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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經濟時代，自然資源、資本、技術和人力被

視為國家經濟成長的四大要素。但二次大戰

後，同屬戰敗國的日本和西德，卻能在千瘡百孔中

快速重建並成長；近年來，美國從景氣低迷中，重

組經濟成長投入要素，著重創新能力和高科技資訊

技術，再次展現不凡的經濟實力；而台灣過去五十

年，同樣在自然資源不足的困境下，締造出亞洲四

小龍之首的傲人成績。看來，自然資源和資本似乎

不再是經濟發展中名列前茅的要素了。不少經濟學

者實證研究分析發現，「人力資源」的充分有效運

用，才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美國知名經濟學教授梭羅（Lester C. Thurow）

就指出：「未來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累積財富

金字塔的動力是創新的知識與知識的運用，『知識』

將改變個人及國家的經濟版圖！」正因世界各國開

始體認到人力資源的重要，而將此納入整體經濟規

劃的一環。

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的演化瞬息萬變，商品

不斷推陳出新，這端賴優質的人力與產業共同成

長，才能不斷保持榮景。尤其是科技人力資源的規

劃及運用，更被視為策動知識經濟發展的重要核

心，因此，人力問題不僅攸關企業興衰，也成為國

家競爭力評比的重要關鍵。在全球高科技產業蓬勃

發展的今天，各國都很重視調節人力供需失衡的策

略，而我國政府則是以「築巢引鳳」、「楚才晉用」

的宏觀思維，強化科技人才的全球佈局與交流，帶

動全球人才為台灣所用，以及台灣人才為世界所用

的作法。目前經濟部以「培育」及「引進」兩大管

道來解決科技人力缺口：國內的「培育」是由經濟

部工業局依產業需求進行高級人才的在職與養成訓

練；外來的「引進」則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負責延

攬海外人才。至於經濟部技術處，則透過每年編列

「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預算，支援產業的技術

研發工作，除了發展高科技產業、輔導產業升級、

強化國內產業研發能力之外，也培訓較為欠缺的跨

領域人才，為我國發展成為研發重鎮、積蓄研發與

創新能量加碼。至於海外人才的延攬，對象已從旅

居海外的我國籍科技人才，更擴及外籍人士及大陸

旅居海外人士。而為了吸引海外人才到台灣工作，

行政院人才會報亦將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希望能藉

此增加優秀人才來台的意願，例如透過修法及法規

鬆綁，以增加外國人士來台工作居留之便利性。

在各工業國家咸以推動科技發展為重點施政目

標，冀望藉由科技研發成果的應用與推廣，來加速

經濟成長的競爭下，我國的高科技產業已奠定良好

的發展基礎，今後如何在既有優勢基礎上，積極開

發新領域，以開拓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層面，並發揮

更大的綜效－－人才，無疑的將是台灣在國際分工

下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關鍵。因此本期國際投資季刊

特規劃人力資源專題，深入闡述政府在延攬人才與

培育人才上的創新思維與作法，此外，我們也特地

走訪不同重點產業，分享他們在人資策略上的實務

經驗，供各界參考。期望由人力資源議題出發，政

府與產業界攜手合作，再次創造台灣新經濟奇蹟！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

掌握人力資源致勝關鍵
建構優勢經濟國力



『前瞻功能』的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策略，是未來政

策要調整的方向，」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政務委員林

逢慶如是說道。

1978年以前，我國的產業經濟是以輕工業為

主，產業人力策略首重發展勞力密集的量多策略；

1978年開始，科學園區崛起，科技人才政策也以

支援園區發展為主軸，重點在於加強科學教育，以

及提供科技人員待遇與生活環境等等。

從1982年到1996年，配合發展資本密集與技

術密集型工業以及高科技工業

等，科技人才的政策主軸則在

加強科技人才回流，同時減緩

外流，包括擴增大學及研究所

科技教育、擴大國防訓儲制度

人員的運用等等；另外，為促

使傳統工業升級，也實施工業

人才培訓計畫以及人才培訓支

出適用投資抵減等方案，運用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資源進行各項技術人才培訓計

畫，來協助傳統產業技術人才

的培訓工作。

我
國從推動工業化以來，人力發展策略即受到

相當重視，尤其在科技的快速發展下，技術

進步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原動力之一，而人力素質

的提升，也因此成為我國迎向技術進步的主要策略

之一。

因應經濟發展趨勢，調整人力發展政策

面對國際競爭與全球化的挑戰，對於科技人力

資源的發展策略，應當要有新的思維與方向，「具

▲具「前瞻功能」的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將是未來延續國家科技競爭力關鍵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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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經濟決勝關鍵
－－人才

面對國際競爭與全球化的挑戰，

人力資源的發展策略，要有新的思維與方向。

唯有透過個人、教育、產業與政府的共同協力，

才能真正將台灣的人力水平往上提升。

同心協力，共創榮景



策略是政策的重點之二。

林逢慶表示，建立「築巢引鳳」、「楚才晉用」

宏觀思維，強化科技人才的全球佈局與交流，帶動

全球人才為台灣所用，以及台灣人才為世界所用的

作法。透過國際人才互補運用、白領高齡專業人才

運用機制，以能在少子化、高齡化、知識勞動力時

代來臨的當下，讓台灣依然保持活力與競爭力。

（三）建構適合菁英的發展環境

由於我國經濟體已進入開發中國家，國內的科

學與技術能力不再僅是過去單向的向先進國家學習

與引進，而是同時要成為開發中國家學習與模仿的

對象，因此，如何快速學習並創新精進以保持競爭

領先是科技發展最大的挑戰。

（四）創新產業科技人才職訓機制，調節產業科技

人才供需失衡

林逢慶說，教育是百年樹人，而產業用人是隨

景氣波動及因應公司發展需求的短期快速佈局與汰

換；在「產業變動週期短，教育科系調整週期長」

的因素下，科技人才供需不平衡是常態；如何兼顧

教育本質的發揮以及產業用人需求的供應，是未來

政策研擬的要點。

政府研擬相關策略，解決人才失衡問題

面對目前產業科技人才的失衡問題，行政院也

已提出多項對策，並指派各部會進行相關工作，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謝發達指出，人才

缺口的彌補不外乎是教育體系的培訓、延攬與職業

訓練。

其中，隨著科技快速發展及產業不斷擴大，短

期的職業訓練與延攬，是目前的當務之急，但中長

期的教育體系，還是未來彌補人才缺口的主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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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前瞻功能的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策略，

將是未來延續國家科技競爭力的關鍵

在舊經濟思維中，科技人才被視為經濟社會的

「後勤條件」，由於是產業發展而帶動人力需求，因

此永遠在事後（expost）救濟、補缺口。但是在知

識經濟時代，科技人才應當被視為「前瞻功能」，

是事前（exante）的要素，可以引導產業的新興與

發展。

當台灣面對新舊經濟思維轉折的關鍵時刻，具

「前瞻功能」的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將是未來延

續國家科技競爭力關鍵的原動力，因此研訂科技人

才發展方案，應該以長程策略觀點作為各項政策的

指導原則，以達到支援國家競爭力之目的。

林逢慶認為，有幾個重要工作是我們必須努力

的方向：

（一）跨領域高級人才的培育

過去因應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我國強調發展

科技產業，科技人才的定義偏重於理、工、醫、農

四大領域；產業發展則側重於製造業中的科技產業

發展。不過隨著知識創新研發以及重點服務業的發

展，科技人才的範圍應從「科技產業」擴大為「產

業科技」，以支援原有的科技產業創新研發人才發

展，以及滿足重點服務業、傳統產業中科技人才跨

領域及第二專長發展。因此，科技人才所需培養的

類別與能力指標定義，亟需有創新的界定。

（二）國際人才互補運用以及白領高齡專業人才的

運用

其次，則是因應少子化、老齡化的人口結構發

展，在科技人力資源的供給與運用上，需有更宏觀

與創新思維的轉變。因應全球人才流已突破國界，

快速整合流通，白領階級的科技人才流動已成為國

際競爭要素，推動本土與國際科技人才互補的長期



新研發的能量，這時候就需要更高級的科技人力，

經濟部於2004年試辦額外增加國立大學（含高教

與技職體系）的碩士招生名額，並於未來三年

（2005年至2007年）每年再增加招生約1,000位，

總計有5,000個名額，可望有效增加碩士級高學歷

人才的供應。

另外，國內學子出國留學的比率逐年下降，將

影響我國的人才培育、科技引進，目前也正研擬推

動「菁英留學方案」鼓勵學子出國留學，並且運用

海外華人的資源管道，有目標的來培養我國年輕的

學子，最快2005年就會有第一批菁英到外國的重

點大學或尖端的研究中心留學。

調節科技人才供需政策，因應未來新思

維下的產業需求

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產品的生命週

期越來越短，相對使得勞動市場呈現多變、複雜與

不可測的情形，調節科技人才供需政策，才能因應

未來新思維下的產業需求。

林逢慶認為，我們應該推動「創新性的人才培

訓計畫方案」，以作為支撐與調節產業科技人才供

需失衡的困境。他說，各國都很重視如何調節供需

失衡的人力策略，除了讓教育制度可以加速滿足產

業變動所需之外，主要就是以職訓體系，或是結合

產、學、研力量在教育體制外

建立培育人才的策略，來解決

因為產業快速變動所引發的供

需缺口的問題。

林逢慶同時指出，傳統的

職訓體系目的主要是以「失業

救濟」為終極目標，措施擅長

於中低階層職務人力資源的養

成，以提升失業人口就業能力

制，因此行政院科技人才方案每年著手進行重要科

技產業人才供給與需求調查，以作為教育部在推動

長期人才培育時的參考。

為解決科技人力供需等相關問題，政府的因應

對策可以從「短期」與「中長期」兩方面來看：

（一）短期對策

在短期對策方面，針對半導體、影像顯示、通

訊及數位內容等四項重點產業，加強培養科技人

才，包括舉辦「半導體學院」、「數位內容學院」、

「影像顯示產業人才培訓計畫」，以及通訊人才培訓

等，2004年培訓目標為5,500人；另外，每年也培

訓在職工程師3萬人次。

為了擴大延攬海外人才來台服務，除了籌組海

外科技人才延攬團，帶領廠商赴美國以及日本延攬

人才之外，行政院也整合相關的部會資源，成立專

屬的常設性攬才網站，並於2004年9月赴美國、日

本「招才」。2004年1月至9月之間來台工作海外人

才已超過500人，大部分是到企業就職。未來，由

行政院成立的「人才引進及培訓會報」，也將建立

與產業的對話機制，瞭解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及所需

人才。

（二）中長期對策

在中長期因應對策方面，「擴大碩士級產業研

發人才供給方案」及「菁英

留學計畫」，是目前大力推動

的主要對策。過去國內科技

產業偏重於製造，台灣更是

全球資訊產品生產重鎮，但

隨著大陸崛起，對岸低廉的

人力、物價，都使台灣逐漸

喪失製造優勢。為了保持產

業競爭力，業者必須加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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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個人、教育、產業與政府的共同協力，才有可
能真正將台灣的人力水平再往上提升。



為努力的目標。面對未來

勞動力需求為知識工作者

的趨勢，我國職訓體系未

來如何轉型發展，以發揮

知識經濟時代下「失業救

濟」目標，是很需要努力

的方向，如此一來，才能

真正解決高學歷、高失業

率的困境。

在做法上，包括推動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研究

機構設立產業學院，有系

統進行產學研合作開發；

推動各產業科技人才工作

領域的研發與管理學程（例如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gram development）；加強專業講師

培訓工作，以充實各類科技職場工作內涵及培訓方

法；並進行國際培訓課程引進、本土化課程發展以

及交互培訓合作關係建立等等，都是可以創造的新

模式之一。

除此之外，也應該強化計畫性的延攬工作。林

逢慶以德國為例，德國特別發行簽證給具備資訊與

通訊專業的人才，不是因為他們本國不重視資訊與

通訊專業人才的培養，而是因為資訊與通訊專業已

成為各行各業共同平台，所需要的人才本國培育供

應不及，因此快速運用國外現成人才。

個人、教育、產業與政府共同協力，以

求提升人力水平

台灣未來在產業人才的供需調查工作中，要結

構性分析得更深入，了解不只是「量」的數字而

已，需要把缺口的結構分析清楚，然後看看哪些領

域來做計畫性的延攬工作。其次，政府要運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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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資源力量，多做一些策略性科技人才運用資

訊的掌握，以滿足作為產業運用外籍專業人力資源

的後盾。

經建會副主委謝發達則強調，人才培育不能完

全倚賴政府，若依目前產業對國內科技人才的看

法，年輕工程師恐怕在專業之外，還需強化他們的

工作態度與熱誠，才能在激烈競爭下脫穎而出。他

也認為，國內學子應該加強應變能力與國際觀，並

在基礎學科上扎根，他引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

話：「高科技18個月就淘汰一輪，傳統科技5年淘

汰一輪，假如教育是記憶的死知識，而不是活的求

知方法，那麼等他畢業進入社會，所習得的知識已

經落伍了。」

若以教育、研發與醫療健保等與人力資源相關

的經費支出所佔比例來看，國內企業對於人力資源

的投資也遠遠比不上國外，由此顯示業界也有加重

投資的空間。也因此，我們可以說，透過個人、教

育、產業與政府的共同協力，也才有可能真正將台

灣的人力水平再往上提升。

▲台灣未來在產業人才的供需調查工作中，要結構性分析得更深入，把缺口的結構分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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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hee  NNeexxtt  KKeeyy  ttoo  EEccoonnoommiicc
SSuucccceessss  --  MMaannppoowweerr

In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New thinking and new directions in manpower development are needed.

Only by individuals, education,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working together,

Can the level of Taiwan's manpower be truly upgraded.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Prosperity

Manpower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received strong

attention ever since the Taiwan government began

promoting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speciall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ime movers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because of this,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s has become one of Taiwan's main strate-

gies for mee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Addjjuussttiinngg  MMaannppoowweerr  DDeevveellooppmmeenntt  PPoolliiccyy
iinn  RReessppoonnssee  ttoo  EEccoonnoommiicc  DDeevveellooppmmeenntt
TTrreennddss

In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chal-

lenge of globalization, new thinking and new directions are

need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manpower

resources. As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Lin Feng-ching of

the Executive Yua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says,

a technical manpower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a for-

ward-looking function i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future poli-

cy should be readjusted.

Prior to 1978, Taiwan's industrial economy was based

mainly on light industry and the emphasis of industrial

manpower strategy was on developing quantity for labor-

intensive operations. Beginning in 1978, science parks

emerged and technical manpower policy was directed pri-

marily at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arks. The

emphasis then was on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compensation and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and technolo-

gy-intensive industries, along with high-tech industries,

technology manpower polic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2 to

1996 was focused on increasing the return of technology

personnel from overseas while decreasing the outward

migration of such personnel. This policy included the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and post-graduate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education and the increased utilization of personnel

in the military reserve system.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moved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y implementing industrial manpower training programs

and providing tax credits for spending on personnel train-

ing, as well as the use of government sponsorshi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technological man-

power, as a means of assisting with the work of training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for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A  TTeecchhnnoollooggyy  MMaannppoowweerr  DDeevveellooppmmeenntt
SSttrraatteeggyy  wwiitthh  FFoorrwwaarrdd--llooookkiinngg  FFuunnccttiioonn  IIss
tthhee  KKeeyy  ttoo  CCoonnttiinnuueedd  TTeecchhnnoollooggiiccaall
CCoommppeettiittiivveenneessss

In the old economic thinking, technology personnel

were the "rear support" of the economy. With industrial

By Wang Yu-Wei    TRANSLATED  BY Earl We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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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imulating the demand for manpower, they

were always designated for "expost" relief and the filling of

manpower gaps. In the ag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however, technology personnel are seen as an "exante" fac-

tor for guid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

tries.

At this key point of change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economic thinking, the key to maintaining national techno-

logical competitiveness is a strategy of technology man-

power development with a forward-looking func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technology manpower development pro-

grams, therefore, policymak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a long-term strategic viewpoi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pport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Minister Lin Feng-ching feels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key tasks we must pursue:

1.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cross-field

manpower

In years past Taiwan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operations, and the definition of

"technology personnel" focused on four major fields: the

sciences, engineering, medicine, and agricul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dustries within manufactur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R&D and key services, how-

ever, the scope of technology personnel should be expand-

ed from "technology industry" to "industrial technology" so

a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R&D person-

nel for the original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to fill the

needs of key service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need to devel-

op technology personnel with cross field capability and

second specializations for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 new

demarcation is needed, therefore, of the categories and skill

indexes of technology personnel who need to be trained.

2. The complementary use of personnel from

oversea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older 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population struc-

ture with more people in the younger and older age groups,

more broad-minded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is needed in

regard to the supply and utilization of technical manpower

resources. Since the global flow of manpower has already

broken through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flow of work-

ers at the white-collar level has become a factor in interna-

tional competitiveness, a second key policy is a long-term

strategy for the complementary use of native and overseas

technology personnel

Lin Feng-ching talk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ntal-

ity for the creation of an attractive environment for profes-

sionals and for th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global deployment and exchange of per-

sonnel, so as to stimulate the use of global manpower by

Taiwan and the use of Taiwan manpower globally. A mech-

anism for the complementary ut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npower and the use of older white-collar professionals

will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its vitality and competitive-

ness in the age of younger and older knowledge manpower. 

3. Building an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elite

With Taiwan now a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

try, domestic sci-tech capability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one-way learning and importation of technology from the

advanced countries. Today, it is also an object of study and

emulation b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greatest chal-

lenge fac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t the

present time, therefore, is to learn quickly, innovate, and

advance so as to maintain a position of competitive leader-

ship. 

4. A new vocational training mechanism for

tech personnel to balance supply and demand

Minister Lin points out that education is a long-term

process, while the demand of industry for manpower is

short-term and changes rapidly in response to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needs of corporate development. This

imbalance between short-term and long-term factors leads

to a frequent imbalance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for tech manpower, and so future policymaking will focus

on how to provide the manpower needed by industry while

allowing education to fulfill its natural function. 

SSttrraatteeggiieess  NNeeeeddeedd  ttoo  RReessoollvvee  tthhee
MMaannppoowweerr  IImmbbaallaannccee

The Executive Yuan has come up with a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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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imbalance in technological man-

power and has instructed its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to

carry out the related work. Fadah Hsieh, vic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oints out that filling the manpower gap can be accom-

plished in only three ways: training in the educational sys-

tem, recruit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In the face of today's rapi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 industrial expansion, the urgent task right now

is to provide short-term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the medi-

um and long term, however, the educational system will be

the primary means of filling the manpower gap. Every year,

the Executive Yuan's technology manpower unit carries out

a survey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ech manpower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pro-

moting long-term manpower training.

