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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From the Editor

平衡兩岸經貿
打造綠色投資環境

長
期以來兩岸經貿交流頻繁，但不管是資金、技術，或是人

力的資源都向大陸單方傾斜，影響台灣經濟的長遠發展。

因此過去一年，政府透過多次兩岸協商，改善兩岸經貿關係正常

化，從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兩岸直航到正式開放陸資來台投

資，種種措施都讓兩岸經貿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絡景象。 

其中陸資開放來台投資最受各界矚目，台灣不少企業都希望

藉由大陸資金重新活絡市場和商機，本期封面故事，特別針對兩

岸經貿交流發展進行一系列報導，從政策面、實務面和發展面，

一一探究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企業交流現況以及發展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綠能科技產業是大陸來台投資相當重視的一

環，LED照明產業更可能成為兩岸將結合優勢，共同布局全球的

重要商機來源。有鑑於此，本期對於政府推動能源三法的作法及

綠能產業可能為台灣帶來的商機有相關報導；在外商觀點，也專

訪綠能產業領航者「西門子」台灣區總裁，以及環保塗料業者

「阿克蘇諾貝爾」，分享他們對台灣綠能產業的看法與建議。

無獨有偶，台灣各縣市也都意識到友善環境對於在地投資的

重要性，因而紛紛積極打造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生共榮的產業

環境。其中基隆市政府為吸引企業投資設廠，通過環境保護創新

產業等6項產業享有稅率優惠；宜蘭縣政府則將文化、觀光、環

保等視為當地優勢，推動高附加價值、低污染、重文化內容的產

業；彰化縣對於發展綠色產業和特色文化也不餘遺力。

也許因為金融海嘯讓人身陷泥沼，但越是黑暗的時刻，越要

抬頭仰望遠方的星星，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綠能等趨勢產業

的發展，或許就像是指引人們走出迷霧森林的星光。當星星亮

起，何需再懼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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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岸交流過去一年來快速升溫，從開放大

陸觀光客來台、兩岸直航到海基會與對

岸海協會完成三次協商、政府於6月底正式開

放陸資來台投資，種種措施都讓兩岸經貿交流

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絡景況。

從貿易金額來看，2009年1到5月台灣對中

國大陸累計貿易金額為289.3億美元。受到金

融海嘯所造成全球不景氣的衝擊，這個數字比

2008年同期的463.9億美元衰退了37.6%。但如

果就兩岸貿易額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比率來

看，2009年1到5月對中國大陸貿易金額占台灣

對外貿易總額的22.4%，較2008年同期的21.7

％及2007年同期的21.4％都高，可見兩岸經貿

交流越見頻繁，對台灣的重要性也日漸增加。

兩岸經貿如此頻繁的交流，一方面可說是

區域經濟的趨勢使然，但另一方面，也是政府

在台灣遭受金融海嘯襲擊之時，藉著與對岸協

商各項事宜，替台灣找出可長可久的經貿發展

之道。

9個協議、1個共識，

讓兩岸經貿有次序、有機制的進行

政府在過去一年的努力下，兩岸在對等的

基礎上，已經簽訂了9個協議及1個共識，包括

9個協議1個共識，讓兩岸交流升溫

兩岸經貿正常化
共創互惠雙贏新局
在政府的努力下，過去1年多來，已經與對岸簽訂了9個協議與1個共識，並且開放陸資來台投資，為兩岸經

貿互動打下良好基礎。展望未來ECFA與兩岸金融MOU若能順利簽訂，將對台灣經濟發展帶來正面的影響與

效益。

撰文／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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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交通航運、食品衛生安全、司法打擊

犯罪等。兩岸間往來交通十分頻繁，經貿的部

份也有次序、有機制的進行。其中，2009年4

月底，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

林第三次會談圓滿閉幕，簽署了「海峽兩岸空

運補充協議」、「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等三項

意義重大的協議。

然而，兩岸雖然在貿易上交流密切，但在

資金、人力、技術的投資上，卻呈現單方面向

大陸傾斜的狀況。為了改變此一趨勢，並協助

台商更有效率的進行兩岸分工，政府近期公布

了許多新的政策與辦法，包括「大陸地區人民

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及各項配套措施。現階

段，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還有「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以及「兩岸金融監理合

作備忘錄」（MOU）等兩個重量級的協商在等

待進一步商討。兩項協商一旦完成，將對台灣

各項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大有幫助。

這一步步走來都是兩岸交流的新頁。放眼

未來，政府持續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將

可避免台灣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被邊緣化，也期

望透過資源雙向平衡流動，讓兩岸經貿能更有

效分工	，發揮互惠，符合雙贏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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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間資金、技術、人力可望平衡發展

陸資來台投資　
開啟兩岸交流新契機
在「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及相關配套措施公布後，兩岸經貿交流密切，過去

資金、技術、人力單方面向大陸傾斜的狀況也可望改善。而新版的「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

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預計對台商兩岸分工更有助力。

撰文／關蘭

過
去長久以來，兩岸投資一直處於失衡的

狀態，資金、技術、人力都向大陸傾

斜，因而嚴重影響了台灣經濟的長遠發展。自

從馬總統就任以來，政府持續以改善兩岸關係

為要務，致力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並且

將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列為重要政策之一。

經過各部會與對岸長達一年的溝通協調，

並且在2009年4月26日舉行的海基會董事長江

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的協商中取得兩岸共

識，終於眾所矚目的「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

許可辦法」於2009年6月30日完成相關政策、

法規等配套措施的規劃，並且在7月1日開始受

理陸資來台投資的案件。這樣的發展，讓兩岸

經貿交流往前邁進一大步。

在這份投資許可辦法的規定下，到底哪些

算是陸資？誰可以來台投資？又有什麼相關配

套方式讓兩岸在這方面的交流更為順暢呢？

根據「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及配套法規的規範，所謂的陸資來台投資，指

的是大陸地區的人民、法人、機構團體可以直

接來台獨資、合夥設立子公司、分公司及辦事

處等。另外，陸資也可以透過第三地的投資公

司來台投資，只要此企業含陸資比率超過30%

或陸資對該企業具有控制能力者，都屬此類。

第一階段開放192項產業供陸資投資

雖然開放陸資來台投資，但在政府「先緊

後鬆、循序漸進、先有成果、再行擴大」的政

策目標下，目前開放的投資項目，仍是採取

「正面表列」的方式。根據已經發佈的「大陸

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業別項目」，現階段開放投

資產業項目總計有192項。

製造業方面，第一階段開放64項，包括紡

織、橡膠製品、塑膠製品、汽車及其零件、電

話及手機製造業、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機械設備、家具製造等。而包

括晶圓、TFT-LCD等產業，則暫未開放。

服務業方面，第一階段開放117項，占全

部項目的36％，包括批發、零售、觀光旅館、

餐館、運輸服務等。通訊服務業則是先開放網

路電話等第二類電信服務。另外還有環境服

務、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研究發展服

務、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

畜牧服務、石油及天然氣礦業、砂、石及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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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業、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務及辦公室

支援服務、專門設計服務等。

公共建設部分，第一階段對陸資開放11

項，主要包括民用航空站及其設施等7項、港

埠及其設施等3項、觀光遊憩重大設施等1項。

大陸國有企業也可望來台投資

至於之前飽受關注的大陸國務院所屬企業

因為事涉敏感，是否能夠來台投資呢？有鑑於

大陸國務院管理的138家大陸國有企業許多都

是對外投資的「主力」，一旦排除，有可能限

制住陸資來台投資的可能性。因此，此一辦法

也規定，除了大陸國務院下轄的9家軍方投資

企業不得來台投資外，其他129	家大陸國有企

業均可來台，但涉及敏感性問題，我主管機關

可禁止其來台投資。

為了能夠落實這項辦法、改善台商單向投

資大陸的失衡問題，以及進一步協助企業進行

兩岸分工，「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

法」公布的同時，也有許多配套措施，包括大

陸專業人士來台、其配偶與子女的照顧、陸資

在台購置不動產、金融服務等，也都同步出

爐，讓兩岸交流可以更順暢。

其中，為了解決陸資來台投資後，大陸籍

的專業人士和經理人往返兩地工作需要，內政

部也公布了新版的「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

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並於2009年6月30日

生效。

陸資來台首先會碰到的就是大陸籍負責人

或是董、監事得要來台監管營運的問題。根據

該法規，大陸企業如果來台投資或設立辦事

處，可同時申請該企業之委派授權人或負責人

來台（註：屬於「大陸地區經貿專業人士庚

類」）。至於允許申請的人數之規定如下：如

果投資分公司及子公司，投資金額20萬美元以

上者，可以申請兩位來台；投資金額每增加50

■�第三次「江陳會」，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左）和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右）相互握手進行協商，為兩岸開啟通

商、通郵、通航的大三通時代。（達志影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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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就可以申請多加1人，但最多不可以

超過7人。如果是投資辦事處，則只能申請1人

來台。

除了負責人之外，大陸企業和機構來台設

立分公司或子公司也可以申請經理人和專業技

術人員來台。詳細規定如下：如果在台的分公

司或子公司設立未滿1年的話，就只要實收資

本額或在台灣營業用資金超過新台幣1,000萬

元就可以申請；如果已經設立1年以上，那麼

就需要最近1年或前3年平均營業額超過新台幣

3,000萬元、平均進出口總額超過300萬美元

或平均代理佣金超過100萬美元（註：屬於

「大陸地區經貿專業人士辛類」）。

鬆綁大陸籍專業人士、配偶、子女

申請來台措施

以上兩類的專業人士每次來台灣最長都可

以停留1年。為了讓這些專業人士可以安心來

台工作，該辦法允許其申請讓配偶和子女同

行，而且可依全民健康保險的規定參加健保；

除此，子女還可以申請就讀與他們本來學歷可

以相銜接的各級學校或外僑學校。

這次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政府也針對陸資

購置不動產的需求設計了相關鬆綁措施：陸資

企業可以在台購置業務人員居住的住宅、從事

工商業務的廠房、營業處所或辦公場所等不動

產。

此一鬆綁也取消了過去大陸地區人民來台

取得不動產需要說明資金來源的規定，並且放

寬了已取得台灣不動產的大陸人民來台灣停留

的限制，把每年來台灣總停留期間從過去的不

得超過1個月放寬為4個月；而每次停留的期限

只要不超過上述的四個月，就不另外做期限和

次數限制。

不過，為避免政府因便利陸資來台投資而

規劃的鬆綁措施淪為炒作房地產的工具，該辦

法也規定大陸人民取得供住宅用的不動產所有

權後，必須在登記後滿3年才可以做該不動產

的轉移。

為了方便陸資來台的資金調度需求，政府

這次也做了金融服務相關規定的鬆綁，例如放

寬了國內銀行對大陸機構和人民等辦理外匯的

範圍，過去的匯款限制由過去的正面表列改為

負面表列的管理方式、除了原來已經開放的外

幣存款、匯款、進出口外匯等業務外，新開放

了外幣授信業務。

大陸商務人士來台新規定出爐

事實上，除了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近期在

兩岸商務人士交流與直航等議題上，也有顯著

的進展。在對於兩岸企業交流至為重要的大陸

商務人士來台相關規定上，內政部最近重新修

訂了「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商務活動許可辦

法」，並於2009年6月5日公布。該辦法放寬

了大陸商務人士來台的相關規定，讓兩岸的商

務人士可以更方便的交流。

該辦法規定，商務人士指的是來台從事商

務訪問、商務考察、商務會議、演講、商務研

習、為邀請單位提供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

導等履約服務活動、參加商展、參觀商展等活

動的人士。

不論是台灣本地企業或是僑外投資企業每

年可以邀請的大陸商務人士人數，都大幅放

寬：如果邀請單位為年度營業額不超過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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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萬元之本國企業或者是新設立的本國企

業，每年可以邀請的人數從原本的15人次，新

增為45人次。

而邀請單位如果是為僑外投資事業、外國

公司在台灣之分公司、外國公司在台灣的辦事

處或年營業額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的本國企

業，每年可以邀請的人數則從本來的50人次，

增加為目前的200人次。

另外，從事商務訪問、商務考察、商務會

議、演講、參加商展及參觀商展的人士，其停

留期間也從14日放寬為1個月。不過從事商務

研習或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等履約活動

者，其停留期間則維持在3個月。

大陸經濟、文教業專業人士

來台大幅攀升

事實上，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自2008年5

月份馬英九總統就任以來，大陸地區文教、經

濟類的專業人士來台的數量不斷攀升。以公布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商務活動許可辦法」

的今年6月為例，核准來台的專業人士達

16,431人，較去年同期的6,944人成長了1.37

倍之多。今年光是1到6月的核准來台大陸商務

人士就已經高達74,119人，已經是去年整年人

數的81％。

此外，兩岸直航在2009年4月底舉行的第

三次江陳會後又有了新的發展，兩會簽署了

「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該協議是在

2008年11月4日兩會簽署的「海峽兩岸空運協

議」的基礎上（當時協議將週末包機放寬為平

日，客運包機班次數雙方每週108班），雙方

再就班次數、航點及航線進行新的討論。

根據這個補充協議的內容，每週的客運定

期航班和包機班次，從原來的108班擴增為

270班。台灣仍然維持本來所開放的8個航點

（包括桃園、高雄可經營定期航班。台北松

山、台中、澎湖馬公、花蓮、金門、台東等6

個航點為客運包機航點），大陸方面則增開了

合肥、哈爾濱、貴陽、南昌、寧波、濟南等6

個航點。

而貨運的航點和航班則維持不變。不過雙

方同意了相互開放客運定期航班腹艙載貨。另

外也增開闢了廣州與台北間的南線直達航路，

以及上海與台北間的第2條北線直達航路。

更頻繁、更便捷的直航班機，意味著兩岸

交流的「硬體設備」更加完善。而在政府一年

多的努力下，兩岸經貿交流終於在包括「大陸

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以及「大陸地區

人民來台從事商務活動許可辦法」公布後，兩

岸交流在「軟體」上也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在

當前金融海嘯的打擊下，這些正面的發展，將

可望一改過去台灣資金、技術、人力向大陸傾

斜的狀況，無疑是為台灣長遠經濟發展，注入

了一劑強心針。

■�為使兩岸經貿交流更便捷，不僅鬆綁大陸籍專業人士

來台措施，也放寬了大陸商務人士訪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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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陸資與採購團來台　帶動蓬勃商機

政策鬆綁
兩岸民間交流熱切
兩岸民間經貿交流在政策鬆綁下，越趨頻繁。投資、採購、招商、觀光等領域都可以看到

越來越密切的交流。而這次台灣經歷百年大水，大陸由企業、民間發起的各項賑災活動，

也可看出兩岸民間的往來熱絡。

撰文／關蘭

政
府自去年5月以來一連串兩岸交流政策

上的鬆綁，包括兩岸直航、大陸觀光客

來台，甚至最近的「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

可辦法」及其配套措施以及對兩岸商務人士交

流影響重大的「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商務活

動許可辦法」等，都讓兩岸在包括經貿、觀光

等實質交流上更為頻繁且密切。

其中，陸資來台投資正緩步增溫中。另

外，由大陸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所籌組的三

個來台採購團所採購的總金額已經高達54.76

億美元。今年1到6月核准來台的大陸觀光人數

也高達30萬人。8月份台灣遭受莫拉克颱風侵

襲，造成世紀水患，對岸也踴躍捐款救災。在

在都顯示兩岸實質交流越顯頻繁。

在陸資來台投資方面，6月30日開放陸資

來台投資後，至今已有7家大陸航空公司，包

括中國南方、廈門航空、海南航空、中國國際

航空、深圳航空、東方航空和山東航空向投審

會申請設立分公司。投審會也於7月29日通過

了這7家航空公司的申請。由於這些航空本來

在台灣就設有辦事處，所以這次總共只匯入了

新台幣1,250萬做為營運所需資金。

福建新大陸公司，

開放陸資來台首宗「第一」

另外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則是專門從事二

維條碼和環保相關技術的福建新大陸公司。該

公司於2009年7月底獲得大陸商務部頒發《企

業境外投資證書》核准其藉由收購荷蘭史利得

控股公司在台灣獨資成立的帝普科技公司58%

的股份，讓福建新大陸公司成為首樁大陸商務

部核准的投資台灣案例。這宗投資案順利在

■�大陸海貿會長李水林（右）表示，陸企來台「只要台灣生

產且大陸需要的，都採購」，貿協董事長王志剛（左）表

示，首發團總採購估近20億美元。（中央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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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2日獲得我國經濟

