能讓台灣的服務業笑得更燦

爛！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

服務業創新，再造新台灣！
服務經濟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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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價值服務業時代來臨

台灣逐漸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的產業型態，

而「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的系列活動，

將為台灣的服務業，注入強而有力的活水源頭。

服務業，台灣產業生命力與競爭力

隨
著知識經濟的發展與產業結構的改變，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近期揭櫫，全

球「服務經濟時代」已經來臨！在服務經濟時代，

製造業與服務業的關係越來越密不可分，服務業的

發展也為世界各國相當重視。服務業在台灣經濟體

系中也已開始發酵，對於國內的經濟成長、產值、

與就業率的貢獻度日益重要，並逐漸成為台灣的主

導性產業。

服務業產值佔GDP近七成，

成為主導性產業

在英國組織管理大師韓第（Charles Handy）

眼中，全球的經濟型態，早已由製造業轉為服務

業。從台灣的就業人口與產值來看，確實已正式邁

入「服務經濟時代」。根據經建會出版的「服務業

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2003年服務業產值占整體

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就高達67.8%，

服務業就業人口占整體就業人口的比重，也提高至

58%。

根據《商業周刊》2003年五百大服務業的排

名，台灣前五百大服務業的總營收，為新台幣三兆

九千八百億元，比起2002年的三兆七千一百億

元，成長了7.2％；總營收獲利率15.36％，也高出

了去年的3.35％，顯見服務業的成長力道之強。而

台灣五百大服務業的前十名分別是：台灣電力、中

華電信、台灣三星電子、宏碁、統一超商、中華航

空、聯強國際、長榮航空、陽明海運與和泰汽車。

行政院經建會的評估認為，今年服務業的整體

產值預計可達6.34兆元，佔全國GDP可達三分之

二！未來政府將積極發展服務業為經濟重要主軸，

服務業平均每年以6.1％成長為目標，估計至2008

年，我國服務業實質生產毛額，將可達到8.99兆

元；占GDP比重也將提高為71.4％。服務業的就

業人數，也將由2003年的554萬人，提高為2008

年的614萬人，占總就業人數比重，也將由57.9％

提高為60.0％。

服務業行動方案讓台灣笑得更燦爛

今年三月甫通過的「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

案」中明白指出，台灣推動服務業發展的五大意

涵，包括了服務內容（Serv i c e）、市場潛力

（Market）、創新價值（Inno-value）、生活品質

（Life）及就業機會（Employment），未來並將以

「讓台灣笑得更燦爛！」（Brighten Taiwan's

Smile！）作為服務業發展政策之標誌。

經建會奉行政院游院長指示，於今年九月二十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全

國服務業發展會議」。會中舉辦

多場服務業的綜合研討會，希望

藉此彙集產學研各界意見，凝聚

共識，同時宣示政府推動服務業

發展的決心，並能夠協助服務業

早日升級轉型，紓緩失業，以提

升國際競爭力。

這次的全國服務業發展會

議，涵蓋了金融服務業、流通運

輸服務業、通訊媒體服務業、醫

療保健及照顧服務業、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文

化創意服務業、設計服務業、資訊服務業、研發服

務業、人才培訓與人力派遣及物業管理服務業、環

保服務業，以及工程顧問服務業等12項服務業，

作為未來重點發展的新興策略性服務業。

策略性服務業當中包含了三種發展的可能性：

首先，現有的服務業可以進一步升級；其次，新興

服務業（例如數位內容與文化創意）逐漸興起；再

來，製造業可進行的加值服務。未來國內服務業在

進行轉型的過程中，傳統的服務業必須強調知識或

技術的密集性，從知識或技術中去尋找源源不絕的

服務創意。

製造業外移，服務業補位，

塑造轉型契機

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基於勞動密集產業，

尤其為了配合出口導向，使得台灣逐漸走向以製造

業為發展重心的經濟型態。從1980年代末期起，

台灣的服務業產值與就業人口，就開始超過了製造

業，而在兩岸同時加入WTO以後，產業紛紛積極

進行全球布局，以往以製造業及出口為重心的發展

模式，更是受到擠壓，土地與勞力成本的上升，迫

使製造業的發展面臨瓶頸，逐漸將工廠外移，未來

要如何發展知識密集性的服務業，將是締造台灣經

濟下一波成長的動力。

事實上，從「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與「新十大建設」中也可發現，台灣未來的發展規

劃，已經由過去偏重產業面發展，延伸至生活圈與

生態圈的發展與重視。未來服務業的主要發展方

向，也更重視產業高度關聯的生產性服務業，以及

與生活品質有關的服務業。

從經建會的研究中也顯示，在亞洲四小龍當

中，台灣服務業產值占比重，與新加坡及日本相

當，但創造就業卻較低。

新加坡及香港在服務業的深化程度均較台灣為

深，該國公務人員在英美法系思維下，對於新創事

業也遠較台灣靈活有彈性，因此往往成為西方先進

業者進入亞洲之首選地區。至於中國大陸，也正快

速發展其金融服務業，並引進其他服務業，像是開

放外資經營國際物流中心及連鎖商店，並全盤參考

引進香港之物業管理制度等，導致台商於當地服務

市場上的競爭更形激烈，幾乎被其他國家獨佔。不

過，台灣擁有深厚的製造業基礎，未來可帶動服務

業的成長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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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15日舉行的「服務業跨國營運的挑戰」論壇中，深入探討服務業如何跨出國際化，以及服務業跨國營運所面臨的挑
戰等議題。（攝影 張哲偉）



計、電腦輔助設計、

包裝設計以及網頁多

媒體設計等。資訊服

務業的優先發展項目

為企業應用、資通安

全、電子商務以及線

上遊戲。至於研發服

務業的旗艦計畫，則

包括智慧財產管理、

智慧財產事業化、產

業分析研究、技術預

測、投資、評估以及

研發等。環保服務業

的優先發展項目則為

資源回收。工程服務

業的旗艦計畫為建立

網路管理系統，協助

業者取得政府採購商

機。

在服務經濟時代

的知識經濟趨勢下，各先進國家無不致力發展知識

密集服務業，並鼓勵創新及創業、人才培育，藉此

獲取較高之附加價值，以強化其全球競爭力。畢竟

在知識經濟時代中，各種產業都需要知識型服務業

的協助。我們期待，台灣未來的成長與蛻變，不僅

具有科技研發與全球運籌的光芒，還有文化、創

意、優質生活的色彩。

策略性服務業導向科專計畫，鼓勵投資

策略性服務業

在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當中，經建會已將金

融、流通運輸、通訊媒體、觀光運動休閒、文化創

意、設計、資訊、研發、人才培訓人力派遣物業管

十二項發展，以知識密集獲取高附加價

值，強化競爭力

在經建會的規劃當中，金融服務業部分，將以

強化金融監理、有效處理不良債權、及健全保險與

債券市場為主，配合區域金融服務中心計畫推動。

流通運輸服務業將以批發、儲配運輸物流、報關、

貨運承攬及倉儲為主。通訊媒體服務業則以寬頻服

務為優先發展項目。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將以會

議展覽與運動休閒服務做為旗艦計畫內容。文化創

意服務業計畫以數位休閒娛樂產業、音樂與表演藝

術產業、媒體文化產業為優先發展項目，包含圖

文、出版、流行音樂、廣播電視及電影四大行業。

設計服務業的旗艦計畫內容，為工業產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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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基於勞動密集產業，但土地與勞力成本的上升，迫使製造業發展面臨瓶
頸，未來要如何發展知識密集性的服務業，將是締造台灣經濟下一波成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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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環保、醫療保健照顧、工程顧問等12項，列

為未來積極發展的服務業項目。未來經建會仍會繼

續推出旗艦計畫或主軸措施，研擬出人才培訓、法

規鬆綁、資金融通以及國際化等相關政策，以全力

進行國內產業的結構轉型。

經濟部於2003年已成立了「策略性服務業指

導委員會」，負責研擬、統籌、制訂並推動服務業

的發展策略與業務方向，未來經濟部推動的策略性

服務業，篩選標準將鎖定在符合「具有國際潛在競

爭優勢」及「產業參與配合程度高」等兩個前題要

件，並符合「高創新效益、高附加價值、高成長潛

力」及「產值大、創造就業機會大、產業關聯大」

等「三高三大」之服務類行業或服務業型態。

為了落實執行「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

案」，鼓勵投資策略性服務業，經建會已進一步提

出93項發展策略、335項具體措施以及534項應增

修法令或配合事項。方案中還計畫推動成立「服務

業專案計畫辦公室」，並規劃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業

務範圍，將包含更多服務業導向之應用研究；未來

還計畫設立「商業發展研究院」，協助服務產品之

研發、設計及行銷，並能將研究成果移轉到民間，

以提升我國服務產品在國際市場之競爭力。

主要國家2002年服務業占GDP及就業比重表 （單位：%）

國別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產值占GDP比重 就業人數所占比重 產值占GDP比重 就業人數所占比重 產值占GDP比重 就業人數所占比重

中華民國 1.9／1.8 (03) 7.5／7.3(03) 31.0／30.5(03) 35.2／34.8(03) 67.0／67.8(03) 57.3／57.9(03)

美國 1.0 2.5 27.0 21.6 72.0 75.9

德國 1.0 2.5 29.0 27.9 70.0 69.7 

法國 3.0 3.6 25.0 23.9 72.0 72.5

英國 1.0 1.4 30.0 24.2 69.0 74.4 

日本 1.0 4.8 31.0 29.8 68.0 65.4

香港 0.0 0.4 13.0 15.5 87.0 84.0 

新加坡 0.0 0.3 (01) 34.0 25.4(01) 63.0 74.3(01)

南韓 4.0 9.8 41.0 27.3 55.0 62.9

中國大陸 14.0 46.9(00) 52.0 17.5(00) 34.0 35.6(00)

整理製表：董珮真
資料來源：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行政院主計處93年2月「主要國家重要社經指標」， IMD,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2003)。
備註： (00) 2000年資料；(01) 2001年資料；(03) 2003年資料。

政府推動服務業的相關政策
與服務業相關內容

推動技術服務業與研發服務業，推動e化，與建構網際網路的應用環境

包括研發、資訊應用、流通、照顧服務、文化創意產業、觀光業、會議與展覽產業

頂尖大學及研究中心，國際藝術與流行音樂中心，M台灣計畫，台灣博覽會，台鐵捷運化，第三波

高速路，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與北中南捷運

12項重點發展服務業：金融服務業，流通運輸服務業，通訊媒體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照顧服務業，

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文化創意服務業，設計服務業，資訊服務業，研發服務業，人才培訓與人

力派遣及物業管理服務業，環保服務業，以及工程顧問服務業等

相關政策名稱

知識經濟發展方案

挑戰二○○八國家

發展重點計畫

新十大建設

服務業發展綱領及

行動方案

整理製表：董珮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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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 of the Age of 
High-Value-Added Services
Taiwan's economy has advanced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for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jects a strong dose of adrenalin into the island's service industry

By Tung Pei-chen

Services Bring Vit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o Taiwan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

my and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indus-

trial structure,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nounced

recently that the global "age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as approaching. When this age co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will become ever

clos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drawing increased attention in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is also true in Taiwan, where the contribu-

tions made by services to economic growth, production

value, and employment are growing more important by

the day. Services, in truth, are steadily becoming

Taiwan's leading industry.

Services make up 70%of GDP
In the eyes of the English organizational manage-

ment guru Charles Handy, the global economy long

ago switched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 In

Taiwan, manufacturing has moved to the low-cost

Chinese mainland or, if it remains on the island, has

engaged in high-value-added services such as R&D

and brand development. These high-value-added ser-

vice activities are, in turn, a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aiwan's industries. Figures on the island's employe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value show that it has

indeed entered the "age of the service economy." In

2003, services accounted for 67.8% of the island's

overal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employed

58% of the total work force.

The top-500 service enterprises in 2003, as listed

by Business Week, had total operating revenues of

NT$3,980 billion. This represented a growth of 7.2%

over the NT$3,710 billion recorded in 2002; and their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in 2003 was 15.36%, much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s 3.35%. These figures

indicate the tremendous growth force in the services

industry. In 2003, Taiwan's top-10 service enterprises

were Taiwan Power, Chunghwa Telecom, Samsung

Electronics Taiwan, Acer, President Chain Store, China

Airlines, Synnex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EVA

Airways, Yangming Marine, and Hotai Motor.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EPD) predicts that the overall produc-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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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value of Taiwan's service industries will reach

NT$6.34 trillion this year, accounting for a full two-

thirds of the island's GDP. In years to come the govern-

ment plans to vigorously develop services as a key

industry; it has targeted a 6% annual growth for the

industry, and forecasts that the real gross production

value of services will reach NT$8.55 trillion by 2008-

accounting for 67% of GDP. Employment in the ser-

vices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from 5.54 million

in 2003 to 6.14 million in 2008, with the ratio to total

employment expanding from 57.9% to 60% over the

same period.

Service industry action plan brightens
Taiwan's smile

The Guidelines and Action Plans for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passed in March this year,

includes these five main constituent elements for pro-

motion of the industry: Service content, Market poten-

tial, Inno-value, quality of Life,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Using the initials of these elements,

"Brighten Taiwan's Smile!" has been chosen as the slo-

ga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The CEPD received instructions from Premier Yu

Shyi-kun to organize a National Conference for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t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on Sept. 20. General

service industry symposiums were held during the con-

ference with the aim of gathering opinions and forging

a consensus in the industri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ctors, and proclaiming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

tion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s industry.

Other goals of the conference were to give a boost to

the industry'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lleviate

unemployment, and strengthen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for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encompassed services in 12 industries:

finance,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communications

media, medical services and health care, tourism and

recreation, culture and creativity, design, information,

R&D, manpower training/employment and goods man-

ag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gineering

consulting. These have been pinpointed as key emerg-

ing strategic service industries for priorit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trategic services face three types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 First, existing service industries may fur-

ther upgrade themselves; second, emerging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digital content, and culture and cre-

ativity) can gradually arise; and thir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an engage in value-added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transition, Taiwan's traditional service

industries will have to emphasize knowledge or tech-

nological intensiveness and seek an unceasing flow of

service innovation from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goes,  services  come:
opportunities in transition

In earlier years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founded o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especial

export-oriented industries, and this moved the island

into an economic mode with manufacturing as its core

of development.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80s, however,

the service industry began to overtake manufacturing

in terms of production value and job creation; and,

with the entry of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island's industries



10 國際投資季刊 第二十一期．2004

封 ．面 ．故 ．事
《總論篇》

entered vigorously into global deployment. This has

put pressure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man-

ufacturing and exports as the cost of land and labor

soared,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aced a bottle-

neck in their further development; they gradually

moved their factories offshore, and the question now is

how to develop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ies

so as to provide force for the next wa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the "Challenge 2008 -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and the "New 10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 can that Taiwan's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has already expanded from the past emphasis on

industry to include a greater stres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ving circles and ecology circles. The main direc-

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ill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professional servic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dustrial linkage, and on services that

are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conducted by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aiwan is simi-

lar to Singapore and Japan in the share of production

value contributed by services. In terms of job creation,

however, Taiwan's service industry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tourism services is also lagging.

The dept of the service industries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is greater than in Taiwan; and govern-

ment functionaries in those two areas, under the influ-

ence of British, American, and French ways of thought,

are far more nimble and flexible in regard to innovative

industries. For this reaso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re frequently the first choice of advanced western

companies entering the Asian region. Mainland China,

for its part, is now rapidly developing its financial ser-

vices and introducing other service industries by such

moves as opening up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enters and

chain stores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bringing in

Hong Kong's property 66ainland's services market,

which has almost been taken over by other countries.

Nevertheless, Taiwan can rely on its solid manufactur-

ing base to stimulate the growth of-and demand for-its

services in the future.

High-value-added through knowledge-
intensiveness, and reinforcement of com-
petitiveness

In the CEPD's plan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will concentrate primarily on the reinforce-

ment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the effective disposition

of bad loa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surance and

bond markets, along with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er plans. The focus in the trans-

portation and logistics services industry will be on

wholesaling,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customs clear-

ance, freight forwarding, and warehousing. In commu-

nications media services,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band services. Flagship plans for

tourism and recreation will focus on conferences, exhi-

bitions, and sports service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r-

vices,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as well as

music and the performing arts, and media culture

including publishing, popular music, broadcast TV, and

cinema. 

Flagship plan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ser-

vices industry include industrial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and website and multimedia design. In infor-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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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services,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

commerce, and online video games. Flagship plans for

the R&D services industry encompass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ellec-

tual property, industri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technical

forecasting, investment, evaluation, and R&D. The pri-

ority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ervices is the devel-

opment of resources recycling. In engineering services,

development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s and helping operators to

obtain opportunities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Under the trend toward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at will grow stronger as the age of the service econo-

my progresses, all of the advanced countries will strive

to develop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and will

encourag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power

training as means of achieving higher value-added and

a consequent boost 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in the age of the knowledge econ-

omy, industries of all kinds will need help from knowl-

edge-type services. Our hope is that in Taiwan's future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sland will not only

shine with the radiance of technological R&D and

global logistics, but will also flare with the hues of cul-

ture, creativity, and high-quality life. 