Government measur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manpower supply and demand can be addressed in both

their short-term and medium- and long-term aspects:

1. Short-term measures

Manpower development will be strengthened for the

semiconductor, image display, communications, and digital

content industrie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the organizing

of semiconductor and digital content "academ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

Image Display Industry, and the training of communica-

tions personnel. The training target for 2004 was 5,500 per-

sons; in addition, on-the-job training is carried out for

30,000 engineers every year.

To expand the recruitment of overseas personnel to

serve in Taiwan, tech personnel recruitment missions are

organized to take businessmen on recruitment trip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Executive Yuan has also inte-

grated the resources of its various ministries and commis-

sions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recruitment website. More

than 500 foreign professionals came to work in Taiwan

during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2004, mostly in the corpo-

rate sector. In addition, the Executive Yuan will set up a

mechanism for dialogue between its personnel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committee and industry, with the aim of gain-

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manpower needs of industry.

2. Medium- and long-term measures

In the area of medium- and long-term measures, the

two main ones that are being vigorously implemented right

now are the Program for Expansion of the Supply of

Masters and R&D Professionals and the Elite Overseas

Study Program. In the past, domestic technology industries

were biased toward manufacturing; Taiwan has become an

importation production base for information products, but

with the emergence of mainland China the low cost of

labor and commodities there has caused Taiwan manufac-

turing to lose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maintain com-

petitiveness manufacturers must deepen their capacity for

innovative R&D, and this means that higher-level technolo-

gy personnel are needed. In 2004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nstituted an extra quota for master's degree candi-

dates (in both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

tion systems); an additional quota of about 1,000 master's

candidates will be offered every year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2005-2007), giving a total increased quota of 5,000

candidates. 

Further, the constant decline in the ratio of domestic

scholars who go abroad for study will have an adverse

impact 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

nology.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is car-

rying out an Elite Overseas Study Program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go abroad for advanced study, with the channels

offered by overseas Chinese being used for the targeted

training of Taiwan's young scholars. The first group of elite

scholars will be sent to key overseas universities and top

research centers as early as 2005.

AAddjjuussttiinngg  TTeecchh  PPeerrssoonnnneell  SSuuppppllyy  PPoolliiccyy  iinn
RReessppoonnssee  ttoo  tthhee  NNeeeeddss  ooff  IInndduussttrryy

The adv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knowledge econ-

omy has caused a continuous shortening of product life-

cycles and has led to corresponding greater change, com-

plex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Only by

an adjustment of technology manpower supply policy will

Taiwan be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y under these

new conditions.

Minister Lin Feng-ching feels that Taiwan should

implement a "training program for innovative personne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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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the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in technology

personnel. Other countries, he notes, place a lot of attention

on strategies for rectifying the imbalance, not only by

boosting production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arising from industry changes but also by utiliz-

ing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or by establishing train-

ing programs outside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com-

bine the resources of the industri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c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ister points out that the final

goal of the traditional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is mainly

to provide unemployment relief, and that the system focus-

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medium- and low-level manpower

resources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the employability of

the jobless. In view of the future trend toward knowledge

workers in manpower demand, Taiwan will have to devote

its efforts to a transformation of its vocational training sys-

tem so that it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unemployment relief

in the ag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unem-

ployment."

The means of accomplishing this include the estab-

lishment of industrial academies by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at are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ctors; the imple-

mentation of R&D and management programs for the dif-

ferent fields of work for technology personnel (such a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gram development); the

strengthening of training by professional lecturers so as to

increase the work content and training methods for differ-

ent technology job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progra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xchange training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aiwan should reinforce its work of

planned recruitment. Minister Lin cites the example of

Germany, which has special provisions for the issuance of

visa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professionals-not

because Germany itself neglects the training of such pro-

fessionals, but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

tions profess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latform for all

professions so that Germany cannot train all of the profes-

sionals it needs and has to accelerate the hiring of existing

professional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WWoorrkkiinngg  TTooggeetthheerr  ttoo  UUppggrraaddee  MMaannppoowweerr
SSttaannddaarrddss

In its future surveys of industrial manpower supply

and demand, Taiwan needs more penetrating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an understanding that is not limited to quanti-

tative figures. The structure of the employment gap should

be clearly analyzed, and then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made

of which fields to choose for planned recruitment. Next, the

government should use is existing overseas resources to

secure a grasp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use of strategic

industry personnel, and use that grasp to support the uti-

lization of foreign professional manpower in industry.

Fadah Hsieh of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oints out that manpower training cannot

rely on the government alone. In the view of domestic tech-

nology personnel that is held by industries today, outside of

their professional training young engineers need to rein-

force their attitude toward and enthusiasm for work in

order to assure survival amidst the current intense competi-

tion. He feels that Taiwan's students shoul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respond to change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view,

and that they should get a good foundation in basic studies.

Citing words by chairman Morris Chang of th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he says that high tech-

nology discards one cycle every 18 months, while tradi-

tional technology discards one cycle every five years. If

educa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dead memorization instead

of a living quest for knowledge, then when a student gradu-

ates and goes into society the knowledge he has acquired

will already be outdated.

In terms of the ratio of spending on education, R&D,

health care, and other costs related to human resources, the

amount that companies in Taiwan spend on manpower is

much less than that required in foreign countries,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room for companies here to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We might say, in this regard, that only through

joint efforts by individuals,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dus-

tries,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Taiwan be able to truly raise

the standards of its ma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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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決勝負，
知識密集時代來臨！
人力問題不僅是困擾企業的一大課題，

也是攸關國力的重要關鍵，

需要長時間的關注與有系統的人才培植，

才能讓台灣在世界科技舞台上持續不墜，

並創造再一次的「經濟奇蹟」！

因應世界潮流，提升國家競爭力

早
在2001年1月，行政院便核定經濟建設委員

會擬定的「知識經濟發展方案」，預計未來

五年內，投資新台幣363億元推動這項方案內的57

項具體執行計畫。在此同時，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也

達成多項結論，政府未來將以每年至少12％的預

算成長率投入科技研發。這些方案、決議，都是希

望我國能透過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構建一個應

合世界潮流的新社會，並藉此提升國家競爭力。

順應產業發展趨勢，

有系統培養高科技人才

不過，知識源自於「人」，人力資源更是創新

過程與知識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如何培養

並善用學術單位、研究機構與海

外人力資源，以解決企業人力資

源的供需問題，激發台灣的研發

及創新能量，將是提高我國競爭

力的重要關鍵。

尤其是在科技人力資源的規

劃及運用，更被視為策動知識經

濟發展的重要核心，不過根據工

研院經資中心及資策會共同推估的重點產業科技人

才供需狀況，2004年至2006年間，不含生技產業

等重點產業，光是半導體、影像顯示、通訊及數位

內容四大領域，未來三年，人才缺口合計就高達

23,253人。經建會估算，加上其他新興產業，至

2006年，國內科技人才缺口可能逼近3萬人。

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下，要靠教育體系短時間

彌補產業人才缺口，恐怕是緩不濟急，因此如何順

應產業發展趨勢，有系統地培養高科技所需人才，

才是產業發展的長久之計。

教育體系培育人才，

在職訓練、第二專長的養成亦顯重要

因應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趨

勢及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

用方案」之目標，經濟部工業局

下設有電子資訊組，負責培訓科

技業「工程師級」的人才，目前

培訓的領域包括電機、電子、半

導體、光電、軟體、無線通訊、

視訊多媒體等。
▲順應產業發展趨勢，有系統地培養高科技所
需人才，才是產業發展的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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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副組長張啟仁說，工

業局除了推動產業、技術研發與產業聯盟等工作

外，人才培育也是主要業務之一，而針對高科技人

才的培育又可分為「在職」與「養成」兩種模式。

所謂「在職班」，是針對已在該產業工作的科技人

才開課，提升其對新技術、新知識的瞭解，政府將

補貼50％的學費；而「養成班」則是鎖定剛畢

業、退伍或想培養第二專長的待業人士所開設，上

課時間較在職班長，補貼金額也達到三分之二。

張啟仁進一步指出，經由教育體系培育人才仍

是正軌，但是由於產業需求快速變化，若能透過在

職訓練或第二專長的養成，將非本科系人才導入幾

個熱門產業，不僅可以解決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

有時候跨領域人才的養成，也對企業有意想不到的

優點。

創新研發人才需求若渴，結合學界與企

業開辦專班

除了技術人才，業界對創新研發人才的需求也

越來越大，根據工業局近期訪問30家半導體、影

像顯示、通訊與數位內容具指標性廠的高階主管的

結果，推估科技產業未來三年（2005年至2007年）

碩博士以上的研發人才需求，約在25,000人左

右，扣除教育體系未來三年所能供給的部份，仍不

足5千多人。有鑑於此，政府也推出「擴大碩士及

產業研發人才供給方案」，希望在三年內增收5千名

碩士生。

目前工業局已結合學界與企業，開辦所謂的

「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企業界可依企業需求，與大

學系所合作開設碩士班，除了學費之外，業者和經

濟部各出資一半，但企業須承諾僱用七成的學生。

▲經由教育體系培育人才仍是正軌，但是產業需求快速變化，透過在職訓練或第二專長的養成，以解決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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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未來大學將會出現像是「台積電碩士

班」、「友達碩士班」等專班，這項措施於2004年

年底開始招生。

這項計畫暫訂實施三年，第一年可供給業界

200人，明、後年則各有500個名額。目前一班約

為20人，學員只需支付三分之一的學費，畢業後

還有現成的就業機會，因此廣受各大學歡迎，目前

已有超過一百所學校表達參加意願。不過，「產業

研發專班」不表示學歷就很好拿，根據經濟部的規

劃，在該方案實施期間，學校增聘師資員額不受總

額的限制，採密集修課，以技術報告或實作性論文

取代學術性論文，修課年限縮短至一年或一年半，

以及早投入研發工作。

跨領域人才的深度及廣度培訓

工業局培育的人才多偏重於技術、研發人才，

但在朝知識經濟發展的同時，智慧財產權、技術移

轉、技術鑑價、交易、投資評估、科技管理等相關

方面的人才也不可或缺，由

於國內長期以來對於這一類

的跨領域人才始終沒有較深

入的佈局，因此經濟部技術

處也成立「培育科技背景跨

領域高級人才計畫」，每年至

少培育100名以上的跨領域人

才。

經濟部技術處技正林青

海表示，技術處從2000年起

即投入人才培訓，迄今共培

訓了800多人。培訓方式是仿

照碩士學分班，必須先在國

內完成3至4個月的專業課

程，再到國外受訓2至3個

月。其中，智財、技轉與投資評估部份課程，必須

赴美進修；科技管理部份，則與中國生產力中心、

中正大學、清華大學等學校合作，分別在北、中、

南開課，授課內容則是由國外引進的先進研發創新

管理、國際化接軌語言發展服務等課程，從2001

年起，迄今已經累積培育超過350人。

林青海指出，技術處對於跨領域人才的培育計

畫執行了4、5年，已經起了帶頭作用，目前各部

會都陸續有類似的人才培育專案，因此技術處在不

重複浪費資源的考量下，將進行第二階段的布局。

技術處將目標訂在種子人員的培訓上，將訓練層次

加深，並將引薦他們前往先進國家受訓，藉由主題

式的課程訓練，培養高階人才，再將影響力擴散到

國內。

除了上述的跨領域人才，為因應我國產業結構

的轉型，技術處也以專案方式，補助工研院成立

「產業學院」。先期辦理「產業分析師」學程，已培

育30名以上的種子教師，以加速技術擴散效果。

▲跨領域人才培育是引薦他們前往先進國家受訓，藉由主題課程訓練培養高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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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結合經濟部產業技術資訊推廣計畫的產業分

析實務經驗，與工研院對科技內涵的掌握，共同提

供師資與設備所規劃的專業課程，以實務應用面為

出發點，分別就各領域專業人才作深度及廣度培

訓，並將高科技產業相關技術領域人才列入重點培

訓對象，未來更將開放為外界人士參加。

提升產業高值化，端賴周全配套措施

政府從2002年起積極推動「2008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規劃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的企業營運總

部、研發創新中心，同時進一步提升產業高值化。

但無論是前瞻技術的研發，或現行產品、技術

的再改進，除須加強自行培育之外，也需要借重海

外優秀的產業科技人才，以紓解台灣科技人力短

缺。有鑑於此，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不僅延攬旅居海

外的我國籍產業專家，也將人才引進對象，擴及到

外國人士及大陸旅居海外人士。

而為了吸引海外人才到台灣工作，政府規劃了

許多配套措施，希望能藉此增加優秀人才來台的意

願，例如修訂若干法規，以增加外國人來台工作居

留之便利性。

在聘僱期滿展延期限方面，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已作修正：經濟部核准之外國籍專門性、技術

性人士來台工作，初次核准期限最長為三年，期滿

後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得申請展延，而且自

2001年2月以後其展延已由「每次一年」放寬為

「每次二年」。

此外，也開放雇主可僱用在國內大學研究所畢

業的外國科技人員及華僑子弟，將資歷從「須具備

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相關系所博士或碩士學位具一

年以上，或學士學位具二年以上之工作經驗」，放

寬為只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同意，可以不受需工

作經驗之限制。

延攬海外人才，增進國際視野

在延攬大陸人才方面，引進大陸人才資格放寬

為只要在專業技術上有優秀成就者，不限年資及經

驗，可由審查小組專案考量；來台停留期限由二年

放寬為六年，入境後並可換發六年多次旅行證；隨

行子女由12歲以下放寬為18歲以下。

其他如統一外國人申請工作許可之事權，同時

將各部會24種法規整合訂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並從今年（2004年）1月15日起實施，由行

政院勞委會設置單一窗口，讓企業在聘僱海外人才

時更為簡便。

經濟部也建置了「延攬海外科技人才中英文網

站」，只要是有意來台服務的海外人才，都可以經

由這個簡稱為「HiRecruit」的網站獲得相關資

訊，而加入會員之後，更可與企業提供職缺自動進

行媒合。

此外，經濟部也配合行政院每年組團赴國外招

募人才，以求主動出擊。這些活動除了增加國內企

業對人才需求的訊息曝光度，還可透過與當地科技

單位、駐外機構的合作，辦理相關的攬才媒合商談

就解決科技人力缺口來說，目前可以分為「培

育」及「引進」兩大管道：「培育」是由經濟部

工業局依產業需求進行高級人才的在職與養成訓

練；「引進」則是指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負責延

攬海外人才。

至於經濟部技術處，則透過每年編列「科技研

究發展專案計畫」預算，支援產業的技術研發工

作，除了發展高科技產業、輔導產業升級、強化

國內產業研發能力之外，也針對國內較為欠缺的

跨領域人才做培訓，為我國發展成為研發重鎮、

積蓄研發與創新能量加碼。

政府如何解決科技人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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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創業育成中心

由經濟部工業局、中小企業處等單位輔導工研院進

行規劃成立「工研院創業育成中心」，以提供孕育高

科技事業的環境，協助創業者推動其事業。

而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及清華、交大兩所知名大學，

加上工研院數千位研究、專業人才，可說是台灣最佳

的高科技創業地點，使有志回國創業的海外科技人

才，可以在創業育成中心內進行小型試驗生產，若產

品經過驗證，的確具市場競爭能力，工研院也會協助

尋找適當的投資人促成投資，使海外科技人才達成創

業夢想。

此外，工業局亦在加強各科技產業方案之架構下推

動財團法人設立育成中心，及以出租工業區廠房之方

式提供設立育成中心之誘因，配合技術處及中小企業

處之文宣，以及中小企業處所設之中小企業開發基

金、扎根貸款等資金，給予較優惠之貸款條件，吸引

海外人才回台創業。

（二）推動科專計畫

科技專案之目的是在促成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提升研究機構研發能力、加強創新前瞻研發、促成產

業科技之創造、流通與加值為總體目標，期強化國內

產業技術競爭優勢，因此，亟需科技人才之投入，對

海外人才直接產生吸引效果。

（三）輔導民間成立創投公司

經濟部工業局、中小企業處等相關單位經常舉辦相

關的座討會，研討創投市場的概況、創業案的評估、

過程、評價模式、及投資效益分析等，一方面鼓勵民

間成立創投公司，同時也藉此延攬海外科技人才。

（四）提供薪資補助

經濟部補助延攬海外產業科技人才對象，除具中華

民國國籍者外，已擴大至包含外籍人士及大陸旅居海

外人士。經費補助第一年最高每人每月新台幣8萬

元，第二年為原補助金額50％遞減方式補助。相關之

業務係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辦理。

經濟部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實質作法

會，成效相當不錯。

而為了達成吸引海外人才來台工作的目標，企

業自海外延攬科技人才，還可以向經濟部申請薪資

補助（限中小企業）及差旅費補助；此外，國科會

有海外學人補助辦法，加上外僑學校、雙語學校等

海外人才子女教育環境之提供，以及國際村的規劃

等，都是台灣擴大延攬海外優秀人才來台工作的配

套措施。

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的快速提升，商品與科

技的生命週期縮短，台灣對技術改造之需求大幅增

加，若人力專長持續無法跟上產業需求，將使技術

人力供需失衡持續擴大。由此可見，人力問題不僅

是困擾企業的一大課題，也是攸關國力的重要關

鍵，需要長時間的關照與有系統的人才培植，才能

讓台灣在世界科技舞台上持續不墜，並引發再一次

的「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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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
決勝關鍵點在於人才的投入
面對國際競爭與全球化的挑戰，「人」將是決勝關鍵！