部投審會的許可，匯入約

1,200萬美元、更名為「台灣

新大陸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拿下開放陸資投資台灣後的首

宗「第一」。

6月份通過陸資來台投資

的相關配套辦法之後，也有大

陸企業陸續來台「探路」。8

月16日，大陸中國銀行海外管

理部副總經理就率領了一個15

人的拜訪團來台，訪問了台灣銀行、兆豐銀行

和中信銀等民營銀行，希望瞭解台灣銀行的各

項業務以及法令規範。

為了提升大陸企業來台投資的意願、向大

陸企業說明台灣的投資環境、解決其來台投資

可能有的疑慮，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也委託工總

籌辦招商團，於8月24日出發，赴大陸1週，

向大陸國有企業以及紡織企業解釋來台投資的

各項事宜，讓他們能充分瞭解台灣的相關法令

規定，並吸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

一片不景氣中，海貿團採購帶來大商機

另一方面，由於兩岸關係逐漸升溫，經貿

往來越趨頻繁，大陸自今年6月起，也多次派

出採購團來台採購，對兩岸的經濟交流大有幫

助。8月19日，由大陸海貿會籌組的「海峽兩

岸貿易投資促進團」第三團抵台。來台的企業

包括聯想、神州電腦，以及中國最大氣動工具

廠之一的重慶弘願工具、經營房地產、建材、

水電開發等的偉星集團、還有廣東省最大外貿

集團廣新集團等。這個簡稱「海貿三團」的採

購團在8月24日結束了在台的採購行程，浩浩

蕩蕩的參訪、面談，總共與14家的台灣企業簽

訂了高達38.7億美元的採購合約。

其中聯想的簽約金額就高達32.55億美

元。另外，海貿三團也與台灣的緯創資通、廣

達電腦、仁寶電腦、友達光電等電子大廠分別

簽訂了高達10億、7億、6億與4億美元的採

購。也與鴻海科技、冠捷科技、奇美電子、奇

鋐公司及威盛電子也都簽訂了為數不小的採購

計畫。

大陸所派出的採購團在全球經濟一片不景

氣、外銷訂單受到衝擊的此時，替台灣廠商帶

來了振奮人心的商機。從今年海貿會籌組三個

採購團來台採購至今，估計總共成交金額高達

54.76億美元。這段期間，總共有150家大陸

企業來台，與高達1,311家的台灣廠商洽談

2,257場次。貿協也估計未來1年預計還將會帶

來後續31.44億美元的商機。

在兩岸關係日漸加溫、兩岸產業充分合作

的狀況下，此次來台的海貿會常務副會長唐煒

也表示，希望未來來台的採購能朝向更專業

■�陸客來台觀光帶動龐大商機，為方便消費，目前也已開通銀聯卡在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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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細緻化的商機洽談方向努力，例如紡織服

裝及台灣五金等業別都相當受到大陸廠商的青

睞。預計未來還有「江蘇省綜合性百貨經貿採

購團」、「農產品供銷總社採購團」、「電子

專業展採購團」、「太陽能光電展採購團」與

「廣東省綜合性經貿採購團」等，都將陸續來

台進行採購，替台灣廠商在一片不景氣中，拉

抬商機。

台灣名品交易會，積極向大陸拓銷產品

除了大陸採購團來台之外，台灣也積極向

大陸拓銷產品。9月中在南京舉行的「2009南

京台灣名品交易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也

是台灣企業在大陸舉辦最大規模的一個商品展

覽會。這個展覽由外貿協會與南京市政府合

辦，於9月17日到20日在南京國際博覽中心舉

行。經過半年的準備與宣傳，展覽的規模遠遠

超過主辦單位原先的預期，有620個兩岸台商

參加，使用南京國際博覽中心3個展覽館的

1,860個攤位，展出面積高達38,000平方公

尺。展覽的內容包羅萬象，有食品、家具及生

活用品、文化創意產品、運動休閒、節能減

碳、服飾及配件、觀光醫療服務、家電資訊產

品及台灣精品形象等10大類。

除了招商、投資和拓銷外，大陸觀光客來

台的人數與金額都有亮麗的表現。以觀光人數

來說，根據內政部的統計，2009年1到6月，

核准大陸觀光客來台的人數高達30萬人，比民

國95到97年合計的281,442人還要多。

不過，從2008年7月18日開放陸客來台觀

光到現在已經一年多的時間，陸客來台的消費

情況到底如何呢？根據觀光局7月份發佈的

「97年來台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報告，以大

陸觀光團來說，大陸觀光團體旅客在台灣每人

每日平均消費為295美元，低於日本觀光團體

旅客的335.56美元，但卻高於全體觀光團體旅

客的268.34美元。

大陸觀光團，消費力不容小覷

值得注意的是，就消費細項來說，雖然大

陸觀光團住的比較平價，但是購物卻毫不手

軟。大陸觀光團每人每天的旅館費為95.04美

元，低於日本觀光團的133.62美元。不過大陸

團的購物費就比例分析或以絕對金額來說，都

比日本團高出許多，絕對金額達到131.36美

元，高於日本觀光團的97.87美元；購物費佔

每人每天消費金額的44.53%，也高出日本觀光

團的29.17%。

而在觀光局所調查的十類商品中，大陸觀

光團旅客購買比例最高的則是名特產，每人每

天消費金額是33.02美元。次之為珠寶及玉器

類，每人每天消費金額是29.43美元。

而大陸觀光團來台，除了2008年浩浩蕩蕩

來台的安利團等之外，2009年以來也陸續看

到一些以健檢、美容為訴求的「主題」新類型

觀光團體陸續來台。

2009年8月17日，由台北市衛生局所推動

的「台北溫泉保健之旅」就吸引了14位大陸旅

客來台，一方面參加健康檢查、泡溫泉之外，

另一方面也參觀台北知名景點例如101大樓、

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及士林夜市等。7月

底，由新光海航人壽、北京美兆共同組成的健

檢旅遊首發團，也以人民幣1.4萬元的價格來

台6天5夜進行正子電腦斷層（PET）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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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陸旅客來台的龐大商機，在大陸發

卡量超過19億張的中國銀聯卡終於在8月7號正

式在台灣開通使用，以方便陸客來台消費。根

據台灣的聯合信用卡中心的統計，銀聯卡開通3

天之內，刷卡金額就已經超過新台幣千萬元。

根據媒體引述中國銀聯總裁許羅德表示，目前

開通使用銀聯卡服務的台灣商家已經達到500

家，包括故宮博物院、SOGO百貨、台北101

等，都已經開通。許羅德也希望到今年底，使

用中國銀聯卡的台灣商家數可以突破兩萬家。

莫拉克重創台灣，

大陸民間熱烈捐款賑災

不只是兩岸在投資、採購、招商、觀光等

經貿領域熱烈發展，台灣8月份經歷了莫拉克

颱風帶來的世紀水患，南台灣滿目瘡痍，受傷

嚴重。但災後大陸企業和人民的賑災捐款踴

躍，突顯了兩岸民間的熱切交流。8月20日晚

間，大陸的6大衛星電視台聯合舉辦了一場盛

大的賑災晚會，由上海東方衛視帶頭聯合江蘇

衛視、浙江衛視、湖南衛視、深圳衛視和天津

衛視等，合辦賑災晚會，4小時的節目，兩岸

許多知名影星都熱烈參加。總共募得了人民幣

3.1億（約合新台幣15億元）幫助台灣災民。

而大陸企業和各級機關也在這次八八水災

中，熱切捐助台灣災民。大陸國台辦於8月19

日所召開的特別記者會中，發言人范麗青就指

出，根據不完全統計，大陸各界目前捐款總數

已經達到1.76億人民幣，以及價值超過2,000

萬人民幣的各類救災物資。其中包括中國最大

的壽險公司中國人壽、最大的國際航運和物流

公司中國遠洋運輸、最大的五金礦產貿易公司

中國五礦集團及中國海洋石油等，總計就捐了

1.06億元人民幣和500萬元港幣。另外還有中

國紅十字會、中國石油化工和中國移動等企

業，也都大手筆慷慨解囊。

由於政策的鬆綁，兩岸民間文化和經貿的

密切交流已經是不容忽視的事實。未來兩岸在

許多重要領域上都需要繼續協商，讓經貿和文

化交流可以更往前進。兩岸若能持續目前的密

切交流，讓企業能有效率的在兩岸進行專業分

工、台灣的優質產品能被大陸市場所接受、兩

岸也能在文化上彼此交流學習，這都將是令人

期待的正面發展。

■�中國移動公司總裁王建宙訪台參加「兩岸電信領袖高峰會」，並會見宏達電等企業高層商談合作計畫。（程思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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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有取有予，利多於弊」

ECFA台灣重返世界舞台
的敲門磚
未來可望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以

及第四次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的協商，都可望帶動台灣在國際經濟舞

台上發光發熱。

撰文／關蘭

兩
岸經貿交流在過去一年中熱絡發展。展

望未來，還有包括金融、貿易、商品檢

測、農漁業合作等各種議題都在可能協商的議

題清單中。一旦協商完成，兩岸將可望更近一

步交流，為台灣打造一個更適合投資的經濟環

境。

其中，最被引頸期盼的，莫過於從2008年

以來就被廣泛討論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以及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的簽訂。

其中，ECFA可說是政府替台灣爭取更廣、

更大的經貿舞台之重要政策。過去幾年來，東

亞經濟快速整合，包括中國大陸、南韓和日本

等我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和競爭對手，都不約而

同地與東南亞國協（ASEAN）簽署了自由貿易

協定，東亞地區的經貿區域整合正如火如荼地

進行中。

反觀國內，雖然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TO）、可以在WTO的架構下與其他會員

國洽談多邊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是由於兩

岸關係緊張的政治現實，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其

他貿易夥伴簽訂有利的多邊或雙邊貿易協定。

推動ECFA促進國際化　避免邊緣化 

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所製作的〈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政策說明〉中有一段說明：「因

為兩岸政治關係益趨緊張及對立，以致雙方無

法進行正常的溝通與對話，也影響到其他國家

與台灣簽署FTA的意願與政治空間。馬總統上

任以來，台海和平穩定及兩岸關係的大幅改善

⋯⋯不少國家迄今已公開表示：樂見兩岸簽署

經濟合作協議⋯⋯必將有助於各國和台灣加速

洽商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事宜。是以，推動

ECFA，毫無疑問是台灣加入區域合作協定及

與各國洽簽FTA，重返世界經濟舞台的敲門

磚。」

馬英九總統在2009年7月30日接見全國工

業總會理事長陳武雄的時候也強調，ECFA是

一個純粹的經濟性協議，它和我們過去與大陸

簽訂的6項協議一樣，不會有任何包括一個中

國、一國兩制等「政治」用語的出現。

競爭對手減免關稅　台灣必須謹慎以對

更重要的是，馬總統強調，台灣與大陸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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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貿易體，未來貿易額不斷擴大，勢必需要一

個完整的貿易機制，「再沒有的話，對我們是

不利的，」馬總統表示。

2010年開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協所簽

訂的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將使得中國大陸與東協

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

汶萊等6國實施大部分產品互免關稅。兩邊的

石化產品與機械產品的名目平均稅率將降到

0.25%與0.07%。屆時勢必將衝擊台灣的石化、

機械、汽車零件與紡織四大產業。「有幾十億

美元的影響，如果沒有適當的處理，可能造成

這些產業離開台灣，衝擊台灣就業市場，所以

我們要非常小心，」馬總統強調。

也正因此，與東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中

國大陸，盡快協商出一個經濟合作架構，以及

針對重要出口產業進行關稅減免的協商，對台

灣未來的經貿發展至為關鍵。根據〈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政策說明〉，未來可能納入

ECFA的經濟合作項目可以涵蓋貨品貿易時的

關稅減讓及非關稅措施、服務業貿易、投資保

障、避免雙重課稅、商品檢驗檢疫、智財權保

護、貿易投資便捷化、防衛措施及爭端解決機

制等等。

不過，馬總統也坦言，簽訂任何一個協議，

一定是「有取也有予」。就目前許多人關切簽

訂後台灣未來必須開放市場給大陸，極可能衝

擊國內某些傳統或弱勢產業。這個部分，他也

提到如果簽訂ECFA，可以使用關稅、配額、緩

衝期、調適期及其他的進口救濟、特別的保障

等等方法來協助如毛巾業、陶瓷業等國內特別

脆弱敏感的產業。「像這一類的貿易協定，對

我們來說一定是利大於弊，」馬總統強調。

雖然確切的協商內容、協商時程以及協商

目標等，都仍待兩岸議決，不過對台灣來說，

此一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協商和簽訂，無疑對

台灣未來經貿發展有關鍵性地影響。

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全名：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簽署經濟體：台灣與中國
˙適用範圍：區域貿易協定，適用於台灣與中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
˙ 協議內容：涵蓋貨品貿易（包括關稅減讓及非關稅措施）、服務貿

易、投資保障、避免雙重課稅、商品檢驗檢疫、智財權保護、貿易
投資便捷化、防衛措施及爭端解決機制等等。

˙ 開放時程：依據WTO精神，在10年內雙方必須互相開放市場，完
成九成的商品服務免關稅。

小辭典

■�未來東協加三成形，如不思考對策，將對國內的紡織與汽車零件等產業形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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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　

加強兩岸金融交流合作

此外，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也是飽受

各方注意。4月底，第三次江陳會談圓滿閉

幕，雙方簽署了「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共同

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等三項協議。

其中，「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的簽

署，更讓各界對於未來簽署「兩岸金融監理合

作備忘錄」多所盼望。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的簽訂對於兩

岸未來在金融產業的互動有何意義？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財金組高級助理研究員吳

孟道分析，這個協議將促進兩岸針對以下幾個

層面進行交流：第一，金融合作，雙方同意相

互協助履行金融監督管理與貨幣管理職責，加

強金融領域廣泛合作，共同維護金融穩定。第

二，交換資訊，雙方同意為維護金融穩定，相

互提供金融監督管理與貨幣管理資訊。第三，

保密義務，雙方同意對於所獲資訊，僅為金融

監督管理與貨幣管理目的使用，並遵守保密要

求。

第四，互設機構，雙方同意由兩岸金融監

督管理機構考量互惠原則、市場特性及競爭秩

序，儘快推動雙方商業性金融機構互設機構。

第五，檢查方式，雙方同意依行業慣例與特

性，採取多種方式對互設金融機構實施檢查。

第六，業務交流，雙方同意通過人員互訪、培

訓、技術合作及會議等方式，加強金融監督管

理與貨幣管理合作。

各界多半認為，「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

■�一班四川航空班機飛越台北領空預備降落松山機場，直航象徵兩岸合作交流更加頻繁便捷。（程思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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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已為未來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奠下良

好的基礎。

未來這份備忘錄一旦簽訂，對台灣金融業

者來說，是利多，卻也是挑戰。一方面，金融

備忘錄簽訂後，七家目前已經在大陸設辦事處

的台資銀行業者，將可望升格設立分行或子公

司，正式打入大陸市場。而台灣的證券業也可

望到大陸設立分支機構等。不過，正如馬總統

所言，「有取也有予」。備忘錄的簽訂也意味

著大陸的銀行、證券、保險等業者將有機會來

台發展，可能讓台灣已經相當競爭的金融市場

更加緊張。正因為牽涉範圍很大，需要兩岸密

切的商討，行政院金管會在2009年7月23日表

示，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牽涉兩岸磋商，

目前無法明確訂定時程表。

第四次江陳會擬12月舉行　聚焦四議題

未來兩岸的發展，除了以上兩項重要協議

飽受矚目外，各界也期待第四次海基會與對岸

海協會的協商，也就是第四次江陳會可以替兩

岸交流合作打開更新的一頁。下次會談舉行的

時間、地點以及洽談內容，便成了國內討論的

重點。

儘管目前兩會尚未針對會談時間與地點進

行商討，但目前已就四項議題展開業務溝通，

預計2009年底前可舉辦第四次江陳會，針對

農業合作、標準化問題、避免雙重課稅及投資

保障等展開商談與協議。

其中，針對兩岸商品標準化的問題，經濟

部標準局長陳介山已於6月底以台灣財團法人

認證基金會（TAF）董事長的名義赴大陸與國

台辦副主任鄭立中、大陸國認監委、質檢總

局，以及TAF未來的對口單位中國合格評定國

家認可委員會（CNAS）主任王鳳清會面。

陳介山局長此行，無異是為了第四次江陳

會中，兩岸商品檢驗和標準化協商鋪路。過

去不少台商反應，在台灣製造的工業產品銷

往大陸，仍須接受大陸官方指定的實驗室之

檢測，造成台灣商品在大陸搶時間、搶市場

的困難。

6月份陳介山局長赴大陸，已和CNAS主任

王鳳清達成未來雙方將共同啟動兩岸認證認可

領域的名詞術語比對與協調工作、TAF和

CNAS將合作解決共同面臨的認可技術問題等

共識。

放眼未來，兩岸交流將可望在各項協商逐

一完成後更進一步。對我國來說，政府秉著

「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逐步拓展

台灣在東亞經濟舞台上的角色，絕對是一件值

得期待的發展。

目前獲准在大陸設置
辦事處的台資銀行

銀    行 設立地點 設立時間

彰化銀行 昆山 91/4/8

國泰世華銀行 上海 91/5/15

合作金庫 北京 91/11/7

華南銀行 深圳 91/11/26

中國信託銀行 北京 92/1/20

第一銀行 上海 92/3/7

土地銀行 上海 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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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談論以綠色能源取代部分傳統能源，可能會被視為天方夜譚；但是現

在，綠色能源發展已成產業界矚目焦點，不只是德國、西班牙、美國、英國等

西方國家制訂專法積極投入，亞洲的日本、韓國、中國、印度也在政府的支持下，於綠

色能源產業的研究發展方面有所躍進。

長期以來，我國多次召開國家能源會議，並分別於2009年6月9日、12日三讀通過

能源三法中的兩項—「能源管理法」部分修正案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另一項「溫

室氣體減量法」最快亦可望於年底通過；政府希望透過能源三法的推動，肩負起「降低

全球暖化」、「減少碳量排放」的社會公義責任，替後代子孫和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