New plan encourages investment in
strategic services

At the N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Conference, the CEPD listed 12 services for strength-

ene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finance,

logistics, communications media, tourism and recre-

ation, culture and creation, design, inform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rvices, man-

power services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engi-

neering services. For the future, the CEPD will contin-

ue introducing flagship plans and core measures, and

will formulate policies for manpower training, deregu-

lation, financ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pursuit

of the all-out restructuring of domestic industries.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set up a

Strategic Services Steering Committee in 2003 to han-

dle the formulation, unified planning, enac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

gies and business directions. In its future promotion of

strategic services, the ministry will focus its attention

on service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compete interna-

tionally, and those that offer a high rate of industrial

linkage. 

To carry through with th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Guidelines and Action Plan and encour-

age investment in strategic services, the CEPD has put

forth 93 development strategies, 335 concrete mea-

sures, and 534 laws, orders, and accompanying items

that need to be added or revised. The program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rvice industry project office

and for the business scope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o be expanded to encompass more

services-oriented applied research. Future plans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usiness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hat will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design, and

marketing of service products, and will transfer the

fruits of its research to the private sector with the aim

of strengthen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s ser-

vice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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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台灣經濟成長的新動能！
「服務業是下一階段台灣經濟成長的新動能！」

全國各界應致力於建設台灣成為服務業產業的發展平台，

讓「台灣服務」在最短時間之內成為台灣的新標誌，

與「台灣製造」同享國際盛名。

九
月二十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的「全國

服務業發展會議」，包括行政院長游錫 、

經濟部長何美玥、經建會主委胡勝正、金管會主委

龔照勝、及產官學界總計有近千人參與這次盛會。

會中針對台灣目前整體服務業的發展，提出了

八項發展策略，並由十二項新興策略服務業的分組

研討會，針對十三項旗艦計畫及十一項主軸措施凝

聚共識。為了配合各策略及方案之推動，會議中也

初步估計，將檢討增修三十一項法律案。而這次會

議中匯集的多項寶貴建議，也將作為未來推動服務

業之依據。

讓「台灣服務」與「台灣製造」齊名

陳水扁總統致詞時表示，「服務業是下一階段

台灣經濟成長的新動能！」台灣服務業目前就業比

重僅有57.9%，相對於新加坡74.3%或日本65.4%

仍顯得較低，「顯示台灣服務業發展空間極大！」

因此全國各界應致力於建設台灣成為服務業產業的

發展平台，讓「台灣服務」（Served by Taiwan）

在最短時間之內成為台灣的新標誌，與「台灣製造」

（Made in Taiwan）同享國際盛名。而這次負責籌

辦的執行長經建會主任委員胡勝正，也說明了從今

年三月間的「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核定以

來，各相關部會於七、八月間，召開二十多場的產

官學會議的籌辦經過。

擔任本次大會召集人的行政院長游錫 於綜合

討論會中也表示，未來我國服務業每年平均成長

6.1%，並將使服務業占名目GDP的比率，於2008

年達到71.4%，這是我國劃時代的產業發展願景，

他希望藉由服務業發展，再創新一波的「台灣奇

蹟」！今天會議的召開，只是發展我國服務業的開

始，未來仍有賴各部會的落實執行，及產學研界的

大力支持，以逐步達成既定目標。

游錫 並指出，「知識型服務業」目前佔我國

GDP比率約為31.9%，未來將以8%的速率成長，

期望於2008年占GDP比率達38%。由於知識型服

務業在我國有發展利基，產業關聯性大，其發展有

賴於不斷對「服務產品」，賦予更多的設計、研

發、品牌與拓銷等活動。因此經濟部研議推動「商

業發展研究院」的設立，將有效整合既有資源，有

助於我國整體服務產業的升級。 為了成功發展我

國服務業，十二項服務業的旗艦計畫或主軸措施之

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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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均有助帶動整體產業發展，進而創造新就業

機會。這次會中初估須增修三十一項法律案，修法

目的在於健全公平競爭環境、促使稅負合理化、吸

引外人來台投資、開放業種、建立多元化發展環

境、加強研發、及智慧財產權保護。

十二項新興策略服務業分組研討會中熱

烈討論，凝聚共識

這次大會除了邀請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宇

智顧問公司董事長徐小波等多位產官學研之意見領

袖，參與「我國服務業未來發展走向之研討」，與

「我國服務業國際化之研討」兩場

論壇外，並聚集產官學業精英共同

舉辦了十四場分組研討會。

在金融服務業研討會中，與會

人士咸認應積極建構與國際接軌，

充分支援產業發展之金融環境與法

制，全面提高我國金融服務業國際

競爭力，並期望台灣能有一至三家

區域性金融集團出現，以實現我國

區域金融服務中心之目標。

而針對流通運輸服務業，將以

「推動物流聯盟計畫」以物流業為

發展主軸，協同整合供應鏈與需求

鏈，提供創新加值應用服務之策

略，預計至2008年將完成六個示

範案例，帶動民間相對投資金額

7.2億元。在研發服務業分業研討

會中達成結論，將發展台灣成為亞

太研發重鎮，並於2008年鼓勵至

少40個跨國企業，在台設立研發

中心；並藉由「強化智慧財產評價

管理機制」主軸措施的推動，強化

研發服務業及所有產業運用智慧資

產創造營運價值。

至於設計服務業方面，原提

「推動台灣風格設計」主軸措施，

修正為「推動卓越台灣設計（DIT）

旗艦計畫」，並建議應充分運用台

▲行政院2004年3月甫通過的「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規劃以觀光及運動休閒服
務業等12項服務業，作為其重點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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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建立特有之風格設計元

素，並透過設計的轉化，以支援品牌發展的萌芽與

茁壯。針對資訊服務業，也提出「台灣卓越資訊服

務輸出（BEST）旗艦計畫」與「提升資訊軟體品

質（CMMI）計畫」，希望使我國資訊服務業產

值，由2002年的1,543億元，於2008年成長一倍至

3,000億元之規模。

在通訊媒體服務分業研討會中，與會者認為藉

由「通訊媒體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及「先進寬

頻e化服務網路計畫」的推動，將有助於使我國通

訊媒體服務業總產值的增加。「寬頻e化網」計

畫，將配合政府之「e台灣計畫」與「M台灣計

畫」，期望未來光纖到府（FTTH）的寬頻建設，

2008年成長到280萬戶，為我國未來的數位內容發

展奠下基石。

針對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會中決定優先推

動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旗艦計畫、及推動運動休閒

服務業，並以活化運動賽會、改善觀光服務業的投

資經營環境、規劃與推動具國際觀光水準之休閒農

業區等為主軸措施。在工程顧問服務業中，已凝聚

共識，將以建立人本、優質、永續之工程顧問服務

業，作為未來產業發展主軸。在文化創意產業分業

研討會中，則以強化文化創意產業協調整合機制、

促進活動產業發展這兩項主軸措施，以及振興電影

產業旗艦計畫為主軸措施。

提出整體服務業的八項發展策略，落實

策略綱領

針對整體服務業的推動綱領，與會的產官學研

一致認為，未來政府各部門應重視落實策略綱領及

工作重點，並提出八項發展策略。

服務業的發展首重人才的培育，相關跨領域人

才、設計與研發人才、國際化人才以及專業化人才

的培育應積極進行，並擬訂短、中、長期人才培育

計畫。其次，應以「負面表列」思維，檢討不利於

服務業發展的法規，並與國際接軌，而在服務業解

除管制的過程中，應評估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並

建立公平競爭的規範，同時對民眾提供充分資訊。

與會貴賓也建議，服務業的發展有賴政府各部

會在政策、行政管理、資源運用、新議題研究、法

規鬆綁與建制及對外談判立場上的整合，相關部會

的功能應有統合，並加強服務產業相關公協會之功

能。

政府應樹立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機制，而具有

商業化價值之政府業務，或已公開之數位化資料，

也儘量釋放給民間經營或加值；政府採購時，應同

時重視軟體產品之價值，加強服務業產品的研發及

其加值活動，同時也應針對研究服務業之發展障礙

及市場失靈現象，加以補救。

八項發展策略還包括協助服務業之資金融通及

投資獎勵；建議可參考先進國家做法，建立可與國

際接軌之服務業統計，以利政策研擬及產業研究。

尤其應將我國具有發展優勢之服務業，再予以產業

化；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尤以文化創意、觀光等服

務業，最能反映地方特色。中央政府也應與地方政

府建立夥伴關係，重點推動服務業。另外，配合地

方辦理之各項活動，包括運動、會展、觀光、文藝

等，也可奠定發展各種與該活動相關之服務業。

目前服務業產值占台灣GDP比率為67.8％，

這次會議當中，也擬定以未來每年成長6.1％為目

標，使服務業產值占比能於2008年達到71.4％，

並希望在同期間，製造業在服務業之支援下，也可

持續成長動能，支持台灣整體經濟成長率達到5％

以上，以發展服務產業，來服務工業、農業等部

門，使得我國產業能夠儘速升級，真正讓台灣笑得

更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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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競爭力
再造服務新契機
企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顧客，而利潤的產生則是顧客滿意的結果。

從台灣的金融服務業、觀光及休閒服務業、流通運輸服務業

通訊媒體服務業的成功例子當中，

我們領會到服務業不斷創新、精益求精，始終為顧客著想的用心與努力。

金融服務業是國家的經濟櫥窗，也是支持產業

發展的經濟命脈，更是匯聚民間儲蓄與企業投資的

重要管道。為了建構優質的金融環境，使台灣的金

融體制能與國際接軌，進而活絡經濟脈絡，促進經

濟成長，從2002年7月起，國內即已開始進行一系

列的金融改革工程，並陸續建構更完善的金融法制

基礎。

台灣的金融服務業過去曾受到長期管制，在推

動自由化及國際化後，雖已累積不少實力，但國際

競爭力仍有待提升。尤其是面對國外大型金融業者

的競爭，與風險控管國際規範的實施，國內銀行正

面臨資本不足的壓力。科技創新也使得金融業經營

型態發生轉變，競爭壓力提高，科技型犯罪也影響

到金融交易安全。加上農漁會信用部的不良放款仍

然偏高，業務經營尚待轉型。金融人才不足，也不

利於金融業之轉型、創新及提升競爭力。

然而，近年金融控股公司跨業經營的整合，可

望帶動並提升金融業的經營效能及服務品質。金融

資產管理公司也逐漸發揮處理不良債權的功能，使

金融業體質日趨改善。金融監理委員會之成立，更

有利於提升監理能力。金融業體質調整已見成效，

加上逾放比率顯著下降，有利於金融業未來的經營

發展；而手續費收入等非利息業務也顯著增加，提

供了金融商品及服務轉型的契機。

封 ．面 ．故 ．事Cover story 《產業篇》

顧客導向 服務至上

產業1》金融服務業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365天24小時不打烊
下午三點半，全台灣各金融銀行紛紛拉下鐵

門，結束了營業時間，但坐落於鬧街上的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卻仍然人聲沸騰，行員繼續面帶微笑的

為顧客辦理各項手續，因為，他們還沒有到打烊時

間呢！

走入歷史的「衙門」銀行

這裡是全台灣第一家打破「三點半」關門慣例

的銀行！走進中國信託的銀行大廳，沒有富麗堂皇

的大理石裝潢，也沒有拿著號碼牌排隊的長龍，看

不到高聳的櫃檯擋住行員，更沒有板著臉孔的行

員，有的反而是舒適柔和的低矮沙發，與笑容可掬

的接待專員。當你坐下來，等待行員為你服務時，



而中國信託親切的服務品

質，也改變了銀行業在消費者心

目中的傲慢形象，驅動了台灣整

體服務業的變革。銀行內不僅所

有服務人員都需經過系統化的課

程訓練，除了第一線人員，另外

還設有關係維護人員，執行服務

的規劃與資料萃取；品質服務人

員則專司服務品質指標的訂定，

並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中國信

託銀行內部，小到連訂員工的便

當，都有服務指標及服務滿意度

調查，可見他們對於服務品質的

重視與深入。

開啟台灣信用卡及消費金融業務先河

中國信託對於金融商品的創新也是獨樹一格。

1974年就率先發行了全台灣第一張信用卡，開啟

了台灣信用卡及消費金融業務的先河，並帶領台灣

信用卡進入國際化時代。30年後的結果證實，穩

坐信用卡發卡量第一龍頭的中國信託的確具有遠

見。今年中國信託的信用卡流通卡數已突破600萬

張，目前在台灣，幾乎每6張信用卡，就有一張是

中國信託所發行的！

為了達成「365天24小時不打烊」的使命，中

國信託不只建立龐大精密的資訊系統來支援網路與

語音服務，並在全台灣的統一超商，大舉佈設自動

提款機。預計在超商加速佈點，及合併萬通銀行以

後，中國信託在全國的自動提款機數目，將達

2,500台。未來全台灣的ＡＴＭ可以全面聯網，只

要在總行的電腦下達指令，就可以統一改變全部的

畫面及功能，日後消費者甚至可能在ＡＴＭ上面，

看到大老闆在跟你拜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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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會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身

處以往被稱為「衙門」的銀

行？

這家「看起來不像銀行」

的銀行，其實正是近年來積

極打破金融業舊有窠臼，試

圖以嶄新的服務，帶動商業

模式的創新。中國信託的種

種創新作法，堪稱是金融業

的先驅，進而也帶動了本身

業務發展的成長快速。

其中像是1990年，效法

一般零售服務業的經營模

式，打破了銀行業三點半的

制約，率先將營業時間延長到晚間七點；1991年

繼續開辦了假日分行，讓週休二日的上班族，可以

利用休假時間跑銀行；同時在全台灣各地建立自動

化的無人銀行，提供顧客全年無休、24小時不打

烊的服務；並在百貨公司建立簡易分行，星期例假

日也照常營業；還領先同業在便利商店內，鋪設

365天不休息的自動提款機（ATM）或與捷運購

票機共用系統；以及推出30分鐘快速貸款機等服

務，都一再讓業界與顧客刮目相看。

顧客在哪裡，他們就在那裡

從這些創新的服務措施可以看出，中國信託是

以「顧客服務導向」在做生意。秉持著「逐顧客而

居」的服務理念，只要「顧客在哪裡，他們就在那

裡」！其實，要能夠提供24小時不打烊的服務，

除了需要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之外，還必須要有功

能完善的資訊系統作為後盾。為了達成「零缺點」

的服務，中國信託於各種硬體上的投資，向來是不

遺餘力。

▲秉持著「逐顧客而居」的服務理念，只要顧客在
哪裡，中國信託就在那裡！（圖片■商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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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產業向有被稱為「無煙囪工業」，世界各

國莫不積極發展觀光產業。依據世界觀光旅遊委員

會(WTTC)於2003年分析指出，觀光產值約佔全

世界GDP的10.2%，更佔全球出口總值之11.2%，

可見觀光已成為許多國家賺取外匯的首要管道。依

據台灣觀光局統計顯示，來台觀光旅客自1994年

突破200萬人次以來，至2000年已達298萬人次，

主要以業務及觀光為主。不過，我國觀光產業產值

佔GDP比率只有4.06%，低於國際平均值，顯示

未來仍有成長空間。

台灣地區的觀光與商務旅館，也伴隨著台灣經

產業2》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

濟的發展而興盛，從1960年初僅有4家，直到2003

年，已經擁有62家國際級觀光旅館，光是在台北

市就有26家，位居中山區的旅館就多達17家，競

爭之激烈可見一斑。而各商務型飯店或精品旅館，

也無不提供更加舒適與功能性強的精緻服務，以吸

引來台的商務人士。由於商務人士主要是因為出

差、考察、會議、洽公來到台灣，對於居住的旅館

的要求，自然不同於一般旅館，其中尤其對服務品

質與顧客滿意度這兩項要求更高，因此，觀光與商

務旅館若能加強這兩點，便可成為強而有力的競爭

核心。

》》
亞都麗緻大飯店
致力成為客人出外旅行的家

「Welcome! Mr. Johnson, Nice to see you again!」

強森先生是第二次造訪台灣，雖然距離他上次

來台灣，已經有整整一年的時間，不過，亞都麗緻

大飯店的接機司機與門房，仍然可以一眼馬上叫出

他的名字，讓他覺得備感親切，就好像回到自己的

家一樣。

我在台北的家，亞都麗緻飯店

早在20年前，這樣的創新服務氣氛，就已經是

亞都麗緻大飯店所有服務人員的奉行標準，這種標

準，至今仍成為台灣觀光旅館同業的學習典範。亞

都麗緻在創立之初，就捨棄了一般住房登記的傳統

高櫃，改以兩張優雅的書桌，讓客人辦理住宿登記

時，是坐在桌前舒適的座椅上，辦理check-in。連

住房登記單上的相關資料，服務人員也早已填好，

客人只要簽個名就好。一走進客房，除了供應新鮮

水果之外，每個客人都會看到亞都麗緻事先幫他印

好的名片，寫著「我在台北的家，亞都麗緻飯店」

等字眼。

亞都麗緻一定會記住每個來過的客人，曾經有

過什麼需求，下回客人再來時，一定會記得主動提

供客人個別的需求。例如有的客人曾要求枕頭要硬

一點，下回他再來亞都麗緻，較硬的枕頭一定是早

在他入房之前就已準備好了；如果他喜歡在房間多

加一盞燈，下回一定先準備好一盞燈等客人來。所

有這些貼心的舉動，都是要讓客人感覺，亞都麗緻

就是「他出外旅行的家」。

充分授權，扮演稱職的主人

亞都麗緻大飯店可說是台灣旅館業的服務模範

生，而總裁嚴長壽，向來被尊稱為「飯店業教

父」。在他著名的暢銷書《總裁獅子心》深切叮嚀

著服務業的精髓。他認為要想盡辦法，不輕易拒絕

顧客要求。因為一旦說了「不」，很容易變成員工

服務的擋箭牌。如果真的無法做到，也要用婉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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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客人感覺到誠意，以獲得諒解。