本文將從生技、光電與資訊三大產業，

探究其如何在專業領域培養人才，讓產能升級，與國際市場接軌。

研發靠人才，人才靠培育

1
995年正式成立的健亞生技，在台灣生技產業

中寫下不少歷史。這是台灣第一家新藥開發公

司，也是行政院開發基金最早的生技投資案，並且

創下第一件台灣公司新藥送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DA）審查的紀錄。

苦心耕耘台灣這塊新藥荒漠地

新藥研發是一條艱辛、漫長且孤獨的路，尤其

在台灣短線操作的資本市場，只談理想太空泛。但

該公司總經理陳正認為，生技產業不僅是適合台灣

特性的產業，且可提升國內生活品質，站在生命健

康的機會成本是無價的角度來看，生技產業更是台

灣值得投資發展的產業。

健亞生技苦撐八年才達到損益平衡，

2003年年營收2.8億元，微幅獲利百萬。

在健亞初露獲利曙光，需要更多的人才為

這個產業挹注源源不絕的能量，陳正坦

言：「由於台灣市場規模小，很難支持新

藥開發；相對的，也很難找到優秀人才，

甚至在我們培養出人才後，也很難對抗國

際大廠的挖角。」在台灣這個新藥開發的

荒漠，健亞苦心耕耘，陳正只能將這種現

象視為產業發展過程中必要之惡。

為了以短期獲利來支撐變數大又耗時甚久的新

藥研發，健亞發展出一套與經銷商合作的ODM模

式，健亞替經銷商做品牌代工，負責設計、生產。

不過他強調「開發新藥是公司創立的宗旨，我們從

來沒打算放棄。」而研發靠的就是人才，也正因人

才難覓，該公司特別重視人力資源。

研發一個新藥動輒需要十年光陰，與高科技產

業三個月到半年的產品週期大異其趣。陳正說：

「這是一個耐力賽，研發的成果需要一棒接一棒，

才能開花結果。所以對公司來說，我們需要的不是

科學怪人，而是看重其團隊合作與學習創新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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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亞生技 寫下台灣生技新史

▲健亞生技是台灣第一家新藥開發公司，也創下第一件台灣公司新藥送美國食
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審查的紀錄。



便幫健亞在攬才會展現場代發資料，以協助健亞尋

找海外人才。

除了海外人才的延攬，正因R＆D在新藥開發

中的重要角色，蔣維民透露，在健亞135名員工

中，R＆D人員就有44名，佔了將近三分之一的高

比例，且擁有博碩士學位者就有21名。

蔣維民進一步表示，新藥研發依不同階段需要

不同人才，例如研究過程需要有化工、化學、藥學

等背景的人才；進入開發階段則偏重有醫藥以及醫

護相關、生物統計背景的人才。不過他也感慨國內

教育與產業需求脫節，尤其臨床實驗專才更難從校

園中找到，所以健亞自有一套育才之道。

健亞鼓勵同仁積極參加外部機構所舉辦的研

發、專利、MMA（為一臨床試驗組織）所舉辦的

課程或研討會；此外，健亞每年均外派1至2名員

工到國外接受相關的訓練。內訓則包括cGMP、新

進人員、管理職能、臨床試驗、英語課程等，而為

凝聚全公司共識，陳總經理每半年巡迴一趟進行

GM's talk 。

「致力研發，體貼國人健康」是健亞

不變的堅持

健亞科技其新藥研發已漸柳暗花明，歷經多年

努力、耗資千萬，2004年健亞生技已開始有新藥

上市，也是國內第一個生產自製癌症新藥的廠商，

為台灣的生技發展帶來光明的曙

光，同時更將投入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產品進行研發。「致力研

發，體貼國人健康」是健亞不變

的堅持，在政府協助延攬海外人

才的政策下，擁有亮麗的前景，

有實力有理想的人才，這裡有的

是揮灑的空間。

質。」該公司行政部副理蔣維民也表示：「我們的

人資策略，首先就是找到對的人，自然就能做對的

事。而且從老闆身上不難發現健亞所提供的是一個

開放、人性、能激發創意與動力的工作環境。我們

也提供具競爭力且有彈性的薪酬制度，以夥伴關

係、共榮願景做為勞資關係的立足點。」

國內教育與產業需求脫節是發展的

一大困境

陳 正 曾 任 職 全 球 第 三 大 藥 廠 諾 華 藥 廠

（Novartis）及美國生技公司Genelabs，從10萬人

規模的大藥廠，到小型生技公司，這位美國羅徹斯

特大學化學博士在代工相關事業經營有成，健亞擺

脫多年虧損陰影後，仍堅定公司的定位。

陳正指出，各國對生技製藥均積極投入，所著

眼的是一個新藥上市代表著一、二十億元的基本市

場。而台灣劑型開發人才難尋，熟悉產業環境，具

整合能力的研發、行銷人才亦不可多得，更增加了

台灣躋身世界生技製藥業國家之列的困難度。所幸

政府在人才延攬方面提供了不少有利的措施，例如

政府提供薪資和差旅補助，協助企業引進海外人

才，陳總經理認為這對健亞而言，絕對是有助益而

且可以節省相當的人事成本，以僱用一個研發單位

的人，美國年薪約8到10萬美元為例，政府一年的

補助最高可達三分之一已經足夠了，畢竟政府所扮

演的是輔導協助的角色。至於攬

才團的安排則是非常好的構想，

地點也適合，雖然健亞無法參與

2004年的攬才團行程，但鑑於

2003年攬才團執行成效優良，對

參與之企業不論形象或實質徵才

上均獲益良多，因此特地請攬才

團在海外招攬科技人才之際，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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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多年努力、耗資千萬，2004年健亞生
技已開始有新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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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台灣科技產業重鎮新竹科學園

區，循力行二路而去，「AUO」

三個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友達光電

（AUO）正是台灣第一、世界前三大的

TFT-LCD設計、研發及製造公司。產品

涵蓋1.5至46吋應用廣泛的TFT-LCD面

板，是全球少數供應大、中、小完整尺寸

產品線之廠商。她也是全球第一家於紐約

證交所（NYSE）股票公開上市之TFT-

LCD製造公司。2003年友達創造了新台

幣1,048億的營業額，而2004年財測將挑

戰獲利416億的新高紀錄。

光電產業，政府積極推動的

「兩兆雙星」明星產業

事實上，台灣TFT產業已躍居全球第二位，根

據市場法人及公司內部預估，2004台灣TFT面板

五虎年獲利上看650億元；而根據Display Search

研究報告顯示，2005年全球TFT-LCD的產值將是

IC Foundry加上DRAM的產值總和。

正因為市場龐大，國內上百家公司持續投入資

金並相繼擴廠，投資總額超過六千億元台幣。廠商

除爭相投資硬體外，對光電人才的需求更是迫切。

就業情報估計2004年就業市場趨勢，光電業需求

人才排名第一，粗算，各大廠所需光電人才達萬名

以上，尚不包括周邊產業及上下游材料廠商之人才

需求。在科技業者搶人大戰中，友達人力資源處經

理林青蔚表示，光電產業是政府積極推動的「兩兆

雙星」中的明星產業，而且隨著許多技術層面陸續

被開發及應用，產業仍具有持續且高度的成長空

間，所以在吸引人才方面具有優勢。

而在光電產業中，友達除了規模、獲利能力均

執牛耳外，林青蔚認為，就公司經營面來看，友達

落實專業經理人管理，沒有所謂家族的包袱，在人

事上更透明、公正。而在面板產業動輒上百億的

「燒錢遊戲」中，友達財務狀況良好，也是關鍵競

爭力之一。

企業延攬海外人才 政府提供相關協助

友達的經營策略，一如國內其他面板業者，係

採取菁英領導方式，即從海外延攬擁有專精技術、

經驗豐富的專門科技人員，從事研發的導入，配合

全面性的生產管理和研發的經驗傳承，進而培養台

灣面板業的人才，換言之，對國內光電產業發展，

海外人才扮演著重要的推手角色，即是菁英。

對於友達來說，政府為協助企業延攬海外人才

所提的措施，皆提供了相當實質的助益。友達由海

外特別延攬回國負責整個公司的技術研究和發展的

羅方禎技術長就給予相當的肯定。他表示近來美國

不太景氣，高科技失業的人也很多，相對的，台灣

電子產業的榮景則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促使海外人

友達光電 台灣光電產業龍頭

▲友達光電（AUO）是台灣第一、世界前三大的TFT-LCD設計、研發以及製造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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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回來的意願相當強；再者，海外人才發展到某一

階段，想要規劃人生的第二階段，回國發展是很好

的選擇。像行政院的攬才團（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籌

組）做為提供公司與人才交流的平台，加上政府的

公信力支持，更有利於廠商尋找到合適的海外人

才，其次網站的設置也不錯。至於薪資補助方面，

在實質上也幫助公司減輕人才引進的人事成本。

迅速反應市場需求，「研發」是成功的要素

為迅速反應市場需求，友達相信「研發」是成

功的要素，因此擘畫成立了台灣最大的光電研發基

地－－友達科技中心（AUTC），這棟地下一層、地

上九層之建築，可容納多達2,500位高科技菁英，

並設有8至16個研發實驗室，以及配合研發人員教

育訓練的知識核心區、全數位化多媒體圖書館、即

時傳送資訊的影音會議教學區、及可容納300人的

國際會議中心等等。肩負起統整友達光電的研發資

源，包含人力、物力及友達未來產品研發趨勢的任

務。林青蔚表示，友達透過職能導向的學習發展體

系及7個企業學院的線上課程及面授課程，結合個

人發展計劃（IDP），以激發員工潛能，打造優質

人才。而強調員工與公司共同成長的友達也相當重

視企業文化的建立與傳承。所以對於新進員工也分

主管及及一般工程師分別施予一天以上課程的文化

洗禮。當然在現今企業幾乎列為員訓必備的語言

（英日語）課程，友達也特別規劃，來加強同仁的

語言能力。

創新與研發一直是友達堅持要走的路

林青蔚強調，友達光電的經營理念中，涵蓋了

鼓勵全面創新，相信公司的成功，來自於同仁的積

極貢獻與密切的團隊合作，並且提供開放挑戰的工

作環境，實現同仁的成就感。

在「創新光電技術，美化資訊生活」的願景及

「成為世界頂尖的顯示器企業」的使命驅動下，技

術創新與研發一直是友達堅持要走的路。

台灣資訊產業轉型，在國際市場發光發熱

隨
著數位化技術的不斷提升、網路應用逐漸普

及 ， 讓 整 合 3 C （ C o m p u t e r 、

Communication、Consumer Electronic）的消費

性電子產品也逐漸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以個人

電腦為主軸的產業架構已逐漸式微」，觀察台灣資

訊產業10餘年的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主任詹文男

表示，未來10年內，整合3C產品之功能與特色的

3C電子產業，將搭配網路多媒體和個人通訊服務

等兩大主流應用，在全球經濟未來的發展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以台灣為例，延續著台灣過去在個人

電腦的生產製造和人才優勢，目前台灣3C電子產

業 還 是 以 用 戶 端 設 備 （ 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CPE）製造為主，即屬於一般較為常

見的設備，如電話、手機、PDA等，每個企業都

在既有的領域進行延伸性發展，比如說原本製造

CD-ROM的廠商，就相繼開發CDR、DVDR、

DVDRW的產品，無論之前是在哪個領域發展，

朝向3C電子產業領域發展，幾乎已經成為台灣資

訊產業轉型的方向。

從自己的強項出發，持續加碼延伸領域

產業的成型，決勝關鍵點在於人才的挹注。

「要從自己的強項來出發」，詹文男分析，過去台灣

在資訊產品的製造、工程設計以及IC設計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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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創造流行的能量，熟悉多國市場的

需求和品味

然而，走向國際市場，光是靠研發和製造的人

才還是不夠的。「台灣企業必須要思考如何強化創

造流行的能量，」過去台灣一直都在做代工，很少

直接接觸消費者，詹文男建議，台灣企業如果要提

升自己的競爭力、提升附加價值，必須要熟悉多國

市場的需求和品味，主動提供客戶一些採購和設計

的建議。而在品牌的建立上，企業也必須審慎評估

自己的發展策略，制訂一個鮮明和明確的定位和品

牌概念，才有機會在3C電子產業的國際市場發光

發熱。

「猛虎難抵猴群，」詹文男指出，台灣的優勢

是「快速反應」，但是在快速和彈性的過程中，台

灣企業的特質也該慢慢走向質感和品質的堅持，如

此，將這些元素融入3C電子產業，才有機會讓台

灣的3C電子產業在國際間更加出色。

從資訊、個人電腦一直到資訊家電、3C電子

產業，台灣在努力延伸既有優勢之餘，除了要更有

國際觀之外，更應該培育出具備有質感和品味的創

意、行銷和研發人才，才有機會在混沌又競爭激烈

的市場中殺出一條血路。

▲從資訊、個人電腦一直到資訊家電、3C電子產業，台灣除了
要更有國際觀之外，更應該培育創意、行銷和研發人才。

都有很強的能量，若要發展3C電子產業，台灣企

業必須要先清楚自己可以延伸的競爭優勢，成功的

機會很大。以累積10多年的主機板設計能力為

例，如果延伸相關的應用到未來資訊家電的媒體中

心、伺服器產品的研發是很有機會。

此外，延伸過去個人電腦相關周邊累積的豐富

經驗和技術能力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詹文男指

出，無論是研發、製造LCD顯示器、無線區域網

路等都是台灣廠商擅長的項目；甚至，近年來，當

紅的光電產業、數位相機產業、家庭劇院等，都是

台灣發展3C電子產業時可以持續加碼的領域。

延攬海外人才，提升「質」「量」雙管齊下

儘管擁有獨特的硬體製造競爭優勢，研發人才

還是難以滿足產業的需求。「如果沒有人才，台灣

很難抓住擁有的機會」，詹文男強調，20多年前PC

產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是有一群在外商任職過

的工程師，將在外商受過的訓練、見識過的制度和

願景落實在台灣的企業，讓台灣資訊產業可以有突

飛猛進的發展，同樣地，發展3C電子產業也需要

很多具有海外研發、設計經驗或是國際經驗的人才

挹注。因此，大量延攬海外人才，或是鼓勵外商在

台灣設立研發中心，甚至，鼓勵台灣企業去海外進

行研發佈局都是台灣發展3C電子產業的當務之

急。不止生產製造要國際佈局，研發也需要，如此

才能實地去瞭解客戶的需求和市場。

台灣目前研發能力的「質」是有目共睹的，但

數量卻是嚴重不足，這是台灣發展3C電子產業最

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問題。但是反過來說，企業有

成長，產業在發展，人才才會不夠。為此，最近政

府也很積極鼓勵企業和學校合作開設的「企業菁英

碩士班」就是希望能彌補人才的缺口，但是應該再

更開放一些，因為它的管道還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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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新經濟優勢創造者

趨勢大師梭羅在其著作「知識經濟時代」中直指「知識就是財富」，

強調人才的競爭力，及所創造的新經濟優勢。

在全球競爭中，各國莫不爭相培養人力，

因為高素質人力將是國家未來永續發展的基礎。

以宏觀思維架構人力資源政策

台
灣以高科技產業躍升國際重要經濟體系，在

全球飆速競爭中，擁有優質人力才是立於不

敗之地的關鍵。然而，在全球多元化競爭下，台灣

高科技產業正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如何提升產業

競爭力及永續發展，已成為最迫切的議題。而人才

則是產業最大的競爭力，尤其是量質均優的科技人

才更是決勝關鍵，因此，積極強化高科技人才的培

訓與引進是台灣發展經濟的當務之急。

全球化時代，國際人才流動勢不可擋

當全世界形成一個地球村，隨著國界、種族、

語言、文化等的隔閡一一被打破的同時，全世界的

資金、技術與人才等也將快速流動到足以發展的適

當環境。而其中又以人才的動向備受矚目，因為隨

著知識經濟的崛起，人才是創造知識、技術的源

頭，而產業的萌芽至開花

結果，擁有人才和技術，

資金自然到位。

在全球競爭中，各國

莫 不 全 力 培 育 優 秀 的 人

才，當然台灣也不例外。

而除了育才之外，如何引

進優秀的國際人才為我們的產業所用，也是重要的

課題。

台灣的科技實力傲視全球，我國的筆記型電

腦、個人電腦主機板、CRT監視器、LCD監視

器、光碟機等，其產量皆位居全球第一。但隨著大

陸世界工廠的崛起，我國在製造業的優勢相形失

色。因此我國產業政策將由過去投資導向轉為創新

導向，而人才則是創新的關鍵，如何培訓及透過國

際人才互補運用，讓台灣依然保持活力與競爭力，

已成為產官學各界熱切關注的焦點。

延攬海外人才

是解決人才失衡的重要策略

置身於地球村無疆界時代，延攬國際人才為我

國產業短期間迅速彌補人才缺口的重要管道。為擴

大延攬海外人才來台服務，經濟部除

建 置 了 「延攬海外科技人才網站」

(http://hirecruit.nat.gov.tw)，提供線上海

外科技人才與國內科技企業高級人力

需求資訊的媒合平台，甚至於2003年

及2004年連續兩年邀集國內廠商籌組

行政院層級之「延攬海外科技人才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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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團」，直接跨境赴美、日等先進科技國家舉辦攬