■�在環保意識高漲與石油危機夾擊下，各車廠莫不致力於未來動力的開發，研發Hybrid混合動力或是氫燃料

技術等車款。

綠色浪潮席捲全球

推動能源三法 
打造永續低碳家園
降低全球暖化、減少碳量排放是國際共同努力的目標，我國基於地球村一員的責任感，亦

擬定並積極推動能源三法；希望為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的同時，也帶動台灣再生能源、減

碳產業的發展，為產業帶來契機與希望。

�撰文／謝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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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國際潔淨能源的發展領域占一席之地的

同時，也能帶動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為台灣帶

來經濟新契機。

能源三法之1：能源管理法

首先，「能源管理法」修正的重點在於，

規定能源產品和車輛需符合效率容許規範及標

示效率資訊、指定能源用戶需遵守節能規定、

大型能源用戶進行投資前需先通過核准。修法

同時賦予政府檢查權限，並提高廠商違反規定

罰則，違反且限期不改善者，得按次累計加倍

處罰。

經濟部能源局指出，此次修法兼具建立能

源效率的「市場性」、「全面性」、「預防

性」三項重要意義。過去能源設備及器具多半

只提供「應符合容許耗能標準」，消費者仍難

區分產品效率高低，也無法引導市場施行節能

減碳的消費方式，因此修法強制要求製造或進

口廠商必需分級標示產品、車輛的能源耗用與

效率資訊；當然，製造或進口能源產品、車輛

的能源效率，都需符合容許規範，不符規定者

不准進口或在國內銷售，也不得陳列銷售。

在全面性的建立部分，過去能源用戶的類

型、耗用種類、節約能源的使用，並無一致性

規範；修法後，將針對指定能源用戶分別訂定

節約能源規定，並要求能源用戶進行自我管

理，以及使用能源達規定數量以上者，需依使

用級距設置能源技術管理人員，負責執行節能

及申報能源使用情況，以促使合理有效使用，

並全面擴大及強化節約能源管理措施。

為建立國家能源總體使用規範，達到「預

防性」目的，以有效追蹤管理能源使用及設置

情形，減少不必要耗能，修法也規定大型投資

生產計畫的能源用戶新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

前，應事先進行能源使用評估，由政府根據能

源使用的種類、數量、效率及區位進行審查；

通過申設後，亦應配合政府進行持續追蹤和檢

查，以確保國家短、中、長期能源供需平衡與

穩定。

「能源管理紅綠燈」概念與ESCO商機

能源局進一步指出，「能源管理法」修正

的目的，也在於規範大型製造業在投資前做好

能源使用評估，避免對能源供需產生衝擊。未

來對冷氣、冰箱、洗衣機、除濕機、螢光燈管

等能源設備或器具，都將強制要求標示能源效

率及比較性的標示，且將訂罰則，以造成市場

競爭，帶動業者自然改善產品的能源效率。能

源局表示，未來將設置能源管理機制，加強能

源管控稽核，且此部分應可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和商機。

以「能源產業的新天堂」德國為例，該國

在全球這場環保產業競賽中拔得頭籌，並在綠

色能源產業的發展和管理耕耘多年。在住宅能

源消耗管理方面，德國經濟與科技部、Wismar

學院及ennova t i s GmbH公司合作研究，由

ennovatis GmbH公司在烏姆市（Ulm）率先施

行，針對住宅能源消耗情況推出一種耗能指示

■�未來能源的有效轉換與使用管理，將是潛力無窮的綠

色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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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能源管理紅綠燈」；住宅管理者可透過網路連線管理各用戶的熱水與暖氣輸出

情況，住戶也可上網查詢自家使用資料，當管理指示燈呈現「紅色」，就表示該用戶耗

能已超過預定值而必需多付費用。對用戶而言，此項裝置讓他們更容易控制熱水費與暖

氣費的高低；對政府管理單位而言，節能減碳的消費觀念得以落實，能源的使用管理可

更有效實施。

我國離此階段雖仍有一段距離要走，但「能源管理法」通過後，能源使用稽核機制

相形顯得重要。除了節能、控能相關設備的研發與設計是一大商機之外，能源用戶如何

更有效地節約能源？使用能源超過一定數量後，如何執行節能與申報？大型建設又如何

設立能源管理機制？未來，民間企業將需要肩負更多自發性的節能盤查、登錄及確認等

工作，國內能源技術服務（ESCO）成了深具潛力的一項產業。根據台灣能源技術服務

產業發展協會資料顯示，近幾年台灣ESCO產值都是倍數成長，2008年整體產值已達新

台幣20多億元，2009年雖受金融風暴影響略有下降，但「能源管理法」通過後，台灣

業界對未來前景頗為看好。

能源三法之2：再生能源條例

另外為奠定再生能源長遠發展根基、達到溫室氣體減量，以及帶動再生能源產業發

展，立法院也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明定政府運用收購機制、獎勵示範及法令鬆

綁等方式鼓勵發展再生能源，雖然收購價格、公式與獎勵等辦法，仍須待於條例施行第

一年組成委員會後，邀集學者、專家、團體共同訂定，但能源局預期，未來20年我國能

源發電裝置容量將可新增650萬瓩至

1,000萬瓩。

能源局指出，「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是要藉由強制電業併聯再生能

源發展設備以及保障電能收購價格

的雙重機制，獎勵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以達到再生能源的推廣利

用、保護環境及帶動相關產業發

展。

政府除將優先在政府機關、公共

建設及改建公有建築物設置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亦將要求電業及一定

裝置容量以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在Odeillo建造的太陽爐，大規模地將

太陽能用於科學研究和工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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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每年按其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繳交一定

金額作為發展再生能源基金，作為再生能源設

備和電價等補貼費用；另設定再生能源收購機

制，規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產生電能，由

所在地經營電力網的電業予以併聯、躉購及提

供該發電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需電力。

7項綠能適用併聯、躉購

對於產業界而言，最關注的莫過於適用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併聯、躉購的能源類

別。條例明訂包括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

海洋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國內一般廢棄

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產

生的能源等7項都適用躉購範圍；另對於具發展

潛力、技術發展在初期階段的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於一定期間內亦將給予獎勵。

能源局指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對於

產業界的正面影響不只在於補貼、躉購，還在

相關產業設置的法令鬆綁。過去，受限於地理

位置和土地法規限制，有許多適合發展風力、

太陽能等自然資源的地方卻無法設置相關產

業，因此條例也規定只要再生能源裝置達一定

容量者，在發電設備及供電線路需用土地、緊急

措施及調解機制部分，將可適用「電業法」，以

排除過去線路設置的障礙；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

輸變電設施的使用地區，亦可依法申請設置於都

市、漁港，或租用國有或公有林地（但燃燒型生

質能電廠仍限設於工業區）。另外再生能源土地

的使用與取得、進口關稅減免及雜照取得等行政

程序也將予以簡化。

條例也獎勵設置措施由於再生能源熱利用

（即熱能型能源，非發電能源）以替代液化石油

氣等傳統燃料，及減少部分進口燃料的使用。能

源局指出，再生能源熱對於能源節約有極大助

益，值得大力推廣，但因成本仍高，尚未具成

效，因此未來除了運用石油基金提供獎勵補助再

生能源熱利用，也將提撥農業發展基金，獎勵休

耕地栽種能源作物，以產製生質燃料。

太陽光電產業的國際案例

能源局進一步指出，配合行政院推動的六

大新興產業「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政府

於七項再生能源產業中，將優先從太陽光電與

LED產業出發，尤其「再生能源條例」通過

後，對於太陽光電業者有如注入一劑強心針。

根據統計顯示，太陽光電市場自2001至

2006年平均年成長率約38.4％，是全球快速

成長中的市場。放眼國際，太陽光電已經成為

世界各國爭相發展的重要產業，目前全球約有

46個國家積極推動太陽光電發電係統的設置推

廣，其中又以德國、荷蘭、西班牙、義大利、

法國、瑞士等為主的歐洲市場設置最廣最大；

亞洲市場有日本、印度、中國、泰國、韓國、

印尼等國家都加入積極開發；美洲則以美國、

墨西哥、加拿大、巴西為主，全球已進入一場

前所未有的太陽光電產業競賽。全球太陽光電

產業產值從2006年145億美元，隔年成長至

186億美元，若依此成長估計到2010年，太陽

■�德國可謂能源產業新天堂，全球最大的屋頂太陽能面

板系統位於德國南部Buerstadt。（達志影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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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產業將創下364億美元市場，至2020年將超過1,000億美元產值。

其中，太陽光電產業發展最早、具規模的要屬德國。德國於2000年4月份通過「再

生能源法」，透過補助和鼓勵的方式權利扶植國內能源產業，如今全世界每三塊太陽能

電池板、每兩個風力發電機，就有一個來自德國。其中，總部設於德國科隆、主要生產

太陽光電模組與太陽光電系統的abakus energiesysteme gmbh公司更積極開拓亞洲市場，尤

其是台灣、大陸、韓國、東南亞。2004年起，該公司在台灣成立「德商精矽九陽能源系

統公司」，與台灣建築業合作，研發適合台灣環境的太陽光電系統，典型施工案例為

「台電公司南展館50千瓦太陽光電系統」。為確保穩定供給來源，兩年多前更與國內業

者合作，於龍潭渴望園區設置「茂暘能源科技公司」，以台灣為亞洲的研發生產基地，

將市場延伸至韓國其他地區，同時大量回銷德國，是跨國企業在台投資的成功案例。

日本則是亞洲主要太陽光電市場之一，因

為政府實施太陽能設備補助，目前國內太陽光

電使用量大幅提昇，是僅次於韓國的亞洲第二

大市場。該國內光電業者也紛紛朝太陽能研發

方向邁進，除了夏普、京瓷等廠商發展太陽能

已具規模，日本三菱公司也發表一款能源的轉

換系統，可將傳統太陽能面板供給家用電力

外，還可將面板下方積蓄的熱能轉為暖氣及熱

水供應使用。三菱也積極研發，希望讓新系統

取代現有家用能源達65％，對於未來商機前景

頗具信心。

台灣的太陽光電產業鏈缺口

反觀台灣的太陽光電產業情形，過去已具備良好基礎，目前約有上游矽晶廠商（包

括矽晶材料的製造、將矽晶材料拋光成晶圓）7家、中游電池生產（包括製造單晶、多

晶、非晶矽與薄膜太陽電池）45家、下游系統應用（包括電池模組與系統組裝設置）

29家，總共約超過70家生產廠商投入生產製造。

從產業分佈和供應產值來看，國內太陽光電產業仍集中在中游的電池生產，上下游

供應鏈相形較弱。之所以如此，主因是上游矽晶材料和製造技術仍多半仰賴技術領先的

國際大廠供應，而下游設備應用部分則因過去政策不明朗，國內自銷市場不大，業者對

投資環境尚無信心而裹足不前。

能源局指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的通過，象徵三項重大意義，一是可促進

■�國內太陽光電產業已有良好基礎，尤以中

游的太陽電池生產最為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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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和就業機會，二是新的產品可以找到

示範，三是可向國際宣示台灣發展綠能產業的

決心。未來國發基金重點投資除了鎖定太陽光

電產業以外，還將放在LED、生質能工廠、

EICT、風電系統工廠等上中下游產業串連，相

信政府帶動民間投資，將能健全太陽光電、風

電等綠能產業上中下游體質，也能吸引更多國

際大廠投資。

能源三法之3：溫室氣體減量法

發展綠能產業的同時，政府也積極推動

「溫室氣體減量法」，該項草案已在2006年9

月於行政院通過，最快可望於年底在立法院正

式通過。

環保署表示，我國目前溫室氣體排放量佔

全球約1％，在世界各國中高居第22名，「溫

室氣體減量法」將讓我國得以提早因應溫室氣

體減量的國際壓力。依據此法，未來各縣市政

府應該配合溫室氣體減量的推動，訂定各部門

或產業別的溫室氣體核配數量。針對企業，也

訂定不同時期的一定溫室氣體排放配額，所有

新的投資案都必須遵循相關規定。

未來，政府亦將制訂產業溫室氣體盤查及

查證、排放效能管理、總量管制等標準，違規

者將被處以罰鍰，並重新核配排放量。一般預

估，法規實施後，將對高耗能產業如石化、水

泥、電子、鋼鐵、金屬、造船等造成影響，不

過法案也訂定由主管機關建立「排放權交易平

台」，企業只要能達到核配的減量目標，就可

在此平台上針對剩餘的配額進行交易。

溫室氣體減量背後的商機

事實上，「溫室氣體減量法」也為環保產

業提供不少投資機會，在金融危機之下，氣候

變化諮詢、氣體清潔管控、碳交易、水資源管

理、海水淡化、污水污泥處理等產業也被視為

未來趨勢，相關產業也在各國逐漸崛起。美國

一家成立50多年的設計顧問公司Mazzetti Nash 

Lipsey Burch（M+NLB），過去從事的建築環保

節能、節水顧問工作，但日前它宣布與以色列

Elysium - Carbon Trade & Investment Ltd.碳交易

和投資有限公司合作，開始提供包括氣體減量

法規教育、排放量的測量財務預測和選項分

析、策略制定與專案開發、設計、管理、調試

與驗證、碳抵換的指導，以及協助客戶向其用

戶行銷其溫室氣體等服務。

目前國內碳交易和投資有尚未成形，但一

般相信，一旦「溫室氣體減量法」通過，企業

必須正視產業製造過程中所排放的碳量時，類

似產業將會成為一項趨勢，不僅台灣的環保形

象將在國際得到提升，國內市場也將受到國際

碳交易公司的矚目。

■為了達到減碳生活，各國無不投入技術研發電動機車。 ■�在展場上，光電技術產品已成為最受矚目的科技新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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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長期推動能源三法，目前除了「溫室氣體減量法」尚在討論，「能源管理

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皆已通過立法。對此，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

會副總幹事羅懷家表示：「節能減碳是全球趨勢，企業應共同肩負起身為地球一份子的

責任，但企業需要更多的資訊，尤其是溫室氣體減量法，必須主動讓企業更清楚掌握相

關訊息，且要有明確合理的配套措施，如此才能真正落實政策的美意。」

業界意識到綠色浪潮的重要

事實上，早在「能源管理法」通過之前，台灣的電機電子界即意識到，在節能減碳

的綠色浪潮下，先進國家無不大力提倡節能產品並發展替代能源；隨著新產品問世，相

對應的產品安全標準將會有全新的發展或部分更新，銷售市場的地區性法規也可能隨之

增加。因此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電電公會）除了積極追求產品的環

保標準，以符合製程環保與廢棄物可回收的要求，並於2008年底業針對國際市場，邀

請國際安全標準發展的領航者UL（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美國第一家產品安全標

準發展與認證的機構），針對當今歐美市場的兩大熱門節能產品「太陽能發電」、

「LED燈具」說明最新的安全規定要求、申請辦法與技術規範。

因此2009年6月政府通過修正「能源管理法」，要求「製造或進口廠商必需分級標

示產品、車輛的能源耗用與效率資訊」、「製造或進口能源產品、車輛的能源效率，都

需符合容許規範，不符規定者不准進口或在國內銷售，也不得陳列銷售」等相關規定，

對台灣電電業界而言，多少已經有心裡與實質上的準備。

對於再生能源發展持樂觀態度

關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通過，羅懷家表示，此項政策帶動了不少綠色能源產

綠色新思維，環保新商機

業界認同節能減碳 
看好綠能發展
台灣業者對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發展抱持積極態度，長期致力克服成本過高與技術瓶頸，

同時期待擁有能源管理、氣體減量相關配套和資訊，並於適當時間，共同落實節能減碳的

措施，讓碳稅能夠取之企業用之企業。

�撰文／謝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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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發展，電電業者對於太陽光電、風電產業