亞都麗緻飯店的員工也可以扮演稱職的主人，

因為嚴長壽授權給員工當主人的權力。畢竟，員工

是代表公司，接待客人，必須要享有主人的決定

權，而且授權範圍必須放到最大、一線任何突發狀

況，才能即時全權決定。

一位服務生可以因為顧客抱怨菜色不佳、或是

咖啡太苦，除了致歉，更可以決定立刻換掉、或由

亞都請客。亞都麗緻統計每個月執行下來，不過是

咖啡一杯幾十元、牛排一客幾百元的成本，比不上

隨便登的一則廣告費用，但是每一個對服務滿意的

客人走出飯店後，廣為宣傳的口碑效益，就不是廣

告可以相比的了。

「想在客人之前」的服務理念與態度

其實，台灣地區的觀光與商務旅館，也伴隨著

台灣經濟的發展而興盛，從1960年初僅有4家，直

到2003年，已經擁有62家國際級觀光旅館，光是在

台北市就有26家，位居中山區的旅館就多達17家，

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而各商務型飯店或精品旅

館，也無不提供更加舒適與功能性強的精緻服務，

以吸引來台的商務人士。

由於商務人士主要是因為出差、考察、會議、

洽公來到台灣，對於居住的旅館的要求自然不同於

一般旅館，其中尤其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這兩

項要求更高，因此觀光與商務旅館若能加強這兩

點，便可成為強而有力的競爭核心。

亞都麗緻飯店便是從這種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

中脫穎而出，以「想在客人之前」的服務理念與態

度，成為國際知名的商務飯店。嚴長壽更可以說是

最早創新經營台灣觀光旅館業的人。走別人沒走過

的路需要勇氣！ ▲亞都麗緻以「想在客人之前」的服務理念與態度，成為國際
知名的商務飯店。（圖片■商業周刊）

種種貼心服務證實「服務」可提升獲利

1980年創立的亞都麗緻飯店（當時稱為亞都飯

店），由於先天在硬體設備與坐落環境的條件不

良，嚴長壽一開始就來個策略定位的方向大逆轉。

亞都麗緻由於房間數少，無法跟大型旅館競爭，就

改成以歐美顧客為主的商務旅館。

由於硬體先天不足，嚴長壽極力在軟體上求創

新。住宿亞都麗緻的客人，打從一踏上桃園機場開

始，就會見到亞都麗緻的機場接待人員笑臉迎賓。

由機場到飯店之後，門房打開車門時，也以客人的

姓氏問候迎賓。種種的貼心服務，就是要讓客人感

覺「賓至如歸」。而亞都麗緻平日經常維持七成以

上的住房率與八成以上的回住率，更證實了「服務」

可以提升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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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流通活動是台灣很重要的服務型態，尤其

批發零售業為面對最終消費者的主要經營業者，物

流業則扮演製造業、批發業、與零售業等上下游產

業之間，運輸倉儲的後勤支援角色。為了強化國內

廠商掌握競爭優勢，並擴大附加價值，流通運輸服

務業可協助廠商在垂直整合上，縮短流通過程；在

水平擴充上，降低成本，以便進一步提升台灣的產

業競爭力。

台灣的流通運輸服務業之優勢，在於擁有知識

經濟的背景，可以針對客製化的需求、提供多元化

的通路型態與快速的反應能力。

而且台灣廠商的資訊化程度高，對客戶維修、

採購、庫存管理等，皆善用資訊科技，以降低成本

並減少錯誤。而台灣的通路結構成熟，上下游廠商

的結構完整，也使得物流與後勤的支援能力很強，

並能即時掌握當地客戶的消費需求。因此，未來台

灣物流業在面臨國際競爭時，若能加強營運環境、

與國際接軌的能力及人才培育等方面，將更能協助

其他企業追求顧客滿意與流通成本的降低，對於產

業轉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產業3》流通運輸服務業

藉由與消費者愈來愈頻繁的接觸，讓顧客愈來愈離

不開它，難怪也能夠成為統一集團最搶手的金雞

母。

2003年統一超商在全台灣的門市已突破3,459

家，市場佔有率達50.8%，穩坐便利商店產業的龍

頭寶座。未來統一超商更預計能於全台灣展店至

4,000家。早在1979年，統一集團就開始進入零售

業，成立統一超商（7-ELEVEN），在連續虧損七

年後，終於在1986年轉虧為盈，重新成為獨立營

運的企業。據總經理徐重仁分析，零售業經營的關

鍵點，在於要捉住人們生活的消費習慣，「顧客要

什麼，我們就給什麼」。統一超商將以前雜貨店及

老闆的角色抽絲剝繭以後，再用企業管理的角度，

來管理雜貨流通事業，進一步創造了經濟規模。

以消費者為出發點，滿足顧客易變的心

為了滿足顧客易變的心，統一超商也不斷開發

許多特殊性與本土化的商品，並要求每兩週一定要

有新品上架，為的就是要創造與其它便利商店的差

》》
7-ELEVEN統一超商
街坊的好鄰居

「您好，歡迎光臨！」

這句話耳熟能詳，幾乎每天都聽得到。沒錯，

當你一踏進位於街角的便利商店，迎面而來的是服

務人員親切的招呼，明亮整齊的商品陳列貨架，與

各式各樣的便利鮮食，也取代昔日灰暗陳舊的雜貨

店，成為台灣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

實體vs.虛擬通路提供廣泛、無遠弗屆的

服務

台灣早在1990年代，即進入「通路時代」，統

一超商可說是通路時代的開山始祖，不僅逐漸取代

了昔日雜貨店地位，同時也承襲了「街坊好鄰居」

的精神，為了顧客隨時增加並翻新服務的內容，在

販賣日用品之餘，舉凡食、衣、住、行、娛樂方面

的需求，甚至是水電費、提款、宅急便等，任何想

得到的服務，都一樣樣不斷被開發出來。除了「實

體通路」之外，還結合了「虛擬通路」，統一超商



品管理相當繁瑣，勢必要靠專業的

後勤支援，否則單是點收貨品，可

能就要耗損不少人力。因此統一超

商打的是團體戰，賺的是管理錢。

為 吸 引 客 人 進 入 7 -

ELEVEN，統一超商的開店地

點，從以往傳統雜貨店的巷內，移

到人車較多的大馬路上；在行銷手

法、廣告宣傳與教育訓練上，都做

了大幅度的變化，就是希望讓7-

ELEVEN深植人心。

為了讓門市能專心服務客人，

從上游的供應商開始整合，甚至自

行發展物流的事業體，目的就是要

簡化門市的工作項目，因此統一超商所有的廠商訂

貨，都交由物流處理，門市面對的只有定時送貨的

物流車。

服務與行銷帶動超人氣

統一超商的成功模式，也可以複製在相關的服

務業。統一超商陸續在南二高東山服務區等高速公

路服務區，以及觀光景點如清境旅客服務中心；高

雄火車站等交通據點，規劃符合當地消費型態的商

場。在2003年還與實踐大學共同設立「實踐新天

地 」， 也 就 是 把 統 一 超 商 轉 型 為 商 場 化 經 營

（Power center），配合學校的消費需求，來規劃商

場經營，如麵包、冰品和文具精品等多樣性服務。

統一超商也計畫在信義計畫區規劃Young

center，讓統一超商所提供的服務，能夠符合計畫

區的消費型態，呈現多角化經營。而關係企業統一

星巴客（Starbucks）也是以同樣的五星級服務賣

咖啡，星巴客在台灣的口碑很好，靠的就是服務與

行銷來帶動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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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對於服務要有靈敏的嗅覺，並且要有創新與觀察的能力。統一超商的成功模
式，也可以複製在相關的服務業。（圖片■商業周刊）

異性，不易造成顧客流失。

以近來造成風潮的「國民便當」為例，除了了

解一般大眾喜愛的口味外，統一超商還採用了逆向

思考的方式訂出價格。以往廠商的產品訂價，通常

會以成本加上利潤，但國民便當的訂價，是先思考

在品質佳的產品上架後，哪種價格才能讓顧客動

心，然後再著手進行降低成本。

統一超商在鮮食市場的表現也相當亮眼，

2003年推出低價的漢堡與米漢堡，搶攻西式速食

市場，造成西式速食業者不小震撼。統一超商十分

擅長利用差異化商品，吸引顧客上門。例如在鮮食

部份，針對消費者的三餐和點心時段，推出不同的

鮮食商品，包括御便當、漢堡和御飯糰等，希望藉

此抓住龐大的外食族群市場，吸引更多消費者上門

消費，也增加來客數與消費額。

靈敏的嗅覺與創新、觀察力

在徐重仁眼中，零售業對於服務要有靈敏的嗅

覺，並且要有創新與觀察的能力。每家統一超商擁

有兩千多種商品，還包含許多有時效性的熱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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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
只有溝通沒有距離

「只有溝通，沒有距離！」

隔著一支小小的手機，遠在國外開會的爸爸，

也可以聽到媽媽肚子裡懷的小寶寶正在踢肚子的聲

音；透過一支小小的手機，才剛到國外唸書的年輕

女孩，也可以聽到以前的同學們在世界的另一端幫

她慶生；連剛踏出社會的年輕人，在求職面談的辦

公室裡，緊張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候，因為一通手

機簡訊，來自家人的打氣，讓他變得更有自信。

「玩樂溝通」體驗全新行動寬頻服務

這是國內一家電信業者的廣告影片，訴說的是

通訊服務帶給人們「沒有距離」的溝通境界。其

實，舉目所及，無線通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無形

網絡，手機也成為每個人的必備工具。

遠傳電信可說是國內最積極開發加值服務的電

信服務業者之一，據遠傳電信的分析，若能善用加

值服務，創造的商機無窮。以國人喜愛的簡訊服務

而言，光是聖誕節發出的簡訊量，就比平日多出約

三倍。而農曆過年期間，客戶的簡訊量也較平常成

長了二到三倍。其他像是寬頻上網服務，行動銀行

服務等，也都提供使用者無遠弗屆的零障礙空間，

而深受客戶喜愛。

在遠傳電信與和信電訊合併之後，為了充分呈

現合併之後全新的品牌形象與服務特色，遠傳電信

掌握與運用資訊通訊科技，已經成為21世紀

企業與國家競爭力的最重要來源。各式各樣的資訊

通訊應用，有賴於完整的通訊媒體服務平台，因

此，通訊媒體服務業的發展，不僅影響著通訊品質

的優劣，更是電子商務、數位內容等相關產業發展

的關鍵。

舉凡各種利用網路，傳送或接收文字、影像、

聲音、數據及其他訊號所提供之服務，皆可稱為通

訊媒體服務業。產業範疇包括市內網路、長途網

路、國際網路、行動電話、網際網路接取、有線電

視等業務。過去為了語音、視訊、數據等各種不同

需求，所建置的電話、有線電視、及電腦區域等網

路，因為數位化科技的快速發展，日後都可以在相

同的網路平台上傳輸。因此，通訊與傳播的界線已

日益模糊，產業匯流已成趨勢。

台灣在無線區域網路設備產量、與行動電話普

及率居全球第一，而且寬頻上網普及率，也躍升為

全球第三。台灣可說是亞洲最為 e化的國家之一，

不論在通訊產品製造、或電信網路服務方面，都極

具競爭力。在行政院經建會召開的全國服務業發展

會議當中，就特別針對了通訊媒體服務業，提出了

「先進寬頻ｅ化服務網路推動計畫」，這個計畫對於

未來全面推動「數位台灣」，將帶來令人期待的正

面影響。

台灣的行動電話普及率早已高達106%，對通

訊服務業者來說，其實真正的激烈競爭才正要開

始。由於手機成長率難以再攀高，加上國內行動電

話門號市場也已趨於飽和，因此電信業者也難再依

靠開發新用戶，來增加營收和獲利。所以近年各家

業者都深切體認到，「加值服務」將成為營收成長

的主力來源。業者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希望吸引客

戶使用包含數據及語音等加值服務。

產業4》通訊媒體服務業



也試圖以多種「玩樂溝通」的

創新概念，不斷讓客戶體驗全

新的行動寬頻多媒體服務，其

中包括了行動影像電話、即時

影音直撥服務、遠傳的魔拜拍

賣 台 、 來 自 於 日 本 N T T

DoCoMo的i-mode服務，手

機指紋辨識、以及手機讀取二

維條碼「Felica」等最新的3G

應用系列服務，希望能全面啟

動民眾的精彩行動生活。

變化萬千的通訊服務，

讓消費者生活更便利

以創新的魔拜拍賣台服務

為例，只要是遠傳客戶，就可以在個人的魔拜拍賣

店裡，拍賣或購買實體的商品，享受有如eBay或

Yahoo奇摩拍賣網站的買賣樂趣。客戶一旦申請了

遠傳魔拜拍賣台服務，馬上可成為一家全年無休的

個人行動商店老闆。手機線上服務也會往玩樂發

展，遠傳電信近日也與全球著名的遊戲廠商SEGA

合作，把日本地區營運的「櫻花大戰手機俱樂

部」，移植到遠傳所經營的行動電話網際網路服務

系統上。

此外，手機二維條碼「Felica」的應用，是一

種非接觸式的智慧卡，很類似台灣的捷運悠遊卡，

在日本也被應用於客服專線、網站網址等訊息的掃

描輸入服務，像是使用者可以手機直拍雜誌廣告上

某餐廳的專屬二維條碼，便可以輕鬆地進入該餐廳

的行動網站獲得相關資訊。而手機的指紋辨識功

能，則可以防止客戶的通訊與行動商務資料遭到竊

取，還可以防止遺失的手機遭盜打。

通訊服務的變化萬千，未來可使消費者的生活

更便利。遠傳電信在近期台北電信展中，秀出了日

本3G正流行的「手機指紋辨識」服務，消費者只

要以i-mode的部分系列照相手機，掃過個人名片

上的二維條碼，就可儲存對方的姓名、電話等個人

資料，在日本已有超過300萬個i-mode客戶使用這

項創新服務。

推動「數位台灣」

其實，台灣在無線區域網路設備產量、與行動

電話普及率居全球第一，而且寬頻上網普及率，也

躍升為全球第三。台灣可說是亞洲最為 e化的國家

之一，不論在通訊產品製造、或電信網路服務方

面，都極具競爭力。

行政院經建會召開的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當

中，就特別針對了通訊媒體服務業，提出了「先進

寬頻ｅ化服務網路推動計畫」，這個計畫對於未來

全面推動「數位台灣」，將帶來令人期待的正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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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可說是國內最積極開發加值服務的電信服務業者之一，而「加值服務」將成為營
收成長的主力來源。（攝影■程方）



台
灣目前正處於產業經濟轉型之關鍵時刻，若

能把握改革契機，及早促成產業順利轉型，

便能把服務機能帶入企業，創造出龐大的商機。若

能積極發揮台商現有優勢，更能進一步發展台灣的

知識密集服務業，帶動台灣另一波的經濟發展。

運用台灣現有優勢，朝向產業轉型利基

長久以來，台灣已有一定程度的服務業產業根

基。不僅服務人才素質高，可塑性強；還擁有科技

研發及運用能力、產業經營管理能力、台灣的產業

分工、基礎工業及周邊體系完善.，這些都是台灣

逐漸朝向產業轉型的優勢所

在。尤其台灣與外國製造業

或服務業，已保持良好關

係，透過長期建立的良好關

係，比較容易爭取與外商的

合作機會，進而獲取發展知

識密集服務業所需之技術及

知能。

台商區域性的跨國經營

模式，也已形成我國發展服

務業的最佳利基，未來，可

以將台商市場作為基礎，進一步發展知識密集服務

業之跨國服務，以促進台灣知識密集服務業之國際

化。中國大陸目前仍處於資本市場的初步發展階

段，而台灣產業已經轉型為發展服務業，其間仍有

一段相當的差距，因此台灣可善用本身優勢，拉大

這種差距。

「知識型服務業」是未來產業轉型契機

時代基金會執行長徐小波於經濟部工業局舉辦

的「服務業跨國營運的挑戰」座談會中指出，台灣

未來應走向「知識型服務業」。高附加價值的服務

業有一個理念，就是去填補台商

製造業在全球佈局時，所產生的

產業真空與就業不足等問題。過

去「重製造業、輕服務業」的政

策趨勢，也必須隨著產業轉型及

台商全球佈局趨勢，而予以適當

修正。

台灣的製造業與農業技術已

具國際水準，加上國民所得大幅

提高，台灣已具有發展「知識型

服務業」的條件，未來更能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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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型服務業帶動
另一波經濟發展

未來，台灣的新興策略性服務業，

除了以現有的服務業升級與進行轉型外，

都必須強調知識與技術的密集性，並需從中尋找源源不絕的服務創意。

未來產業轉型契機

▲台灣的服務業發展重心，應該是積極建構充
滿活力與創新精神的知識型服務產業，以吸
引台商及外資從事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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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技術處的「策略性服務業導向科專計畫」