才商談會，直接擁抱將近5,850名海外科技人才。

此外，經濟部為鼓勵中小企業延攬海外科技人才，

特別於2003年修訂相關補助作業要點提供中小企業

薪資補助及開放一般企業申請聘僱海外科技人才差

旅費補助。

為借重海外優秀人才，經濟部將延攬的對象從

旅居海外的我國籍科技人才，更擴及外籍人士以及

大陸旅居的海外人士。而為了吸引海外人才到台灣

來工作，行政院人才會報亦將規畫相關配套措施，

希望能藉此增加優秀人才來台的意願，例如透過修

法及法規鬆綁，以增加外國人士來台工作居留之便

利性。

多管齊下彌補人才缺口問題

台灣過去10年每年經濟成長率達5.05%，根據

WEF 2002「成長競爭力」世界排名高居第三，領

先新加坡、南韓及中國大陸。為持續經濟榮景，政

府推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全力促成兩兆

（半導體、影像顯示）雙星（數位內容及生物科技）

產業，並大力支持創新研發，期使台灣成為全球創

新研發重鎮。

然而在看好台灣經濟前景的同時，人才的缺口

已然成為台灣再創奇蹟的一大隱憂。以半導體產業

為例，其研發向是美國人的天下，不過近年來，在

美國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成本過高，美國許多IC設

計公司，於是陸續將發展重心移到台灣，形成台灣

另一項發展優勢；原本在美國矽谷工作的華人，也

興起新一波返國投資、創業熱潮；面板產業重要的

玻璃基板供應商，美國康寧公司董事長豪頓於日前

訪台時也曾表示，希望政府在落實保護智財權外，

並解決高科技人才不足等投資困境。商機出現的同

時，國內人才短缺的問題如不儘速解決，將削弱此

一波創投熱潮。

行政院《產業科技人才短期供需重點調查推估

分析》報告顯示，我國在半導體、顯示器、數位內

容產業、通訊產業這四大重點科技產業方面都嚴重

缺乏人才。而生技和資訊服務業人力雖供過於求，

然而生技業者真正需求的「跨領域、具前瞻性、有

經驗的人才」，在質、量上仍嫌不足。而資訊服務

業的人才，更顯現出「質」的低落，導致供需無法

配合。

經濟發展首重質量兼備的人力

針對這些問題，政府也提出解決方案，如調整

國防役供給配額；延攬美國（半導體）、日本（顯

示器）、印度（資訊軟體）的國際人才；實施專業

人才檢定認證；加強生技法規、智財、技術鑑價人

▲除了育才之外，如何引進優秀的國際人才為我們的產業所
用，也是重要的課題。



才的培育等。而目前政府正有計畫地推動設立IC

設計學院、半導體學院、和數位內容學院，且成立

國家型計畫、增加大學院校教師員額，並推動設立

相關學程，就是為了彌補這段人才缺口。

為充裕產業人才，全國工業發展會議已決議，

將拉近產業與學校間的距離，鼓勵企業提供大專院

校及研究所學生實習機會；並運用經濟部科專計

畫，推動財團法人與國外專業人士共同執行計畫以

引進國外人才；另將放寬兵役法限制，使國防役員

額門檻能降至優秀的大學生。

政府也將提供獎勵及補助措施，鼓勵企業提供

實習機會給大專院校三、四年級、碩士及博士班優

秀學生，結合學校教育、技職訓練與產業實務經

驗。技職院校應調整課程安排兼具理論與實務，擴

大引進具實務經驗師資，配合產業發展方向需求。

經濟部未來更將運用科專計畫，推動財團法人

與東歐、印度、俄羅斯及中國大陸等地專業人士共

同執行計畫，並建立延攬人才管道及平台，健全國

外技術人才聘雇制度。該會議同時也決議修改兵役

法及放寬用途，增加國防、經濟儲訓人員名額，放

寬須具備碩士、博士的資格限制，並將門檻降低至

優秀大學畢業生，並建立廠商回饋

制度。

在全球高科技產業搶人大戰

中，各國都很重視調節人力供需失

衡的策略，我國政府以「築巢引

鳳」、「楚才晉用」的宏觀思維，

強化科技人才的全球佈局與交流，

帶動全球人才為台灣所用，以及台

灣人才為世界所用的作法。

多元科技人才

將成台灣奇蹟啟航者

高科技產業通常具備技術創新及科技整合等特

性，而近年來我國不少廠商更因誤觸專利地雷而付

出不少代價，因此，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技術

鑑價、投資評估、科技管理等相關人才也是發展知

識經濟不可或缺的。

綜觀產業發展態勢，具備跨領域能力，結合資

訊科技與專業領域的T型人才；擁有獨立思考及創

新的能力；具備國際觀，以及足以和外籍人士溝通

協調的能力；以及能夠接受必要的專業訓練，包括

電腦操作能力、專業訓練及商業知識等基礎條件，

並避免因技術變化而被淘汰者才是真正受產業歡迎

的人才。

我國大專程度以上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

26.2%，人力素質佳，往後宜掌握人才優勢，繼續

加強培養創新及再學習能力，鼓勵創新研發與應

用，將知識轉化為市場價值，以提高生產力；同時

加強高科技人力之培訓與引進，使人力配置合於國

家經濟成長需求，以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當然，

人與環境是息息相關的，有優質的環境，才能吸引

和留住人才，才能培養具高科技高思維的人力，而

高素質人力將是國家未來永續發展的基礎。

▲有優質的環境，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培養具高科技高思維的人力，而高素質人力將
是國家未來永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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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財經企管大師柯林斯（Jim Collins）的著

作「從A到A+」裡提出問題：「一家還不

錯的公司，有沒有可能蛻變為卓越企業？為什麼有

的公司做得到，而有的公司做不到？」引發企業界

討論的熱潮與深思，並檢視自身企業是否擁有具備

卓越公司的特質。

贏在下一局台灣企業的明天

過去數十年來，台灣企業善用本地勞工，以

OEM的方法來經營，造就蓬勃的代工產業，更因

出口代工產品，創造了台灣的

「經濟奇蹟」。但是隨著台灣經營

環境的變遷、及國際經濟環境的

迅速變化，不論是傳統產業的勞

力密集及科技產業的OEM模式，

都已經不適合台灣企業的經營方

式，原本已經十分「優秀」的台

灣企業，更應積極思考「卓越」

之道，並跨入國際市場，進而奠

定「長青」之基。

台灣企業早已體認及積極運作「全球分工布

局」、「提高附加價值」及「創造全球性品牌」等

企業對外的發展策略，但在運籌帷幄積極對外開闢

江山的同時，不要忘記，「戰鬥力」來自於體質的

健全，今日唯有打造出色的企業經營體質，明日才

能有條件成為卓越企業。

沒有執行力，哪來競爭力？

許多公司的失敗最大的原因常歸於執行力不

佳，策略、願景一籮筐，卻是光說不練。執行力的

關鍵在於透過組織影響人的行為，

組織要有執行的文化，讓執行力融

於企業文化中。

在「執行力」一書（包熙迪、

夏藍合著）提到，要了解執行的意

義，有三項關鍵的要點：執行是一

種紀律、是策略不可分割的一環、

執行是企業領導人首要的工作、執

行必須成為組織文化的核心成分。

正如柯林斯所說，強調紀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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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到A+
從「優秀」到「卓越」
的企業經營之道
二十一世紀，台灣企業面對全球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及

新興市場的快速崛起，企業已然進入嶄新的時代。

在嚴苛的經營環境中，「優秀」已不足以生存，

唯有追求「卓越」，才能出眾，企業也才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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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ew economic era
新 經 濟 時 代

文化不能與強人作風執行紀律混為一談，兩者觀念

南轅北轍。一方面，強調紀律的文化要求員工遵守

一致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允許員工享有充分的自

由，並承擔責任。

企業要從優秀進步到卓越，領導者不僅要具備

專業知識，更要兼具強而有力的執行力，以堅強意

志與決心推動企業的策略，該做的事，絕不推託，

透過不屈不撓的毅力，盡一切的努力，推動公司邁

向卓越；而落實「績效管理」，正是顯現企業內各

領導者的「魄力」、「公正」、「無私」、「是非分

明」、「獎懲得當」的執行力。而最重要的，就是

將公司的獎勵制度與執行力連結起來，若是領導階

層礙於人情，部屬有錯，怕得罪部屬不敢糾正，或

是獎賞都是靠老闆好惡，久而久之，員工只知巴結

上司，就不會重視績效。

創造企業的核心價值

柯林斯在另一本他的著作「基業長青」書中提

到，優異卓越的企業能永續經營成為高瞻遠矚的企

業典範有幾項共同特質，其中一項就是擁有清楚的

核心價值觀和目的，以作為決策

的依歸。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副秘書長

陳錦滄在其著作「三創法則」中

提到，企業要成為價值的提供

者，必須確立核心價值。企業必

須思考它要提供什麼價值給客

戶，並以「產品」及「服務」，

將企業價值傳遞給客戶，客戶接

受這樣的價值，並且付錢。

企業有了核心技術只是拉高

競爭門檻，但是確立核心價值，

才能創造出營收與利潤。很多公

司都是以技術創新起家，但是卻不能產生營收，技

術必須變成產品和服務，才能創造營收。例如7-

11，它的核心價值是「便利」，有了便利，它就可

以開發很多產品，讓消費者接受並消費，進而創造

7-11的營收獲利。

只懂得「一件大事」，但卻能一以貫之

柯林斯與陳錦滄分別提到亞培藥廠為例：多年

來一直以製藥為主業的亞培，在1967年前只是個

以製藥為主的小藥廠，在經營領導者的帶領下，開

始探討亞培在哪方面最拿手，並因此產生出關鍵的

想法，發掘出亞培在最具成本效益的保健領域的競

爭優勢，亞培研發出許多醫院營養品，希望幫助病

人在手術後迅速恢復元氣，也開發出各種診斷工

具，並以亞培在此領域研發及生產成本的優勢，讓

亞培在這兩個領域都成為排名第一的公司。

亞培就是以醫院的營養品為企業核心價值，並

以醫生及病人為產品及服務的通路，不僅為公司創

造營收，也成為醫療保健產品的頂尖公司。

惠普科技是另一個絕佳的例子，其創辦人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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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要從優秀進步到卓越，領導者不僅要具備專業知識，更要兼具強而有力的執行　
力，以堅強意志與決心推動企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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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最驕傲的，是惠普這家公司的價值觀、做法和成

功，對全球企業的管理方式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大

家所熟知的「惠普風範」，包括技術上的貢獻、尊

重個人、善盡對社區的責任及公司的根本目標不在

於追求利潤，這是惠普的核心價值觀，這些原則今

天也都成為企業界的標準。

「卓越的企業往往是能固守核心價值」，從優秀

到卓越的公司比較像刺蝟，單純、憨厚，只懂得

「一件大事」，但卻能一以貫之，「絕對不需要在卓

越的產業中」，才能達到卓越的營運績效。無論產

業景況是多麼糟糕，每家「從優秀到卓越」的公司

仍有辦法創造卓越的績效。

台灣資訊流通業龍頭「聯強國際」，就曾有這

樣刻骨銘心的經驗，在十多年前，大家正在高唱

「自有品牌」之際，卻體認到個人電腦的利潤愈來

愈微薄，維持全球的自有品牌的困難，因此決定毅

然放棄「MITAC」自有品牌，並投入物流，今

天，聯強國際打造全球獨一無二的運籌模式，正是

確立本身的核心價值「結合通路、物流及維修三大

功能」並一以貫之。正如集團董事長苗豐強所言

「聯強國際今天有幸在物流業名列前茅，其實沒有

很複雜的策略，很多時候靠的是單純的堅持，慢慢

累積價值。」

尋找合適人才並善用科技

「人」的問題重於一切，「合適的人」是企業

最重要的資產，優先於包括願景、策略、組織結構

及技巧等。柯林斯認為「先找對的人」，一個卓越

的組織，人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要先找對的人，

擺在對的位子，做對的事。

企業成長的瓶頸來自於人才，卓越的企業讓最

優秀的人才掌握公司最大的契機，而不是請他們去

解決公司最嚴重的問題。能成功從優秀到卓越的企

業，往往不是先設定了遠大的願景。而是先確立完

美的人事組合，合適的人上車，不合適的人下車，

接下來才是決定這台車要開往何處。

新經濟時代的特質強調人才、知識和創新，企

業經營首重人才，要由一群知識工作者運用智慧，

創造新世紀；亦須思考未來優勢要如何累積，知識

管理可使組織中有價值的知識永久保存、傳遞、再

創造；沒有創新就是滅亡，創新就是差異化，運用

差異化才能做好市場區隔，站穩利基並健康發展。

發展成卓越企業的同時，未來更要思考

如何長青

網路的興起、知識工作的增加、貿易全球化、

新的管理課題形成新經濟時代的來臨。新經濟迅速

徹底地改變競爭規則，影響並擴及所有行業，電子

商務、通路、網際網路的發展，正帶領我們進入新

經濟的時代。

柯林斯指出，要成為卓越企業，現有規模和成

績並不見得是成功保證，甚至還可能是阻礙。中小

企業，只要有心，都已有了進入卓越企業之列的入

場券。但是一家從優秀到卓越的企業的轉折並不是

一夜成真的美夢。

經營觸角廣泛的統一集團，將自己定位為「行

銷上的服務公司」，並強調與年輕人結合，及「企

業心靈」，集團總裁林蒼生認為企業經營者動機是

否正確、是否會對社會造成影響最為重要，他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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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爾瑪（Wal-Mart）百貨創辦人華頓（Sam

Walton）曾說過：「很多人以為我們的成功是轉

眼而成，但其實我們跟大部份成功的故事一樣，是

經過了20年的努力。」發展卓越的企業，未來更

要思考如何長青。



F

「 Made in Taiwan」的美好記憶
瑞健選擇台灣作為創業起點

瑞健集團為世界級的專業醫療器材製造商，

創辦人孫羅傑因為來到台灣，而踏出了創業腳步，

更把生產基地設在台灣。

而台灣員工任職的勤奮、忠誠和穩定度，

至今仍不斷被孫羅傑當作「台灣遠優於大陸」的活教材。

因為台灣，孫羅傑有了打拚的契機

oreign investor
外 資 來 富

在
愛台灣的許多理由中，孫羅傑（Roger

Samuelsson）最是感念：台灣讓他把握到

「成家立業」的良機。1986年在瑞典成立瑞健集團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時，孫羅傑當下

就把生產基地設在台灣，「我在這裡累積起經驗和

人脈，知道選擇台灣發展事業的理由」。

跟著台灣經濟發展一起成長

瑞健集團為世界級的專業醫療器材製造商，創

辦人孫羅傑因為來到台灣，而踏出了創業腳步。至

今20年間，成就了涵蓋SHL Medical、SHL

Technologies和SHL Pertinax 3家公司的集團企

業，據點遍佈美、歐、澳洲，服務全球前五大藥廠

等主要客戶。

孫羅傑因為年輕時，在國際上看到許多產品都

印著「 Made in Taiwan」，引起造訪寶島的興

趣，決定親自一探究竟。「17年前剛想在台北創

業時，這裡一切都才剛要開始發展」，這位當年的

瑞典年輕人，憑著血液裡的北海英雄勇氣，也不怕

中文沒會上幾句，就像在地人一樣到處閒逛，想要

了解開發市場的任何可能。

他對當時的一件事，至今印象猶新。為了布置

草創的小辦公室，需要一些電話連接線，朋友介紹

他到台北橋下舊貨市場找找看。「當時我翻到一小

批貨，對方卻開價新台幣將近5,000元，那比現在

貴上50倍，」孫羅傑直感嘆當時那位小販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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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羅傑因為年輕時，在國際上看到許多產品都印著「 Made
in Taiwan」，引起造訪寶島的興趣，決定親自一探究竟。



徑，簡直是搶劫。比較起來，現在台灣什麼都有、

也什麼都便宜。

所幸，「 Made in Taiwan」的美好記憶，沒

有讓孫羅傑失望。他親眼看到台灣產業界打拚的奮

勁，任何新產品的製造、舊機器的維修，都難不倒

台灣師傅，一件件打印著MIT的標記，從本地市場

銷到國際上。他樂的與在地企業人士結為好友，也

常就地選擇台灣製品，最後，連終身伴侶也選擇了

「Made in Taiwan」－－娶了台灣美嬌娘為妻，陪

伴這一生的台灣奮鬥歷程。

一流醫療器材憑藉創新研發

由於瑞典是自己的真正家鄉，那裡有孫羅傑的

死黨好友，因此他把瑞健集團的總部設在瑞典，就

近透過人脈網絡，組織起醫療設備所需之尖端科技

的資源，產品設計、技術研發等前瞻作業交由瑞典

團隊，「那需要另一種的環境養成，瑞典得天獨厚

可以提供，」孫羅傑說，唯有長期浸淫在自由開

放、且國際化的社會下，才容易培養出國際一流產

品設計的研發人才，在這一點上，瑞典的優勢遠超

過其他國家。

由於瑞健專長的藥品自動安全注射器，整支成

品共有14個零配件，每個配件都是由瑞健自行生

產，該公司目前已推出的針筒共有10款，專利數

目20件，產品可分為重複使用型及一次可拋棄

式，後者目前正由瑞典方面全力研發多款產品，預

計將是未來醫療設備的主流。

「但若是談到製造，就只有台灣才稱得上國際

級的表現，」孫羅傑分析，尤其是科技產品，台灣

不僅零件供應鏈完善，大量生產下仍能品質控管得

宜、成本有效掌握，多方面結合產生的綜效，讓他

「經實驗證明」決定在台擴大生產線。

2004年9月，瑞健集團「桃園一廠」落成啟

用，全廠面積達6千坪，專門生產國際大藥廠指定

的各式安全針筒，這是繼瑞健南崁5座廠房之後的

第6座廠房，為全年達到新台幣40億元的營業額，

再注入新生力。

孫羅傑指出，由於現代人的慢性疾病逐年提

高，相對地醫療用品的需求也逐步增多，此一趨勢

促成瑞健集團的業績，維持每年50％的高成長

率，「即使第6廠房現在加入，必定很快就又不敷

使用」，他說，依照公司的中長期規劃，明年將會

繼續在原廠地擴充生產線，才得以應付已經排到

2009年的長期訂單。

走進嶄新的桃園一廠，訪客必須換上消毒鞋才

能進入一般廠房區。接待的公關經理溫雲貴說，醫

療器材最是要求無塵殺菌，需要完全在無塵室裡進

行，由自動化的德國機器手臂生產，「醫療器材要

求的無塵精密度，足以媲美晶圓封裝」。

台灣製造人才一級棒

也由於瑞健嚴格控制產品品質，孫羅傑說，大

藥廠客戶寧可不殺價，也想要把訂單交給瑞健集

團，「我們擁有這樣的優勢，初期是因為採用德國

進口的精密專業機器」；一旦公司方面累積愈來愈

多的經驗，他希望未來能藉由台灣的精密機械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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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瑞健集團「桃園一廠」落成啟用，全廠面積達6
千坪，專門生產國際大藥廠指定的各式安全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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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由本地老師傅帶著職校小徒弟，一步步扎實地

研發，自行建構起瑞健專屬的生產機器。這部分也

是3家公司之一的SHL Technologies目前扮演的

角色。

目前，瑞健正引進瑞士的開模機械，經由政府

職訓中心、大專院校的精密射出成型研究實驗室

等，多項單位的跨領域合作，招募合格的本地學員

進行訓練。

希望未來一年

內，能將這些學員

送到瑞士原廠接受

更 嚴 格 的 教 育 訓

練，以期由研發、

開模、製造、組裝

全程的嚴格要求，

確保生產專業醫療

器 材 的 世 界 級 水

準，「這些規劃，

都是因為我們的生

產線在台灣，才有機會善用台灣的一流製造能

力。」孫羅傑肯定的說。

除了製造線的技術人才，一般的本地行政人

員，也同樣深得孫羅傑的信任，「我們的客戶都是

國際大廠，不容許處理往來事業的秘書們出任何差

錯」。台灣員工任職的勤奮、忠誠和穩定度，至今

不斷被孫羅傑當作「台灣遠優於大陸」的活教材。

期許有助加持的官方協助

為了迎接快速膨脹的未來市場，孫羅傑看上桃

園的另一塊土地，準備興建比目前桃園廠規模大5

倍以上的廠房，才得以支應湧入瑞健的訂單。然

而，這一次，對於台灣的投資環境，他也提出一些

問題亟待解決：

（一） 為什麼適合的廠房用地如此難找？桃園一廠

的找地夢魘，似乎又要重現了。

孫羅傑回憶起往事，為了解決南崁廠用地的不

足，他到處請託台灣朋友協尋，經過年餘時間，經

人介紹目前的廠房，「我一到現場就近了解，不到

5分鐘就下決定要它了。」孫羅傑說，他當時實在

擔心有潛在的競爭對手，跳出來攪局，「先搶下來

再說」。

（二） 為什麼外商在台

投資設廠，要花上一大

筆錢購買土地？

瑞健集團之桃園二

廠，規劃中的廠房面積

及生產線設備，勢必需

要一大塊用地才能容

納，他在找尋適合用地

的過程，看上某一大塊

土地，「可是我們卻必

須付出10億元購地，

才能著手開發、建廠。」孫羅傑算了算，購地費用

加上進口機器費用，下次的投資成本將高達約50

億元。

（三） 為什麼工廠建物的四周，若不是緊鄰他人廠

房，就是和住宅區搶地？

瑞健的六座廠房多是因為就地擴建無望，才一

再另覓他方、重起爐灶。而令孫羅傑尷尬不已的

是，自己偏愛的桃園一廠，實際上隔壁就是大賣

場，廠房後面的社區居民還會借道工廠，步行到賣

場購物。

孫羅傑認為，台灣的官方主管機構極其願意幫

助外商在台投資，對於上述諸多問題，桃園縣政

府、桃園縣工業投資促進會以及經濟部等單位，均

願配合配合協助克服，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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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健集團為世界級的專業醫療器材製造商，來到台灣至今20年間，成
就涵蓋了SHL Medical、SHL Technologies和SHL Pertinax3家公司的集
團企業。



Taiwan gave Roger Samuelsson the chance he was looking for

Among the many reasons why Roger Samuelsson loves

Taiwan, the most poignant one is this: Taiwan gave

him the opportunity to set up his own business. When he

established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 in Denmark in

1986, Samuelsson set up his production base in Taiwan

because, he explains, "I had built up experience and person-

al relationships here, and that's why I chose Taiwan to

develop my business."