的發展趨勢也抱持「積極」、「樂觀」的態

度。他進一步指出：「台灣的太陽光電產業發

展已有一段時間，而且台灣在此項產業的設計

領域相當出色，小到過去的太陽能計算機薄膜

研發，大到目前的『向日葵式』的追日型太陽

光電模組設計，相較許多國家，台灣業者在技

術研發上的努力和成績並不遜色其他國家。」

在兩岸產業交流當中，綠能發展也是極為

重要的項目，電電公會亦於8月底、9月初分別

組團前往大陸進行太陽光電、LED產業觀摩與

交流。羅懷家指出，大陸部分地區應用太陽能

作為路燈照明，但時間經過一年之後，卻有10

％左右的路燈不亮了，再經過第二年，不亮的

路燈更多達50％。他表示，事實上，相似的現

象也出現在台灣使用太陽能的照明設施上。之

所以如此，最主要是因為除了德國等技術純熟

國家，其他國家的太陽能業者對於電能轉換效

率的掌控技術普遍仍不純熟。

他進一步指出，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必需面

臨不可抗拒的天候因素。隨著日夜溫差、春夏

秋冬的變化，氣候可能出現白天40度的高溫、

晚上零下幾度的氣候，也可能出現狂風、或是

暴雨，因此如何將太陽能、風力有效地儲存下

來，如何跨越電能的轉換效率，並促進蓄電穩

定性，是當前綠能業者所面臨的課題。「當

然，如何降低太陽光電生產成本，如何克服太

陽電池矽材料不足，也都是業界努力克服的重

點。」

建議碳稅取之產業用之產業

至於「溫室氣體減量法」一旦通過，企業

可能要被徵收碳稅，羅懷家表示：「節能減碳

的基本概念是好的，但是政府必須清楚訂定碳

稅價格，以及如何徵收碳稅、如何進行碳交易

等等配套措施，最重要的是要讓企業有適當的

比率原則可循，而且應將碳稅收入回饋產業，

亦即取之於產業用之於產業。如此一來，將可

造成群體競爭性，當排碳量高的業者，看到排

碳量低的業者一樣可以享受回饋，降低排碳量

的配合意願將會更高。」

羅懷家還指出：「合理的配套措施很重

要，當政府鼓勵企業發展綠色能源發展，也應

思考會不會出現一些為了應付檢查或折抵碳稅

而設置的無效能能源？」他認為，從現實面來

看，太陽光電和風力發電等綠色能源，現階段

在使用上，仍有些技術門檻和成本考量問題要

克服，畢竟這些能源的供應仍有其侷限性，不

可能全部取代目前的火力和石化發電，因此政

府在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時應考量業者實

際可能面臨的狀況。尤其近一、兩年，全球金

融風暴嚴重衝擊台灣產業，電電產業經長期的

景氣低迷後才稍稍復甦，因此相關法規施行的

時機點是否適當，對企業者而言更顯重要。 

■�台灣的太陽光電產業日趨成熟，從太陽能計算機薄膜研

發至追日型太陽光電模組設計都已具備技術。

■�能源管理法修法後，進口車商必須分級標示車輛的能源

耗用與效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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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日前提出了「六大新興產業」，綠能科

技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為了促進

相關發展，政府最近更通過了〈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希望能讓台灣在環保、綠能科技與節能減

碳上，都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台灣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創立超過160

年、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都有分公司的德國工

業巨人西門子可以說是綠能技術上的先驅者。9

月上旬，在該公司服務超過30年的西門子台灣區

總裁韋思德（Peter A. Weiss）接受本刊專訪，提

出了許多他對台灣綠能發展的寶貴建議。他認

為，在全球飽受金融危機所苦的此時，發展綠能

技術和升級台灣的基礎設施與提升能源效率，絕

對是為下一波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的好機會。

「你必須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現在我們

正經歷一個全球危機。想像，如果我們能利用這

段時間，投資並升級台灣現有的工廠、辦公大樓

和基礎建設等，會發生什麼事呢？如此一來除可

以活化人力需求⋯⋯，也創造了GDP和稅收，同

時，政府協助企業進行這些投資。最終，當景氣

回溫時，我們已擁有升級的基礎建設、優良的環

境，卻只消耗比過去更少的能源。屆時，台灣已

做好十足的準備要躍上全球舞台競爭，」韋思德

強調。

專注、專精、速度快，發展綠能的三大要件

他也認為，若能善用機會，台灣絕對有很好

的機會，可以在未來發展出可外銷、獨步全球的

專訪西門子台灣區總裁 韋思德

金融危機是台灣奠定
綠能發展的絕佳時機
綠能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西門子台灣區總裁韋思德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有鼓勵也

有期許，希望政府與企業能共同對話，形成拉力與推力，共同為台灣在綠能科技的發展與節能

減碳上努力。

 撰文／關蘭　攝影／黃大川　圖片提供／西門子

■ 西門子台灣區總裁韋思德認為台灣發展綠能，必須

透過徹底、完整的先期研究，找出確切的方向和適

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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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技術，「對我來說，台灣實現這

樣的機會絕對無庸置疑」。但他也提

醒了「專注」的重要性。「就好像我

在過去一個場合提到的，我們必須專

注。不可能這邊做一點、那邊做一

點。必須決定哪些是要專注的技術、

找到適合的夥伴、然後才有可能成為

這個領域受到認同的領導者⋯⋯，就

像我們在西門子常說，『我們必須專

注，我們必須專精，而且還要速度

快』。如果不能達到這三者，那就別想了。」

也正因為對專注和速度的重視，韋思德認為

台灣在綠能的發展上，雖然政府已經提出了一些

具體的方向，但應該得再加快腳步，做更多努

力。他表示，政府日前提出的「六大新興產業」

以及最近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都已經為台灣

綠能發展鋪設了一條很好的道路，但下一步該做

的是，盡快促進產業實質的發展，「讓車子能在

路上跑」。

台灣發展綠能的第一步：

政府與企業持續對話

至於要如何達到這樣的目標？韋思德相信，

這絕對需要政府與企業界的密切合作與對話，政

府方面必須提供強力的法規條件，而此強力的法

規得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法規必須可信

賴。任何投資者，都需要看到法規長遠的可預測

性。第二，法規必須有效率，不論政府決定如何

制訂法規，一定要有強大的效果，而且可配合市

場機制鼓勵人們做更多這方面的投資。第三，法

規必須符合全球發展的趨勢。

而企業界需要做什麼呢？第一，企業必須要

有二氧化碳減排的準備與自我期許。第二，企業

必須把投資效率極大化。第三，企業必須提供全

球一致的標準。

韋思德更強調，「一開始的時候需要政府與

企業界不斷的對話，才能找到共識，如果兩方能

找到共識，一方提供鼓勵的機制，另一方投入研

發，然後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只有一方一意孤

行，是不可能有效果的。」透過政府與企業這樣

分工、對話下，「最後政府的政策將會形成一種

拉力，而企業所研發出來的創新科技將會是推

力，一推一拉之下，將可以確實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減緩溫室效應。」

除了政府與企業必須持續對話找出共識外，

韋思德也認為台灣發展綠能，一定要透過徹底、

完整的先期研究，找出確切的方向和適合的策

略，然後才開始「專注」的努力。例如全球各地

對於風力發電、太陽能、生質能源等不同再生能

源的取捨，時有辯論。那麼台灣該怎麼做呢？韋

思德建議，「第一，不是每個解決方案都適用每

個國家。所以一定要邀請各領域的專家進行扎實

的研究。根據這樣的研究，才能做出決定，台灣

該如何利用再生能源。」

■ 瑞典南部Lillgrund的海上風力發電，採用西門子的能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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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以風力發電來說，台灣是個多山的

島嶼，大規模風力發電裝置的土地取得有一定的

困難度。然而，台灣周邊海面卻很適合發展離岸

風力發電設施。而以太陽能來說，太陽能板不能

設在多雲、多霧的區域，因此南部地區可能比較

適合發展。生質能源則需要大規模種植可供轉換

成生質能源的植物，台灣地小人稠，到底適不適

合發展這樣的技術，值得討論。

綠能先驅：西門子產品替地球減少

1.14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近幾年的努力下，西門子已經是全世界綠

能科技的先驅者之一。該公司2008年全球營收

770億歐元中，有190億歐元來自與環保相關產

品。未來西門子更希望這類產品每年能以10％的

速度增加，到2011年時，預計有250億歐元的營

收來自這類產品。不止環保產品對該公司的營收

越來越重要，該公司所研發出的各類新技術也對

節能減碳相當有幫助。到2007年為止，西門子所

銷售對環保有利的各項設備和產品已經替地球省

下了1.14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預計到2011年

時，將可縮減2.75億噸的二氧化碳，相當於羅

馬、香港、新加坡、倫敦、紐約與東京等六大城

市一整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加總。

韋思德也舉出了實際數據證明新技術對於節

省能源的幫助。根據西門子的研究，越老舊的發

電設備和電力輸送網，就會在過程中浪費越多的

能源。假設使用一噸的煤炭或原油，並使用舊式

發電技術，那麼這一噸的能源，將只有50％會被

轉換成電力，剩下的50％都在發電的過程中耗損

掉，且電廠越老舊，發電過程中所被浪費掉的能

源比例就越高。

而這些產生出來的電力，至少又有10％浪費

在電力輸送的過程中。當電力終於送到工廠、辦

公室提供使用時，又有50％的電力在使用過程中

消耗掉。舉例來說，傳統的燈泡有50％的能源都

浪費在「發熱」而非「發光」上面，造成能源的

浪費。

然而，目前的科技水準已經讓我們得以將這

整個過程中的浪費降到最低。若使用最新的發電

技術，那麼在發電過程中，將只會損失不到40％

的能源。「這10％的進步，對於一個發電量500

百萬瓦的發電廠來說，就可以省下50百萬瓦的電

力，相當於好幾個足球場面積的太陽能發電廠能

夠產生的電量，」韋思德表示。而如果使用新的

電力傳輸技術，則只有7％的電力會損失在電力

傳送過程。最後，使用各種節能減碳的技術設

備，將可以讓電力使用過程中的損失降到10％。

正因這些證據，韋思德也提出了他對台灣現

況的擔憂。「在這裡我要傳達的重要訊息是，而

這也是有時候我替台灣感到憂心的部分：人們常

選擇最便宜的解決方案，而非選擇可以節省能

源、拯救環境，甚至是對未來最好的技術，以及

最創新的解決方案。」

■ 西門子在國外設置的太陽能發電科技，預計未來將引進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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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阻熱通風技術

提升台灣建築物節能潛力

為了促使台灣在綠能發展上更上

一層樓，歐洲商務協會（ECCT）在

2009年6月底時，發表了一份名為

〈台灣建築物節能措施：改善台灣既

有及新建築能源效率之技術與策略〉

的報告，引起廣泛討論。

這份報告是由歐洲商會與台北科技大學合

作，對台灣建築物的節能潛力進行研究。歐洲商

會委託台北科技大學根據台灣既有的建築物和目

前的氣候與環境數據，寫出了一個電腦模擬系

統，然後再套入最新的技術來分析在各種情境下

節省能源的潛力。「這是一個以台灣為基礎的研

究，」身為歐洲商會副理事長的韋思德強調。

這份報告顯示如果台灣可以利用各種既有的

阻熱、通風技術等，減少在建築物上所消耗的能

源，那麼每年將可以再縮減30％的用電、降低

1,200萬噸的二氧化碳，相當於280萬輛車在1年

駕駛2萬公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你想像，只

要台灣的建築物能夠採用這些新的技術，就可以

有效達到二氧化碳減量。這是一個極大的潛

力。」但既有的建築不可能一夕改變。台灣未來

可以嘗試從改變新建築法規開始、翻新大樓也應

該接受更嚴格的環保標準，而私人環保住宅也可

以給予節稅等獎勵措施，讓民眾有改變的動力。

台灣的能源在亞洲屬於相對便宜，但韋思德

卻很坦白的指出，這對台灣綠能的發展不一定有

利。「很多人不喜歡這個說法，但我個人認為，

台灣的能源太便宜了，任何東西只要它低廉，人

們就不會在乎。一旦東西變得昂貴，才會被審慎

對待。在其他國家，能源成本很貴，於是人民自

然會思考最佳化的使用，並改變自己的行為習

慣。於是創造了一個更強的推力與拉力。但這些

我們在台灣都還沒有看到。」

環保從教育下一代開始

為了讓台灣的下一代更容易接受新能源的概

念，並親身實踐節能減碳的生活，西門子也在台

灣進行許多推廣活動。為了強調從小教育對孩子

日後環保觀念的重要，在接受訪問的時候韋思德

特別展示了一輛放在桌面上的由積木組裝而成的

太陽能玩具小汽車。為了讓小學生體會什麼是替

代能源，西門子特別製作了一組組的積木和零

件，提供他們分組組裝然後比賽。「我們希望孩

子們可以認識如何節省能源，也希望他們可以認

識太陽能的功效。」其實，不只是替代能源，包

括隨手關燈、省水、垃圾處理等，絕對都要從小

教育起。「我們必須從小朋友開始！你無法改變

老一輩的觀念，但絕對可以改變新一代。」

對韋思德來說，鼓勵台灣發展綠能的意義絕

不只是「銷售」。真正重要的是，台灣能夠透過

發展綠能，提升基礎建設的效率。節能減碳的同

時也達到保護地球與經濟發展共進的目標，達成

三贏的局面。

■ 2009年6月台灣西門子在偏遠國小舉行的探索綠色神奇校園活動，引導

小學生們組裝太陽能玩具車，並在陽光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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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克蘇諾貝爾」（Akzo Nobel），對國內民

眾來說可能相當陌生，但它並非一家新公

司，而是歷史長達二百多年的老字號。這家荷蘭

公司最早可追溯至1777年，一路藉由購併壯大公

司規模，包括1969年和Algemeene Kunstzijde Unie 

NV（AKU）合併、1994年和Nobel Industries合

併、1998年買下Courtaulds，2008年更併購生產

Dulux得利塗料的英商ICI集團，成為全球第一大

的塗料公司。

台灣阿克蘇諾貝爾塗料行銷總監陳美慈表

示，過去阿克蘇諾貝爾經營版圖主要在歐美，由

於看好亞洲的市場潛力，因此買下英商ICI集團，

填滿全球版圖的空缺之處。雖然未來ICI的名號不

在，但旗下的塗料品牌像是Du l ux（得利）、

Glidden（利登）、Maxilite（美利）都會持續經

營，為台灣塗料市場提供更多元與優質的選擇。

首先引進水性塗料進入台灣市場

1977年就在中壢設立工廠，在台灣已經深耕

超過30年的得利塗料，在國內主打中高價位的塗

料市場。陳美慈總監表示，得利塗料進入台灣對

塗料市場所帶來最大的改變，就是引進安全環保

的水性塗料並開創以質感細緻著名的乳膠漆。

當時，其他廠商都還在生產油性塗料，但油

性塗料中含有較多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不但會對空氣造成污

染，其中的甲苯、乙酸乙酯、丙酮等化學物質，

也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嚴重時可能造成肺水腫、

皮膚炎，甚至癌症。

經過30年來的努力，得利塗料不但提升了整

體產業的品質規範，也帶動其它塗料業者共同提

供以水性為主的建築塗料趨勢。陳美慈總監表

示，不管是ICI或是阿克蘇諾貝爾，都非常重視塗

料的品質及環保課題，從原料的採購到管理，都

有一套嚴密的管控系統。除了堅持成分不含重金

屬外，只要是從供應商採購的原料，公司一定會

去了解這些原料的組成，以確保原物料的安全

性，並切實遵守各國所制定的化學品環保規章，

「達到國家標準只是基本要求，常常公司本身的

規定還更嚴格。」

接手英商ICI集團

阿克蘇諾貝爾 
進軍亞洲市場
在台灣已經深耕超過30年的英商ICI集團，2008年被荷商阿克蘇諾貝爾集團併購，成為全球最

大塗料集團。未來公司將加強與消費者的溝通，並以「色彩推廣師」自居，不只賣塗料，更傳

遞色彩價值。

 撰文／李惠琳　攝影／楊志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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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裡有一套稱為HSE&S（Hea l t h、

Safety、Environment& Secruity）的健康安全

環保管理規範，從中就可以看出歐洲人對

此的重視程度，陳總監說明，這套標準規

範得非常細，從員工的健康及安全、生產

過程的安全、緊急反應、產品管理、工作

區污染的預防及社區的宣導，簡直可以用

多如牛毛來形容。

在公司主動追求產品安全環保及員工顧

客健康的理念之下，得利塗料是全球第一家

塗料公司改用不含鉛摧乾劑，堅持原料絕不

添加鉛汞等重金屬，也選用不含貝芬銻的殺

菌成份以避免可能引發的環境荷爾蒙。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避免邊緣化

近幾年，面對大陸內需市場崛起和人力

成本低廉的優勢，許多跨國企業會前往大陸

投資；想吸引外商來台投資，要不就是以技

術取勝，具備大陸所沒有的研發人才，不然

就是以同文同種且市場開放的優勢，成為其

他國際企業進入大陸市場的跳板。

但在塗料產業的狀況並不相同。阿克蘇

諾貝爾集團在大陸市場已設有研發中心及

生產工廠，不需要以台灣做跳板，在跨國

企業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的考量下，生產

運籌將以整個大中華區域性來評估。

「要將塗料移往其他國家生產，必須考慮運

費的支出，因為塗料產品比較重，運費支出也會

比較多。而台灣與大陸距離近，加上大陸工資

低，因此生產效率的提升，將是台灣廠的重要營

運目標之一。」

而想要讓總公司持續在台灣投入更多資源，

陳美慈總監認為除了增加生產效率外，也要提高

附加價值，讓台灣在商品開發上更具市場敏銳度

及市場領導性。

「這是我們的優勢，因為台灣人不論在生活

品質或品味上都走得比大陸要快；就像歐美地

區，引領全球的時尚潮流，就能突顯其重要地位

及價值。也因此，台灣公司未來會積極提高產品

■ 阿克蘇諾貝爾塗料公司行銷總監陳美慈，認為台灣建築

塗料市場就像是個金山銀山，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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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針對環境的特殊性來開發各種不同的