中，曾提出一觀念性公式來表示，未來新興服務

業的發展重點，在於「高附加價值服務業」。

高附加價值服務業＝（低附加價值服務業＋科

技＋資訊通訊科技）＋創新營運模式

服務業快速轉型的契機，進而帶動台灣另一波的經

濟發展。

根據經建會的研究推估，預計至2008年，我

國知識密集服務業的成長率為每年8％，而國民生

產毛額將由2003年的新台幣3.15兆元，提高為新

台幣4.78兆元，占GDP的比重也將由2003年的

31.9％，提高為38.0％。知識密集服務業的就業人

數，將由2003年的160萬人，提高為2008年的

184.9萬人，占總就業人數比重，將由16.7％提高

為18.1％。

服務業的「創新」，爭取更多商機，

提供客戶滿意服務

後工業時代其實就是服務業的時代。服務業在

經濟體系內，不僅成長快速，在先進國家中的重要

性，更早已取代工業。近年，服務業的產值持續增

加，新興服務業不斷興起，服務內容不僅專業、知

識涵量也高，形成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新興產業不

斷演變，透過創新活動，也為經濟體系帶來新的市

場需求，創新也儼然成為新經濟最重要的活動。

綜觀近年來服務業的創新，大致可以歸納為產

品、產程、組織、結構及行銷上的創新。就商業貿

易而言，創新主要在於零售的分類與自動化倉儲；

在金融上的創新，以衍生性金融商品、資料管理與

網路銀行為主；在諮詢服務上的創新，包括了無形

資產鑑價、快速設計及建立模型、環保影響評估

等；在健康服務上則以疾病預防，掃描技術為主；

在運輸及物流上的創新則以貨櫃處理、物流為主。

不少廠商利用新技術，可提供客戶更滿意的服務，

或者透過IT、通訊等新科技，也爭取到不少商機，

這些皆可說是創新的體現。

近年來各政策推動方向皆指出，未來新興服務

業的發展重點，在於「高附加價值服務業」。

服務業高附加價值，台灣人利基所在

不管是威名百貨（Wal-Mart）或統一超商、

中國信託或花旗銀行，國內外無數成功的服務業，

都在隨時不停地開發新知識、新技術，找尋各種應

用在服務業的可能性。這正是知識型服務業，以

「創意」與「創新」提供服務與商品的特性！

在信義房屋創辦人周俊吉眼中，服務業是「具

有幸福感」的產業，可以讓人過得更快樂、更舒

服，服務業並不輸製造業。發展服務業將會是台灣

人的利基所在！

台灣的服務業發展重心，應該是積極建構充滿

活力與創新精神的知識型服務產業，以吸引台商及

外資，在台灣從事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與資金募

集活動。未來若將重點的知識型服務業，當作是國

家策略重點產業，利用世界貿易組織（WTO）機

制，將台灣有利基之服務業，推展至其他國家。

（備註：全國服務業相關資料可查詢經建會網

站 www.cepd.gov.tw）。

新興服務業的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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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對
中國大陸的影響分析
在2004年 4月底，大陸宣布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為經濟降溫，

究竟宏觀調控對大陸總體經濟造成什麼衝擊？

台商是否也會受到這一波宏觀調控的影響，而產生經營不利的現象呢？

經濟降溫，紓解通膨

pecial Report
特 別 報 導

中國大陸兩次宏觀調控的比較分析

1990年代末期，面對漲價、搶購的經濟現

象，中國大陸採取了對經濟全面進行治理整頓的宏

觀調控措施，大大地紓解了市場上供需失衡的狀

況，而通貨膨脹也得以舒緩，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

逐步走出低潮，更使得中國大陸開始近代經濟發展

上成長最快的第八個「五年計劃」時期，從1991

年至1995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年均成長高達12％。

然而伴隨著經濟的高速成長，接踵出現了嚴重

的通貨膨脹。再次面對過熱的國民經濟，於1993

年開始啟動宏觀調控，加強和穩定農業基礎，控制

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成長，採取適度從緊的宏觀經

濟政策，尤其是在總量控制、結構調整和改進調控

方式等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也成功的讓經濟成

長率降到9.6％，通貨膨脹率也降到6.1％。

2004年的3月，同樣的，中國大陸也針對過熱

的經濟現象，再一次提出宏觀調控的經濟降溫措

施，然而因為環境的不同，十年來的演變，宏觀調

控也有所變化。

（一）「朱調控」的一刀切方式急煞車

當年「朱十六條」的特點是以「一刀切」方式

急煞車，目標為在最短時間內穩定面臨失控的金融

大局及經濟失衡；當進入了「溫調控」時代，中國

大陸的十六大確定了主要目標為促進經濟增長、增

加就業、穩定物價以及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二）「溫調控」所面臨的大環境變化

自2003年下半年以來，從食用油和糧食價格

的上升開始，接著出現了鋼鐵、水泥、煤炭等原料

以及燃料、動力價格的上升。此外，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企業投資商品與消費商品也較2003年

同期上升。然而2003年以前，中國大陸的物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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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於外資依賴度異常高，且外商投資的熱情也保持
旺盛。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宏觀調控措施， 表面上雖然看上
去完全不涉及外資，但絕對會對外商投資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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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此次實施宏觀調控之後，有助於產業發展回歸基本面，
台商可以藉由這次的宏觀調控的冷卻期來看清中國大陸經濟
發展方向，站穩發展的位置。

準還處於通貨緊縮的壓力之中。

恆生銀行首席經濟顧問關永盛指出，中國大陸

之所以能以較佳的方式調控經濟，避免發生1993

年「朱調控」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其原因有二：首

先是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環境較十年前有利，特別

是較為溫和的通貨膨脹，使得中國大陸有較充裕的

時間來測試金融工具的成效；另外是逐步放寬利率

的管制，加強銀行同業借貸市場的功能，以及設立

央行分區辦事處等，均有助貨幣政策的推行。

中國大陸宏觀調控的影響

推動中國大陸經濟的包括投資、進出口、消

費，而在投資領域的兩大驅使動力，則是政府投資

和外商直接投資。自2002年開始，外商投資規模

連續兩年超過500億美元，在過去25年來，中國大

陸外商直接投資已超過5,000億美元。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

國際投資專家報告，亞太地區是投資前景最樂觀地

區，而中國大陸是未來兩年投資首選。換句話說，

一方面中國大陸經濟的外資依賴度異常高，另一方

面外商投資的熱情也保持旺盛。在這種情況下，新

的宏觀調控措施，表面上雖然看上去完全不涉及外

資，但絕對會對外商投資帶來影響。

在中國大陸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緊縮銀

根，繼續加大對部分過熱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擴

張的整治力度影響下，以及美元走強、市場主要原

物料價格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2004年3月中旬

以來國內鋼材特別是建築鋼材價格出現明顯下降。

此外，以台商的觀點，在傳統產業方面，羅馬

崗石董事長黃維祝認為，大陸實施宏觀調控後，將

使得大陸企業貸款成本提高，靠信用、關係來搶占

市場，甚至展開惡性競爭的大陸企業，將受到抑制

或淘汰，反而形成良性循環。

在電子業方面，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產業政策研究所執行長羅懷家表示，大陸這波經濟

過熱造成原物料上漲，但電子產品價格仍持續跌

落，顯示台商電子業大規模生產後，自行吸收原物

料上漲成本，由於電子業毛利已經很低，勢必讓電

子業的經營雪上加霜。

金融業方面，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資深經理林志宏指出，大陸銀行放款控管趨

嚴、資金趨緊、貸款利率上調，甚至出現大陸銀行

抽銀根等現象，顯示大陸宏觀調控政策不僅對台商

融資上產生負面衝擊，更可能使台商遭宏觀調控的

「流彈」所波及。

NOVA副總經理傅峰林也指出，大陸宏觀調

控不僅嚴重影響股市，更使得近期以來的產品成本

大幅上升，許多企業去年底接的訂單，製造成本都

高於出貨成本的二成到三成。另外，企業結匯要付

頭期款，否則將影響信用狀況，造成台商經營上的

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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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空長多的新一代宏觀調控

在中國總理溫家寶宣布抑制景氣過熱的談話

後，國際原物料市場出現大幅震盪。不過，業者認

為，在原物料價格近兩年的大幅飆漲後，此次大陸

經濟降溫動作將有利於製造業者成本降低、提高毛

利率。

不過，中國大陸在2008北京奧運及2010上海

世界博覽會的驅動之下，多項基礎建設仍將持續進

行，所以降溫的影響應為「短空長多」，是一項讓

市場回歸合理穩健的措施。

（一）重新評估進軍大陸的佈局良機

美 商 中 經 合 創 業 投 資 公 司 （ WI Harper

Group）董事總經理丁學文認為，對於已在中國大

陸經營事業的台商而言，如果台商僅以大陸為生產

基地，主攻外銷市場的企業，只要歐美市場的景氣

持續復甦，各電子廠的出貨仍會持續暢旺。

至於傳統產業也能利用此次原物料價格回復正

常價位之際，使得本身的經營成本下降。而真正有

影響的是以大陸內需市場為主的廠商，這一類的廠

商可能會因為大陸內地需求下降，增加進軍大陸市

場的阻力。

大陸此次實施宏觀調控之後，有助於產業發展

回歸基本面，當中國大陸許多市場價格不正常的現

象消除後，2005年將成為中國大陸另一波的產業

起飛期，台商可以藉由這次的宏觀調控的冷卻期來

看清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方向，站穩發展的位置。

（二）內銷轉外銷，減少調控衝擊

設廠在中國大陸的台商，或多或少一定會受到

宏觀調控的衝擊影響。但是超過六成的台商是從事

外銷產業，受到國際景氣的影響比中國大陸境內經

濟的影響要大。

在資金調度方面，應該以審慎保守為原則，定

期審視宏觀調控的發展再決定下一步的資金運用計

劃。還有，不宜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適

度分散風險是前進大陸的根本原則。

（三）「溫氏效應」下，台商籌資問題不一

摩根大通銀行香港區負責人郭明鑑認為「溫氏

效應」並不會影響台灣資金的籌措。目前在大陸只

要是信用及體質好的外資產業，不僅是外商銀行搶

著聯貸，連中資銀行都願意參與聯貸資金。

郭明鑑也認為「溫氏效應」是短空長多，因為

這次是針對部分產業的過熱情況，例如房地產和鋼

鐵業，而其他產業中國政府或多或少都已開始實施

其他調控措施，所以這次緊縮經濟政策，並非全盤

的「硬著陸」。因此，在大陸投資的台商，可以藉

由這次機會，重新做資源配置，以因應市場變化。

（本文摘錄自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出版

《兩力兩度見商機－－2004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

境與風險調查》）

▲大陸銀行放款控管趨嚴、資金趨緊、貸款利率上調，甚至出
現抽銀根等現象，顯示大陸宏觀調控政策不僅對台商融資上
產生負面衝擊，更可能使台商遭宏觀調控的「流彈」所波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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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為歐洲三大半導體業者之一的英飛凌科技

（Infineon），無疑是全球半導體大廠當中，

在台灣耕耘最深的業者之一。

英飛凌在近年來的成長速度相當的驚人，

1995年，英飛凌在全球半導體市場排名只是第十

五名，大約2%的市場佔有率，但是到了2002與

2003年，英飛凌在全球排名已經晉升到第六名，

市場佔有率也分別達到3.4%和4%的水準，在短短

八年內，成長了兩倍。

英飛凌的企圖還不止於此，英飛凌預估，要在

2007年佔有全球半導體市場6%，搶佔全球半導體

第二的寶座。

F

英飛凌深耕台灣三十年
成果豐碩英飛凌這個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的半導體公司，

深耕台灣30年，可說是在台灣耕耘最深的業者之一，

近年來，英飛凌更持續在台灣加碼投資，

成為全球半導體大廠在台灣發展的典範。

亞太區總裁羅建華：未來三年持續加碼台灣

oreign investor
外 資 來 富

英飛凌小檔案
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的英飛凌科技（Infineon），

主要提供半導體產品與系統解決方案，其應用範圍

包括：汽車及工業用通訊產品、有線與無線通訊市

場、安全行動解決方案及記憶體產品。英飛凌在美

國聖荷西、亞太新加坡、日本東京、台灣台北，均

設置辦事處。在2003會計年度(2002年10月至2003

年9月)，公司營業額達61.5億歐元，全球擁有

32,300位員工。英飛淩科技已在法蘭克福與紐約證

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名稱：IFX）。

全球半導體大廠在台發展典範

而在持續迅速成長的英飛凌企業版圖中，台灣

即是重要的一環。近年來，英飛凌持續在台灣加碼

投資，也陸續獲得豐碩成果，成為全球半導體大廠

在台灣發展的典範。

「我們在台灣的首要發展目標，就是期望未來

四年內，在台灣市場達成30%的年平均成長率，成

為台灣前三大半導體供應商。」英飛凌亞太區總裁

暨執行董事羅建華說。

另一方面，藉由與台灣半導體業者的合資，羅

建華更進一步表示，英飛凌將持續強化記憶體產品

線，以全方位的產品解決方案，滿足不同客戶的需



求。同時，也將致力於擴展非記憶體產品及全方位

解決方案的市佔率。

多項投資計畫，展現對台深耕企圖心

英飛凌在台灣的投資動作，一向令人矚目。而

羅建華更進一步表示，未來三年之內，英飛凌還將

在現有與台灣廠商的合作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投資

計畫。

與南亞合資的華亞半導體，更是英飛凌為未來

三年在台灣投資的最大重點。雙方合資22億美元

興建的華亞半導體，屬於DRAM記憶體晶片廠，

由英飛凌與南亞科技各持股半數，主要生產標準型

記憶體的12吋晶圓廠，目標是希望拿下全球

DRAM產量的25%，顯示出英飛凌持續深耕

DRAM產業的決心。

而華亞從2002年12月動土興建，去年先後完

成潔淨室興建工程及機台遷入程序，並在今年4月

間順利產出旗下第一片0.11微米溝槽式（trench）

製程技術的12吋晶圓，現正朝第一階段年底前月

產能2.4萬片的目標邁進，預期明年底便能達到月

產能5.4萬片的產能。

羅建華表示，英飛凌目前已經與南亞科技共同

研發90奈米與70奈米製程技術，並與華邦合作拓

展記憶體產品產能。而較為近期的投資計畫，也陸

續在2004年獲得具體成果。在今年一月，宣布將

收購半導體專業設計公司上元科技，成為英飛凌在

亞洲的首樁收購投資，其中的策略意義，就是在於

強化英飛凌的通訊事業業務。這項現金收購的價

格，高達8千萬歐元（折合新台幣逾30億元），收

購完成後，將成立一家名為「英飛凌上元股份有限

公司」的新公司，專注於客戶端設備（CPE）晶片

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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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飛凌在台灣的投資動作，一向令人矚目。未來三年內，英飛凌將在現有與台灣廠商的合作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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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建華指出，在致力於台灣市場提供全方位解決方

案的同時，英飛凌也將推展與台灣策略合作夥伴在

電腦通訊及其他領域的合作。

他指出，台灣是亞太區成長最快的市場之一，

2003年英飛凌在亞太市場銷售額大幅成長40%，

從第八大半導體供應商一躍成為亞洲第六大半導體

供應商，台灣市場扮演關鍵角色。英飛凌希望藉由

台灣市場優勢，加速實現英飛凌的「Agenda 5-to-

1」五大策略議題，亦即該公司從2002年正式展開

的五年計畫，預計在2007年，成為全球前四大半

導體廠商，達到6%的全球市佔率，並計畫在每個

服務領域都榮登全球前三大，此外，藉由成本的降

低與組織彈性的強化，每項業務的財務表現在同業

中列名前二大，進而成為全球第一大半導體解決方

案供應商。

扎根台灣，考慮將研發中心設於台灣

除了合資與購併，英飛凌更計畫進一步在台灣

扎根，考慮將研發中心設於台灣。在經濟部積極尋

找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的努力下，英飛凌考

慮將來台設立技術研發中心，也成為英飛凌深受國

內矚目的重大策略。

羅建華更進一步表示，目前英飛凌在各項業務

表現都在全球佔有重要地位，例如，在安全及晶片

卡IC市場為第一名、全球汽車用電子晶片為第二

名，記憶體產品更是穩居全球第三大廠商。未來，

台灣也將是最重要的策略夥伴之一。

跨領域合作，

加速「Agenda 5-to-1」五大策略

為了強調英飛凌對亞太區與台灣市場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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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合資與購併，英飛凌更計畫進一步在台灣扎根，考慮將研發中心設於台灣；來台設立技術研發中心，也成為其深受國內矚目的
重大策略。



Infineon, one of the three biggest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in Europe, is without doubt among

the top global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s that

have cultivated their business in Taiwan most

deeply.

The company has grown at an awesome rate in

the past few years. In 1995 it held no better than

15th place in the global market, with a share of

approximately 2%. By 2002 and 2003, however, its

global ranking had soared to sixth place and its

share of the market had grown to 3.4% and 4%,

respectively, in those years. In just eight shore

years, Infineon had grown two-fold.

And this has by no means satisfied its ambi-

tion. The company predicts that it will have 6% of

the world market by 2007, moving it up to second

place in the rankings.