GGrroowwiinngg  TTooggeetthheerr  wwiitthh  tthhee  TTaaiiwwaann  EEccoonnoommyy
Samuelsson has developed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 into a world-class specialized manufacturer of medi-

cal equipment, and he was able to take his first step toward

that goal because he came to Taiwan. Today, nearly 20

years after its inception, the group includes SHL Medical,

SHL Technologies, and SHL Pertinax; and, with business

locations throughout America, Europe, and Australia, it

counts the world's top fiv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mong its customers.

When Samuelsson was a young man, he saw a lot of

products around the world bearing the "Made in Taiwan"

label, and that aroused his interest in visiting the island to

find out the reason for this. "When I first thought about set-

ting up my business in Taiwan 17 years ago," he recalls,

"everything here was just starting to develop." With the

Viking spirit that coursed through his veins, and undis-

turbed by his inability to speak Chinese, he traveled all

around like a local to seek out any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market.

One incident from that time remains fresh in his mind.

To equip his first little office, he needed a number of tele-

phone connecting lines. A friend introduced him to the

used-goods market under Taipei Bridge and, he comments,

"I rummaged through a small batch of products, and the

seller quoted a price of almost NT$5,000-that was 50 times

more expensive that it is now." Samuelsson castigates the

behavior of that small vendor as highway robbery. In com-

parison with those days, he notes, you can get anything in

Taiwan now-and everything is cheap. 

Fortunately, his happy memories of the "Made in

Taiwan" label kept Samuelsson from becoming discour-

aged. With his own eyes he observed the dedication with

which Taiwan's industrialists pursued their business, how

the island's technicians were never stumped by the m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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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aappppyy  MMeemmoorriieess  ooff  ""MMIITT""
PPrroommpptt  SSccaannddiinnaavviiaann  HHeeaalltthh
GGrroouupp  ttoo  LLooccaattee  iinn  TTaaiiwwaann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 is a world-class manufacturer of medical equipment.

Its founder, Roger Samuelsson, took his first step as an entrepreneur because of a

trip to Taiwan,and set up his production base on the island. The industriousness, loy-

alty, and stability of Taiwanese workers remain today a constant reminder of why

Samuelsson considers that "Taiwan is far superior to the mainland."

By Chen Bi-fen    TRANSLATED  BY Earl We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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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uring of any new product or the repair of any old

machine, and how an endless succession of products

stamped "MIT" moved out from the domestic marke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He was happy to make friends with

local business people, and frequently chose Taiwan prod-

ucts for his own operation. Finally, he even chose an "MIT"

product as his life's mate, and took a Taiwanese maiden to

be his wife and accompany him in his Taiwan struggles.

FFiirrsstt--rraattee  MMeeddiiccaall  EEqquuiippmmeenntt  RReeqquuiirreess
IInnnnoovvaattiivvee  RR&&DD

Since Sweden is his real home, and the place where his

best friends live, Samuelsson established his headquarters

company there and used his network of personal relation-

ships to organize the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needed for medical equipment. He turned product design,

R&D work, and other operations over to his Swedish team

because, he explains, "That requires a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to accomplish, and Sweden has what it needs

to provide that environment." He says that first-rate interna-

tional-class R&D personnel for product design can be nur-

tured only in an internationalized society that has been

immersed in openness for a long time. In this respect, he

insists, Sweden still surpasses other countries.

The drug delivery device in which SHL specializes has

14 parts, and the company produces all of the parts itself. It

currently offers 10 kinds of drug delivery devices, which

are protected by 20 different patents. The devices come in

two main categories, reusable and disposable. The Swedish

team is now working hard on the development of numerous

new types of disposable syringes, which are expected to

become mainstream products in the future.

"When we talk about manufacturing," the businessman

stresses, "we can say that Taiwan alone has international-

class performance." He notes that especially for technology

products, Taiwan not only has complete supply chains but,

in mass production, also offers the standards in terms of

quality control, effective control of costs, and combination

of other factors needed to produce an overall effect giving

the assurance he needed to decide to expand his production

on the island.

In September 2004 group completed its Taoyuan First

Factory and put it into operation. The 216,000-square-foot

facility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all kinds of safety syringes

ordered by major pharmaceutical brands. It is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s sixth factory in Taiwan-the

other five are in nearby Nankan-and gives a major boost

toward achievement of the target of NT$1 billion in rev-

enues per year.

Samuelsson points out that with chronic illness among

modern man increasing every year, and with the corre-

sponding steady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medical care

products, his company is able to maintain an annual busi-

ness growth of 50%. "Even with our sixth plant in opera-

tion," he says, "it will inevitably be too little to meet the

need before long." The group's medium- to long-term plan-

ning calls for the addition of more production lines in exist-

ing factories in 2005 to fill long-term orders that already

extend to 2009.

When a visitor enters the spanking new Taoyuan First

Factory, a visitor must change to disinfectant shoes. The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explains that medical equipmen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demands a dust- and germ-free

environment. The process is done by German-made robotic

arms.

TTaaiiwwaann''ss  FFiirrsstt--RRaattee  MMaannuuffaaccttuurriinngg  MMaannppoowweerr  
Thanks to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s strict con-

trol of product quality, Samuelsson claims, big pharmaceu-

tical customers are willing to give their orders to him with-

out trying to slash prices. "We had this advantage from the

first because we used specialized precision equipment from

Germany." He explains. With the experience that the com-

pany has built up, he hopes to make use of Taiwan's skill i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have senior masters lead vocation-

al school students to carry out practical R&D a step at a

time to develop production equipment exclusively for the

group. One of the three members of the group, S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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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this effort.

The group has brought in mold-making machines from

Switzerland and is recruiting qualified local students for

training through cross-field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

ment training centers, the precision extrusion-forming

research laborato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company hopes, within one year, to be

able to send these students to the original manufacturer in

Switzerland for even more stringent training with the aim of

meeting the strict demands of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R&D

and mold-making to manufacturing and assembly, and thus

assure world-class standards in 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

ized medical equipment. "It is only because our production

lines are in Taiwan that we have a chance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aiwan's first-rat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Samuelsson stresses.

Besides the technical personnel on production lines,

Samuelsson also has deep faith in Taiwan's ordinary admin-

istrative people. "Our customers are all larg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he says, "so we can't allow the secretaries who

handle our dealings with them to make any kind of mis-

take." The industriousness, loyalty, and stability of

Taiwanese employees are the reasons why Samuelsson

always feels that "Taiwan is far superior to the mainland."

AAppppeeaall  ffoorr  GGoovveerrnnmmeenntt  AAssssiissttaannccee
To meet the rapidly expanding market of the future,

and the influx of orders to his company, Samuelsson has his

eyes on another plot of land in Taoyuan where he wants to

build a plant that is five times larger than the new facility

there.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he points out a number of

problems in Taiwan'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at need

urgent action:

1. Why is suitable factory land so difficult to find? It

seems that the nightmare of finding land for the Taoyuan

First Factory is about to be replayed. He recalls that when

he needed more land for the Nankan plants, he went around

asking Taiwanese friends for help, and after more than a

year someone finally introduced land for the present plants.

"As soon as I got to the site," he explains, "in less than five

minutes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it." At the time he was

afraid of potential rivals for the land, so he determined "to

grab it first and then see."

2. Why must foreign investors spend a pile of money

to buy land when they want to built a factory in Taiwan?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s Taoyuan First Factory

needed a large plot of land to accommodate its plant and

production lines. When Samuelsson was looking for suit-

able land and found a plot he liked, he says, "We had to

spend NT$1 billion to buy the land before we could start

developing and building a plant on it." He calculates that

for his next project, the cost of the land plus that of the

imported equipment will soar to about NT$5 billion. He

feels helpless in the face of this fact.

3. Why is it that a factory building is right up against

other factories, or fights with a residential area for land?

There is little opportunity for expansion at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s six factories, so the group has to look for

land elsewhere for a new establishment. What makes

Samuelsson especially uncomfortable is that at the Taoyuan

First Factory, which he so favors, residents of the communi-

ty at the back of the factory walk through his plant land to

get to the shops that are located beside it.

Samuelsson feels that while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re anxious to help foreign companies invest in Taiwan,

they have no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Fortunately,

the Scandinavian Health Group has already matured and

grown strong; and if the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help, its

founder says, it will have to find ways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by itself. He is concerned, however, that quite a

number of foreign entrepreneurs who are attracted by

Taiwan'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all by the wayside on the

road to their entrepreneurial dream because their own capa-

bi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they cannot gain any direct assis-

t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every person who strug-

gles for his livelihood on this island," Samuelsson says,

"this is a great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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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惠氏
逆向操作，深耕本土

從1960年到2004年，從「台灣氰胺」到更名為「台灣惠氏」，

40多年來，惠氏的產品深入國人保健各個領域，與台灣一同成長，

同時不斷調整發展方向，持續創新，以具體行動在台灣扎根。

根留台灣，創造利潤

oreign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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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或許對「惠氏藥廠」不甚熟悉，不過，若提

起善存、克補、孕婦專用的新寶納多，絕對

令人耳熟能詳。上述你所熟知的產品，都是台灣惠

氏出產的知名品牌。

發展台灣為惠氏全球四大區域運籌管理

中心

2000年前後一連串跨國藥廠合併案，藥廠更

名速度快得令人來不及update。在這波跨國藥廠合

併風潮下，為調整全球布局，外資藥廠陸續撤廠、

「前進大陸」，但台灣惠氏股份有

限公司卻勇於挑戰。斥資台幣二

十億，於1996年完工並開始量

產的新竹工廠，進一步於2001

年擴充生產及e化設備，不但將

生產線留在台灣，更以自行研發

的製程技術，成功爭取成為美國

惠氏藥廠全球四大區域運籌管理

中心之一的「亞太運籌中心」。

2002年，台灣惠氏的營業

額約32億台幣，在國內西藥銷

售排名並非特別突出（現在排名

第九名），卻能爭取美國惠氏總

公司的首肯，發展台灣為惠氏全球四大區域運籌管

理中心，外銷亞太地區及拉丁美洲14個國家，尤

其在近年來外資藥廠一一外移的風潮下，格外引人

注意。

根留台灣，新竹設立亞太運籌管理中心

惠氏位於新竹的亞太運籌管理中心以藥品生產

為主。台灣惠氏總裁谷秀衡博士表示，惠氏藥廠增

資、擴大產能後，除了負責自家產品的生產及分

裝，還為其他知名藥廠代工。由於採用最先進的生

32 國際投資季刊 第二十二期．2005

▲惠氏藥廠總裁谷秀衡博士。（圖片 台灣惠氏）



產管理、生產設備，及電腦整合製造，通過ISO

9001及cGMP認證，並將持續投資擴充生產及電

腦設備。

第一階段透過提升凍晶注射劑製程，將產值比

重達20%的凍晶注射劑產能擴充一倍，生產成本降

低10%，負責供應亞太地區八個國家。第二階段則

計畫在2005年前，導入藥品分裝及運輸系統，取

代過去亞洲完全仰賴其他區域生產基地廠供應成品

的型態。第三階段可望取得惠氏日本廠的部分代工

訂單，生產錠劑等產品。因此，總裁谷秀衡博士強

調，惠氏「根留台灣」的策略，不但能為台灣惠氏

創造利潤，還能外銷藥品，為台灣創造外匯。

規畫長期經營發展，朝全方位研發藥廠

邁進

在西進大陸的旋風下，有人形容惠氏是逆勢操

作。事實上，由於台灣惠氏領導階層穩定，有助於

規畫長期經營發展，曾連續四年獲頒美國總公司最

高榮譽的「總裁獎」，並協助鄰近國家進行規畫、

訓練，證明前瞻性的策略發展，使台灣惠氏的經營

績效備受肯定。

惠氏在西藥及營養品等領域居全球領導地位，

行銷網遍布全球120個國家及地區，全球員工達四

萬四千名，年營業額超過美

金160億，產品包括處方及

非處方用藥、營養品、疫

苗、生化及動物保健用品

等。為世界第九大製藥公

司、第三大生物科技公司，

也是全球第三大疫苗研發公

司，研發部門員工多達六千

人，2003年研發預算為21

億美元，占總營業額17％。

目前，惠氏藥廠正積極成為小分子物質、大分子蛋

白質及疫苗三方面並重的全方位研發藥廠。

致力於研發、生產，積極爭取在台展開

新藥臨床試驗

美國惠氏藥廠在台灣共有三個子公司，員工近

600人；而台灣惠氏共計有四個事業處：西藥、營

養品、消費保健、動物用產品。

40年來，台灣惠氏深耕本土，產品種類繁

多，並均為領導品牌。例如綜合維他命善存、克

補、嬰幼兒配方奶粉及女性專用營養品等，滿足從

零歲到銀髮族全年齡層的保健需求；而在西藥部分

近年來更專注藥品研發，以其領先全球的研發實

力，自2000年到2003年，每年皆榮獲國家生技醫

療品質獎肯定，包括荷爾蒙製劑、基因工程第九凝

血因子、第一個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基因工程生

物製劑——恩博（Enbrel）、第一個適用於2歲以下

幼兒的肺炎球菌七價接合型疫苗Prevenar。

除了致力於研發、生產，總裁谷秀衡博士強

調，台灣惠氏也積極爭取在台灣展開多項新藥臨床

試驗。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生物技術醫藥產業的研

發與產業升級，如行政院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

推動方案」及「發展台灣成為亞太製造中心－生物

技術與製藥工業推動計畫」，

發展台灣成為亞太華人臨床試

驗中心，進而成為亞太生物技

術製藥科技島，是台灣衛生政

策目標。

根據衛生署藥政處統計資

料顯示，國內臨床試驗計畫自

1993年以後呈現巨幅成長，

同時開始參與研發新藥的全球

同步試驗（global 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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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更年期關懷月活動，第一夫人吳淑珍女士及台北
市長馬英九共同出席。（圖片 台灣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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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rial）。隨著亞洲經濟成

長，亞洲國家的市場重要性逐漸

被大型跨國藥廠看好。因此新藥

研發過程中，亞洲人種臨床試驗

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

大中華區整合上，台灣具

舉足輕重地位

總裁谷秀衡博士表示，台灣

的投資環境和亞洲各國比較並不突出，且健保制度

對市場衝擊也很大，但惠氏仍願意透過與台灣的醫

界及政府相關的合作，尋求更多早期臨床試驗及基

礎研發的合作機會，積極打造台灣惠氏的競爭力。

谷秀衡博士也指出，惠氏以台灣為亞太運籌中

心，在惠氏藥廠整個大中華區的整合上，台灣具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惠氏在台灣進行的早期臨床

試驗有13件，日後惠氏總公司每個新產品的早期

臨床試驗，都有機會在台灣進行。因此隨時審慎評

估國內的整體環境及合作可行性，目前是以早期臨

床試驗作為第一步，與國內外多家教學醫院團隊均

有合作。例如於2004年4月展開的抗憂鬱症用藥第

三期臨床試驗，全球受試者總計500位，台灣就占

了50位，如果臨床進展順利，將可能再增加受試

人數。

為台灣人民健康加油

除了追求品質，惠氏更重視健康訊息的傳遞，

並特別關注女性保健議題，自1999年起，台灣惠

氏連續五年舉辦「更年期關懷月活動」，包括全省

大型宣導活動、健康講座，更年期關懷網站及文宣

海報等，提供最新的更年期相關資訊。

此外，對憂鬱症及心理健康防治、關懷血友病

及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病友團體、嬰幼兒侵入性感染

疾病衛教宣導、捐贈嬰兒奶粉關懷納莉風災、七二

水災受災戶以及多家公益基金會等，均顯示出惠氏

對國人疾病防治及治療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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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惠氏發展年表
1960 美國氰胺公司與台灣糖業公司合作，國內第一家中外

合資製造業公司「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工廠設於新竹巿。

1961 生產西藥（金黴素、鉑黴素等）及輔助飼料。

1962 國內首批西藥產品獲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

品質認可。

1969 美國惠氏藥廠在台成立分支機構。

1982 成立生物科技實驗室，配合國家科技生根政策。

1983 台灣氰胺公司為通過GMP審查合格的首批七家優良

廠商之一。

1984 金黴素大量外銷日本第一大藥廠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

社。

1985 興建GMP針劑大樓，提升產品品質及產能。

1986 美國惠氏藥廠（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正式

成立。

1987 斥資台幣二十億於新竹縣興建新廠，於1995年完工

遷入，開始量產。

1988 美國家庭用品公司購併美國氰胺公司，在台機構擴增

為美商惠氏藥廠（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及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1989 成立消費保健事業處。