機能性塗料產品。」

強化消費者溝通，潛在商機大

目前國內塗料市場每年大約只有2∼3％的成

長，且市場變化性不大，說它像是個傳統產業也

不為過，而Dulux得利塗料在同等級市場也已有九

成以上的市占率，面對保守且變動不大的市場，

陳美慈總監卻是充滿期待！

「台灣建築塗料市場就像是個金山銀山，等

待我們去挖掘。」她說，像是近來政府鼓勵環

保、推動綠建材⋯等，都是阿克蘇諾貝爾絕佳的

機會，加上國內現在流行自己DIY空間改造，也

是很好的商機。

以外在的消費能力來看，國內GDP逐年攀

升、民眾的生活水準提高，消費者開始重視生活

品質、懂得挑好產品。但目前高

價漆卻只占整體市場的4％∼5

％，與其他先進國家百分之十幾

到二十幾、以及中國大陸的百分

之二十幾相比，台灣顯然還有很

大的成長空間。

當然，高生活水平是推廣中高

價位產品的先決條件，既然消費

得起，為何市場上未見起色？

「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費者對產

品不熟悉。」

以中國大陸來說，房屋銷售時

通常都是毛坯屋，也就是只有水

泥牆、水泥地，其他什麼都沒有

的空屋，包括馬桶、水龍頭等所

有建材都需要屋主自己採購，因

為當地流行BIY（Buy it yourself），就是自己買，

再請工人來施工，「在大陸，有的人甚至在買房

之後會離職一年，只為了去選購所有裝潢需要用

的建材。」

在這樣的消費模式下，消費者為了要購買產

品，勢必會花時間去研究，了解產品特性、詢問

品牌口碑⋯等，所以對哪一家的產品好、好在

哪，有哪些新產品、評價如何，通常都會比較有

概念。

而台灣在裝潢或粉刷上最普遍的情形就是，

屋主與油漆包商講定施工價格，其餘就交給油漆

工人去做，屋主對於塗料往往不了解，也無法判

別好壞，更遑論會先指定用料，也因此，在價格

取向之下，包商為節省成本，往往就不會考慮較

高價的塗料。

「如果要打破這個模式，就得多與消費者溝

■ 塗料不僅為牆面創造豐富色彩，還提供抗菌防霉等各種機能性功用。配合

台灣炎熱多雨與地震頻繁的環境，研發的彈性漆可抗牆面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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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讓消費者了解塗料的特性及功能。」

以色彩師自詡，販售房子的化妝品

2008年英國推出「家倍亮」塗料，是降低光

線受牆面吸收的比例，提高室內光線的折射值，

漆上以後室內看起來更明亮，可節省15∼20％的

電費，且使整體空間看起來更寬敞；2008年台灣

自行研發之「竹炭健康居」，利用竹炭特性，吸

收刺鼻的油漆味，「這些都是非常受歡迎的機能

性塗料，但國內消費者卻不知道。」

要與消費者溝通，除了打廣告外，台灣阿克

蘇諾貝爾也以網站提供資訊，希望能及時提供消

費者確實訊息，「如果不是因為要粉刷裝潢，一

般人不會去研究塗料，但我們希望做到，當消費

者有這類需求的時候，就可以很輕易找到所需要

的資料。」

目前在公司網站上，消費者可以找到如何

DIY粉刷、如何處理問題牆面、如何選購產品等

資訊，甚至可以先在虛擬房間上色，觀看上色之

後的效果是否與預期的相同。

除了產品介紹與工法技巧外，阿克蘇諾貝爾

也自詡為「色彩的推廣師」，總公司有一個專責

團隊，專門研究色彩運用及趨勢，且每年發佈最

新流行色彩及設計趨勢。「建築塗料就像是房子

的化妝品，每一種顏色都會給人不同的感受，告

訴消費者怎麼配色、現在流行什麼顏色、還有怎

麼塗擦是最時尚的造型。」

盼政府創導，帶動產業發展

對於整體塗料產業的發展，陳總監也希望政

府能投入資源，獎勵針對室內或外牆進行整修的

部份。因為國人對建築物的使用上，仍舊偏好新

的建築，但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新建物勢

必愈來愈少，而反觀歐美地區，十分重視建築物

的維護及保存，常常可以看到舊建築物在施工維

護，「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例如國內最近也

有許多舊大樓進行內牆塗刷保養與外牆拉皮，施

工後馬上就呈現出新的建築價值。

她認為，生活空間的改善，不一定要把老房

子拆掉重建，可以從最簡單的粉刷來做，不但能

達到保護及美觀功能，且只要風格及顏色一轉

換，就可以讓居住者感受不同。以新加坡為例，

當地政府規定國宅外牆每5年就必須重新粉刷，

因此予人的印象非常乾淨、明亮，屋宅也不會有

老舊的觀感，可以帶動整體城市價值。

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都市更新，但主要是給

予建築容積獎勵，仍須把原建築拆掉重建，工程

規模大且耗時，如能透過一些基礎的整修與維

護，相信能夠更快讓城市景觀改頭換面，因此，

陳總監也誠懇地表達希望政府未來可以考慮利用

獎勵措施來帶動建築物及室內牆面的維護風潮，

如此不但可以帶動產業發展，也可輕鬆創造城市

新風貌。       
■ ICI的色彩專家們透過色彩的藝術與科學，發展出獨步全

球的色彩應用系統以協助居家建築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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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時，看似最簡單的產品，其實是最難做

的。這一點，岳豐科技（YFC-BonEagle）

董事長葉春榮最明瞭。

創建於1983年的岳豐科技，目前是亞洲最

大的布線產品製造商之一，主要產品線以區域

通訊網路線及3C產品相關用線為主，尤其是區

域網路線，岳豐科技不但是亞洲第一家取得七

類3P（Third Party Testing）認證的線纜生產廠

商，也是東南亞地區唯一通過的科技廠商。

從電源線到乙太區域網路線的升級之路

難以想像，岳豐科技賴以起家的產品，只

是電源線及插頭相關產品，但在1990年代初

期，葉春榮董事長就發現，面臨中國大陸低價

競爭的趨勢，前進中國大陸設廠已是厚植台灣

企業實力，進而布局全球不得不為的選擇。

但岳豐科技至廣東東莞設廠後，不只善用

中國大陸土地及勞動力低廉的優勢，更因台灣

的生產空間騰出，便透過技術轉移和自行研

發，提升產品技術層次，才能避免價格競爭。

由於室內的電源線製造技術門檻不高，無

法避開價格戰的泥淖，葉董事長於是決定跨足

到室外產品。「同樣是連接線，但技術卻差了

十萬八千里。」葉春榮解釋室外電源線的技術

難度：「電源線移到室外，就得克服天候的問

題，不管是攝氏40度的高溫，或是零下60度

的低溫，電源線線材都不能裂開。」

岳豐科技當時還考慮到安全及便利等功

能，在電源線材中加入螢光粉，使其在黑暗環

境中能自行發光，避免被絆倒的危險。另外高

緯度地區常有下雪的可能，所以電源線必須做

到長時間埋在雪地中，也不會被水氣滲透，才

能確保使用上的安全。

有了產品成功升級的經驗，葉董事長也開

始尋找下一代新產品，持續帶動岳豐科技成

長。就在1990年代中期，他注意到乙太網路

線的崛起，除了利用工研院光電所的技術轉

移，拿到光接收發模組的生產技術外，並且在

新竹交通大學成立之育成中心中，掌握不少乙

太區域網絡線的技術，擺脫只會衝量，沒有技

術的尷尬，但也在此時碰到研發投資的難題。

「當時只有4個國家有乙太網路線的製造

設備，一套要價1億多台幣。」葉董事長認

為：「如果貿然投資，風險實在太高。」

所幸岳豐科技當時仍有不少懂電機及機械

的人才，決定自行開發製造設備。結果只用

掌握通路  成功轉型

岳豐科技的升級之路 
現代的五星級飯店，提供乙太區域網路線（Ehternet）服務，讓房客的筆記型電腦可以直

接連接到全球網路。但這條看似簡單的網路線，「全球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市場，是由岳豐

科技所打造。」葉春榮董事長自豪的說。

 撰文／楊迺仁　攝影／楊烟亭



32 33

1,000萬元，就做出通過3P認證合格的五類線產

品，也因此順利跨入乙太區域網路線的市場。

雖然六類線因為精密度太高，岳豐科技無

法比照五類線一樣，自行研發製造設備，只能

從國外進口，但由於岳豐科技在乙太區域網路

線市場腳步已穩，即使投資購買昂貴的先進設

備，也有足夠的風險承擔能力。

時至今日，岳豐科技全球研發部門多達百人

以上，而且不僅六類線產品仍在台灣製造，台

灣研發部門編制也超過30人。除了七類線已通

過認證外，岳豐科技也開始研發八類線產品。

但葉董事長的腳步仍不停歇，他將目光轉

移到太陽能面板及風力發電用線材。此外，由

於愈來愈多產品走向輕薄短小或是透明面板的

設計，他也相當看好極細線的未來，這些都是

岳豐科技下一個研發投資的主要方向。

從製造到銷售的轉型之路

儘管產品不斷升級，成果也非常豐碩，但

面對中國大陸「無限擴充，無限殺價」的競

爭，葉董事長認為，「製造商壓力會愈來愈

大，誰能掌握通路，誰才是最後的贏家。」從

2002年起，岳豐科技開始在大陸及歐洲陸續

設立行銷據點，2003年又在美國設立子公司

BestLink Netware，以B2B網路銷售方式，拓展

美國市場，但2005年時，公司卻面臨產業轉

型的重大抉擇。

葉春榮董事長回憶當年，在美國設子公司

的初衷，就是希望岳豐科技能擴大營運版圖，

從單純的製造業進一步轉型到兼營零售業。正

■ 岳豐科技董事長葉春榮認為面對大陸無限擴充、無

限殺價的壓力下，提升產品的競爭力，掌握通路才

是致勝關鍵。



34

台商動態．Viewpoint

35

巧當時已是全美第二大，全年營業額高達

5,000萬美元的連接線通路商PRIME WIRE & 

CABLE，因為愈來愈多的客戶，直接與亞洲製

造商往來，眼看市場逐漸萎縮，決定退出市場

尋求買主。葉春榮董事長認為，一來PRIME與

BestLink當時的往來金額，全年已高達1,800萬

美元，如果PRIME被競爭對手買走，勢必會影

響BestLink的銷售成績，加上岳豐科技本身是

製造商，沒有PRIME最擔心的客戶流失問題，

因此決定出手購併。

但當時與岳豐科技一起競爭購併PRIME的

廠商多達3家，而且岳豐才剛上櫃不久，資本

額不到5億，卻要花2,500萬美元購併，葉董事

長回憶，當時還被財經評論家謝金河形容為

「蛇吞象」，但也由此可見他的決心。

秉持「可以買貴，不能買錯」的理念，葉

春榮當時甚至請了安侯建業、勤業眾信等會計

師事務所，花費新台幣2,000多萬元評估費以及

5個月的時間，審慎考慮後才決定出手購併。

有趣的是，評估花了5個月，但從決定購

買與簽約的時間，卻只花了兩個禮拜。「岳豐

科技最後會脫穎而出的原因，不是出價最高的

買主。而是以最能照顧員工、最了解PRIME，

說服了賣方。」葉董事長如此表示。

成功收購PRIME，讓岳豐科技不只是製造

商，而開始轉型為批發商及貿易商。而當初的

決定，也讓岳豐科技面臨2008年金融海嘯的

衝擊時，集團合併收入5,275,002仟元，只比

2007年的5,299,816仟元衰退了0.47％，其中

的主要關鍵，就是PRIME在2008年第四季發揮

接單功能，引進美國大型通路商的DI（Direct 

Import）電源線訂單，讓PRIME全年營業額成

長18.5％，也是岳豐科技相關投資中，成長最

大的公司。

對岳豐科技而言，掌握通路的好處，就是

能精準評估市場需求，不致盲目生產，同時握

有製造優勢，交期與品質也能自行控管，更可

有效控制庫存。而岳豐科技賺錢的關鍵，就是

低庫存。事實上，葉董事長當初決定花2,500

萬美元收購PRIME時，當時庫存高達1,900萬

美元，但到金融風暴爆發前，已經降低至800

萬美元，等於成本就減少了1,000萬美元，也

因此讓岳豐科技能承受金融海嘯的衝擊。

知人善任 凝聚向心力

岳豐科技能夠有今天的成就，葉董事長不

■ 岳豐的六類線產品在台灣製造，出貨量可說是全球最大。 ■ 從傳統的線纜製造至後端的佈線工程，岳豐成功創新經營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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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居功，強調應該要歸功幕後的經營團隊。他

自豪的表示，當初創業的5名成員目前還在一

起打拚，董事會成員完全不受家族企業的模式

限制。而且在人力資源這一塊，葉董事長更是

重視，「公司雖然成立超過20年，但是公司成

員都是年輕、高學歷的有為青年，而且權力一

定要下放。」

如目前擔任總經理，台塑廠長出身的林森

福，就是當初葉董事長三顧茅廬，說服林森福

放棄當時在台育顧問管理公司月薪一萬美元的

高薪，與葉春榮一起創業，而林森福的管理專

才，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葉春榮董事長還延攬了成大機械系

畢業，將台灣電子線第一位打進美國市場的

PRIME董事長張榮光；當時共同創業的夥伴謝

其烘，目前也擔任岳豐無錫分公司的副董事

長；而顧英明則是擔任無錫分公司的研發長，

專業經理人各司其職，至今的凝聚力仍相當強

勁，也成為岳豐的核心價值所在。

鼓勵台商回台投資  政府態度是關鍵

葉春榮董事長於2007年11月正式接任廣東

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肩負起協助台

商解決疑難雜症的任務。對於台商目前在兩岸

的經營環境，了解尤其深刻。

如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2008年8月份

邀請台商座談時，葉董事長就向王岐山副總理

提出了11點建言，「台商面對的困難，比想像

中嚴重，而這些問題其實出自中國大陸本

身。」葉春榮強調：「就算沒有金融風暴，台

商在中國大陸的困局還是會發生，只是不會那

麼猛，關鍵就在中國大陸『無限擴充、無限殺

價』的競爭壓力。」

加上中國大陸從2007年起，光是出口退稅

取消的部份高達17％，加上人民幣升值超過

20％，接著2008年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等政

策壓力，更讓體質不健全的台商，無法生存。

其實不只是台商受不了，其他外商也同樣吃不

消，葉董事長表示，山東甚至在一夜之間就倒

了將近200家韓商。

不過，葉春榮董事長也強調，現在能留下

的台商，也表示有它的價值存在。而且當時許

多台商因為只是中小企業，沒有足夠的人力財

力同時在兩岸經營，只好選擇直接外移到中國

大陸，事實上台商對台灣充滿情感，對回台投

資及上市上櫃，具有高度意願。

因此，政府的相關規定要合乎時宜，才能

鼓勵台商回台投資。「鼓勵台商回台上市櫃或

投資的目的，應該是鼓勵台商將核心競爭力挪

回來，不是搬工廠而已。」葉董事長指出：

「包括稅制、資金、法令都要鬆綁，台商才能

把資金運回來。」

同時他也強調，只要政府能務實面對，雖

然每一家台商回台投資金額只有1億美元，50

家台商就多達50億美元，對台灣經濟發展絕對

具有聚沙成塔的正面效益。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生產區域網路線及光通訊收發模組產品。總

公司位於桃園縣新屋鄉，海外分公司分布於美

國、德國、大陸廣東省東莞市及江蘇省無錫等

地；員工總數已逾2,300人。並曾榮獲第三屆小巨

人獎及第十屆國家磐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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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知識經濟新廊帶

蘭陽再創榮景  
產業潛力無限
隨著雪山隧道的開通，宜蘭進入大台北地區一日生活圈的範圍中，而蘭陽得天獨厚的好山

好水不但成功吸引觀光人潮，各相關企業也競相進駐，讓觀光相關事業成了宜蘭最熱門的

行業。

撰文／何儀琳　攝影／楊志雄

宜
蘭人個性好客、淳厚內斂，就跟宜蘭小

吃糕渣一樣，外冷內熱。」宜蘭縣長呂

國華一語道出宜蘭人的個性。由於宜蘭在地人

較多，產業發展也以農業與漁業為主，近年來

順應時代改變，傳統的農、漁業也隨之轉型，

讓宜蘭產業結構逐漸變化。

傳統農漁產轉型　促進休閒觀光發展

呂國華舉例，如烏石港以發展休閒漁業為

方向，傳統的漁港風景轉而為海鮮餐廳林立、

賞鯨娛樂船頻繁往來等景況，開發出許多觀光

產值。而傳統農業區如員山、枕山等地，在政

府輔導下，逐漸轉型為休閒農業區，發展出如

生態觀光、民宿、咖啡廳、藝品DIY等活動。

不過，轉型最為成熟的案例，則是社區營造。

「像珍珠社區、冬山社區等等，都由社區

成員全體參與並發揮創意，結合社區本身的特

色，發展出相當多樣化的成果，相當有活

力。」呂國華表示，宜蘭的社區營造約從民國

82年間游縣長在任時陸續開始發展，迄今已有

相當豐碩的成果，也成為宜蘭觀光事業與城鄉

建設中，相當重要的一項特色。

除了豐富的自然資源、人文風情，在觀光

硬體設施部份，縣府按計劃進行的各風景區相

關建設之外，民間引進投資部份也頗有成效，

包括礁溪的老爺大酒店、宜蘭市區的晶英酒

店、有200間客房規模的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

假飯店、長榮鳳凰酒店（礁溪）及喜來登大飯

■�宜蘭縣長呂國華強調，產業發展必須兼顧環境保護，

才能共生共榮永續經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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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等等各大觀光級飯店陸續進駐，宜蘭海洋生