A model of development in Taiwan
for other semiconductor majors

Taiwan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fineon's continuously and rapidly expanding

business territory. The semiconductor firm has

poured more investment into the island time after

time-and time after time, it has reaped a rich har-

vest for its efforts. It has, in fact, become a Taiwan

investment model for other large semiconductor

firm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ime target of our development in

Taiwan," notes Infineon's President°ÆManagement

Director, Loh Kin Wah, "is to grow at an annual

average rate of 30% in this market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and to become one of the island's top

three semiconductor suppliers." Loh goes on to say

that his company will continuously reinforce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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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eon Celebrates Rich
Harvest from 30 Years
in Taiwan

Infineon, the famous Munich-based semiconductor company,

has cultivated its Taiwan market more deeply than almost any other.

Over the past decade Infineon has continuously added Taiwan investment,

becoming a model for foreign semiconductor investors on the island.

By Lan Hao-yi

President & Management Director,Loh Kin Wah:
More investment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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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product line, through joint ventures with

Taiwanese semiconductor makers, so as to provide

total solutions that satisfy the needs of different

custom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will

keep striving to expand its share of the market for

non-memory products and total solutions.

Multiple investment projects show
Taiwan ambitions

Infineon's investment activities in Taiwan have

always attracted intense attention, and Loh reports

that over the coming three years the company will

further expand its investment on the basis of its cur-

rent cooperation with Taiwanese enterprise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investment will be on

Inotera Memories, a 50-50 joint venture with

Nanya Technology. The two partners have invested

US$2.2 bill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otera's

DRAM memory chip plant, which i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ndard 12-inch silicon wafers

for memory chips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25% of

global DRAM production capacity. This is a strong

indication of Infineon's firm determination to con-

tinue cultivating the DRAM industry.

Ground was broken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Inotera plant in December 2002. Construction of

the clean room and installation of equipment sets

were completed last year, and the plant's first 12-

inch wafer using 0.11-micron trench technology

was produced in April this year. Progress is now

under way toward the target of producing 24,000

wafers per month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a

monthly production of 540,000 wafers is expected

to be achieved by the end of 2005. 

Loh reports that Infineon and Nanya

Technology have further cooperated in developing

90- and 70-nanomet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at the two companies have also worked with

Winbond in expanding production capacity for

memory products. These efforts and results, like

many others, reflect Infineon's ambition to develop

and progress along with Taiwan.

In January this year the company also

announced its purchase of the semiconductor

design firm ADMtek, its first procurement in Asia,

a strategic move undertaken at a cost of 80 million

euros (equal to more than NT$3 billion) to rein-

force Infineon's communications-related business.

Infineon will use ADMtek to set up a new entity,

dubbed the Infineon-ADMtek Co., to engage exclu-

sive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CPE) chops.

Putting down Taiwan roots with an
R&D center

In addition to its joint ventures and acquisi-

tions, Infineon plans the possible further deepening

of its Taiwan roo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R&D center on the island. Under the strenuous

efforts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o seek

ou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set up such facili-

ties, Infineon is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

ing 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er of its own on

Taiwan. This is another strategic move that has

drawn intense attention on the island.

Loh says that in all of its areas of business,

32 國際投資季刊 第二十一期．2004



國際投資季刊 第二十一期．200433

Infineon's performance assures it an important

global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and the IC

card market, for example, it is No. 1 in the world;

in chips for automobile use it is No. 2, and in mem-

ory products it is firmly in third place. In the pro-

cess of Infineon's future growth, Taiwan will be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partners.

Cross-industry cooperation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which it places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Taiwan market,

Loh notes that even as his company works hard to

provide total solutions to customers on the island it

will also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its Taiwanese

strategic partners in the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fields. 

In speaking of Taiwan's key position, Loh

noted that the island's marke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growth of

Infineon's own sales in the Asia-Pacific reached

40% in 2003, boosting the company from eighth to

sixth place among semiconductor suppliers in Asia,

and Taiwan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erformance. The company hopes that the

advantages of the island's market will help speed up

the achievement of its "Agenda 5-to-1"--a five-year

plan involving five strategic subjects, initiated in

2002, that aims to boost Infineon to fourth place

among the semiconductor suppliers of the world

with 6% of the global market; to a position among

the three biggest suppliers in each area of service;

to a position among the top two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i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to the No.

1 spot globally in the supply of total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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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L加碼台灣的腳步，
從沒有停歇過！

30年來深耕台灣有成的DHL，不僅見證台灣經濟的飛躍成長，

也領導台灣國際快遞業的發展。

DHL台灣區總經理楊斐表示，DHL將增加「承載量」與「貨運飛機航班數」，

為台灣地區業務高成長提前佈局。

與台灣企業再創經濟成長

oreign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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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電子資訊產業逐漸成為台灣重點產業，在

全球有超過12萬個取件地點和送件目的地

的DHL，便扮演著業者翅膀的角色，將貨品迅

速、準時的送到顧客手中。

事實上，DHL來到台灣已有31年之久，一直

是台灣出口業者的最佳合作夥伴。著眼於景氣復

甦，台灣DHL對於國際快遞業的成長抱持樂觀的

看法，預估今年仍然會有將近二位數的成長，與台

灣企業再創經濟成長願景可期。

最早進入台灣的國際快遞公司

DHL是全球國際快遞與運籌服務領導品牌，

2003年營收將近220億歐元。DHL台灣分公司則

於1973年成立，是最早進入台灣的國際快遞公

司。由於進入台灣市場起步早，台灣DHL的營運

表現常在全球DHL的前15名，深獲世界總部的肯

定。當然，由台灣DHL在全球業務評鑑的出色表

現，不難看出台灣在國際物流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與

成績。

由於擁有全球化的經驗，DHL現有的多樣化

服務項目包含國際快遞、海空運輸及陸運，對於各

市場的文化與關務運作經驗豐富，DHL的全球服

務網路連結220餘個國家與地區。DHL一直領先運

用最新科技，全球有16萬名以上員工為客戶提供

迅速、值得信賴的服務，並期許提供超乎客戶期望

的服務。

不過，雖為國際領導品牌，DHL卻深知與當

地企業合作的重要性，善用策略聯盟結合競爭優

勢，因此從1990年起便與台灣通路領導品牌7-

ELEVEN結盟，於全省3400餘家7-ELEVEN門市

提供文件及包裹的國際快遞服務。

與台灣企業共拓國際市場

台灣DHL現有員工近1,200人，全省設有10個

服務據點，以及中正機場運務中心，滿足顧客需求

是最高經營原則，客戶的需求在哪裡，DHL就會

為客戶提供服務。

30多年來面對台灣對國際快遞與日俱增的需

求，DHL不僅逐步提升設備、服務品質與服務人

員的專業，以提供超乎客戶期望的優質服務，也以

貿易促進者（Trade Facilitator）自許，31年來與

台灣企業共同拓展國際市場，與台灣企業共創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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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因此，1999年起，DHL進一步展開「邁向

2005－深耕台灣」的投資計畫，總投資金額達10

億新台幣，2001年興建中正機場運務中心，2002

年正式進駐中正機場，並與財政部台北關稅局簽署

策略聯盟合作協議備忘錄，DHL可自行查核進出

口貨物並辦理貨物通關；2003年，於高雄成立南

台灣最大的運務中心，更加增強南部企業國際運籌

能力。

洞悉亞洲物流市場的發展潛力

事實上，為強化服務，DHL過去數年間在亞

太區投入資金逾11億美元，集中興建專門基建設

施、提升現有的營運中心及閘道、加強科技應用，

以及不斷擴充DHL的專用空運網絡。除了新設的

中亞區樞紐中心，DHL還在曼谷、漢城、新加

坡、雪梨及東京經營五個樞紐中心，並在區內各主

要機場設立閘道設施。

今年8月，DHL才剛宣布啟用位於香港國際機

場的全新中亞區樞紐中心，顯示對亞太市場的重

視，而該中心啟用後，預期DHL在區內的貨件處

理量將憑藉亞太區內貿易增長而大幅上升，而且該

中心與中正機場轉運中心連鎖運作，對我國高科技

產品的運籌效率有很大的助益。

DHL Express亞太區行政總裁馬俊賢（John

Mullen）就表示，「在過去5年間，DHL的亞太

區業務獲得雙位數字的高增長，區內跨境貨運為增

長最快的業務環節，現在幾占DHL Express亞太

區總收入的一半。DHL早已洞悉亞洲物流市場的

發展潛力，因此貫徹以提升營運能力為重心的擴展

策略。公司在基建、科技及網路方面作出龐大投

資，確保能妥善配合客戶未來的服務需求。」

提升客服品質 確保競爭優勢

目前DHL在台灣也面臨同業激烈競爭，為確

保競爭優勢，DHL採取了幾項作法，提升客戶服

務品質，例如從5月1日起，原本由電腦語音接聽

▲由於擁有全球化經驗，DHL現有多樣化服務項目包含國際快遞、海空運輸、對於各市場的文化與關務運作經驗豐富，為客戶提供迅
速、值得信賴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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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4小時免付費顧客服務專線（0800-769-888），

全面提升為由顧客服務專員直接接聽，此項服務將

節省客戶在使用電腦語音服務所耗費的時間，這項

改變也是DHL在服務上的一大革新。

因此，若以台灣DHL平均每天接聽8000通客

服電話、每位客戶花15秒聽取語音指示，總計全

部客戶每日將有33小時花在聽取系統語音指示

上！因此DHL積極改變現有服務模式，以最能滿

足客戶需求的方式提供服務。

另外，DHL還拓展生產線以滿足客戶實際需

要。DHL表示，所提供「最晚取件時間，隔日一

早送達」的「限時快遞」服務，過去服務內容僅限

於文件，但因應客戶與日俱增的需求，自7月起，

申報價值在一定範圍內的包裹貨件，亦納入「限時

快遞」服務範疇。

此外，DHL亦同時擴大「限時快遞」於亞太

區之服務範圍，即日起可於亞洲及大洋洲內使用

「限時快遞」服務，一樣享有保證隔夜或下一工作

日送達的服務。DHL認為，經由服務範疇的大幅

擴展，將可提供具緊急、迫切時間需求貨件更好的

快遞品質，例如重要的零組件更換，以避免停工期

間造成重大財務損失。

領導台灣國際快遞業發展

由於30年來深耕有成，台灣DHL自2001年起

已連續三年獲選突破雜誌調查為消費者心目中最理

想的國際快遞品牌。自2002年起，台灣DHL也獲

得 TAPA （ Technology Asset Protection

Association 高科技資產保護協會）最高等級安全

認證（A級），成為台灣國際快遞業首家獲得此項

認證的企業。目前已獲得5張A級認證，TAPA在

台灣共發出9張，DHL即佔有二分之一以上。

台灣DHL表示，這30幾年來不僅見證台灣經

濟的飛躍成長，也領導台灣國際快遞業的發展，預

期今年也是持續成長的一年。根據DHL評估，若

依產業別來看台灣出口值，今年預估將較去年成長

22%，各產業中以電子業及精密工業的貢獻度最

高，而高科技產業出口貨件價值也較其他產業的單

價為高，因此佔有總出口值的32%，然而重量僅佔

總出口的2%，顯示出口貨件以價高量輕的貨物為

主，符合國際快遞業的核心業務範圍。DHL台灣

區總經理楊斐表示，「加碼台灣的腳步，從沒停歇

過」，將增加「承載量」與「貨運飛機航班數」，為

台灣地區業務高成長提前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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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30年來深耕有成，台灣DHL自2001年起已連續三年獲選
突破雜誌調查為消費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國際快遞品牌。

▲DHL認為，經由服務範疇的大幅擴展，將可提供具緊急、迫
切時間需求貨件更好的快遞品質，例如重要的零組件更換，
以避免停工期間造成重大財務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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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橡
佈局大中華，掌握贏的先機
擁有30年品牌資源與專業經驗的台橡，

除了不斷為本業挹注新思維，更積極進行市場海外佈局，

經驗、品質、大中華規模與技術服務，

成功打造台橡全方位的競爭優勢。

全面提升品質、專業與服務

aiwan's Investor
海 外 英 台

成
立於1973年的台橡股份有限公司，是國內

老牌子、老字號的公司，多年來累積了純熟

的技術能力，由單純的合成橡膠生產廠商，成功轉

型為亞太地區合成橡膠供應暨應用技術領導者。

然而轉型成功後的台橡對於營運依舊戰戰兢

兢、精益求精，不僅著重在價格競爭，更致力於品

質、專業、服務的提升，充分運用優勢並以彈性快

捷的策略爭取大小訂單，積極開拓新市場。

過去這3個月來，受惠於塑膠價格走高，台橡

每月營收平均維持8 億元以上水準，預估上半年

EPS可達0.8元，全年有挑戰1.5元實力。這樣的獲

利能力，比起年輕小輩可說毫不遜色，可見台橡寶

刀未老。

知識型產業領導者

當年台橡成立，是創辦人殷之浩配合政府發展

石油化學工業政策而設立的，也是當時台灣唯一的

合成橡膠生產廠商，不過，隨著競爭者加入，台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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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橡小檔案
台橡成立於1973年11月22日，由創辦人殷之浩

先生配合政府發展石油化學工業政策而設立。台

橡原名為台灣合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是當時台

灣唯一的合成橡膠生產廠商，主要經營項目為

SBR、BR、TPE、TPR橡膠產品的製造及其有關原

物料及加工製品之進出口及銷售。為達到全球化

佈局，台橡於泰國、中國與德國均有設廠。該公

司上半年營收44.66億元，年成長率達24%，是多

年未見的好成績。由於原料SM持續走高，使

BR/SBR價格在原料支撐下，步步勁揚，未來營運

可望更上層樓。

▲台橡董事長黃育徵表示，市場在改變，台橡也跟著應變。需求在
改變，台橡更必須深入消費者市場以掌握未來。



T aiwan's Investor
海 外 英 台

面臨極大壓力，靠著努力創新，台橡逐漸成長茁

壯，從一個原料供應商、生產大廠，蛻變為一個更

具競爭力的知識型產業領導者。

台橡分析轉型成功原因在於擁有四大優勢，第

一是卓越的「經驗」，30年的品牌資源，累積了扎

實的專業經驗。第二是優異穩定的「品質」，台橡

擁有先進的製程技術，傲視橡膠產業界同業。第三

是「大中華規模」，看好經濟飛躍的亞太市場，台

橡早已佈局大中華，掌握贏的先機。第四就是專業

的「技術服務」，台橡不僅賣給客戶原料，還提供

新的製程技術和問題解決方案，協助客戶為產品加

值，增加獲利。

今日的台橡已不僅著重在價格競爭，更致力於

品質、專業、服務的提昇，充分運用四大優勢並以

彈性快捷的策略爭取大小訂單，積極開拓新市場。

台橡從過去只是扮演原料供應者的角色，將技

術與經驗轉化為精研橡膠製程與應用的產業專家。

現在，台橡更貼近客戶，接近下游，不只是提供原

料，還提供專業製程到應用技術的服務，並站在市

場前線，了解客戶需求，提供快捷高效的服務，成

為客戶最值得信賴的合作開發夥伴。

海外佈局 打造全方位競爭優勢

台橡在創造「客戶價值」，重視「環境保護」，

提供「終身學習」與追求「合理利潤」的四大原則

下，要致力於提供客戶獨特的橡材產品與應用方

案，以及量身打造的客戶服務，進而協助客戶在高

度競爭與快速變遷的全球市場中獲致成功。

經驗、品質、大中華規模與技術服務，打造了

台橡全方位的競爭優勢，其實，為迎接多變的年代

以及產業結構移轉的挑戰，台橡早就不斷為本業挹

注新思維，同時積極進行市場海外佈局，尤其在拓

展亞太地區版圖腳步上更不曾停歇，也成為台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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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壯大的關鍵。

近年來台橡不僅在泰國投資年產能達50,000

公噸的BR合成橡膠廠，中國大陸更是海外佈局的

重 心 ， 先 是 在 中 國 江 蘇 省 南 通 市 投 資 年 產 能

100,000公噸的SBR生產廠，然後又在上海市松江

高新技術園區，投資興建第一期年產能10,000公

噸的摻配料廠——台橡（上海）實業有限公司，這

家上海子公司已於2001年8月啟動並正式生產，充

分展現台橡企圖心。

人才和資源是兩大資產

董事長黃育徵表示，市場在改變，台橡也跟著

應變。需求在改變，台橡更必須深入消費者市場以

掌握未來。於是，台橡從過去只是扮演原料供應者

的角色，將技術與經驗轉化為精研橡膠製程與應用

的產業專家。

現在，台橡更貼近客戶，接近下游，不只是提

供原料，還提供專業製程到應用技術的服務，並站

在市場前線，了解客戶需求，提供快捷高效率的服

務，成為客戶最值得信賴的合作開發夥伴。

人才和資源是台橡極為重視的兩大資產，以台

橡研發中心來說，近年來除了引進精密的實驗設

備，更不斷培養人才，整合技術和國內外學術界及

專業研究機構技術合作，以提高應變市場變化的技

術競爭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橡研發中心經過8年研

究，獨立開發出高附加價值產品「SEBS」( 第二

代TPE )，目前已經問世，是屬性質更佳、耐氧

化、強度增加的氫化熱塑性橡膠。此外，SEBS也

具可回收的環保特性，更為台橡盡一份愛護地球的

企業責任；而接著更具未來性的奈米技術開發，台

橡也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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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象」改造計畫