1990 購併Solvay S.A.公司的動物用產品部門，成立富道

動物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1 擴充生產及e化設備，成為美國惠氏藥廠全球運籌中

心之一的「亞太運籌中心」

2002 美國家庭用品公司正式更名為惠氏公司（Wyeth），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亦更名為台灣惠氏股份有限公

司。

註：因應美國總公司全球同步更名為惠氏（Wyeth），在台灣發展

超過40年的台灣氰胺也於2002年正式改名為台灣惠氏。

▲外資藥廠一一外移，美國惠氏藥廠「亞太運籌中心」在台設立格外引人注意。（圖片
台灣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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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
矢志成為華人汽車市場
移動價值鏈領導者
裕隆汽車這家經營逾50年的老企業體，

於2003年正式一分為二－－裕隆公司（Yulon Original：YLO）、

裕隆日產（Yulon Nissan：YLN），

目的在於實踐成為「華人汽車市場移動價值鏈領導者」的新願景，

集團執行長嚴凱泰對此願景目標有周詳的考慮與深遠的布局。

左擁大陸，右抱菲律賓

aiwan's Investor
海 外 英 台

2
003年才剛自舊裕隆公司（Yulon Original：

YLO）分割脫離出來，訂在2004年12月底上

市的裕隆日產（Yulon Nissan：YLN）公司，最

近公布其2004年前第三季每股稅後盈餘高達8.7

元，全年有望賺進一個資本額高達30億元的實

力，如此優越的獲利能力表現，使其未上市先轟

動，在未來可望成為國內汽車類股的新股王，母公

司YLO也因「母以子貴」題材，跟著受惠。

以汽車業界最迷你的股本規模，成為傳

產類股中獲利之王

事實上，YLN自YLO企業母體脫離第一年，

即有如此不凡的營運績效表現，也是經過裕隆集團

執行長嚴凱泰與一班高階幕僚縝密佈局得來，把

YLO原先的汽車產品研發、銷售及海外投資等核

心利益來源，全數分割轉移到YLN身上，增加

YLN不凡的身價，並計畫往後在不擴充資本額情

況下，以汽車業界最迷你的股本規模，讓YLN每

年每股稅後盈餘都能達到10元以上，成為傳產類

股中獲利之王，吸引媒體的注目。

再從更長遠方向考量，裕隆依企業購併法與公

司法等相關規定，將YLO原先業務一切為二，也

有其更深遠的戰略佈局思考。裕隆原先打著與中國

大陸東風汽車合資成立風神汽車，揮軍大陸汽車市

場的如意算盤，不料半途卻殺出程咬金，一向供應

其造車技術來源的日本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卻跳

脫裕隆宣佈與東風汽車合組東風有限公司，使得裕

隆在大陸的中古車、保險、融資與通訊等連串汽車

週邊事業布局，有被打亂、邊緣化的危機。

成為兩岸汽車業的標竿企業，主導大中

華未來的行動生活

裕隆在端出「企業分割」這道大菜後，日本日

產原先在YLO的25％持股比率雖降至零，但相對

卻獲得YLN高達40％的持股，由於裕隆持有大陸

風神汽車40％的股權，等於讓日產間接取得大陸

風神汽車16％的股權，加上在東風有限經營架構

下，日本日產間接對風神汽車控有30％股權，合

計控股比率達46％，遠超過東風汽車的30％、裕

隆的24％，成為風神汽車最大的控股股東。



這樣的作法，表面上裕隆公司雖犧牲了16％

的風神汽車持股，但日本日產株式會社因YLN成

立增加了對風神汽車的持股，日本日產、東風與裕

隆等日、中、台三方的夥伴關係未來勢必會更緊

密，從而也可讓裕隆能緊步跟隨著東風汽車與日本

日產在大陸市場的快速擴張腳步，不致缺席。

尤其，日產從原先對YLO僅持股25％，轉為

對YLN持有40％股權，使得YLN成為其旗下海外

重要子公司，未來勢必會把Nissan Revival Plan-

180的成功發展經驗導入YLN，並提供YLN更優

惠的條件以取得關鍵零組件與授權技術專利，有助

於大幅提升YLN在兩岸汽車市場的戰力，且日產

應會更樂意導入更多新車款給裕隆，使裕隆的產品

線更完整。

裕隆日產總經理劉一震證實，基於全球分工想

法，雷諾日產已成立一家國際聯合採購公司，裕隆

日產將正式納入其國際採購體系（GIP）下一員，

未來將有助於大幅降低零件的取得成本，同時

YLN在兩岸汽車產業分工上，將扮演更吃重的角

色，未來YLN的研發中心，將持續投資擴大規

模，成為台灣、大陸與東協等地區國際分工的一

環。依據雷諾日產公司的計畫，未來三年內將有

28款新車要上市，台灣有機會引進其中數款，

YLN的研發中心正積極參與新車款的開發工作。

劉一震說，YLN的願景目標是成為兩岸汽車業的

標竿企業，並善用IT技術創造產品差異化，及結合

裕隆、日產資源，主導大中華未來的行動生活。

著手推動「二八八計畫」，維持每股盈

餘10元的獲利水準

目前YLN已著手推動在2007年實現「二八八

計畫」，其中後二個「八」代表著每年營業利益率

達8％，每年銷售8萬台，若以YLN年營收達500

億元估算，營業利益率8％，營業利益即有40億

元，由於裕隆日產不太需要再做太多的投資，再增

資可能性不高，因此，每年至少都可以維持每股盈

餘10元的獲利水準。

至於分割後的YLO，因日本日產持股已完全

退出，將轉型為專業汽車代工廠，除可繼續取得

YLN的訂單外，將爭取其他汽車廠的代工訂單，

如雷諾汽車因與日產同屬Renault汽車集團下，並

已由裕隆代理銷售，未來有可能下單給裕隆生產。

另外，YLO將致力開發其旗下龐大土地資

產，強化獲利能力，其中新店廠區將規劃為汽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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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隆公司小檔案
■創立時間：1953年

■股本：137億元（分割後）

■業務範圍：汽車專業代工－－Renault汽車事業

部；土地開發－－轉投資中華汽車與其他週邊水

平事業。

■海外合作：子公司裕隆日產持有－－1.大陸風神

汽車24%股權、2.大陸東裕汽車29.4%股權、3.

日產菲律賓75%股權。

■93年營收目標：96億元（前3Q達成82%）

■願景目標：華人市場汽車移動價值鏈領導者。

▲裕隆汽車於2003年正式一分為二，目的在於實踐成為「華人汽車
市場移動價值鏈領導者」的新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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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城與住商用地，預計2005年下半年會陸續完

工，屆時裕隆旗下轉投資事業將分別進駐新店汽車

生活城，未來可產生持續性現金收入；而三義廠

區，由於佔地廣達二百公頃，幅員廣闊加上中部氣

候宜人，長期將發展娛樂休閒事業。

菲律賓市場具特殊戰略意義，是未來進

入東協市場的入門票

事實上，日產、裕隆與東風三方經營權的整合

效益，從裕隆亞洲技術中心參與車身外型與內裝設

計開發的TEANA車款，第四季在兩岸同步上市

（大陸車款命名為風度）後均熱賣已隱約可看出。

風神汽車為解決產能不足問題，斥資十餘億元興建

的廣東花都新廠，已於2004年第二季啟用，預計

2006年底前，再導入3至4款轎車量產，將其年產

量推升至22萬輛規模，有助於裕隆在神州汽車市

場版圖的擴大。

為因應未來東南亞自由貿易協定機制的啟動，

裕隆早於1999年就展開布局，以新台幣10億元購

入日產菲律賓廠75％股權，作為進軍東協市場的

跳板。裕隆汽車副總韓正平指出，菲律賓市場規模

太小，只有台灣的五分之一，不容易獲利，但只要

損益平衡或小幅虧損，裕隆都還可以忍受，因為對

裕隆而言，它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是未來進入東

協市場的入門票。

韓正平說，日產菲律賓廠已導入裕隆亞洲設計

中心操刀的Sentra HV及Cerfiro等車款在當地生

產、銷售，未來還會繼續引進部分商用車款在當地

組裝，加上Verita及Q-RV等車款也以整車方式輸

入菲律賓市場，產品線日益完整。裕隆期望藉由新

車種導入、成車外銷與產能擴充等三管齊下，強化

日產在菲律賓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擴張其他東南

亞市場。

實踐成為「華人汽車市場移動價值鏈領

導者」新願景

裕隆汽車這家經營逾50年的老企業體，於

2003年正式一分為二，目的在於實踐成為「華人

汽車市場移動價值鏈領導者」的新願景，完全符合

目前全球汽車業正從原有製造功能轉型為製造服務

業的新潮流趨勢，可看出集團執行長嚴凱泰考慮的

周詳及布局之深遠。

而當外界還在用放大鏡檢視這項分割案的利弊

得失時，裕隆汽車卻以實際的行動來說明一切，前

三季營收合計達326億元，達成全年營收目標

396億元的82%，可望提早達成今年財測目

標。而天下雜誌在剛公布的「二○○四年標

竿企業聲望調查」中，裕隆汽車也以指標平

均7.46分，榮獲運輸工具業第一名，更肯定

了其企業體進行分割的正確抉擇。同時，裕

隆集團執行長嚴凱泰則因兼具良好的管理能

力、經營績效、領導魅力、前瞻性的策略思

考和創新能力，再度拿下國內「企業家最佩

服的企業家」選拔中前十大標竿企業家的殊

榮，成為當中最年輕的企業負責人。
▲裕隆期望藉由新車種導入、成車外銷與產能擴充等三管齊下，強化日產
在菲律賓市場的競爭力，進一步擴張其他東南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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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國際招商論壇，
延續全球外商投資新動能

2004年國際招商論壇於11月7日起一連4天在台盛大登場，

包括經濟部長何美玥、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IBM 亞太區總經理Frank Kern等，

總計有超過500家國內外廠商與產業菁英參與盛會。

深耕台灣、布局全球；投資台灣，投資未來

pecial Report
特 別 報 導

為
延續外商投資台灣之新動能，2004年的

招商論壇採取「精兵策略」，將研討主題

集中焦點，針對資訊服務業、生技醫藥業、半導體

設計業這三項重點產業，邀請國內外著名大廠領導

人與談，分享投資經驗與產業前景。除了專題演講

與分組座談的經驗交流分享，並安排在台投資外商

見證投資成果，還有實地參訪行程，並且讓外商可

與台灣業界進行一對一的客製化諮詢洽談。

招商政策成績斐然，宣揚優勢投資環境

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正方興未艾，台灣外

人直接投資成績同樣亮眼！根據經

濟部投審會統計，單是2004年1至

10月僑外商投資件數已達932件，

投資金額29億美元，較2003年同

期成長19.09%。從這些亮麗數字

看出，台灣之國際招商政策已呈現

出顯著效果。

經濟部長何美玥開幕致詞時表

示，台灣是全球第十五大經濟體，預估2004年進

出口貿易總額可達3,000億美元。從多項國際評比

顯示，台灣競爭力在全球排名表現亮麗。世界經濟

論壇（WEF）評比台灣今年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

4，技術指標也排名第2。經濟學人資訊中心（EIU）

評估台灣未來五年的經商環境是亞洲第3，評等則

由「良好」進步為「非常好」；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2004年世界競爭力報告」，全球59個先進國家，

台灣的競爭力名列第12位，在亞洲地區位居第3，

顯示台灣有非常好的商業投資環境。

把台灣的好分享出去，全球外商共同見

證在台投資成果

何美玥指出，台灣高科技產業垂直整合及水平

分工的群集體系完整，製造業製造能力強，能靈活

因應市場供需變化，快速把貨品交給客戶，使我國

成為全球供應鏈主要成員。今後台灣將優先推動知

識密集的服務產業，資訊服務、生技醫藥、半導體

設計都是發展重點。

這次論壇中的暖身活動，就邀請了多家已在台

投資的外商，共同見證在台灣優勢的投資成果。台

灣的好，在台投資者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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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際招商論壇重點集中在資訊服務
業、生技醫藥業、半導體設計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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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台灣未來發展當務之急

S

數位匯流時代來臨，
掌握本身定位，攜手創新台灣！

pecial Report
特 別 報 導

創
新」是未來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聯華

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與IBM 亞太區總

經理法蘭克．柯恩（Frank Kern）在發表專題演

講時表示，IT產業正面臨降低成本、提高速度的壓

力，企業要脫穎而出，首先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掌

握這波數位匯流時代的好機會，而「創新」是企業

目前最重要工作。

苗豐強：整合能力是台

灣最大競爭優勢

苗豐強指出，IT產業大環

境面臨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台

灣電子廠商的供應鏈也不斷演

變，一路由OEM到ODM，如

今更朝JDM（協同研發設計）

發展。他所經營企業從邁向國際化、展開全球佈局

起，就相當重視速度、價值、洞悉力（Velocity,

Value & Visibility），以建立3V核心競爭優勢。

全球產業發展出現三大重要「介面」，一是美

墨邊界，二是東歐與西歐交界處，三則是台灣與大

陸之間。大陸擁有龐大內需市場，台灣擁有製造優

勢，若能善用兩岸資源與優勢，將有助產業發展。

苗豐強分析，目前企業的經營模式可分為三大

類，一是投入品牌產品行銷，二是投入研發及製造

為主，第三是以通路及服務取勝。他建議不論企業

發展哪一種，最重要的是要先清楚自己公司的定

位，依自己的資源優勢來決定營運模式。

苗豐強對於IT產業未來充滿信心，「整合」能

力就是台灣最大的優勢！他肯定政府近年全力推動

「ABCDE」電子化計畫，這些計畫如同電子業的

「維他命」，讓台灣電子業在接單、溝通協調上大幅

縮短時程，而且整合上下游供應鏈的資訊，也將金

流、物流納入，讓產業的競爭力大幅提升。

柯恩：企業要脫穎而出，

關鍵就在創新！

柯 恩 認 為 在 隨 選 ﹙ O n -

demand）時代，企業與國家

面臨空前挑戰，跨國企業想要

提高營收，「關鍵就在創新！」

創新已成為企業發展重要關

鍵。在全球網路連結下，每一個時代的新產品愈來

愈快被接受，普及速度也愈來愈快。企業唯有在創

新上不斷投資，才能有效開拓市場。

創新對國家發展同樣不可或缺。台灣近年積極

轉型以科技研發為導向，科技產出的產業價值已超

過所有產業價值的50%以上，整體研發費用支出，

將由今年占GDP 2.3%的比重，提升為2006年的

3%。而政府對產業提供補助，也將吸引外商來台

投資，設立區域總部與研發中心。他建議不論企業

或國家，未來都要不斷創新、追求成長，才能帶動

向上提升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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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三大潛力
重點產業優勢

產業分組座談會

pecial Report
特 別 報 導

資訊服務組座談會由資策會執行長柯志昇主

持，以「資訊服務產業之創新與差異」為題。與會

來賓認為，台灣的資訊服務業市場規模雖比歐美各

國小，但10%的成長率卻遠高於全球平均值

2.8%，加上在華文市場具有語文與文化優勢，台

灣應以硬體製造的優勢，帶動軟體及資訊服務業的

發展，並結合國內外業者力量，建設台灣成為東亞

地區的資訊樞紐。

柯志昇認為我國資訊服務業者平均規模仍嫌不

足，還面臨市場競爭激烈、利潤微薄，以致投入研

發資源不足，缺乏創新性與高品質產品；加上專業

分工不足，因此未能形成健全之產業價值鏈分工體

系，在國際化與大型化趨勢下，他建議應鼓勵廠商

擴大規模，與國際大廠合作，以利競逐國際市場。

E D S 亞 太 區 業 務 副 總 裁 班 涅 特 （ A l a n

Bennett）指出，新的IT技術正是提高企業靈敏度

的關鍵。資訊服務業可協助業者運用IT技術，改變

商業流程，增加新客戶，並投入更多資金在創新

上。台灣要成為資訊的樞紐，就要有能力帶動改

變，以策略性手法，提供客戶更高價值。

IBM大中華區全球服務事業部總經理于雪莉

指出，透過資訊服務，能創造新產品的「差異

化」，並與市場的競爭者有所區隔。甲骨文亞太區

資深總監卡巴錫（Suresh Kalpathy）指出，為因

應中小企業e化所需，未來希望能提供低成本、高

穩定度又具彈性的套裝解決方案，像是「無線射頻

辨識系統」（RFID）等創新發展，甲骨文也將在台

灣尋找策略夥伴。

訊連科技總經理張華禎表示，台灣擁有素質佳

的軟體工程師，又擁有硬體製造的絕對優勢，軟體

業更應與國外業者結盟。台灣可成為設計或ODM

中心，一方面從歐美大型買家處取得訂單，另一方

面依需求設計好軟體架構後、發包大陸或印度等國

家進行生產。政府也應積極投入足夠資源，健全資

訊服務業發展環境，朝「高創新應用、高附加價值」

邁進，成為全球特定領域之主要供應者，並轉型成

為具外銷競爭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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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業》策略創新，創造價值；結盟外商，邁向國際化