態科技遊樂館也在積極規劃中。

宜蘭縣發展的過程中，「環保」一直是從

未被忽略的理念，呂國華強調，產業發展與環

境保護的共生共榮，是宜蘭發展中最重要的原

則。為了延續宜蘭縣令人讚賞的文化、觀光、

環保等既有優勢，宜蘭縣也積極推動高附加價

值、低污染、重文化內容的產業，數位內容產

業就成為宜蘭縣在多元產業發展政策下的一個

重要方向。針對數位內容產業，宜蘭擁有相對

有利的基礎設施，如中華電信頭城海纜站，目

前有亞太海纜等4條海底國際電纜系統，為全

台灣提供迅速而高品質的長途電信服務，對數

位知識產業投資業者來說是一大利多。呂國華

指出，將以好山好水及特色文化為基礎，製作

影片以賦予宜蘭新的內涵，塑造「生活、文

化、數位」的宜蘭品牌，更可以透過數位通路

行銷到國際市場，以「影音城市」形象作為城

市行銷的利基。

公部門強力招商　工業區重現生機

在雪山隧道開通後，從台北到宜蘭只需40

分鐘車程，而北宜高速公路平原線側車道爭取

延伸至頭城、蘇澳，預計2009年底前即可動

工，工程約需3年時間，未來將可串連南北，

形成一條完整的道路，對於地方交通網路及投

資業者進駐來說都是一大利多消息。此外，近

年縣政府全力進行招商，由相關團隊提供進駐

廠商規劃、縮短申請時程等協助，讓宜蘭縣成

為企業進駐的熱門地點，利澤工業區及龍德工

業區的廠商進駐盛況便是最佳明證。縣府團隊

卯足全力出擊推動招商引資工作，3年多來成

功引進122件具體投資案，投資金額約為

1,260億元，其中有86家廠商進駐利澤工業

區，根據預估，這些投資案陸續完成後可為宜

蘭創造約18,000個直接工作機會。

目前宜蘭縣政府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成果，

主要展現在「宜蘭城南基地」及「五結中興基

地」兩處。宜蘭城南基地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南方澳是東台灣最大的陸連島，與蘇澳港相通，地勢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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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宜蘭園區，兩處基地都即將進入實質開發階

段，未來將以「通訊軟體服務」為產業發展重

點，發展數位創意、文化創意、軟體研發及產

品研發產業。為了促使宜蘭科學園區在實質建

設完成後能儘早運作，宜蘭縣政府積極協助科

管局招商，力促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與科管局

成立招商平台，目前已有多家廠商表達進駐意

願，科學園區城南基地預計於2009年10月動

工，民國101年完成公共設施基礎建設，未來

將引進通訊、軟體研發、網路服務、數位創意

及生物科技等低污染產業駐地發展，預期將為

宜蘭的工商發展，帶來一股新動力，創造約

22,000個直接就業機會，產生60,000個間接就

業機會，並帶來900億餘元的產值，日後竹科

宜蘭園區藉由北二高串連內科及南軟，將能建

構知識經濟新廊帶，成為宜蘭發展多元產業的

重要指標。

在促進工商業發展的前提之下，呂國華縣

長極力促成太陽光電產業聚落在宜蘭利澤工業

區成形，他認為如此一來，一方面為可引進高

素質、高消費能力的人才，二方面亦可為學有

專精的蘭陽子弟創造回鄉就業的機會，並顛覆

長久以來宜蘭予人不適合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傳

統印象。呂國華指出，「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

展偏向西部，在西部科技走廊帶，有北部的晶

圓半導體業、中部的DRAM產業及南部的TFT-

LCD面板產業」，因此呂國華積極推動太陽光

電產業進駐宜蘭，期望能讓綠色能源在這裡落

地生根。

從吸引投資政策面來看，呂國華縣長表

示，政府近年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政策，在

2009年推動「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新

增投資五年免稅」，對於宜蘭縣產業發展、引

進投資及推動招商，有很大助益。

輔導傳統工廠轉型  產業導入觀光化

由於與台北之間的距離拉近，讓宜蘭面臨

了全新的機會與挑戰，以服務為主的觀光產業

也一直在發展中，故將傳統製造業轉向觀光

化，已是現代潮流趨勢，如16世紀時因煤礦開

■�冬山河以「親近水、擁有綠」為主題，設計成觀光、

休閒、遊憩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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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而興盛的英國小鎮鐵橋峽谷

（Iron Bridge Gorge），在1980

年轉型發展工業遺產旅遊，不

僅開發出了小鎮的第二春榮

景，甚至獲得世界教科文組織

的認定，成為世上第一個工業

型的世界遺產，目前已有7座工

業博物館，每年吸引30萬人次

旅客來訪。呂國華縣長指出，

在宜蘭縣內也有多家傳承已久

的產業工廠，如罐頭、鴨賞、

牛舌餅、蜜餞等，縣府經過多

方訪查、座談、觀摩活動等，積極輔導廠商，

使其瞭解觀光工廠的魅力所在，並於2008年6

月成立全國唯一由縣促成的「宜蘭縣觀光工廠

發展協會」，成員包括生產鉛筆及原子筆的玉

兔牌文具、以人體彩繪為觀光工廠主題的蠟藝

實業、生產鯖魚罐頭的東和食品、北台灣最大

蜂蜜蛋糕烘焙廠的益欣食品、虎牌米粉、博士

鴨鴨賞、專門出口蜜餞的美元食品及吻仔魚大

廠溪和食品、藏酒酒莊、中福酒廠、宜蘭餅、

金車威士忌酒廠及羅東鎮農會等，集結宜蘭產

官學之力聯手行銷，重新為宜蘭的工業文化老

產業再造風華。

促進發展新興產業　精采活動拚觀光

在輔導傳統轉型之外，宜蘭縣政府也積極

推動多項新興產業發展，如結合民宿、飯店、

餐飲、特產、珠寶及婚紗等多項行業別的結婚

產業，希望能透過異業結盟，引進宜蘭縣市、

外縣市甚至國外旅客，提升服務業的附加價

值，創造宜蘭產業新機會。此外，在推展觀光

旅遊方面更是不遺餘力，對香港、澳門及新加

坡宣傳會議旅遊，讓來訪的商務人士能體驗宜

蘭美麗的農村、漁村風景，也因此來自東南亞

的遊客愈來愈多，呂國華縣長自豪的說：「經

過統計，以前賞鯨旅客有八成會到花蓮，現在

則是八成會到宜蘭。」因為觀光客的成長，讓

宜蘭縣內的房間數也成倍數成長，「雪隧開通

時，大家擔心台北人因雪隧而不留宿宜蘭，但

卻增加了中、南部遊客到宜蘭旅遊、住宿的比

例。」呂國華縣長笑著說。由於房間數大增，

縣府也體認需要減少淡旺季落差，因此多在淡

季舉辦大型活動，尤其是2009年，從年前的

跨年晚會、台灣燈會、綠博、國道五號馬拉松

到自行車大賽、頭城海上長泳、總統杯國際龍

舟比賽、鐵人三項、蘭雨節、帆船比賽等等，

各項精采活動陸續展開，呂國華縣長表示，

2009年特別規劃十幾項大型民俗文化、運動

休閒活動，以月月有活動的方式，讓宜蘭精采

一整年，吸引各行各業、不同性質的遊客到宜

蘭觀光，以期帶動縣內業者商機。

■�呂縣長積極推動太陽光電產業進駐宜蘭，期望能創造一個東部的綠色能源

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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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內風華再現

海港基隆　
用觀光打造城市新風貌
基隆，是北台灣第一個開發的城市，擁有青山綠水、景色秀麗，但近年來經濟活動漸趨平

緩，為了拉抬競爭力，市長張通榮正以鴨子滑水之姿，努力打造全新基隆，「可預期的未

來，基隆將會展現全新的景觀和氣象。」他自信地說。

撰文／李惠琳  攝影／楊志雄

中
（清朝）法戰爭開打，法國軍艦向基隆

猛烈砲擊，劉銘傳率軍在大沙灣夾擊法

軍，社寮島砲台火力全開，法軍從大沙灣登

陸，與清軍展開激烈槍戰，在清軍奮勇抗敵

下，法軍第一次的登陸戰遂告失敗，但其間死

傷已達百人⋯⋯。

基隆，是中（清朝）法戰爭的第一站，因

其地理位置的關係，自古就是台灣的門戶之

地，且三面環山、一面環海，屬於易守難攻的

特殊地形，也因此成為軍事重鎮。現在若是深

入走訪一趟基隆，仍舊會發現許多戰時的墓

碑、砲台、碉堡等文物。在基隆土生土長、從

基層一直做到市長的張通榮表示，「這些都是

基隆特有的文化遺產，要怎麼運用這些文化遺

產結合觀光產業，讓基隆旅遊變得更有深度且

充滿趣味，正是我們目前努力的方向。」

把歷史轉換為觀光資源

提起基隆，許多人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海

鮮和廟口小吃，但這裡不只可以大啖美食，更

富有文化饗宴等著被發掘。

舉例來說，基隆市大大小小砲台將近有十

■基隆市長張通榮認為將歷史文化遺產結合觀光產業，可讓旅客體驗到基隆深度且趣味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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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是國內擁有最多砲台的縣市，這些砲台分

別環繞在基隆港四周，有二沙灣砲台、大武崙

砲台、槓子寮砲台、白米甕砲台、獅球嶺砲

台、社寮西砲台、內木山砲台及社寮東砲台

等，相互編織形成一個綿密的防守網，如果遊

客僅看單一的砲台或許想不出什麼意義，但若

將十座砲台加以串聯成為基隆市砲台群，就可

以看出相互之間的戰略地位與防禦系統。

「每一座炮台的背後，都可能蘊藏著一段

令人動容的故事，或是令人傷感的戰事」，為

了讓民眾能更加認識在基隆的這些砲台群，市

政府計劃打造砲台博物館，提供多媒體及模型

的解說，此外還會在戶外廣場規劃砲陣地、各

山稜線火砲與機槍陣地，讓民眾能夠真實體驗

基隆過去的戰爭史。

除了用軍事歷史來加值觀光外，張通榮市

長也要將其他沒落的產業轉化為文化資產。他

說，在50、60年代，基隆曾經是個非常繁華

的城市，包括漁業、煤礦業都十分發達，此外

舶來品透過商港進來，委託行到處林立，貿易

活動也很活絡，許多外地人都會來到基隆討生

活；但隨著產業的變遷，現在這些行業都已經

蕭條沒落了。

雖然沒落了，但這些產業曾經有過的足

跡，仍然可以轉變為很好的觀光資源，「在煤

業的部分，我們將興建一座煤業史料博物館；

而漁業的部份，計劃在濱海的中正區興建一座

漁業展示館，一樓可以販賣新鮮海產、二樓則

為熟食區，到三樓則介紹基隆過去的漁業沿

革，從早期到現在的各式漁船，用模型打造出

來，讓民眾像是看到實物一樣。」

此外市府也規劃把仙洞隧道改建為博物

館、七堵車站打造成鐵道文化園區、暖暖淨水

廠設置河川博物館等。

發展商圈打造庶民產業

基隆環山面海，發展觀光產業在自然生態

與地質的天然資源非常豐富，包含面積廣闊的

海域範圍，海岸線長、地形多轉折、沿岸多灣

澳。張通榮市長說，基隆一方面要用自然景

觀，加入多元的歷史文化元素來帶動觀光，另

一方面，也要推動「庶民產業」，藉由原來的

都市紋理，進行商圈發展。

舉例來說，目前正規劃串聯市中心地帶的

「遠東市集」、「旭川河市集」、「廟口商

圈」、「田寮河市集」、「義二路商圈」等，

並從廟口延伸至愛四路、義二路、信七路，設

置成行人徒步區，並以咖啡座、禮品及精緻商

家為主，構成一段「精品休閒購物廊帶」，讓

旅客能休閒地購物，擺脫過去廟口擁擠、髒亂

的印象。

而做為一個海港城市，基隆長期以來都缺少

親水空間，為此市政府也在碼頭前規劃興建近

兩千坪的海洋廣場，做為民眾與旅客觀景及運

■ 基隆港為典型海港城市，如能善加規劃可打造出如橫

濱一樣的國際海港城市。（吳智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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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休閒的空間，目前第一期計畫已經完工，未

來將會再繼續第二期工程，將周邊有的公共空

間再予串連，達成環港市中心區水岸再生的目

標。

為了把這些好山好水及美食行銷出去，基

隆市政府也訂定觀光主題年度計畫，舉辦外木

山長泳、夏之戀音樂會、鎖管季、中元祭等特

色活動；2009年1月底到10月初更推出Mi-Ty 

Tour台客行觀光巴士，由市政府提供免費觀光

巴士，載遊客在基隆一日遊，據統計共有超過

1.2萬人次參加。

建立便捷交通網活絡觀光

過去，交通不便捷容易造成城鄉差距，因

為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可以突破舊有的居住

及就業習慣，也為城鄉之間帶來空間挪移。因

此，在全力發展觀光的同時，基隆市政府也積

極打造便利的交通網。

在聯外交通上，張市長表示已向馬英九總

統爭取到承諾推動台北捷運延伸到基隆，未來

將由汐止到基隆，沿途設有五堵、七堵、八堵

站，而「從汐止段到基隆段共17公里，比淡水

到台北車站的距離還短，工程興建計畫一俟中

央核定後立即開工，並希望全線於2016年通

車。」

另外，市區也計劃興建輕軌捷運列車，規劃

從基隆火車站聯結到八斗子的海洋科學博物

館，「因為沒有涉及房屋拆遷的問題，施工進

度會較捷運系統提早完成。」另外，也正評估

興建市區纜車，做為替代交通工具且具有觀光

效能。

張通榮市長說，未來仍會繼續整合規劃興

建各觀光據點間的大眾運輸系統網及聯外道

路，以形成觀光遊憩帶。

■海洋廣場目前第一期計畫已經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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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港合一推動港灣經濟

回顧基隆的發展史可以發現，許多商業活

動都與港口有關，基隆可說是一個靠港吃飯的

城市，要再次帶動整個基隆的蓬勃發展，張通

榮市長認為港口規劃仍是一大關鍵。

目前基隆港仍屬中央管轄，他說，市政府

現在正與港務局密切合作，投入基隆港的再

造。「首先，一定要讓基隆港轉型，成為兼具

商港及觀光港的港口，就像橫濱港一樣。」

橫濱港是日本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最早

只是個一百多戶的小村莊，由於成功發展市港

合一，以海港城市之姿躍上國際舞台，成為一

個充滿濃濃海港意象及熱情氛圍的國際都市。

而在橫濱港的發展中，有一點很重要的就

是「客貨分離」。張通榮市長說，目前港務局

也已計劃將基隆港打造成「內客外貨」，或說

是「東客西貨」，讓所有貨櫃集中在西岸碼

頭，郵輪旅客則在東岸碼頭活動。「未來港務

局將搬到西岸碼頭，貨櫃也直接由西岸高架道

路出入，不會再經由市區道路；而東一到東五

碼頭則會擴建旅客服務中心，其中除了通關之

外，也會有免稅店、特產店等商店進駐。」

至於目前港口前的市區道路擁擠，市政府

也著手進行都市更新。包括將基隆火車站往南

遷及中山一二路拓寬工程，而火車站原有的10

畝土地，分別規劃成客運轉運站及商辦大樓，

「這兩項工程就大約要耗費37億元，但未來招

商的投資金額將會達到百億元以上。」

經過這些都市更新的工程、港口客貨分離的

規劃，張市長相信市區景觀很快就有不同的面

貌，遊客一進基隆市，映入眼簾的將不再是貨

櫃與軍艦，而隨著周邊交通網絡的逐步完成，

加上未來兩岸直航貨運量及觀光郵輪旅次增加

的利多加持，「基隆在5∼10年間就會有全新的

景觀和氣象，而現在就是最好的投資時機。」

■ 為讓基隆港成功轉型，目前規劃基隆市火車站暨西二

西三碼頭都市更新計畫，期待未來5∼10年後擁有全

新的繁盛景觀。

■ 近兩千坪的基隆海洋廣場建設發展計畫，示意圖描繪

出環港市中心區水岸再生的未來目標。

基隆市投資獎勵優惠措施
為吸引企業投資設廠，基隆市政府於97、98年度

先後完成「基隆市獎勵民間投資自治條例」及

「基隆市獎勵民間投資實施辦法」，包括休閒觀

光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大型購物商場、環境保

護創新產業、農業生物科技或加工製造業等，

「在基隆市新設投資創立規模達五千萬元以上者

（不含土地部分）」及「僱用基隆市市民達員工

總數40%以上者」，可享有以下優惠：

一、 企業直接用地，營運前兩年免徵地價稅，之

後三年減徵50％地價稅。

二、 企業直接使用合法房屋，營運前兩年免徵房

屋稅，之後三年減徵50％房屋稅。



44

在地投資．Invest in Taiwan

45

產業之鄉再出發

彰化走出去
世界走進來
提到彰化，有人想到的是田尾花卉，有人想到的是鹿港古蹟，也有人想到的是全國最大的

填海工業區－彰濱工業區，由此可察覺，彰化長年來奠基於地方資源的發展策略，橫跨製

造、服務、農業及觀光產業，正逐步建立起多元且具特色的投資環境。

撰文／楊迺仁　攝影／楊志雄　圖片提供／彰化縣政府

塑
造彰化投資環境的縣府團隊，最重要的

領導人當屬彰化縣長卓伯源。回想當年

為彰化爭取投資商機，卓伯源縣長首先想到的

就是矽品彰化廠的投資案。

行政效率佳  廠商信心高

目前已是全球第三大的IC封裝測試業者

「矽品」，在2006年首次走出台中縣，選擇

離台中潭子總部30分鐘車程的彰化和美投資設

廠，佔地1萬8,000多坪，目前已經完工量產，

投資金額可達300億元，並創造350億元的年

產值，提供6,000個就業機會。而彰化有何優

勢與條件吸引矽品願意來此做如此大手筆的投

資呢？

「行政效率很重要！」卓伯源縣長表示：

「縣府團隊在矽品投資案中，真正做到全程照

護，不管是找地、舊廠房報拆、重建建照發放

等作業，都是以單一窗口、同步審查的方式進

行，儘管投資案時間相當緊迫，但我們還是比

矽品原訂目標提早兩個月完成。」

此外，從高鐵烏日站到彰化的車程僅約半

小時，高鐵未來也規劃在彰化設站，高速公路

並預計增設交流道連結彰化的中科二林園區，

交通網路的便捷，加上縣府積極解決用水、用

電及污染等問題，不但成功吸引矽品投資，卓

伯源還親自領隊至友達光電、勝華、矽品及茂

德等國內科技大廠進行招商，目前已取得44家

廠商進駐的投資意向書。

「矽品投資案具有指標作用」，卓伯源縣

長強調。「而且行政院核定彰化縣行政效率是

全國第一，讓國內許多業者對彰化縣府的行政

效率有信心。」 

依中科管理局的規劃，二林園區預計將以

具產業群聚發展規模之光電、半導體、精密機

■�為活絡地方商機，卓伯源縣長率領縣府團隊走出去，

積極舉辦招商與活動以行銷彰化的友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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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三大產業作為發展主力，潛力產業則包括生