為提升台橡在高階橡

膠領域的技術層次與業務

規模，台橡在今年8月公

佈一項名為「飛象計畫」

的內部改造工程，希望飛

象（橡）一舉渡河，一舉

成功。依照該計畫，台橡

今年除了將進行內部組織

改組之外，並將強化行銷

及業務部門，由傳統的橡

膠製造業轉型為市場導向

的服務型公司。

除組織人事變動外，

台橡並計畫在台灣打造一

座結合研發與示範工廠功

能的標準廠房，總投資額

約5,000萬元，地點已經

選定落腳高雄岡山的本洲

工業區，預定今年底就能

啟用。

台橡指出，過去石化產業都由政府主導，受到

高關稅保護，國內業者經營挑戰不大，但是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WTO）後，市場開放，為迎接國際

化挑戰，台橡勢必得在行銷策略上作調整，而「飛

象計畫」最終目在推升台橡為「亞太地區合成橡膠

的供應商與應用領導者」。

啟動創新活力思維

根據全球市場預估，近年亞洲地區將從第三位

排名，超越歐美，成為全球橡膠用量第一位。為了

迎接未來的挑戰，台橡不斷啟動創新的活力思維，

並整合數十年的產業經驗，為客戶提供穩定優異的

品質，同時還拓展大中華重要據點，打下亞太市場

的根基。

現在台橡標榜的品質政策就是「第一次就做

妥」，希望全公司各工作崗位做好源頭管理，杜絕

不良品流向下游工程，將行銷、設計、採購、製

造、交貨與服務等各環節緊密結合，藉由不斷的教

育訓練，使全體同仁確實依照作業規定執行業務，

確保「言行一致」。

採取如此做法，最終目的在於以客戶導向的經

營理念，密切掌握市場脈動，發掘顧客潛在需要，

轉化成公司內部改善的動力，不斷的創新，開創產

品的附加價值，獲得客戶的信賴，創造台橡與客戶

的雙贏價值。

▲為提升台橡在高階橡膠領域的技術層次與業務規模，公佈一項名為「飛象計畫」的內部改造工
程，最終希望推升台橡為「亞太地區合成橡膠的供應商與應用領導者」。（圖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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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至8月僑外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今年前八月僑

外資來台投資的件數和金額都比去年同期成長，分別

增加了9.99％和24.6％。從地區別來看，日本企業今

年來台投資的腳步明顯加速，投資件數和金額都拔得

頭籌，擠下近年來向來居首的免稅天堂加勒比海英國

屬地的資金，投資金額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長近3倍，且

佔整體僑外資核准金額的27.89％。值得注意的是，今

年來自歐洲地區資金躍上前5名，投資金額比去年成長

10倍。以過去50年以來僑外投資地區分布統計，美

國、日本及加勒比海英國屬地為三大資金來源，核准

來台投資金額佔整體僑外投資核准金額的近六成，達

僑外投資分區統計

到59.2％，但今年前八月來自此三地的資金則佔今年

來整體僑外資投資金額的62.3％，資金更明顯集中。

1952年至2004年8月
僑外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地區 件數 佔件數比率 核准金額 佔核准
金額比率

美國 2,845 17.07% 13,197,963 22.42%

日本 4,581 27.49% 11,878,340 20.18%

加勒比海
英國屬地 1,971 11.83% 9,771,678 16.60%

新加坡 878 5.27% 4,219,783 7.17%

香港 2,403 14.42% 3,966,993 6.74%

地區 件數 核准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僑外投資

金額 比例 核准金額比例

日本 150 647,392 162,821 484,571 297.61% 27.89%

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145 581,028 563,628 17,400 3.09% 25.03%

美國 108 217,789 535,666 -317,877 -59.34% 9.38%

香港 65 159,489 25,790 133,699 518.41% 6.87%

歐洲其他地區 17 104,012 9,186 94,826 1032.29% 4.48%

2004年1至8月僑外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以僑外投資的業別分析，台灣電子代工龍頭的地

位仍是吸引僑外資來台投資的主要行業，今年來電子

電器製造業核准的金額仍比去年同期成長70.48％，且

佔整體僑投資核准金額的36.33％，以民國41年以來累

計僑外投資電子電器製造業的比例也以23.86％居冠。

除了電子產業的製造優勢，亦看好台灣金融保險和批

發零售業的前景，僑外資今年來投資這三大主要行業

佔整體僑外投資核准金額達到70.16％。

僑外投資分業統計

1952年至2004年8月
僑外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業別 件數 佔件數 核准金額 佔核准
比率 金額比率

電子電器製造業 2,283 13.70% 14,046,345 23.86%

金融保險業 1,101 6.61% 10,249,798 17.41%

批發零售業 2,880 17.28% 4,472,147 7.60%

化學品製造業 678 4.07% 4,431,828 7.53%

國際貿易業 2,371 14.23% 2,729,608 4.64%

業別 件數 核准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僑外投資

金額 比例 核准金額比例

電子電器製造業 92 843,276 494,648 348,628 70.48% 36.33%

批發零售業 289 441,163 285,884 155,279 54.32% 19.01%

金融保險業 90 343,896 446,529 -102,633 -22.98% 14.82%

化學品製造業 10 99,627 127,01 -27,386 -21.56% 4.29%

機械製造業 27 80,839 21,848 58,991 270.01%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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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至8月對外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以對外投資的業別來看，金融保險業仍是台商對

外搶灘的利器，雖然今年來對外投資金融保險業金額

比去年同期呈現衰退，但仍有高達8億餘美元的資金流

出，佔整體對外投資核准金額接近5成水準。台商瞄準

服務業的投資前景，除了金融保險業之外，投入運輸

工具製造、批發零售業以及資訊服務業的步調，亦相

對明顯，取代過去50年來的國際貿易和化學品製造業

排名。

對外投資分業統計表分析

1952年至2004年8月
對外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業別 件數 核准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對外投資

金額 比例 核准金額比例

金融保險業 72 888,538 1,231,454 -342,916 -27.85% 48.59%

電子電器製造業 127 278,175 181,995 96,180 52.85% 15.21%

運輸工具製造業 12 110,445 8,755 101,690 1161.51% 6.04%

批發零售業 18 98,685 130,230 -31,545 -24.22% 5.40%

資訊服務業 64 91,973 80,855 11,118 13.75% 5.03%

2004年1至8月對外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就台商對外投資來看，台商去年全球化布局加

速，在基期相對較高下，今年前八月投資件數和金額

分別比去年衰退1成多，投資地區仍以加勒比海英國屬

地（38.8％）、美國（23.43％）為主要投資標的，佔

整體對外投資62.23％，但投資其他地區排名則有明顯

變化，今年前八月有超過1成2的資金轉向日本和大洋

洲地區，投資金額分別達1億3997萬6千美元和1億587

萬2千美元，比去年同期分別大幅成長1157.31％、

133.03％，佔整體對外投資核准金額比例則躍居三、

四名，達到7.65％和5.79％。

1952年至2004年8月
對外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地區 件數 佔件數 核准金額 佔核准
比率 金額比率

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1,605 15.61% 15,166,000 37.43%

美國 4,432 43.10% 7,995,764 19.74%

美洲其他地區 237 2.30% 2,913,632 7.19%

香港 804 7.82% 2,121,314 5.24%

新加坡 398 3.87% 1,851,173 4.57%

地區 件數 核准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對外投資

金 額 比 例 核准金額比例

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63 709,568 1,181,023 -471,455 -39.92% 38.80%

美國 183 428,513 337,595 90,918 26.93% 23.43%

日本 19 139,976 11,133 128,843 1157.31% 7.65%

大洋洲其他地區 29 105,872 45,432 60,440 133.03% 5.79%

香港 32 96,048 63,411 32,637 51.47% 5.25%

業別 件數 佔件數 核准金額 佔核准
比率 金額比率

金融保險業 1,679 16.33% 17,834,903 44.02%

電子電器製造業 2,920 28.40% 6,861,497 16.94%

國際貿易業 1,175 11.43% 2,006,469 4.95%

化學品製造業 460 4.47% 1,844,994 4.55%

批發零售業 658 6.40% 1,639,607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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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至8月對大陸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在就大陸投資的行業別分析，國內電子電器製造

業仍持續以大陸為生產基地，今年前八月不論申請件

數或投資金額仍獨佔鰲頭，核准投資金額比去年同期

還成長45.93％，是大陸投資前五大行業中唯一逆勢成

長的業別，且佔整體金額高達47.58％，投資比例有增

無減。

對大陸投資分業統計

1991年至2004年8月
對大陸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2004年1至8月對大陸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近年來台商前進大陸投資的步伐有增無減，投資

大陸的件數和金額仍分別成長21.02％、60.5％。然而

以投資地區來看，江蘇仍是台商投資的首選，其次為

廣東、浙江和福建，浙江近來已深獲台商青睞，排名

漸次超越福建，上述這四個地區今年前八月核准投資

的金額均比去年同期衰退，其中以廣東衰退達45.89％

最高，使得投資廣東的金額佔整體金額比例跌破2成，

遠低於80年以來累計的29.43％比例。而湖北今年前八

月則越過河北，排名到第五名。

對大陸投資分區統計

1991年至2004年8月
對大陸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地區 件數 核准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大陸投資核准

金額 比例 比例

江蘇 451 2,436,718 2,607,093 -170,375 -6.54% 55.42%

廣東 319 876,857 1,620,450 -743,593 -45.89% 19.94%

浙江 70 380,805 501,071 -120,266 -24.00% 8.66%

福建 496 323,948 430,019 -106,071 -24.67% 7.37%

湖北 10 91,607 86,589 5,018 5.80% 2.08%

業別 件數 佔件數 核准金額 佔核准
比率 金額比率

電子電器製造業 5,885 18.04% 13,091,787 33.82%

基本金屬製造業 2,799 8.58% 3,365,237 8.69%

化學品製造業 1,994 6.11% 2,552,892 6.60%

塑膠製品製造業 2,667 8.17% 2,511,349 6.49%

精密器械製造業 2,961 9.08% 2,050,264 5.30%

地區 件數 佔件數 核准金額 佔核准
比率 金額比率

江蘇 9,040 27.71% 16,626,369 42.96%

廣東 10,904 33.42% 11,389,198 29.43%

福建 4,690 14.38% 3,355,706 8.67%

浙江 1,692 5.19% 2,432,079 6.28%

河北 2,044 6.27% 1,756,639 4.54%

業別 件數 核准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大陸投資

金額 比例 核准金額比例

電子電器製造業 307 2,091,894 1,433,444 658,450 45.93% 47.58%

基本金屬製造業 101 402,545 583,208 -180,663 -30.98% 9.16%

非金屬製造業 34 274,727 353,028 -78,301 -22.18% 6.25%

塑膠製品製造業 64 203,459 343,989 -140,530 -40.85% 4.63%

化學品製造業 56 203,091 487,810 -284,719 -58.37%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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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不容忽視的
市場商機和發展潛力

近幾年來，台灣企業積極思考全球策略布局時，幾乎將重點擺在中國大陸市場。

但就地理位置及歷史淵源等因素，

台商不應忽視東南亞這個地區龐大的市場商機及發展潛力。

egional economy
區 域 經 濟

經
濟部施顏祥次長，在日前投資業務處主辦的

「東南亞投資研討會」上致詞表示，台商赴

大陸投資雖有「同文同種」的優勢，但對於東南亞

這塊龐大的市場，同時也是進入歐洲市場的跳板

等，種種利基因素，是有志於全球布局的台商企業

所應思考的方向。

東南亞國家在組成國協後，對於形成既有貿易

圈，有著相當大的企圖心。對於全球布局經營的台

灣企業來說，是一塊絕對不能忽視的市場與生產基

地，東南亞國協人口數約在3至5億之間，這樣的

人口除了代表龐大的內需市場，同時代表地區內安

定穩定的勞動力。施次長強調，政府極願意協助企

業到東南亞投資，來分散風險，讓企業更積極進行

全球佈局規劃。

東南亞整體發展趨勢分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陳添枝表示，現今東南亞

各國已擺脫97年金融風暴，經濟已恢復正常的成

長，但成長的速度趨於緩慢。其中，新加坡在

2001至2003年仍陷於低成長狀態，2004年才回復

快速成長；泰國及馬來西亞自2002年來表現搶

眼，越南則未受金融風暴影響，維持7%左右的穩

定成長。

東南亞各國不僅人口多，而且人口結構年輕，

相對於中國，這是長期經濟發展的最大優勢。其中

馬來西亞人口平均年齡為 26.4歲、越南平均27.6

歲。工作人口是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

在外人投資方面，1997年金融風暴後外人在

東南亞的投資銳減，但在近年逐漸恢復生機。不過

因為中國的競爭，不易恢復到1997年前的水準。

台灣對東南亞各國的投資以越南最為穩定，泰國及

馬來西亞的投資也逐漸在回穩當中。

97年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各國逐漸發展出各

自的產業特色。其中，馬來西亞以資訊電子業為

主，泰國則以汽車產業為主軸，越南以紡織業發展

最為快速。未來在AFTA（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整

合環境下，可望逐漸誘導出區域內的分工。

東協自由貿易區現況及展望

東南亞國協（ASEAN）是在1967年，由印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新加坡等五國創

立，並陸續加入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在

1999年柬埔寨加入後，會員國擴增至10國。

ASEAN預定於15年內成立自由貿易區

（AFTA）的構想，在2008年內將ASEAN計畫所

包含的產品項目，其適用關稅稅率降至0至5%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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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1993年清邁會議更宣布將AFTA完成期限提

前五年。

根據麥肯鍚諮詢公司的研究顯示，東盟一旦成

為一個經濟共同體，整個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將增

加10%，商業運作成本將減少20%，這等於使東

盟整體的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加500億美元。東協

除了加強本身內部化的經濟整合外，基於戰略性的

考量，也積極推動區域內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

近來更成為周邊大國爭相合作的夥伴，其中東協與

中國自由貿易區的進展最快，也最受注目。

未來東協與中國經濟合作的架構「東協－中國

自由貿易區」一旦建立，根據專家預估，將創造一

個擁有17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

1.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若按人口算，這

將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對東南亞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副秘書長蔡宏明指出，台商應以自身產業競

爭優勢為出發點，配合東協在區域自由化的過程中

發展目標及當地提供的比較利益與政策誘因赴東南

亞投資。

經營策略可採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以技術競

爭力為利基的作法，掌握關鍵技術，再加工及擴展

行銷管道。同時運用政府有關海外投資資訊與輔導

計畫，掌握東南亞國協在區域自由化過程中發展的

市場機會與比較利益。

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台商投資經營模式之

分析比較

在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都有投資事業的前亞洲

台商總會名譽總會長陳坤煌指出，中國大陸與東南

亞投資經營上最大不同為中國大陸具有語言上優

勢，東南亞由於語言、文化上的差異，該公司在管

理上均以雇用當地幹部管理員工，另在中國大陸投

資則政治風險較高。在金融政策較不開放的地區包

括中國大陸或是越南，在資金融資上比較困難，反

觀馬來西亞及泰國，外資借貸卻較自由。

不論是到大陸或是東南亞，都有潛在性的風險

包括經濟、政治等因素及公司策略。任何台商在任

何地方的投資都有風險性，所有的投資都有可能在

一夕之間泡湯。最重要的是，不論是中國大陸或是

東南亞主要國家投資環境綜合分析
國別

中華民國

大陸

香港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馬來西亞

優勢

高素質人力、科技研發及運用、產業經營管理、產業分工

的建立、基礎工業及周邊體系完善、企業家精神。

土地成本低、人力供應充沛且廉價，內需市場廣大。

行政效率高、基礎建設完善、經濟體制自由、與大陸地區

簽訂CEPA協定。

行政效率高、基礎建設完善經濟、體制自由、地理位置優

越、獎勵制度完善。

政治較東協其他國家穩定。

教育普及、勞工薪資具競爭力、農產品資源豐富，積極改

善投資環境。

政治安定、交通硬體設備完善、能源、水源充足。

劣勢

不適合勞力密集產業。

人治社會、金融及相關法令不健全、僵化的官僚

體系、基礎設施不足、取得融資不易。

勞動成本偏高、土地幅員小成本高、水資源需仰

賴大陸深圳。

勞動成本偏高、土地幅員小成本高、缺工問題嚴

重、基礎工業及周邊體系薄弱、水資源缺乏需仰

賴馬來西亞。

1997年金融風暴，受創甚深、對外國人購買土地

具有相當限制。

投資成本高於亞洲鄰近國家20%以上、環保條件

高、人力素質落差較大、政府官僚體系。

專業人力不足，流動性大、政府行政效率相對於

已開發國家低、工業用材料缺乏。



東南亞，最重要的經營模式是

本土化，這是企業深耕及永續

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越南及中國大陸投資的

越南台商紡織成衣聯誼會會長

姜立家指出，越南無論在政

治、勞工、土地成本平均較中

國大陸為佳，且美越貿易協定

已簽署，極適合台商前往投資

紡織、成衣業。

投資經驗分享

1990年前後，東元集團

（TECO）因馬達產能不足以供

應全球銷售，加上台灣建廠所需資金，尤其是土地

取得成本太高，且人力來源不足等因素，考量馬來

西亞政治安定、交通硬體設施完善、能源、水源充

足且價格便宜等等因素，因此決赴馬來西亞投資設

廠。東元集團機電及產業系統事業群執行長連昭志

表示，TECO以馬來西亞廠為供應歐美各地所需馬

達的產銷基地，對歐美可享優惠稅率，到目前為

止，英國國協諸國仍繼續享受優惠稅率。

不過，近年來中國市場崛起，企業有往中國移

轉現象，配套廠商亦趨向萎縮，但相對土地廠房較

易取得，但是工業材料缺乏，需依賴進口。同時馬

來西亞的行政效率相對於已開發國家慢，政府雇員

過於龐大，致使分工過細，效率低落。但是新任首

相及政府團隊已大力改善中。

911後，中東國家與馬來西亞在旅遊及貿易均

有擴大，2004年預估成長約25%，未來應有更大

的空間。

新加坡聖立氣體公司董事長譚攸沺指出，新加

坡在各項風險評比中，均被評為穩定且富吸引力的

投資地點，新加坡政府為維持其競爭力，也積極推

動多項高科技發展計畫，是為優良對外投資地點。

泰國曼谷澱粉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莊建模說，

泰國具有位居歐亞樞紐、東協十國中心地點優勢，

且政治安定，無排華現象，建議台商前往泰國投資

應先瞭解當地國情，並以利用當地原材料為投資項

目，以降低投資風險。

味丹企業副總經理黃景榮指出，越南文化與生

活習慣與華人極為接近，且台商群聚已形成，係廠

商前往投資的最大優勢。人民教育普及，但人力素

質高低落差較大，在勞工薪資上極具競爭力，惟勞

動法令較嚴格。

目前，越南的金融政策也在逐步開放中，外商

金融體系已進駐越南，台灣也有6家銀行設立分

行，可尋找融資管道。外匯雖然管制，但銀行及業

務往來可接受越幣及外幣。黃景榮也建議，廠商前

往投資前應深入瞭解越南稅法及投資相關法令規

定，並妥善整合台籍幹部及越籍同仁，有效運用人

力資源，則成功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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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歐美國家、甚至韓國等對東南亞國家的積極經營及佈局，台商相當程度的將投資
集中在中國大陸，反而對東南亞的投資及經營有減弱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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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I 2004年第二次
「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出爐