生技醫藥業》全球策略聯盟模式，期成為亞洲臨床試驗中心

生技醫藥業是台灣重點推動發展的知識經濟型

產業，若能善用現有資源，與國外生技公司建立全

球策略聯盟，將有助台灣成為亞洲臨床試驗中心。

由工研院院長李鍾熙主持的生技醫藥組座談

會，以「台灣生技與製藥產業之機會與競爭優勢」

為主題。李鍾熙表示，台灣的生技和製藥工業發展

▲由資策會執行長柯志昇（右4）主持資訊服務組座談會。



優勢，在於具有深厚的工程與高科技製造背景、大

規模生命科學人才的支援、高品質的臨床和醫學研

究基礎，以及擁有政府強力支持。拜耳醫療照顧部

門副總裁卡爾森（Jan-Anders Karlsson）指出，

亞洲國家的生技和製藥產業要相輔相成，即整合基

因治療、幹細胞研究、基因定序的成果，才能完整

擴展相關產業。賽亞基因副總經理曾驥孟表示，基

因體學已成為新顯學，賽亞已與國外合作，提供基

因測試服務，善用科技及技術資源，將基因體學應

用 於 新 藥 開 發 領 域 。 諾 華 藥 廠 常 務 董 事 詹 瑟

（Alexandre F. Jetzer）認為，台灣近年在智慧財

產權保護與研究品質上確有進步，是值得國際合作

的好夥伴。Bridge製藥公司總裁瑞斯（Glenn

Rice）表示，台灣生技人力資源成本較美國低

20%至50%，政策有獎勵優惠，在委外服務上極

具開發利基。國際精鼎科技董事長劉致顯則提醒，

台灣市場太小，需要國際行銷人才推銷到全球其他

地區，業者可從短期新藥標的著手，有足夠的經驗

後，再來做原創研發。

國際投資季刊 第二十二期．200541

半導體IC設計組座談會由台灣半導體協會秘

書長陳文咸主持，以「台灣IC設計業者合作策略

共創成功」為題，去年台灣IC產業整體產值為新

台幣8,188億元，比前年成長25.4%，台灣有全球

第2大的IC設計業，和全球第1大的晶圓代工業，

未來將朝高附加價值之路邁進。

飛利浦半導體台灣區總經理呂學正認為，台灣

科技人才特有的責任感與靈活度等特性，不但堅持

要把事情做完，也能隨機應變，正是吸引外商來台

投資的優勢。英飛凌（Infineon）台灣區總經理黃

半導體設計業》加強知識管理，服務客戶創造商機

振潮表示，台灣IC設計業者過去總跟著外商規格

走，未來應對於制定規格更為積極。

其樂達科技董事長葉垂奇也認為，台灣由於遠

離美國和歐洲主要市場，以致部分應用的晶片市場

需求難以打開，同時缺乏標準制定能力，這是台灣

產業必須克服之處。鈺創科技董事長盧超群表示，

半導體產業聚落化成為趨勢，未來商戰將是聚落與

聚落之間。台灣科技產業有彈性、執行力強，半導

體產業供應鏈完整，其中IC設計公司將居於樞紐

地位，IC設計產業有彈性，可跟著產業需求快速

變遷，未來10年應用掛帥，IC設計業者要具備系

統設計能力，也要有能力發展單晶片系統。

創意電子副董事長石克強指出，IC設計服務

代工產業在0.13微米和90奈米製程時代尤其重

要，半導體進入奈米製程後複雜度日增，奈米製程

成本頗高，IC設計公司考量到成本和效能的問

題，難以獨立完成產品設計，但有利開啟與IC設

計服務代工業者的合作。▲半導體座談由台灣半導體協會秘書長陳文咸（右4）主持。

▲由工研院院長李鍾熙（右4）主持的生技醫藥組座談會。



S

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後
對台商之影響分析
2005年1月1日起，全球紡織品配額將取消，紡織業將進入無配額時代，紡織品配額

取消後，全球競爭將更形激烈，我國紡織產業也將面臨弱肉強食的全球自由競爭。

加強研發，提升品質

pecial Report
特 別 報 導

鑒
於自2005年1月1日開始，世界紡織和成衣

產業將面對大轉變，實施40餘年來的紡織

品配額，將因在全球貿易規範下，達成長期以來的

協議結果而進入尾聲；零售業者可以從任何地點自

由採購所想要之商品。投資業務處為協助相關企業

瞭解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後之影響，蒐集相關資料

並分析如次。

紡織品配額取消背景

一、烏拉圭回合談判首度將配額取消列為議題

全球紡織品貿易透過短期棉紡織品協定、長期

棉紡織品協定及多種纖維協定架構下的配額制度進

行30多年，此種不符合GATT基本規範之歧視性

貿易障礙，在紡織品主要供應國及新興供應國不斷

努力下，終於在1986年9月假烏拉圭東岬舉行的

GATT部長級會議中，首度將取消多種纖維協定

（Multi-Fiber Arrangement，簡稱MFA）設限措

施列入議題，並列為烏拉圭回合談判「促進全球貿

易之擴大與自由化」之一項目標。

二、WTO預定於2005年全面取消紡織品配額

歷經7年冗長之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終於

1993年達成協議，並於1994年4月15日假摩洛哥

馬拉喀什市簽署談判決議及宣言，決定成立世界貿

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

取代GATT。針對紡織品貿易，決定以漸進方式於

10年內回歸GATT規範，而於回歸前之過渡期

間，則依WTO紡織品及成衣協定（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簡稱ATC）規定辦理。

依據ATC協定規定，自1995年起之10年過渡期

間，51%的產品取消設限，剩餘的49%產品則於

2005年1月1日解除設限。

紡品配額取消後紡織品市場之變化趨勢

一、新興國家崛起

1.中國大陸急速竄升為全球紡織品第一大出口

國：近年來中國大陸係競爭力強勁之出口國，特別

是其於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之後。依據中國

大陸統計，2003年紡織品出口總值高達805億美

元，進口總值為156億美元，貿易順差為649億美

元，在全球紡織品市場佔有率達三成左右。美國紡

織品及成衣製造商協會（ATMI）預估，2005年

中國大陸可攻占65%至75%的美國市場。

2.越南可望成為紡織業明日之星：第二個崛起

之新興國家為越南。美國於2001年12月10日給予

越南正常貿易關係（NTR）待遇，使越南輸美紡

織品關稅調降為NTR關稅；越南輸美數量激增

後，美國於2003年5月1日對越南38個類別產品設

限，設限期間至2004年12月31日止。以2003年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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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觀之，越南已竄升為美國紡織品第15大供應

國，成衣出口排名第8大，若越南於2004年加入

WTO，亦可適用解除配額限制之待遇，則其競爭

力不容忽視。

二、低價競爭來臨

紡織品配額的取消使得存在已久之配額費用

（quota charge）亦將隨之取消，使得採購成本降

低，並帶動紡織品價格下跌；另亦有一些國家面臨

無配額限制之自由貿易競爭環境下，為維持原有之

市場占有率，利用其政府補貼措施，進一步降低價

格，致引發全球性的削價競爭惡性循環。在降價的

漩渦中，全球製造商均須面對微利時代的來臨。

三、供應來源集中

在配額限制時代，進口商須設置多個據點，視

供應國或供應商之配額多寡進行採購，致無法合理

化的營運。配額取消之後，進口商勢必將進行各據

點之整併，採購亦將回歸市場機能。另外，配額取

消後將造成紡織品供應商之大型化，因為配額解除

設限後，不會形成單一的國際紡織品市場，而是形

成三個分別以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為主的區域，每

一個區域均有最符合其需求的供應商。茲以採購關

係需要時間培養，因此採購的移轉將是漸進式的，

但進口商將持續縮減供應商數目，使供應商趨向大

型化。

四、區域優惠興盛

WTO目前共有一四八個會員國，各項議題之

意見整合極不容易，各會員間取得共識更是難上加

難。因此許多主要進口國紛紛以其他變通方式替代

多邊的自由貿易體系，例如簽訂貿易優惠協定或自

由貿易協定等，以彌補WTO難以達成共識之缺

憾。依WTO資料顯示，截至2002年全球已有250

個貿易優惠協定。至於該等貿易優惠協定對紡織品

貿易已造成明顯影響，例如美國及歐盟從享有貿易

優惠國家所進口之紡織品的成長速度較其從其他未

享有貿易優惠之國家所進口紡織品的成長速度快。

對台商之影響

一、我紡織業廠商在全球化市場的趨勢下，價

格因素已非維持其競爭力之必要因素，非價格因素

才是成為維持其國際競爭力的方法。換言之，更佳

的產品品質與客戶服務才是贏得客戶的最佳方式，

故我紡織業廠商如能加強研發能力，研發出更佳之

產品，將是我商之一大利基。

二、為因應全球區域經濟整合之趨勢，我紡織

業 應 積 極 利 用 區 域 貿 易 協 定 之 優 惠 措 施 ， 如

CAFTA、NAFTA之有利誘因，調整其經營策

略，落實國際分工，掌握全球運籌，以減少侷限於

國內生產所受之衝擊，俾維繫競爭力。

三、我紡織業廠商可利用中南美洲國家所具備

之接近市場、交貨迅速之條件，至中南美洲投資設

廠，尤其可藉由調整訂單之生產分配與利用優惠來

源國之原布料採購，提升營運效率與接單利潤，強

化廠商競爭力，以面對微利時代之劇烈競爭態勢。

四、已在中、南美洲投資的紡織業廠商應提供

即時、彈性服務，並朝提供整套服務發展；當零售

商不需要再從許多不同國家尋找上游廠商時，將轉

向能提供整套服務的單一供應商，此將有助於加速

供給鏈決策的執行，同時使執行程序更加平順。

五、為協助台商在投資國投資順暢，我政府將

續與當地投資國政府協商，請其改善當地投資環

境，以協助台商排除投資障礙。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紡織拓展會「2005年紡織品市場趨勢及貿易環境變化
分析」、「2005年紡織品貿易環境變化分析」、「2005年全球
紡織配額取消後之因應與策略」、商業周刊「紡織配額明年取
消，中印是最大受惠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館經參處「中美洲
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CAFTA）有關紡織成衣業優惠及對我海
外台商投資利弊研析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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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南美洲由於與台灣距離較遠，加上使用的語

言生疏，過去雙方貿易往來較其他地區市場

也顯得不夠熱絡，2003年台灣與中美五國及巴拉

圭國家的雙邊貿易總額約為4億美元，占2003年台

灣2,700億的貿易總值約0.15%，2004年1至7月也

只有2.4億美元，占0.13%，因此台灣與中美國家

在經貿與投資發展上都有很大的空間。

目前，台灣廠商對外投資模式，已朝向以台灣

母公司的研發、設計及技術來源，運用具比較利益

的海外生產投入，並由具發展潛力的國外市場進行

直接行銷。我國廠商赴海外投資大多以亞洲為主，

導致過度集中單一市場，截至2004年10月底，我

國廠商對外投資總額中，約有51.5%集中在大陸及

香港，28.8%集中在亞洲其他國家，而中南美洲的

友邦國家僅占1.14%。

根據經濟部駐外商務單位以及各國投資主管機

關的統計顯示，截至2003年底，台商對外投資件

數約8萬3千件，累計投資總額為1,543.23億美元，

其中在中南美洲友邦的投資共計8,400件，累計投

資金額為178.81億美元，投資產業以紡織業及貿

易業為主。

中南美洲投資環境總體分析

目前，中南美洲各國除了巴拿馬擁有運河鎖鑰

的優勢外，其他各國仍以當地的農牧資源為其經濟

發展主軸，發展農牧業及初級工業，至於工業發展

則仍在起步階段，週邊支援產業亟待建置。

中南美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向來受其國內政局

牽動，不過近年來，為求經濟發展，中美洲各國除

了致力國內的經濟改革，更積極透過區域經濟整合

的模式，希望能以區域集體力量爭取國際地位及談

判空間。

前進中南美洲 投資商機現曙光

為協助廠商瞭解中南美洲投資環境與商機，

經濟部特舉辦「中南美洲投資說明會」，

邀請國內專家、學者、中南美洲駐華大使館商務官員及已在當地投資之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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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北美市場優勢條件，共創雙贏局面

▲尼加拉瓜工業部次長於「中南美洲投資說明會」中說明該國
投資優勢，並鼓勵台商前往投資。



目前，中美洲五國所形成的中美洲共同市場，

已在2004年5月份與美國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CAFTA），而多明尼加也在8月完成簽署。在明

（2005）年正式生效後，中美洲工業產品將可以零

關稅輸美，除高糖分製品外，中美洲的農產品亦可

自由輸美，對在中南美洲國家投資的台商來說，不

啻是項大利多的消息。

中南美洲投資優勢

雖然如此，廠商至中美洲各國投資仍有許多地

理及經濟等條件上的優勢，經濟部長何美玥在投資

業務處所舉辦的「中南美洲投資說明會」致詞時指

出，中美洲國家具有靠近美國市場，及享有租稅優

惠的好處。而中美洲六國較墨西哥在土地、工資及

水電的取得上有更為低廉的優勢。國內有很多成功

的投資案，都是在中美洲投資的例子，例如在尼加

拉瓜投資的年興紡織公司，其生產的牛仔褲，占該

國紡織出口比率達63%。

另外南美洲也是值得思考的區域，例如巴拉圭

為南方共同市場一員，而南方共同市場是未來最被

看好的四大市場之一，同時南方共同市場也與歐美

簽署共同協定，未來將會發展更緊密的經貿關係。

何美玥部長強調，過去台商投資太集中在亞

洲，資金過度集中，風險相對較高，台商應該把資

金做適當的分散，中南美洲市場可提供台商另一個

極佳的投資思考方向，因為最終的市場仍以美國為

目標，中南美洲具有可以快速提供北美市場的優勢

條件，廠商可以慎選部分具有發展利基產業赴當地

投資。

中南美洲投資問題解析

基於外交需要的考量，中美洲已成為當前我政

府拓展對外經貿關係的核心區域之一。我國與中南

美洲邦交國向來以技術合作、貸款及人員訓練等方

式協助其經濟發展，但是近年來，中南美洲各國積

極以區域市場整合等方式發展經濟，因此，政府希

望除了透過原有模式外，更鼓勵廠商赴當地投資，

以促進雙邊實質往來。

不過，一般業者皆認為赴中美洲六國投資仍有

不少共通問題亟待解決：

（一）語言及文化的隔閡障礙，以西班牙語系

為主的中南美國家，非國內熟悉的語系，加上國情

文化的差異，令業者猶豫。

（二）中南美與我距離甚遠，補給線過長。

（三）政治及治安問題，部分國家當地政局及

治安不穩定，投資不確定的風險高。

（四）中南美洲基礎設施缺乏，當地產業基礎

薄弱，上、下游周邊產業配合不足，廠商所需的原

料仍需自台灣進口，徒增運輸及聯繫成本。

（五）許多國家勞工法規規定相當嚴苛，工會

勢力強大，也是許多業者裹足不前的主因之一。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具體影響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是美國加勒比海盆地方

案（CBI）的受惠國，擁有74%商品進入美國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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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部分產品（紡織及

農產品）免配額的優

惠，不過CBI內容美國

僅片面給予關稅優惠，

涵蓋範圍不完整，不包

含貿易便捷化、DS（爭

端解決）、TBT（技術

性貿易障礙）等重要領

域。

由於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NAFTA）使墨

西哥對外開放程度提高

（從25%到38%）、產業

內貿易增加（62%到

73.4%）、外人直接投資

增加3倍以上，經濟成長率倍增（2%到4%），墨西

哥經濟成長加速。因此自2001年開始，美國積極

與中美洲六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工作，美國

希望能以自由競爭、開放市場促進中美洲國家經濟

成長進步，達成區域化政策的目標。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中心研究員杜巧霞表

示，六國對美國貿易量達320億美元，是除墨西哥

外，美國在美洲地區重要的進口來源。在CAFTA

的協商內容裡，其中最重要的為關稅削減，美國將

立刻消除80%的關稅，其餘分別5年、10年及10年

以上繼續調降，但仍有部分敏感性項目（如農產品）

排除在外。

除了關稅減讓外，在六國自由貿易協定裡所涵

蓋的範圍更廣泛的包括貿易便捷化、關務簡化，通

關程序的減化，主要是減少商品流通及通關時所可

能隱含的行政成本及文件準備工作，其中最重要的

規範是原產地規則，原則上以稅則轉換為主，以

NAFTA原產地規則為基礎，但區域價值含量的要

求（RVC）較NAFTA寬鬆。

另外包括動植物產品檢疫、檢驗、技術貿易障

礙、貿易救濟、政府採購、投資、服務貿易（包括

開放保險市場）、金融服務、電信（網路服務）、電

子商務、智慧財產權、勞工、環保、透明化、貿易

協定管理之能力建構、爭端解決，都是CAFTA裡

的協議內容。

吸引外資流入，加強對外人投資的保障

對中美洲六國來說，在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後，

將可得到美國市場持續開放的保證，減少NAFTA

之後貿易被轉向的不利效果。同時，由於美國的協

助，六國也可改善該國農產品檢疫及檢驗系統，六

國的農產品關稅配額數量逐年增加，過渡期為10

至15年。因此包括加工食品(鮪魚罐頭)、糖、塑膠

袋、菸、果汁、乳製品、熱帶水果、皮革、玻璃容

器、橡膠製品、輪胎、熱帶木材製品等項目，都是

中美洲國家進入美國具利基市場的項目。而美國與

Regional economy
區 域 經 濟

46 國際投資季刊 第二十二期．2005

▲台商投資太集中在亞洲，應將資金做適當分散，中南美洲可提供另一個極佳的投資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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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六國多邊式的協議，對於加強六國的整合、

減少協商成本也有極大的助益。

整體來說，中美洲六國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

定，有利吸引外資流入，尤其各國保證自由化政策

將持續，透明度將提高，並加強對外人投資的保

障，有利外人直接投資的進入；同時，將強化美國

與中美洲六國的專業化分工，提高產業內貿易及產

業發展，增加經濟的穩定性。

台商布局及因應之道

杜巧霞表示，由於中美洲及美國相互降低關

稅，對台灣產品出口極為不利，因此，台灣未來應

加強與中美洲國家進行自由貿易的協商，以抵消不

利後果。

但是對在中美洲國家投資設廠的我國廠商來

說，將可享有免配額、零關稅的優惠，此外，中美

洲國家較於中國大陸具有接近美洲市場的投資優

勢，若能加強對中美洲的投資，以此為據點，做為

間接進入美國市場的跳板，提供美國市場快速反應

與彈性供貨的需求。

未來，六國專業化分工程度將持續提高，外人

直接投資可望增加，有利產業網路的形成，尤其

2005年全球紡織配額將取消，屆時，將可能促使

紡織產業向中美洲國家投資。

過去，台商赴中美洲投資最大的困難，在於投

資產業的周邊產業體系在當地不完整，未來，在

CAFTA的正式生效後，台商將可依據各國的比較

利益，針對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展開相關的評估並

進行投資，達到最大的投資效益與競爭利基。

中美洲各國目前具有利基的產業包括哥斯大黎

加的電子業；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的紡織業、水產

養殖業；尼加拉瓜的食品加工、服飾業；巴拿馬的

金融與運輸服務業及巴拉圭的木材加工業等。

政府現階段相關政策

為使我國廠商充分掌握中南美洲投資商機及產

業資訊，針對各國具投資潛力之產業引薦我國廠商

赴當地投資，政府積極針對中南美做出特別的專案

計畫，主要以中南美有邦交的國家，來分析投資這

些國家的利基與產業環境，政府提供金融協助及人

才培訓，政府也積極與中南美邦交國洽談自由貿易

協定。

其中，專案計畫中包括推動「前進中南美投資

策略專案計畫」，邀請已在當地投資或曾赴當地考

察的指標企業或有意願投資企業，作為投資旗艦廠

商，樹立企業投資示範效果。並掌握目標國重點產

業資訊與投資利基或重大公共建設投標案。

針對語言障礙，也將培訓企業西語專才，引薦

企業進用，並配合企業重點投資產業需求，協助培

訓目標國技術人員及經管幹部。

此外，政府也將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強化

競爭力，包括結合產業群聚力量，爭取優惠投資條

件，排除投資障礙、加強推動「全球台商輔導計

畫」，針對中南美洲當地投資經營台商舉辦經營講

座、種子人才培訓、到廠諮詢或企業診斷等工作，

提升經營效率或產業技術。

何部長表示，政府與中南美國家進行FTA，

將對雙邊貿易產生實質的利益。2003年我國已完

成與巴拿馬的諮商，並在2004年1月開始生效，協

議多項商品採用免關稅自由進出口。

從2004年1至8月的統計來看，與巴拿馬之間

的雙邊貿易總額增加了118%，金額達1.7億美金，

其中對巴拿馬出口增加103%，巴拿馬對我國出口

增加424%，政府極願意以台灣的購買力量協助邦

交國出口，邦交國也可以協助我國企業在進入中南

美洲市場，以及增加在北美市場的競爭力，共創雙

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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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首座自由貿易港區－－基隆港自由貿易