物科技及綠色能源等產業，包括製藥、中草藥

及保健食品、生醫檢驗、生技服務業、生物資

訊、農業生物科技、生醫材料及環保生技、太

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等。今年開始陸續引進廠商

投資設廠，預計二林園區整體開發後，可再增

加投資額約1.2兆元、創造年營業額9,200億元

及新增3萬個就業機會。

產業博物館  帶動投資及觀光

為了能再增加彰化縣吸引企業投資的誘

因，卓伯源縣長及縣府團隊又擬定「二大都

市、四大工業區、六大交通網、八大生活圈、

十大博物館」為主要縣政藍圖。

其中「二」代表員林鎮與彰化市兩大都市

計畫區；「四」即彰濱工業區、中科四期二林

園區、大城工業區與彰南科技園區四大工業

區；「六」包含彰濱台中線聯絡道路、東西向

快速道路漢寶線、濁水溪快速道路、西濱快速

公路、八卦山環道、彰南花卉園區輕軌系統，

共計六大區內外交通系統網絡。

「八」則是承襲綜合發展計畫中的八大生

活圈，主要是改善生活品質為重心；最後

「十」乃是集合代表產業特色的十大博物館，

包括白蘭氏健康博物館、台灣玻璃博物館、健

康人體博物館、鞋業博物館、車燈博物館、紡

織博物館、戰爭博物館、溫泉博物館、自行車

博物館，以及泡麵博物館。

如泡麵博物館就是由以「康師傅」品牌聞

名兩岸的頂新集團投資興建，「大陸民眾也許

不清楚彰化在台灣的重要性⋯⋯，但只要說，

彰化是康師傅的故鄉，大陸民眾一聽就明白

了。」卓縣長微笑地說明。

此外，還有寶成集團在鹿港的鞋業博物

館、帝寶的車燈博物館、福懋在和美的紡織博

物館及台明將的玻璃博物館。而全台自行車零

組件製造廠商有664家，彰化縣就占了450

家，是自行車製造業的群聚重鎮；兩大龍頭公

司－捷安特與美利達支持，在彰化規劃設立自

行車道網及自行車產業博物館，更是再自然也

不過的事了。

產業博物館一方面為台灣經濟發展留下見

證，創造生產、生活及生態「三生一體」的產

業園區，另一方面也為彰化縣帶來豐沛的觀光

■�在中科二林園區招商說明會上，卓縣長力邀廠商來彰化縣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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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帶動地區特色產業、觀光遊憩、運動休

閒、商旅服務等發展。

「彰化縣本來就是台灣中小企業的原

鄉。」卓伯源縣長指出：「許多企業第一代都

來自彰化，最清楚從無到有的歷史重要性，對

於留下紀念給後代子孫的意願非常高，我們會

設法運用這些民間資源，讓彰化縣成為產業博

物館之鄉。」

引進微創手術訓練  打造醫療照護產業

彰化在服務產業的投資，也是不遺餘力，

目前正在爭取讓彰濱工業區成為健康照護園

區，尤其是位於彰濱工業區的秀傳醫院，挑高

式的建築設計，參考旅館服務台設計的掛號

台，讓許多到過秀傳醫院的人都感覺生病就像

是在度假，甚至吸引不少觀光客慕名而來，讓

人戲稱彰濱工業園區已經是「遊覽車比卡車還

多」的地方。

尤其在兩岸大三通後，台灣的醫療服務品

質，將可能吸引不少大陸觀光客的商機。「大

陸人富起來之後，對健康照護更為注意。」卓

伯源說：「醫療照護需要軟體及良好的服務態

度，大陸醫療機構的競爭力不如台灣，而且還

可以結合地方觀光資源，創造出更多的產

值。」

秀傳還特別與全球知名之法國IRCAD／ 

EITS微創手術訓練中心合作，在彰濱工業區的

秀傳健康園區，設立全球規模最大、手術台數

最多的亞洲訓練中心，IRCAD╱EITS總部也特

別派出多位法籍技師與醫療專家，進駐彰濱秀

傳醫院，吸引亞洲各國想學習微創手術的醫師

們，親自飛到台灣，前往彰濱秀傳醫院來學習

這項醫療技術。

「微創手術中心不但是秀傳醫院之特色，

還可以帶進更多的國際資源。」卓伯源縣長表

示：「彰化本來就有五金、沖床的產業基礎，

有利於帶動台灣醫療儀器產業的發展。」

農特產品行銷因地制宜  打開海外市場

以客觀的天然條件來看，彰化極具優勢。

這裡不僅是全台灣陽光照射量最多之聚集地，

有陽光之都的稱號；而縣內的鹿港、田尾兩大

品牌商圈，更提供彰化豐富多彩的人文資源以

及多元的觀光資源。配合彰化縣政府許多優質

的施政措施，如生育補助、全面免費供應學校

營養午餐等，打造良好的生活條件。

彰化的農特產品同樣有口皆碑，如花卉、

濁水米、生鮮菇類、葡萄、番石榴、高接梨等

水果，品質不但優良，縣府還與縣內各級農

會、漁會、合作社（合作農場）等合作，建立

共同識別標章做品質之認證與把關，規劃「彰

化優先／特選品牌」以突破行銷瓶頸，增加行

銷通路。

■彰化縣為台灣著名的花卉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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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彰化菇類生產合作社日前就外銷新加坡

144公噸生鮮菇類，預計2009年10月將外銷

1∼2公噸的乾燥杏鮑菇餅到日本橫濱，北京於

2009年6月底也下了9個貨櫃訂單，相當於135

噸價值超過台幣千萬元的菇類產品，成績令人

刮目相看。

產品外銷策略要做到因地制宜。」卓縣長

認為：「如新加坡就走通路模式，在賣場辦試

賣試吃，讓當地人一吃就上癮；日本則很在乎

當地品種，所以得引進日本品種加以改良，再

回銷日本；而汶萊就走百貨模式，在當地第一

大百貨設櫃，才能打開市場。」

而田尾鄉與永靖鄉種植面積近五千多公頃

的花卉，不但占了全國花卉種植面積的46％以

上，其花卉批發市場共同運銷更占了全國交易

量的43％，成為彰化相當重要的農特產業，

「光是台北花卉博覽會，就拿到20億元的訂

單。」卓縣長如此表示。

其他的蔬果品項，如大宗蔬菜、紅蘿蔔、

洋蔥、巨峰葡萄、芭樂、米等彰化農特產品出

口量，也都比往年持續增加，縣府團隊積極對

外推廣功不可沒，如彰化肉圓節就特別跑到台

北去辦，卓縣長還跟台北市長郝龍斌打出「好

圓」的行銷訴求，不但能見度大幅提高，也吸

引不少觀光客到彰化時，都不忘來品嚐彰化肉

圓的美味。

積極走出去  讓世界看到彰化

卓縣長率領彰化縣府團隊積極走出去，確

實是世界走進彰化的關鍵，彰化今年還特別設

置招商行動辦公室，遴聘都計、建築及產業技

術等專業人員，從用地遴選、規劃、土地變

更、建築及營管，提供企業投資設廠全方位服

務。

彰化自97年度起，也結合經濟部技術處推

動本縣地方型SBIR計畫（小型企業研發創新計

畫），為中部地區首先開辦之縣市，以每案最

高補助經費100萬元提供協助本縣中小企業從

事創新研發。2009年更擴大辦理，籌編1,500

萬預算，可提供約25家廠商申請，創造3,000

萬以上之研發能量。

台灣發展早期的發源地，有「一府二鹿三

艋舺」之稱，其中的鹿，指的就是彰化鹿港，

即可看出彰化對台灣發展的重要性。在得天獨

厚的天時、地利之外，彰化也積極發展人和，

協調民間資源投入彰化的建設，可望塑造彰化

成為一個富麗科技產業、祥和人文休閒及精緻

特色農業並重的陽光大縣。

■�彰濱工業區為台灣風力發電示範

區，數量可觀的「風車陣」，經

常吸引觀光客前來拍照。

■�白蘭氏雞精館位於彰濱工業區內，具體呈現雞

精產品166年來的發展史。

■�位於台灣玻璃館裡的玻璃隧

道，宛如海底隧道般帶領人進

入玻璃的藝術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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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介面智慧化 

多點觸控
人機互動新時代
觸控螢幕不是新技術，但蘋果iPhone將多點觸控玩出更多可能性。憑著雙手或手指即可在

螢幕上將畫面任意縮放、旋轉與移動，尤其在多媒體的操作上更具看頭。本篇將藉由多點

觸控的趨勢應用，預見3C產業的新商機！

撰文／楊迺仁

觸
控螢幕其實不是新產品，即使對電腦不

熟悉的使用者，其實也不會感到陌生，

如自動提款機（ATM）、樂彩機、大型電玩

機、自動售票機、旅遊資訊導覽機等，觸控螢

幕早就已經廣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但蘋果（Apple）在2007年1月推出iPhone

後，觸控螢幕卻突然一炮而紅，頓時不管是

手機、PDA或電腦，許多新產品都以提供觸控

功能為訴求，後續更有數位相機、衛星導航

等產品加入，就連微軟（Microsoft）於2009年

10月推出的最新一代作業系統Windows 7，也

將內建觸控功能，讓觸控產品，由原本僅局

限於2.4吋至10吋中小尺寸的範圍，一舉拓展

至17吋以上的大尺寸，也衍生出更多的可能

商機。

而其中關鍵，其實就是觸控螢幕從「單點」

變「多點」，為觸控應用帶來更多變化，加上

科技產品日益輕薄短小，需要更簡易方便的操

作介面，在產品銷售量不斷擴大下，觸控螢幕

也開始有了經濟規模，如進一步降低成本，便

讓觸控螢幕的未來商機，擁有更多想像空間。

單點延伸多點應用　觸控更隨意

單點觸控螢幕的主要功能，其實很簡單，

就是取代鍵盤或滑鼠，但無論是蘋果iPhone或

是微軟即將推出的Windows 7，多點觸控技術

【圖說】

DSCF2076.JPG：

3482：

7713：

大尺寸觸控面板-01：

■ iPhone在觸控螢幕上的運用，更便利的操作介面帶動

了多點觸控技術的發展。

■ 微軟的新一代作業系統Windows 7，將內建觸控螢幕

功能。



48 49

顯然更能吸引消費者目光。

只要使用者用兩個指尖觸碰螢幕，就可以

將畫面任意縮放、旋轉、水平或垂直移動，操

作性不僅較鍵盤與滑鼠更為便利，且也較容易

表現出使用者所要求的畫面。在2002年的好

萊塢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

中，主角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藉由雙手

在螢幕觸控，以搜尋及截取資料的橋段，其實

也已經在許多觸控螢幕上實現。

而最能展現多點觸控應用價值的，就是網

際網路及數位相片。以前者而言，由於網頁設

計大小普遍是以大尺寸螢幕為主，用手持行動

裝置瀏覽網頁，如果用全螢幕觀看，顯然字體

會太小，如果用標準字體大小，就需要常常挪

移畫面，用觸控方式移動畫面，顯然是目前最

容易使用的方式。

如果只是移動畫面，用單點觸控即可，但

如果網頁中有文字或圖片需要放大或縮小時，

多點觸控功能就能派上用場。類似的應用也可

用於瀏覽數位相片，如果需要旋轉照片，多點

觸控更符合需求，而在多媒體應用上，多點觸

控可讓使用者用手指在螢幕上下左右滑動，即

可選擇樂曲或影片。

將上述應用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產品，自

然就是蘋果的iPhone。在iPhone效應的帶動下，

愈來愈多的消費性電子大廠也投入多點式觸控

商品的開發，包括LG的Prada / Arena、Palm 

Pre、iPod Touch、HTC Hero、Sharp Cypress、

Google Gphone、Meizu M8、BlackBerry Storm、

Samsung Instinct、Nokia 5800、T-Mobile G1、HP 

TouchSmart、Asus Eee PC、Dell Latitude XT等。

多點觸控螢幕　滲透手機電腦小筆電

蘋果iPhone對智慧型手機影響力與日俱

增，讓搭載觸控螢幕的智慧型手機滲透率逐年

上揚，從2007年的30％，成長至2008年的45

％。DIGITIMES預估，2009年智慧型手機出貨

量可望達1.9億支，較2008年1.6億支增加

3,000萬支，搭載觸控螢幕的智慧型手機出貨

量，將從2008年7,000萬支，成長至2009年1

億支，年成長率將高達34％。

此外， Windows 7雖然尚未上市，但包括

蘋果、惠普（HP）等大廠，皆已相繼推出搭

載觸控螢幕的電腦，華碩也計畫推出觸控螢幕

的Netbook。DIGITIMES預估，Windows 7效應持

續加溫下，2009年觸控螢幕在筆記型電腦與

監視器的滲透率將各攀升至5％、2％，到

2011年滲透率更可上看15％、2.5％。

因智慧型手機出貨量持續上揚，Windows 7

效應也將讓電腦採用觸控螢幕比重將逐年提

升，DIGITIMES預估，全球觸控螢幕出貨量，將

由2008年3.6億片逐年攀升，2012年將成長至

10.2億片，年複合成長率接近30％。

■搭載觸控螢幕的Netbook，也是展場內吸引人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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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螢幕用投射電容  大螢幕用數位電阻

觸控螢幕技術目前有電阻式（Resistive）、

電容式（Capacitive）、表面音波式（Surface 

Acoustic Wave）、紅外線式（Infrared）及電磁

感應式（Electromagnetic）等5大類，根據3M 

Touch System的資料顯示，2008年各種觸控螢

幕製作技術占營收比重來看，電阻式目前仍穩

居主流地位，占總營收比重51％，電容式則占

28％，至於表面音波式、紅外線式及其他技術

比重合計為21％，電阻式及電容式技術也成為

目前最主要的投資商機。

與其他觸控螢幕技術相較，電阻式是最經

濟實惠的產品，適用任何圓尖頭物體操作，且

因沒有專利權問題，是中小尺寸產品最常採用

的技術。但電阻式觸控螢幕透光率較低，導致

顯示器亮度因而降低，不適合在強光下操作，

且觸控螢幕的上層導電薄膜比較容易變形，甚

至發生龜裂，也讓電阻式觸控螢幕使用壽命比

較短。

但傳統（類比）電阻式觸控螢幕，都只能

夠做到單指觸控，目前電阻式技術雖已開發出

支援多指觸控的數位式技術，但解析度與其他

觸控技術相比來得低，目前仍只能運用在簡易

PDA、計算機或功能事務機，至於其他手持式

電子產品，支援多指觸控的電阻式觸控螢幕，

尚無法達到運用階段。

電容式觸控螢幕又分為表面電容式與投射

電容式兩種，蘋果iPhone用的就是投射電容

式。電容式產品具有防水、防刮、透光度高與

適用溫度範圍大等優點，適用於戶外或公共場

所，但製程步驟較多，且驅動IC與電路複雜，

導致成本較高，不適合走平價路線的中小尺寸

產品。

與表面電容式觸控螢幕相比，投射式電容

觸控螢幕因擁有更高的透光率，且具組裝簡單

與低成本等優點，而且前後層都有玻璃保護，

因此，耐久性及使用壽命也較其他技術觸控螢

幕高。但受限於控制IC支援感測器數量限制，

目前投射式電容觸控螢幕，仍以4.5吋產品規

格為主。

因此，大尺寸PC採用投射電容式技術的機

率，短期內並不高，因此即使Windows 7上市

後，帶動大尺寸多點觸控商機，在2012年前，

電阻式觸控螢幕仍將穩居觸控螢幕主流地位。

IC設計與觸控面板商機大

多點觸控技術可能帶動的投資商機，包括

控制IC設計及觸控面板。尤其在多點觸控技術

下，控制IC除要計算出觸碰點的正確座標外，

還要能識別觸控介質（如手指）在觸控螢幕

上進行的各種動作，包括停留、敲擊、移動

等，還要能同時讀出各個觸碰點的資料，將

不同時間點的圖像加以比對，進而決定觸碰

點圖像變化狀況，設計品質的要求，可說是

愈來愈嚴格。

■ 中國大陸因應家電下鄉政

策，山寨筆電有機會引爆

下一波熱門山寨商機。

2008年觸控螢幕技術市占率

電阻式 電容式 

表面音波式、紅外線式及電磁感應式 

51％

21％

28％

資料來源：3M Touc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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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觸控螢幕大型化趨勢下，也意味