台灣投資環境評比排名全球第五名，亞洲第三名

rade Analysis
經 貿 剖 析

商
業 環 境 風 險 評 估 公 司 （ B u s i n e s 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簡稱

BERI）2004年8月份第二次的「投資環境風險評

估 報 告 」 指 出 ， 我 國 投 資 環 境 評 比 （ P r o f i t

Opportunity Recommendation；POR）總分72

分，在列入評比的全球50個主要國家中，與挪威

同列第5名，僅次於瑞士、新加坡、荷蘭、日本；

為亞洲地區第三名。

台灣屬於低風險、適合進行投資之國家

我國投資環境在本次評比仍被列為最高的1A

等級，屬於低風險、適合進行投資之國家。該機構

表示我國2004年大選底定，陳總統連任成功，將

持續推動各項改革，以促使經濟發展；政治風險在

未來幾年將有改善；營運狀況續呈穩定狀態。我國

於2004年第一季實質國民生產毛額較2003年上升

6.3%，這股動力將在2004年持續發酵，由於出口

及內需增加，官方預測2004年全年將成長5.74%

（註：主計處8月20日調高為5.87%）。由於出口上

揚，失業率於4月份較去年12月下降0.22%為

4.36%，消費物價膨脹在五月份較去年同期上升

0.9%。外匯方面因我國具有優越基礎，亦呈現穩

健狀態。該機構並認為我國因持續與中共保持對

話，降低發生戰爭之可能性，而未來兩岸通航後，

預料雙方貿易量將更加擴大。預測一年後（2005

年）我國投資環境評比總分將上升1分成為73分，

排名全球第4名。預測五年後（2009年）投資環境

將更加改善，總分再上升1分成為74分，排名全球

第5名。

在亞洲地區方面，我國排名亞洲第3名，次於

新加坡(78分、第2名)；日本(73分、第3名)；優於

中國大陸（59分、第19名）、馬來西亞（59分、第

19名）、南韓（58分、第21名）、泰國（50分、第

26名）、菲律賓（43分、第37名）、越南（42分、

第39名）、印尼(39分、第47名)。

我國近年除已召開數次經濟發展會議，積極改

善投資環境；政府部門持續進行如電子簽章法、我

的e政府等行政e化工作，簡化行政流程，提升行政

效能；推動高鐵等重大基礎建設及籌設自由貿易港

區，放寬限制，提供優惠條件以吸引國內外廠商在

台設立營運總部，積極引進海外科技人才來台服務

及培育產業所需之高級人才。

2003年國民生產毛額較2002年上升3.24%，

物價膨脹率維持於低檔。總體而言，BERI認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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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運環境仍然穩健，未來情況良好，為適合投資

之低風險國家。

我國投資環境各項副指標評比

BERI「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係針對各國

營運風險指標、政治風險指標及匯兌風險指標等3

大指標作為評估投資環境優劣的依據。亦即以跨國

企業角度，評估在各國從事投資及從中獲利的優劣

程度。

一、營運風險指標：全球第3名、亞洲第2名

我國營運風險指標排名全球第3名(72分)；在

亞洲排名第2名，僅次於新加坡(73分，第2名)，優

於日本（64分，第14名）、馬來西亞（57分，第21

名）、南韓（51分，第25名）、中國大陸（51分，

第25名）、泰國（48分，第28名）、菲律賓（41

分，第38名）、越南（37分，第45名）、印尼（37

分，第45名）。此外，該機構同時預測1年後及5年

後我國該項指標排名，將均為第3名，分數則各為

72分及74分。

本項指標共有15項副指標（量化指標），排名

在全球前5名者包括：1.政策延續性（第3名）、2.

對外商態度（第2名）、3.不會將企業收歸國有（第

2名）、4.文官體制（第4名）、5.勞動成本與生產力

比（第2名）、6.國際收支(第4名) 、7.長期融資與

創投資金（第4名）等7項副指標。

此外，經濟成長(第6名)、短期信用及融資

（第6名）、通貨膨脹(第8名)、專業服務能力(第10

名)等4項副指標亦排名在前10名。

二、政治風險指標：全球排名第13名、亞洲排名

第2名

本次政治風險評比我國排名全球第13名（61

分）；在亞洲與日本併列第2名，僅次於

新加坡(76分，第2名)，優於馬來西亞（59

分，第16名）、中國大陸（56分，第21名）、南韓

（51分，第23名）、越南（49分，第25名）、泰國

（47分，第28名）、菲律賓（43分，第33名）、印尼

（34分，第49名）。此外，該機構同時預測我國於1

年後提升為63分，排名第10名；5年後及10年後，

評分分別為64分及65分，排名則均為第11名。

本項指標共有3類副指標（質化指標）：

1.外部影響因素：包括對峙國家、負面區域政

治力量。我國在此項目評比表現較弱。

2.內部影響因素：包括政治派系、宗教以及種

族問題、鞏固政權限制措施、仇外貪污程度、財富

分配狀況、激進團體力量。我國在此項目評比表現

中等。

3.潛在影響因素：包括社會衝突、革命暴動

等。我國在此部分評比表現較佳。

三、匯兌風險指標：全球第3名、亞洲第2名

我國匯兌風險指標排名全球第3名(84分)，與

上次相同。在亞洲與新加坡同列名第2名，僅次於

日本(95分，第1名)，優於南韓（72分，第9名）、

中國大陸（70分，第11名）、馬來西亞（61分，第

20名）、泰國（54分，第24名）、印尼（47分，第

34名）、菲律賓（45分，第38名）、越南（41分，

第44名）。此外，該機構預測1年後及5年後我國該

項指標分數，均升為85分，名次均為第3名。

本項指標共有4項副指標（量化指標），分別

為：

1.外匯法令架構：排名全球第7名。

2.賺取外匯能力：排名全球第8名。

3.外匯存底：排名全球第3名。

4.國外負債：排名全球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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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濟崛起的排擠效應

經濟成長可以帶動國家發展、增加財政收入及擴大就業，

然而經濟過熱卻也對中國帶來經濟問題。

大陸在落實宏觀調控時，應防止過高的投資成長、盲目投資及重複投資，

以及能源和基礎原料供應不足等的問題。

排除惡性競爭，競爭力大幅提高

rade Analysis
經 貿 剖 析

中
國大陸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在1990

年代初期及1997年下半年，分別出現了需

求過熱、通貨膨脹和經濟秩序混亂的現象；1997

年則爆發了衝擊全亞洲經濟的金融危機，及中國大

陸國內供需發生變化。這兩次的過熱現象，中國大

陸都採用宏觀調控政策，使得中國大陸在後來有了

經濟平穩發展的基礎。

然而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大陸再次出

現了經濟加速成長的現象，一直持續到現在。

2004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快速成長趨勢。

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估算，2004年第一季國內生

產總值27,106億元，成長9.7%。從需求面來看，

主要是由於出口和投資的拉動；而從供給面來看，

增長最快的是重工業。

謹防經濟泡沫化可能衍生的問題

經濟成長可以帶動國家發展、增加財政收入及

擴大就業，然而經濟過熱卻對中國帶來了包括投資

結構不合理、地方盲目投資，重複建設、生產原物

料市場秩序混亂、運輸瓶頸，以及環保壓力加大、

通貨膨脹壓力等相關問題。

事實上，中國政府更擔心的是，投資擴張容易

形成「泡沫」，經濟一旦泡沫化，原材料供給能力

過剩，經濟就將從「大起」轉向「大落」，從「通

貨膨脹」將轉變為「通貨緊縮」；同時，生產原物

料市場秩序混亂與價格高漲也將對外資的進入造成

不利影響，對大陸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中共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認為目前經濟中

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煤電油

運，尤其是電力緊張的矛盾現象仍然存在未化解，

其次是投資規模偏大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此外，在

前進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銀行信貸調控的結

構性矛盾進一步顯露。隨著宏觀調控的落實，過度

投資、盲目建設、低水平重複建設的不良反應開始

出現，主要是企業間拖欠、產成品積壓等問題。

為了防止經濟過熱可能產生「硬著陸」的衝

擊，中國大陸當局自2003年9月起，即積極採取緊

縮措施，除了限制買賣和建造豪華房產，並且減少

在基礎建設項目的投資。2004年3月，溫家寶更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適當控制固定資產投資

規模，堅決遏止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低水準

重複建設，是今年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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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須防止的問題

為了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在落實宏

觀調控時，應該注意防止過高的投資成長、盲目投

資及重複投資及能源和基礎原料供應不足等三方面

的問題。在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都是因為

投資的「過熱」造成了整體經濟「過熱」的局面，

因此要防止過高的投資成長，造成經濟「過熱」的

表現進而引發通貨膨脹。此外，確實解決固定資產

投資占GDP的比例不斷上升的現象，已經成為保

持經濟社會長期穩定協調發展的當務之急。

其次，必須防止社會投資受到短期市場利益的

誘使，造成盲目投資的現象，特別是低水平的重複

建設投資，造成未來供給能力的過剩，而且由於這

些低水平的重複建設投資缺乏了競爭能力，也會對

社會形成通貨緊縮的壓力。

受利益驅動的影響，目前中國大陸礦山資源及

基礎原料的開採秩序混亂，亂採濫挖甚至盜採盜

伐，正常生產經營秩序遭受影響，加大經濟安全的

隱憂。而在2003年，中國一些生產原物料新增資

源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對外依存度明顯提高。其中

原油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35％，鐵礦石達36.2

％，氧化鋁達到47.55％，天然橡膠達到68.24％，

未來鋼鐵、鋁、銅、石油等資源需求量增加，也必

須透過進口加以解決。因此，宏觀調控也要注意防

止對提供能源和基礎原料的投資不足，而造成下一

次經濟成長時所出現能源與

原料供不應求的狀況。在保

持經濟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的

同時，特別要注意對這些基

礎投資的穩定成長，防止在

經濟成長期內產生「瓶頸」

的限制。 目前，中國大陸經

濟處起飛階段，不需政府特

別激勵措施，經濟亦能維持穩定增長。但令人憂慮

的是，因為投資過多、房地產過熱所引發的總需求

大於總供給與供給瓶頸制約，生產財與能源價格上

漲問題。2003年第二季由於受SARS影響基期較

低，加上受能源、原物料價格上漲因素影響，物價

上漲率將超過3％，經濟過熱問題將會更為明顯。

對台商影響及因應策略

就台商大陸市場營運而言，由於信貸調控與限

制投資是以大陸企業為主要對象，對以大陸為生產

基地，主攻外銷市場的台商，只要全球市場景氣持

續復甦，預估宏觀調控的影響不大。

至於因為經濟過熱而使得上中游價格漲幅高於

下游，增加下游企業的生產成本，導致台商在大陸

生產成本上升及獲利受壓縮的現象，若是能因為降

溫措施的執行，產生抑制持續飆漲的原物料價格，

使原物料價格回復正常價位，可能在降低生產成本

上發生效益。

由於列入禁止和限制的項目，以工藝技術落

後、中小型及重複建設嚴重項目為主，長期來說，

有助於促進大陸產業結構調整，進行優存劣汰，市

場因此將可排除一些惡性競爭的壓力，有助於市場

穩健發展，相對來說，大陸產業的競爭力也將因此

大幅提高。但值得國內廠注意的是，大陸一般工業

消費品供過於求的矛盾並沒有根本解決，根據中國

商務部的調查，2003年

下半年仍有78.5%的商品

供過於求。2004年大多

數商品供過於求的局面將

繼續存在，在這種情況

下，台商毛利率持續下降

的現象，短期內恐怕也難

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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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擔心投資擴張容易形成「泡沫」，一旦泡沫
化，經濟就將從「大起」轉向「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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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與價值
企業多國化結果，帶動全球化現象產生，

而全球化究竟帶給我們福祉還是禍害？

企業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對社會應當負起什麼社會責任呢？

從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談海外投資新利基

ew economic era
新 經 濟 時 代

科
技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居住的地球

距離愈來愈小，但企業規模卻愈來愈大，並

跨越國界經營，成為跨國的多國企業。

國際企業思維 肩負社會責任

經濟部次長施顏祥在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於

2004年8月10日舉辦之「海外投資與全球企業社會

責任－－台商海外新利基論壇」致詞中呼籲，我國

海外投資台商，身為地球村一員，也必須要有國際

企業的思維，導入以企業社會責任為導向的企業經

營理念，並將企業社會責任轉化為與競爭對手差異

要面對反全球化團體的壓力，當地國政府、社區及

消費者對台商企業的期待也日益增加，此外，許多

品牌供應商，也一併要求其供應商共同擔負社會責

任，並作為選擇合作夥伴的條件之一，這就是台灣

廠商在二十一世紀海外投資面臨的新壓力。

全球視野，在地行動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也是東元集團董事

長黃茂雄指出，儘管全球已經有147個國家加入

WTO，可是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並未帶來利益

及生活品質的提升，造福大多數的人，貧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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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10日舉辦之「海外投資與全球企
業社會責任－－台商海外新利基論壇」座談
會中與會者都認為，企業主應朝向正面思
考，具有企業良心，找出最健康的方向。

化的商機，並以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

領為最低的經營準則，擔任台灣

在海外投資地的無任所大使。

施次長指出，隨著台商企業

規模擴大及跨國界營運成為必然

的趨勢，台商在國外市場所面臨

的競爭與壓力，已經不同於傳統

熟悉的本國市場，台灣企業不僅



對於企業經營和社會的安全與穩定都是一種風險，

但是也是一項商機。

黃董事長認為海外投資要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Glocal（Global＋local全球在地化）的思維與做