港區，已於2004年9月30日正式獲得交通

部發給營運許可，並開始受理業者入區營運申

請，象徵我國際貿易將邁入新的里程碑。

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預定開發面積約67公

頃，初期將以現行倉儲、貨櫃物之集散、轉口、

轉運、承攬運送等業務為主，並將引進國際物

流、組裝、重整、包裝、修配、加工等加值性服

務。基隆港務局預估，基隆自由貿易港區完全營

運初期，將可以吸引投資額約11.5億元，創造直接

與間接就業2,100人（直接就業350人），區內廠商

產值將可以增加約7億元。

根據行政院規劃，台灣自由貿易港區將具有4

大重要機能，分別為單一窗口管理、區內貨物自

由流通、廠商自主管理，以及國際商務人士得在

區內自由從事商務活動。「自由貿易港區」將視

為「境內關外」，進入港區之貨物得在港區內或港

區間自由流通，進行倉儲、轉運、加值等作業，

並享有貨物免除關稅、貨物稅、營業稅、簡化關

務行政及通關申報手續等優惠。截至9月底為止，

已有基隆港、高雄港、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台中

港及台北港等機關提出申設自由貿易港區，其中

基隆港及高雄港的申請已經獲得行政院核定。高

雄港自由貿易港區預定於2005年元月起營運。

查詢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招商資料請上網：

http://163.29.221.1:8080/gvsview/gvs/KLHB/sub-

page/cmsklhb_new_detail.jsp?id=144，或電：（02）

2420-6283、2420-6284、2420-6285。

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獲發營運許可

為
吸引外籍金融和科技人才來台工作，陸

委會於2004年8月30日討論通過內政部所

提，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

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增訂外國籍金融、科技

專業人才的港澳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也可以申請

在台居留、申請台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而且居

留證效期與其所依親的外僑所持居留證效期相

同，取代原僅能在台停留3個月（得延長1次至6個

月）的規定。修正案將經行政院核定後，由內政

部 發 布 施 行 。 查 詢 相 關 訊 請 上 網 ：

http://www.mac.gov.tw/big5/cnews/cnews930830a.

htm。

外籍人士港澳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來台門檻降低

因
應兩岸情勢發展及交流需要，行政院游

院長日前依據陳水扁總統的國慶談話，

指示相關部會研擬兩岸「人貨包機」便捷方案，

並歡迎大陸授權指派適當人士與我方進行協商，

我方將以最大的彈性與誠意來共同促成與大陸方

面的溝通。這是行政院繼2001年1月1日施行小三

通政策，2001年10月31日宣布擴大「境外航運中

心」功能及範圍，2003年9月25日宣布實施兩岸

「間接貨運包機」，以及2004年5月13日宣布增列台

中港及基隆港為境外航運中心之後，另一項重要

放寬兩岸交通措施。這項措施一旦落實推動，將

有助企業大幅降低運籌成本。

行政院研擬兩岸「人貨包機」便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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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世界經濟論壇所公布的「2004至2005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全球104個接受評

比的國家中，台灣全球成長競爭力排名第四，比

去年提升一名，在亞洲排名第一。

根據該份報告，台灣的成長競爭力全球排名

得以提升，主因在於總體經濟環境大幅改善及科

技能力維持高度競爭所致。2004年台灣的總體經

濟環境指標排名從去年的全球第十八名躍升為第

九名，其中總體經濟穩定度次指標排名高居全球

第六，通貨膨脹次指標排名全球第五、利率差距

次指標排名全球第九、節制政府浪費度次指標排

名全球第十三，都較2003年進步，顯示政府致力

於維持國內經濟穩健成長、撙節政府開支已有顯

著的成效。至於在科技指標的排名，台灣位居全

球第二，僅次於美國，顯示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

產業升級、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推動創新研發等

所做的努力，已經獲得國際的肯定。

報告也指出，台灣的合約與法律指標排名，

較去年退步七名，全球排名第三十一，顯示法律

透明度仍有改善空間。此外，台灣全球商業競爭

力表現未盡理想，僅排名第十七。

查 詢 該 份 調 查 請 上 網 ：

h t t p : / / w w w . w e f o r u m . o r g / ； 或

http://www.cepd.gov.tw/。

WEF：台灣成長競爭力排名升至全球第四、亞洲第一

為
加速新興產業發展，行政院院會於2004

年10月6日通過修正「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第19條之2及第19條之3，確認以「專利權」或

「專門技術」投資經經濟部認定屬新興工業的公

司，將可享5年稅賦優惠。這項修正草案隨後已送

請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指出，這項修正草案完成立法後，投

資者得以手中握有的技術，經過鑑價公司評價，

或是投資人彼此的協議，充抵現金投資取得股

票。這項措施除有助國內廠商以股票方式交換國

外技術，降低初期籌資的資金壓力之外，亦有利

提高擁有專利權及專門技術者的入股意願，吸引

外商移轉技術來台研發如生物科技產業等高風險

產業。

修正草案重點包括：

1.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入股於新興工

業之公司，其作價認股的股份占公司股權逾

20%，且該次作價認股的股東人數不超過5人者，

該作價認股的股東無須於取得股票時繳納所得

稅，得選擇全數延緩至認股年度次年起第五年課

徵所得稅。

2.為鼓勵創新技術產業化，參酌歐美先進國家

立法例，允許一般公司（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

認股權證予技術擁有者，作為技術作價之回饋，

並明定於行使認股權時，始以執行權利日標的股

票之時價超過認股價格之差額部分課徵所得稅。

行政院表示，草案所指「專利權」含國內及

國外的專利權；「專門技術」的適用範圍將於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行細則」中予以明定。查詢

修正草案內容請上網：

http://www.ey.gov.tw/web92/Wc5c8bd1f77dab.

htm。

技術作價認股將享五年稅賦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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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至11月核准僑外投資案件，從地區來

看，以近年積極來台投資設廠的日本居冠（佔24.37

％）、較2002年同期成長率已達28.3﹪；其次為免稅天

堂加勒比海的英國屬地（主要為英屬維京群島、英屬

蓋曼群島，佔23.74％）、接著是美國（9.08％）、新加

坡（6.07％）及香港（5.67％）分居前3、4、5名。值

僑外投資分區統計

地區 件數 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核准金額比例） 金額 成長率

日本 206 803,906（24.37%） 626,577 177,329 28.30%

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193 783,071（23.74%） 811,624 -28,553 -3.52%

美國 143 299,673（9.08%） 606,626        -306,953 -50.60%

新加坡 56          200,186（6.07%） 105,451 94,735 89.84%

香港 89          187,068（5.67%） 35,206 151,862 431.35%

得注意的是，美國來台投資較2003年同期成長率呈現

大幅衰退（-50.6﹪），新加坡與香港兩地，較2003年

同期成長率大幅躍升（89.84﹪與431.35﹪），呈現明

顯的彼消此長局面。上述這五個地區合計約占前11月

核准僑外投資總額將近七成（68.93％），可說是對台

投資的前五大重點地區。

2004年1至11月僑外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從產業別來看，2004年1至11月核准僑外投資仍

是以電子電器製造業為最大宗（佔核准金額33.27

％）、2003年同期成長率達44.18﹪；其次為金融保險

業（佔16.90％）、還有批發零售業（16.50％）、化學

品製造業（4.22％）及建築營造業（3.89％），這五種

僑外投資分業統計

地區 件數 金額 去年同期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核准金額比例）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電子電器製造業 123 1,097,563（33.27%） 761,262 336,301 44.18%

金融保險業 126 557,616（16.90%） 576,674 -19,058 -3.30%

批發零售業 417 544,434（16.50%） 396,334 148,100 37.37%

化學品製造業 16 139,161（4.22%） 153,107 -13,946 -9.11%

建築營造業 42 128,420（3.89%） 33,915 94,505 278.65%

產業合計約占前11月核准總額的七成五（74.78％）。

其中尤其以建築營造業較2003年同期成長率高達

278.65﹪，漲幅最大，也顯示國內景氣所帶動的投資

效應。

2004年1至11月僑外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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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至11月核准對外投資案件，從地區來

看，仍以免稅天堂加勒比海英國屬地為最主要地區

（佔核准金額比例達30.14％）、新加坡次之（27.12

％）、還有美國（17.40％）、日本（4.81％）及大洋洲

其他地區（3.91％），這五個地區合計約占2004年前11

對外投資分區統計

月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83.38％。不過，排名第一的加

勒比海英國屬地的投資金額，較2003年同期成長率呈

現明顯衰退（-49.79﹪）；第二名的新加坡，較2003

年同期成長率卻呈現明顯大幅揚升（3031.35﹪）。

地區 件數 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核准金額比例） 金額 成長率

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83          913,684（30.14%） 1,819,724 -906,040 -49.79%

新加坡 18 822,229（27.12%） 26,258 795,971 3031.35%

美國 256 527,589（17.40%） 424,007 103,582 24.43%

日本 25 145,797（4.81%） 96,607 49,190 50.92%

大洋洲其他地區 35 118,603（3.91%） 50,256 68,347 136.00%

2004年1至11月僑外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2004年1至11月對外投資之產業別，仍以台灣最

具優勢的電子電器製造業為首（36.96％），較2003年

同期也呈現大幅成長（成長率高達381.08﹪）。金融保

險業次之（35.91％，主要為投資控股公司）、以及批

發零售業（4.27％）、運輸工具製造業（3.77％）及資

對外投資分業統計

地區 件數 金額 去年同期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核准金額比例）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電子電器製造業 178 1,120,516（36.96%） 232,915 887,601 381.08%

金融保險業 100 1,088,741（35.91%） 1,704,235           -615,494 -36.12%

批發零售業 26 129,376（4.27%） 191,534 -62,158 -32.45%

運輸工具製造業 13 114,183（3.77%） 10,178 104,005 1021.86%

資訊服務業 82 102,909（3.39%） 94,573 8,336 8.81%

訊服務業（3.39％），其中尤以運輸工具製造業較2003

年同期的成長率最為亮眼（高達1021.86﹪）。這前五

大產業，合計占前11月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84.3％，

不只代表了我國近年積極發展的重點產業；也象徵廠

商積極布局全球的腳步永不停歇。

2004年1至11月僑外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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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至11月核准對大陸投資案件，以投資

地區來看，主要集中於江蘇省（53.89％）、廣東省

（20.10％）及浙江省（10.80％）等地，這三地由

於鄰近海港與長江三角洲下游、交通便利且招商積

對大陸投資分區統計

極、又是台商比較熟悉的早期發展地區，因此，合

計就約占核准對大陸間接投資總額的八成五

（84.79％）。

地區 件數 金額 去年同期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核准金額比例） 金額 成長率

江蘇 58        33,321,490（53.89%） 3,387,547 - -

廣東 42        41,238,501（20.10%） 1,948,937 - -

浙江 83 665,867（10.80%） 568,510 - -

福建 565 389,616（6.32%） 476,039 - -

河北 63 131,240（2.13%） 269,734 - -

2004年1至11月對大陸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在對大陸間接投資的業別方面，仍以電子電器

製造業居冠（佔核准金額比例達44.89％）、其次分

別為基本金屬製造業（9.97％）、化學品製造業

（6.59％）、非金屬製造業（6.19％）及塑膠製品製

對大陸投資分業統計

地區 件數 金額 去年同期 與去年同期比較

（佔核准金額比例）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電子電器製造業 39        22,766,757（44.89%） 2,066,997 - -

基本金屬製造業 132 614,723（9.97%） 688,155 - -

化學品製造業 75 406,298（6.59%） 555,178 - -

非金屬製造業 46 381,455（6.19%） 429,626 - -

塑膠製品製造業 79 251,217（4.08%） 387,554 - -

造業（4.08％），這五大產業合計約占核准對大陸

間接投資總額的71.72％。

2004年1至11月對大陸投資分業統計表 單位：千美元

註：因2003年同期金額資料含補辦金額暫不比較

註：因2003年同期金額資料含補辦金額暫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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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商港及全國海運中心，名列全球第七大貨櫃

港、歐洲第二大貨櫃港，並為歐洲與亞洲間第一

大進出口港，亦是世界各國通往北歐、中歐及東

歐之重要樞紐。全球各大航運公司均在此設立據

點，集高科技、航空業、大眾傳播及服務業一

體。漢堡不僅是德國最大也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

口，同時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民航基地之一。

「德國漢堡邦投資環境及貿易合作機會說明會」共享投資經驗

研討會特色為以「海外市場開拓-兼顧品牌

與通路」及「全球布局與在地調適-跨國經營與

策略」兩大台商海外投資時所面臨之核心課題來

貫穿。研討會特邀請台萬工業白政忠董事長、喬

山健康科技羅崑泉董事長、巨大機械劉金標董事

長、建大工業楊銀明董事長、聚陽實業王泰昌副

總經理、上銀科技卓永財董事長分享其寶貴之海

外投資經驗。

該本專書呈現台商在海外辛苦奮鬥、積極經

營的多元面向，具有經驗傳承的意義。書中所選

擇之企業，投資地點遍及中國大陸、東南亞、歐

洲、北美洲、中南美洲、約旦、印度及澳洲等地

區，兼顧了當前台商投資集中之區域與新興市

場；其投資產業亦相當多元，使社會大眾更全面

地掌握台商海外投資型態的多樣性。

「台商海外投資經驗研討會」－－立足台灣、布局全球

在
全球化浪潮下，台商海外投資逐漸增加，

並累積相當多的寶貴經驗，作為其他企業

學習及借鏡的典範。有鑑於此，經濟部投資業務

處2004年11月25日出版包括21個案例的「台商

海外投資經驗彙編專書」，並假中華經濟研究院

蔣碩傑國際會議廳舉辦為期一天「台商海外投資

經驗研討會」，作為專書發表會。

為
協助我國廠商對德國漢堡邦投資環境及貿

易合作機會的瞭解，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於

2004年11月4日舉行「德國漢堡邦投資環境及貿

易合作機會說明會」，投資說明會由漢堡邦經濟

促進會經理李格（Bernd Riegerl）介紹德國、

漢堡邦投資環境，並由已在當地投資之台商分享

投資經驗。

德國為歐洲第三大國，有十分綿密與完善的

陸、海、空運系統及優良公共設施與工業基礎設

施，漢堡、科隆、法蘭克福、斯圖加特、柏林、

慕尼黑等商業大城，並擁有全球最多的商展，另

有眾多學術及研究機構，重視職業與專業訓練，

注重生活品質，長久以來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

漢堡為德國漢薩商業聯盟重鎮，國際貿易頻

繁，經貿地位較柏林為重，為德國第二大城、第

I nvestment Guide
活 動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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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的評分7.36分，提高至未來展望期間

（2004-2008）的評分8.05（評分越高，評價越

佳）。根據EIU另一份報告「國家預測---全球展

望報告」（Country Forecast - Global Outlook）

指出，在亞洲地區，我國未來五年（2004-2008）

經商環境展望排名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居亞洲

第3名（與上次排名相同），優於南韓、日本、馬

來西亞、泰國、中國等國家，可見我國投資環境

穩健，優質之經商環境再度受到肯定。

「投資瑞士」研討會
再造無限商機

由
瑞士商務辦事處主辦及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協辦之「投資瑞士」研討會，會

中除了邀請瑞士聯邦經濟部經濟事務局

Joerg  Reding大使及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瞿處

長大文蒞臨致詞，並進行「獨一無二的瑞士

─對台灣投資人的優勢」、「投資瑞士的商

機暨如何進行」、「從外國投資人的角度，

談在瑞士從事國際商業行為，必須注意之法

規及其環境」、「瑞士投資經驗分享─義隆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瑞士經驗甘苦談─

百略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主題演說，

會後更進行問答，對於有意設立歐洲企業總

部、市場推廣暨銷售營業單位或研發中心之

我商幫助不少。

EIU：我國經商環境展望排名亞洲第三名，總體經商環境排名全球第三名

英
國 經 濟 學 人 資 訊 中 心 （ E c o n o m i s t

Information Unit，簡稱EIU）為評估世

界各國經商環境之良窳，於2004年9月「國家預

測－－台灣」（Country Forecast－－Taiwan）報

告指出，我國未來五年（2004-2008）經商環境

展望在亞澳（Australasia）地區16國中排名居第

5名（與上次排名相同），在全球60個受評比國家

中位居第18名，較歷史期間（1999-2003）排名

進步2名。經商環境展望則由歷史期間（1999-

菲律賓投資說明會
圓滿成功

經
濟部配合「第十二屆台菲部長級經濟

合作會議」在台召開期間，舉辦「菲

律賓投資說明會」。施次長於會中指出，菲

律賓是距離我國最近的國家之一，雙方仍有

很大發展空間，並指出，蘇比克灣工業園區

係為台菲兩國民間合作重要計畫之一，為一

免稅區，區內只課5﹪的營業毛利稅，具治

安良好、海空運輸便利、無外匯管制、投資

人可百分之百獨資及提供一站式服務等優

勢，為台商赴菲投資適合地點之一。菲國貿

工部長Mr. Cesar Purisima指出該國富礦

產，海域資源豐富，為世界第三大說英文國

家，亦為資訊產品製造主要國家，為東南亞

國協會員國之一，享有低關稅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