法是絕對必要的關鍵。只要台灣有全球視野，有在

地行動（local touch），有台灣企業的衝勁，一步

一腳印，未來，台灣的全球佈局仍然可以享有世界

的掌聲。

以誠懇方法、關心態度面對大眾

麗嬰房董事長林泰生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最重

要的是把公司經營成功，使企業與員工能培養下一

代並回饋社會。林董事長並強調，企業經營最重要

的有兩個思考方向，首先要有永續經營的概念，麗

嬰房以「孩子是我們一輩子的事業」作為該公司中

心理念。

企業國際化最重要的「local touch」，瞭解當

地的民情、想法及價值觀。林董事長進一步指出，

企業的社會責任，麗嬰房將之分為對員工、顧客、

股東及社會大眾等對象，盡其不同的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是企業永續目標

統一集團總裁林蒼生則認為，企業的發展過程

裡，一定要有成長曲線，從無中生有，在獲利、茁

壯，但是企業要成熟，最重要的是要把社會責任納

入企業經營的決策思考方向裡。

企業國際化的經營及布局，最重要的是願景的

思考對不對，尤其是第一個願景建立的方向是否正

確。不論是個人、企業或是產品都必須跟著大環境

走，才能做好精準的策略，及整體的規劃。

林總裁指出，面對歐洲、美洲及亞洲經濟區塊

的形成，統一企業則將經營重心專注在亞洲地區，

在面對ASEAN PLUS 1到 4（加上印度）之經營

環境下，台灣還在邊緣外環，因此如何突破環境變

化，相當重要，對於不同行業要有不同突破方式。

林總裁認為特別強調，凡事要從「正面去思考」，

而且二十一世紀是地球村的時代，社會責任將是企

業永續的目標。

善盡企業責任，提升企業良心

惠普（HP）亞太區國際採購部總經理蕭國坤

指出，面對商業環境變化，企業公民責任已成為企

業成功的重要趨勢，企業體愈大，對社會的責任也

就愈大，同時對弱勢團體必須要有社會責任。惠普

堅信，在新的世紀，企業要成功，除了要提高股東

的價值外，更須提高企業本身的社會與環境價值。

摩根士丹利台灣公司執行長林水仙表示，摩根

士丹利公司定位在全方位金融服務中心，該公司願

景為連結人才、創意及資本，成為客戶實現其財務

目標的第一選擇，即所謂client-focus，該公司不

同於製造業，以其財務公司言，人才是最重要的，

包括要求其正直性與追求卓越，該公司強調員工之

相互尊重及團隊精神。

在台灣，分析師、投資顧問選擇個股時，仍然

執著於企業的獲利能力、績效表現，往往忘卻了企

業的社會責任。林執行長表示，以外資的角度來思

考，外資券商或投資銀行替企業籌資，也是要經過

嚴格的篩選過程，要夠好的企業體，外資才有可能

跟這種客戶打交道，外資等於是替企業背書，如果

沒有依企業負有社會責任的精神經營，可能會影響

投資者的利益。

與會者最後也都認為，法律規範永遠不足，必

須提升經營者的商業道德，企業主應朝向正面思

考，具有企業良心，找出最健康的方向；而政府的

角色，仍不宜干預太多，回歸市場機制，讓市場力

量自然淘汰不良的企業。

國際投資季刊 第二十一期．2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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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台商在大陸投資常見的
糾紛案例與法律解決途徑
台商在大陸投資常因當地法令不透明或不諳當地法令，而發生糾紛，

本文擬就台商經常發生的糾紛，

包括買賣合同、勞動人事及執行台灣判決方面，

援引案例，就法律層面作一分析以及說明。

egal column
法 令 櫥 窗

買賣合同糾紛

》案例

台商某甲在大陸設立獨資的A公司，生產燈罩

外銷，於2004年8月1日，A公司向中資的B公司買

受製造燈罩的材料，雙方並於該日簽定買賣合同，

未料，某甲在燈罩材料送達後，發現質料不良，根

本無法使用，某甲應如何主張權利？

》說明

台商在大陸簽定合同時必須注意，大陸官方經常針

對特定型態的交易頒佈「示範文本」，在簽定合同

時「示範文本」經常發生示範的作用，對於重要的

交易條件，如貨物價款、交付時間、交付地點等

「示範文本」均有建議性的條文供參考，但其既名

為「示範文本」，可知並不具有強制性，擬簽定合

約的當事人都還有權利修訂「示範文本」內容或另

簽署補充協議，所以A公司在與B公司簽定買賣合

同時，首須注意是否有示範文本可供參考。

本案例中，發生貨物質量不符的糾紛時，當事

人如已經事先約定違反質量的違約責任時，則A公

司可以依照該約定要求B公司承擔違約責任；假若

當事人未事先約定的，也可以在糾紛發生後由雙方

協議賠償金額及方式；假若雙方還是無法達成協

議，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也無法確定

的，則依據《合同法》第155條規定「出賣人交付

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

第111條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同法第111條規

定「受損害方依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

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

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因為B公司

交付的材料完全無法使用，所以A公司可以要求退

貨，另由B公司交付符合質量的新貨，並要求B公

司就其貨物瑕疵或遲延交貨導致之損害，承擔賠償

責任。

此外，依據《合同法》第148條規定，「因標

的物質量不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的目的

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

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標的物毀損或

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所以A公司也可以拒

絕接受該批材料，請求B公司另交付無瑕疵的新

貨；或主張解除合同，拒絕交付價款，如已交付，

則可請求返還。上述兩種情形，如A公司另有損失

的，仍可以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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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依上述規定，勞方似乎有相當大的自由

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一般而言，勞方只要履行三十

日之書面通知的法定程序，就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遇有《勞動法》第32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甚至

可以隨時解除勞動合同。

在此情況下，某丙為避免勞方流動率過大，導

致成本增加，可依據《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

（「《上海勞動條例》」）規定，在簽訂勞動合同時與

勞方約定特定服務期的專項協議，該法第14條明

文規定「勞動合同當事人可以對由用人單位出資招

用、培訓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的勞動者的服務期

作出約定」，同法第17條並規定勞動合同對於勞動

者因違反服務期約定或者違反保守商業秘密約定的

違約行為可以設定違約金，所以P公司在和勞方簽

訂的勞動合同中除服務期約定外，建議同時約定因

勞方未遵守服務期約定而提前離職之違約金，一方

面可督促員工遵守服務期約定，另一方面設若員工

違約，P公司也有明確的依據請求違約金賠償。

另外，為避免離職員工洩露公司機密，勞動合

同中宜加入保密條款或者單獨簽訂保密協議，依據

《上海勞動條例》第17條規定，P公司得就勞方違

反保密約定的違約行為設定一定金額的違約金，而

且，P公司在與員工簽訂保密條款（協議）時或公

司的工作規則中應教育其員工，離職員工違反勞動

合同保密條款或公司有關保密的要求，擅自向公眾

或特定人披露或者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

握的商業秘密，都構成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根據

《刑法》第219條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給權利人造

成損害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

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至於台商在上海以外

的地區投資而招募員工時，也應注意大陸各地勞動

法令的特別規定。
▲台商赴大陸投資當謹防因不諳當地法令而發生糾紛，造成不
必要的投資糾紛。

勞動人事糾紛

》案例

台商某丙擬在大陸上海地區設立中外合資的P

公司，雖然該公司規模不大，但工廠作業仍須雇用

一些當地勞工，某丙固然很樂意培訓員工，但又擔

心其辛苦培訓的員工將工廠機器的操作技術學習純

熟後，便跳槽離職，甚至將其公司的營業秘密洩漏

給他公司，某丙簽定勞動合同時應注意什麼？

》說明

《勞動法》第31條規定「勞動者解除勞動合

同，應當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

同法第32條規定「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

可以隨時通知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一）在試

用期內的；（二）用人單位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

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的；（三）用人單位

未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支付勞動報酬或者提供勞動條



台灣民事判決執行的糾紛

》案例

台商某戊在大陸設立廠辦合一的獨資公司C公司，

從事電腦周邊設備的生產，因為

某戊與台灣的D公司素有往來，

所以透過越洋傳真向台灣的D公

司訂購相關零件二十組，合同條

款約定若該合同發生任何爭執

時，應以台灣法律為準據法，並

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台北地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D公

司將貨物交付後見某戊遲遲不支付尾款，憤而向台

北地院起訴，並獲勝訴確定判決，惟C公司的工廠

和財產都在大陸，D公司擬持台北地院的確定判決

到大陸強制執行C公司的財產，是否可行？

》說明

台商在大陸投資簽定合同選擇準據法時，應注意遵

守大陸地區關於準據法的規定，依據《合同法》第

126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

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

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最有密切聯

繫的國家的法律。在大陸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

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

開發自然資源合同，適用大陸的法律。根據上述規

定，因為C公司是台商設立的獨資公司，簽訂的合

同又不屬於中外合資、中外合作或者中外合作探勘

合同的一種，所以無須強制適用大陸的法律，當事

人選擇在台灣起訴適用台灣法律為準據法的約定是

合法有效的。

問題在於台灣法院作出的確定判決，是無法成

為執行名義直接對C公司的財產加以執行的，根據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1月15日通過，同年5月

2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

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規定》」），

D公司還必須持該台北地院的確定判決向大陸的人

民法院申請認可後，才可以據以執行C公司的財

產。實務上，大陸的人民法院確

實曾依該規定，認可台灣法院的

民事裁判在大陸地區的效力，例

如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1999

年7月19日，對台灣高雄地方法

院判決台灣長泰莊建設開發有限

公司應給付申請人一定金額之判

決，即加以認可，開啟其受理認

可台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的首例。

《規定》第4條是一個特別的條款，又稱為「一

個中國原則」，該條規定，「申請人應提交申請書

並須附有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台灣地區有關法院

民事判決書正本或經證明無誤的副本、證明文

件」，學者認為該原則是貫穿所有條文的基本原

則，台灣法院的判決無論在形式或內容方面違反該

原則，都不可能被大陸的人民法院認可。如大陸人

民法院將該原則採取嚴格解釋，認為台灣設立具有

宣誓主權地位的法院即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其

結果將使台灣法院的任何判決，均不可能獲得認

可，所幸大陸地區人民法院傾向彈性解釋，所以此

種情形並未明顯出現。

除了台灣法院的民事判決之外，《規定》第

19條規定，「申請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裁

定和台灣地區仲裁機構裁決的，適用本規定」，因

此台灣地區法院民事裁定和仲裁機構的裁決也一樣

可依該規定申請大陸地區人民法院認可。另外，大

陸最高人民法院於1999年和2001年分別通過兩個

關鍵性的批覆，分別成為台灣地區法院出具的民事

調解書和支付命令可申請大陸地區人民法院認可的

依據。

Legal column
法 令 櫥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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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諮議委員會」探討推動工商服務業之策略及作法

I nvestment Guide
活 動 報 導

為
制定更周延且具國際競爭力之經貿措施、

政策及法令，塑造台灣成為具適合外國人

經商及居住之國際化環境，經濟部於去（2003）

年成立「外商諮議委員會」(Inte rna t iona l

Business Advisory Committee--IBAC)，並於7

月6日召開本年度第一次會議，由施次長顏祥親

自主持，討論主題為「經濟部推動工商服務業之

策略及作法」。會中委員們提出以下建議：1.台

灣發展服務業應以現有雄厚之製造業為基礎；2.

政府應以「服務導向」的態度來發展服務業；3.

政府應加速國際人才之交流，特別是大陸人士來

台限制應放寬；4.政府應參考先進國家之規範來

制定及鬆綁工商服務業之法規，例如電子商務；

5.對零售服務業外商常遭遇的土地分區管制、增

值稅課徵問題，建議政府研擬並建立解決機制。

何部長接見杜邦公司全球
集團副總裁暨亞太地區總裁柯樂禮

何
部長於7月9日下午接見杜邦公司全

球集團副總裁暨亞太地區總裁柯樂禮

(Craig G. Naylor)，會中何部長感謝杜邦公

司長期在台投資，並對杜邦公司今年初在台

成立的台灣杜邦材料技術應用中心(DuPont

Taiwan Technical Center)的進展狀況表達

關心。

柯樂禮總裁也指出，三十六年來，台灣

杜邦的重要性，不僅只限於在台灣的營業

額，更包括了對佈局全球台商提供的服務、

產品與技術的業務合作位，同時感謝台灣政

府對於杜邦公司長期的支持與鼓勵。台灣杜

邦公司總裁蔡憲宗並承諾，未來將繼續將技

術本土化，與台灣的合作夥伴建立長遠的關

係，深耕台灣及全球市場。

「在台日商問卷調查」
顯示日本企業在台灣扮演多功能角色

經
濟部為瞭解在台日商之營運動向，特

別針對在台日商進行「在台日商事業

活動問卷調查」。依據問卷調查指出，日本

企業在台灣的商業活動與經營型態已朝向多

功能角色，並對亞太海外據點，包括中國大

陸之業務支援。此次調查所有回答企業中，

在台灣從事「研究開發、商品企劃及設計」

之在台日商達104家(佔31%)，其中表示

「今後將增加研究開發業務」之企業高達61

家(佔59%)。調查發現，在台日商於台灣從

事研究開發之目的，不僅因以台灣為目標市

場，更寄望先在日本商品、服務接受度高的

台灣進行研究開發與設計，再藉此進軍中華

圈市場。台灣被視為中華圈市場、亞洲華人

市場之「銷售測試基地」，顯示在台日商商

業活動與經營型態「多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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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領袖「海外投資與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經
濟部投資業務處為了提升眾多從事海外投

資的台商對的認知與實踐，特地邀請統一

企業、麗嬰房、惠普、摩根士丹利跨國企業公司

負責人，於8月10日下午在福華飯店舉行一場

「海外投資與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經濟部施顏祥次長論壇致詞時呼籲我國海外

投資台商，身為地球村一員，必須要有國際企業

的思維，導入以企業社會責任為導向的企業經營

理念，並以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為最低之經

營準則，擔任台灣在海外投資地之無任所大使。

與會者也認為，法律規範永遠不足，必須提

昇經營者商業道德，企業主應朝向正面思考，具

有企業良心，找出最健康的方向，而政府的角

色，仍不宜干預太多，回歸市場機制，讓市場力

量淘汱不良的企業。（內容詳見P50）

投資處展開一系列
投資說明座談會

為
增進我國廠商對投資國經貿現況及潛

在投資機會的瞭解，經濟部陸續展開

一系列投資座談會。

8月9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東南

亞投資研討會」，會中投資處指出，東南亞

各國資源豐富，且勞工及土地成本相對便

宜，加以地理位置與我國較近，向為台商重

點投資地區提供國內企業掌握東協最新的投

資環境及商機。除此之外，其他投資座談會

包括8月6日舉行的「瓜地馬拉投資座談

會」、8月12日的「墨西哥投資環境研討

會」、8月13日的「薩爾瓦多投資座談會」、

8月13日舉行的「泰國投資座談會」和「蒙

古投資座談會」，以及9月14日的「約旦投

資座談會」，一連串的投資座談會，期能對

投資人有實質幫助。（內容詳見P49）

中南美洲投資說明會
介紹投資環境提供經營經驗

為協助廠商瞭解中南美洲投資環境與商

機，經濟部於9月23日舉辦「中南美洲投資

說明會」。會中針對中南美洲提供整體經貿

發展概況、各國具投資潛力之產業以及在當

地經營投資經驗資訊。

經濟部何部長親自出席並於會中致詞指

出，中美洲具有距離美國市場近、土地、工

資亦相對比北美市場的墨西哥便宜，我國廠

商可以中南美洲為據點，提供美國市場快速

反應與彈性供貨之需求，評估赴當地投資之

可行性。

率團來台洽簽FTA之尼加拉瓜工商部次

長Mr. Alejandro Arguello也於會中致詞表

示，感謝經濟部舉辦此投資說明會介紹尼國

投資環境及優勢產業，尤其台、尼FTA的洽

簽將對促進兩國投資經貿關係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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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資訊服務業》》》

我國資訊服務業發展已有超過二十年以上的歷

史，過去以提供企業電子化解決方案之技術服務

業者為輔導與推動主體，以國外解決方案替代為

目標。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為因應電子商務

之興起，以及政府積極鼓勵產業電子化的影響，

國內企業相繼導入電子化，帶動資訊服務市場需

求擴大。

我國吸引國際資訊服務業投資的主要優勢包括：

1.產業產值持續成長

2.完整製造產業供應鏈體系以及企業電子化應用

典範

3.優秀的工程人才

4.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

我國政府提供來台投資的外商資訊服務業者各種

租稅減免、業界科技專案計畫、金融補助等優惠

措施，主要的規定包括：「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經濟部

業界參與科技專案計畫」、「鼓勵國內企業在台

設立研發中心計畫」、「示範性資訊應用開發計

畫」、以及低利貸款等獎勵措施，詳細內容可參

考經濟部工業局（http://leading.itnet.org.tw/）

及技術處（http://innovation.tdp.org.tw ）網站。

生技醫藥服務業》》》

生物技術產業係我國重點推動發展之知識經濟型

產業，具有產品價值鏈長、具高度管制、商品化

認證需時之特性，因此，推動生技醫藥服務業發

展係產業發展之一重要環節，已列入行政院「加

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之重要工作項目。

為鼓勵外人來華投資生技醫藥服務業，目前已設

有許多優惠獎勵措施包括：

1.生技醫藥產業委託國內醫藥研發服務公司從事

研究與發展之支出適用投資抵減。

2.凡從事藥物臨床前實驗、藥物溶離率曲線比

對、臨床試驗、研究、測試服務或生體可用率

/生體相等性試驗（BA/BE）等試驗並符合規定

者,得適用五年免稅或股東投資抵減。

3.提供研發經費補助：運用「業界參與科技專案

計畫（業界科專）」、「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

計畫」，由政府提供研發費用的補助款，以鼓

勵具研發潛力的民間企業，進行產業技術之研

發工作、開發新產品，以分擔廠商開發產品的

風險。

4.提供低利貸款：運用「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

辦法」，由政府提撥專款搭配承作銀行提供低

利貸款給生技醫藥業者。

半導體設計產業》》》

台灣自1970年以來在半導體產業環境的經營與建設，整體產業環境已經相當完善，並且產業分工非常細

密，而各分項產業亦都有優異的表現。台灣IC產業有全球第二大的IC設計業及全球第一大的晶圓代工

業，帶動2004年IC整體產業產值成長31%，產值為10,797億台幣，產品產值成長36.5%，產值為4,865

億台幣。

經濟部現階段針對半導體設計產業提供的優惠獎勵措施列舉包括：

1.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租稅減免規定 2.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之規定

3.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計畫 4.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

5.外商來台設立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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