著螢幕上所需佈建的感測器數量也就越多，也

就需要更多的控制IC，以17至19吋監視器來

說，就約需要8顆控制IC進行串連，也顯示控

制IC出貨成長力道，將大於觸控面板的出貨成

長力道。

國內相關IC設計公司，禾瑞亞目前同時是

採投射電容式與數位電阻式雙管齊下的策略，

大尺寸數位電阻式觸控螢幕產品已進行送樣與

測試，而以小筆電（Netbook）為目標市場的8

吋至11吋投射電容式觸控螢幕，也在同步進行

開發中，但未來禾瑞亞應仍會以大尺寸投射電

容式觸控螢幕為發展目標。

義隆電目前在投射電容式觸控仍以4.5吋

以下螢幕與touch Pad為主要應用，但也已把大

尺寸應用規畫為研發重要方向。至於矽統與迅

杰等新加入的業者，2009年以來也已相繼推

出投射電容式觸控螢幕控制IC，主要應用也都

是以8.9吋產品為主。

目前多家台灣面板廠均和生產彩色濾光片

的關係企業或協力廠商合作（如友達與達虹、

彩晶與和鑫），或將內製彩色濾光片產線部分

機台轉為觸控面板產線（如奇美、華映、群

創），其中技術障礙較低的內嵌投射電容觸控

面板，友達早於2008年9月已可量產，而奇美

亦預計於2009年底開始量產。

中華映管去年也已推出7吋單點觸控之四

線式電阻觸控面板、並順利導入量產，2009

年7月也已通過微軟作業系統Windows 7 Single-

Touch Logo認證。10.1吋等多點觸控面板，預

計2009年第三季底前完成測試與微軟認證作

業，最快於年底量產。

成本是多點觸控應用普及的關鍵

目前手機採觸控面板比重持續增加，加上

微軟提前推出內建多點觸控功能的Windows 7

作業系統，未來觸控面板應用是否將從手機等

手持式電子產品，拓展到PC，是目前觸控技術

相關廠商相當注意的話題。

過去微軟或英特爾（Intel）其實都曾推出

配備觸控面板的PC平台，如Tablet PC及UMPC

等，但均未能獲得消費者青睞，主要的關鍵在

於配備觸控螢幕的產品價格都太高，而早期的

觸控面板感應能力也不好，使用者最後還是需

要外接鍵盤及滑鼠，完全失去採用觸控面板的

意義。

因此，觸控面板若能壓低到PC總成本的3

％以下，PC市場滲透率可望大幅提升。觸控畢

竟是最接近人類使用習慣的操作介面，只要成

本問題能夠克服，以觸控技術日趨多元，應用

領域愈來愈多的發展趨勢下，觸控產業可望成

為科技產業另一個重要的驅動力量。

■ 觸控面板尺寸越大，代表螢幕上所需佈建的感測器數

量越多，將帶動控制IC的出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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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兩岸既有優勢，布局全球市場

兩岸LED
照明產業大整合
近年來最夯的綠色能源產業LED照明市場，全球競爭激烈，面對我國內需市場太小的限

制，如果要與飛利浦、奇異等照明大廠競逐市場，可以採取與大陸合作的模式，結合雙方

優勢，布局全球LED市場。

撰文／劉家瑜

面
對全球LED市場龐大的商機，國內業者

如欲奠定自己在全球LED照明產業的領

導地位，除不斷提升技術能量外，也應該思考

如何透過兩岸合作機制，進而跨足全球市場。 

全球LED照明產業看俏，競爭激烈

基於國際節能減碳趨勢持續發酵，藉由

LED照明技術減少碳排放量，成為各國產官學

研都相當重視的議題。工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

曲新生說，降低照明對環境的衝擊有多種方

案，包括光源效率化、燈具高效率化、節能照

明設計與控制系統高效率化等，基於此，全球

LED照明光電商機將大量湧現。

根據市場調查機構Strategies Unlimited的報

告顯示，2007年LED照明市場只有3.3億美

元，到了2012年市場值將達50億美元，年複

合成長率高達28％。工研院調查報告則預估，

2015年全球LED照明系統的市場規模將達390

億美元。有鑒於市場商機龐大，包括歐司朗

（Osram）、飛利浦（Philips）、奇異（GE）

等全球三大照明廠均垂直整合投入LED照明市

場，因此對全球LED業者形成強大威脅，我國

LED業者當然也不例外。

工研院電光所光電元件與系統應用組組長

朱慕道引述工研院的調查數據指出，儘管LED

照明產業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2008年的全

球成長率只有3％，但是，如今LED已經率先

其他產業突破金融海嘯的低氣壓，未來前景仍

然看俏，例如我國業者光磊、晶電藍光近幾個

月的LED背光訂單需求非常旺盛。

綜合來看，影響LED市場發展的關鍵，包

括專利、技術、品牌與成本，我國廠商在競逐

市場之際，可以針對這幾個方向進行努力，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陳介山強調，要成功立足

於一個新興產業，必須做到技術專利化、專利

標準化、標準國際化，如此才能將所生產的產

品行銷到全國。

陳介山局長指出，對於一個新興產業而

言，誰引領標準發展，誰就可能成為市場最大

的收穫者，尤其國際經濟情勢發展日新月異，

LED業者要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生存，必須跟上

全球接軌的技術標準，才能取得更多智財權，

之後才能收取龐大的權利金，而不必停留在代

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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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兩岸LED照明產業優勢，跨足全球

目前，兩岸LED市場發展都已有相當成

就，雙方各有優缺點。工研院能環所所長董靜

宇表示，兩岸應該截長補短，就LED材料、技

術、產品規格、驗證等方面進行合作。北京良

業董事長梁毅則認為，台灣優勢為具備技術與

創新能力，而大陸則是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

如果可以結合二者，一定可以迸出相當大的火

花。

確實，現階段台灣在LED照明產業上，已

經具備龐大的技術與研發量能，陳介山局長認

為，台灣LED技術與標準發展走得相當快，舉

例來說，2008年底台灣率先全球完成制定

CNS15233「發光二極體道路照明燈具」國家

標準，成為全球第一個LED路燈標準。另外，

台灣LED照明產業已經發展出完整的產業鏈，

也是競逐市場很大的一個優勢。

而擁有龐大內需市場的中國大陸，過去一

年多更有許多政策助攻。從2008年開始，大

陸各省市就積極扶持LED產業發展，2009年4

月28日，中國科技部正式下達「LED路燈十城

萬盞計畫」，預計在21個大型城市大舉覆蓋

LED，2009年5月18日，中國財政部與發改委

聯合啟動「節能產品惠民工程」，採取間接補

貼方式，鼓勵節能環保產品使用和消費。東莞

勤上光電董事長李旭亮指出，中國內需市場原

本就非常龐大，再加上各項政策推動，已經將

中國大陸變成全球最活絡的LED照明市場。 

「要達到專利技術標準國際化的目標，透

過兩岸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工研院副

院長曲新生具體而言，兩岸合作內容可以包

■�為締造節能照明產業新契機，經濟部搭橋專案於2009年6月舉辦「兩岸LED照明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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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共同研發高效率LED關鍵材料及設備技

術。2.建構兩岸LED照明光電產業共通標準規

範，以及建立性能品質與可靠性的驗證平台。

3.透過市場及技術整合，標準驗證把關，以降

低成本，建立市場經濟規模，來取得全球優

勢。4.開發LED創新產業價值鏈，優勢互補、

共創雙贏。

透過截長補短，整合兩岸LED優勢之後，

未來雙方可以共同在產業鏈的上游零組件生產

製作，中游的成品生產製作，以及下游的通路

甚至到品牌經營等層面進行努力。

加速時程，建構兩岸共通標準與相互認

證平台

事實上，兩岸就LED照明產業上的合作，

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台灣電機電子公會副

理事長鄭富雄回憶說，2005年10月，電電公

會就與中國國家半導體照明工程研發及產業聯

盟與香港光電協會就已經成立「兩岸三地聯

盟」，加強大中華地區半導體照明產業的合

作，至今已經有一些具體的合作成果。

如今，在LED照明市場已經慢慢起飛的這

個時間點上，兩岸合作上最重要的部份，就是

加速時程建構兩岸標準與相互認證平台。中國

國家半導體照明工程研發及產業聯盟秘書長吳

玲表示，現階段，兩岸要進一步攜手合作建立

兩岸LED標準與建立認證平台，其中，技術標

準的建立，必須涵括LED晶粒、元件模組、光

源系統、應用產品等方面，一套完整的產業供

應鏈技術標準，才能為世界所重視。吳玲強

調，要達到這個目標，兩岸的合作將應該從基

礎科學研究、核心技術研究、產品發展、產業

化支持等方面進行努力。至於在共建認證方

面，具體內容應該包括檢測技術、測試方法制

定、設備開發等方面著手，共建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檢測驗證平台。

鄭富雄副理事長表示，基於技術標準與認

證平台的合作與機制建立，兩岸應該發展出具

備全球化的LED專利權。吳玲秘書長補充，過

去LED市場兩岸三地聯盟已經分步驟建立專利

池，探索交叉許可與優先共享機制，未來，可

以根據專利權地圖制定出兩岸LED照明市場的

專利策略。

在搭建兩岸共通標準與認證平台之後，還

要進一步往下延伸，朝產品生產製作、通路與

品牌經營等方面進行合作，億光電子董事長葉

寅夫認為，當雙方在研發上面有很好的合作之

後，到了產品生產階段，則要有生產出可信賴

度產品的共識，如果產品品質不佳，消費者一

開始使用就買到不好的產品，很容易將LED照

明產業做壞。

總而言之，在LED照明產業上兩岸合作互

惠的空間非常廣大，從技術研發、標準制定、

一直到未來的品牌經營，都必須找出良好的合

作模式，才能共創雙方都有利基的LED照明產

業前景。

■�LED照明是21世紀深具潛力的綠色能源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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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中旬，全世界爆發百年

一見的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

金融秩序大亂，出現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

全球經濟大衰退，各國政府莫不使盡渾身力氣，

端出各種振興經濟政策方案積極搶救。國際貨幣

基金會估計，這些國家所提的減稅與刺激經濟費

用，大約占全球GDP的1.5％。

遭逢百年金融海嘯　全球攜手救經濟

以金融海嘯「災區」的美國為例，挽救經濟

成為歐巴馬上任後的首要目標。為了解決這個燙

手山芋，歐巴馬一上任即積極拜訪國會，並於

2009年2月下旬簽署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振

興經濟方案，同時頒布實施。

這項總額達7,879億美元的振興經濟方案，高

達5,000多億美元用於政府支出，其中則約有

2,400億美元投資於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內

容包括1,200億美元投資於基建計畫和科學研究投

資，包括改善公共交通系統，興建高速公路、高

速鐵路；加強寬頻覆蓋率；替國防設施實施能源

效益計畫；潔凈水源；清理前核武和研究場地的

環境。另外1,059億美元用於教育建設投資，包括

對各州政府出資536億美元修繕學校建築。

日本為了挽救陷入深長衰退的經濟，2008年

底宣布啟動23兆日圓的振興方案，內容包括公營

行庫收購企業債券做為融資管道，購買商業本票

最高可達3兆日圓，及提供被解僱的企業臨時雇

員融資借款。前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2009

年上半年又進一步宣佈，將提出新一波景氣刺激

方案，金額至少達1,0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毛

全球經濟走出谷底

振興經濟策略奏效 
景氣回春不遠
自金融風暴以來，各國實質需求下滑，但觀察最新國際經濟情勢，跡象顯示各國刺激經濟政策

似已逐漸開始奏效，景氣衰退似乎開始回穩，歐、美、日等主要經濟體在2009年第二季的經濟

表現均優於預期，尤其又以亞洲新興國家更為明顯，中國及印度等經濟均有向上修正的空間。

撰文／吳雅蕙

Global View．放眼天下

■�因應金融風暴衝擊，各國政府均祭出振興經濟等方案，

挽救衰頹的全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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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天下．Glob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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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2％以上，以振興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歐洲，歐盟27國領導人亦通過2,000億歐

元、占歐盟GDP1.5％的振興案。除了泛歐盟的振

興經濟計畫，歐洲兩大重要經濟體德國與英國，

也各自提出振興經濟計畫。身為歐元區最大經濟

體的德國政府表示，將在國內注資40億歐元，作

為國內版本的經濟振興計畫。受到金融風暴創傷

最重的英國，則擬於2010年前對國內經濟挹注

250億英鎊，內容包括短期減稅。

新興市場受傷輕　仍積極振興經濟

在新興市場，嚴重依賴出口帶動經濟的新興

亞洲各國，因為出口產業受到歐美地區經濟衰退

牽連，因而儘管在金融海嘯中受傷輕微，卻一樣

得積極挽救經濟。

例如中國大陸火速提出4兆人民幣的預算來

推行振興經濟方案，其中多數用來做公共基礎建

設。依照官方的數字，公共住宅興建占600億美

元、鄉村地區建設510億美元、基礎建設3,000億

美元，地震災區重建1,300億美元。

南韓政府則計畫支出17.7兆韓元、相當於130

億美元，來提振疲弱的經濟，這項振興經濟計畫

金額一樣創下史上最高紀錄。南韓政府預估，透

過這項振興經濟計畫，將可刺激經濟成長率提升

1.5個百分點，並創造55.2萬個就業機會。這波振

興 經 濟 計 畫 支 出 金 額 ， 約 為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GDP）的1.9％，並較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祭

出的振興經濟方案預算金額，高出1倍之多。

台灣振興經濟行動一樣不落人後，在2009年

1月完成《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的

立法工作，自公布日起至民國101年底，4年內得

舉借債務編列經費、上限為5,000億元之特別預

算，以從事各項建設振興經濟。經建會預估，這

項投資可創造19萬個就業機會、並可將本年度實

質國內生產毛額提高0.97％。

在各國聯手採取救經濟方案下，全球景氣已

經可以嗅到回春的味道，金融市場已趨穩定，各

國製造業及家庭支出亦呈穩定，全球經濟衰退幅

度逐漸減緩。

政策奏效　全球經濟衰退趨緩

環球透視機構（GI）表示，中國大陸及美國

經濟因市場較具彈性及競爭力，加上積極的振興

經濟方案刺激下，可能在各國中率先復甦。歐元

區及日本經濟復甦，可能較慢。GI預估全球經濟

衰退已於2009年上半年落底，並可望在下半年開

始和緩復甦，2009年世界經濟成長率預估為-2.4

％，2010年將回升至2.3％。

先來看看美國。受金融危機擴散的影響，美

國2009年第1季經濟衰退幅度由上季5.4％擴大至

6.4％，但是第2季萎縮幅度減緩至1.0％，主要

原因為設備與軟體投資、住宅投資的衰退幅度大

幅縮減、出口減幅也明顯減緩等因素所致。

美國民間消費雖然表現不佳，但近來仍有部

分經濟指標微露曙光，例如：7月成屋銷售量較

上月增加7.2％，ISM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自2009

年1月以來已連續7個月上升；零售銷售的衰退自

今年5月開始已見減緩；7月失業率由上月9.5％

下降至9.4％，係15個月以來首次改善。

GI預估在美國振興經濟方案與寬鬆貨幣政策

的效果逐漸顯現下，美國經濟衰退情形可望於

2009年第2季落底，至第3、4季衰退幅度趨緩，

2009年經濟成長率為-2.8％，而2010年將反彈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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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元區方面，2009年第1季經濟衰退幅度

由上季1.7％擴大至4.9％，第2季萎縮幅度略減至

4.6％，主要是德國、法國、葡萄牙等經濟衰退略

緩所致。雖然經濟刺激措施效果漸顯，且歐盟執

委會定期公布的經濟氣候指數（ESI）自2009年4

月起已連續4個月上升，惟6月失業率，由上月9.3

％再升至9.4％，創1999年5月以來最高紀錄，恐

影響消費支出。6月工業生產較2008年同期減少

17％，顯示製造業仍未有起色，影響經濟前景。

不過，歐盟情況將漸入佳境。GI預估歐盟區

域2009年經濟成長率為-4.3％，2009年下半年開

始緩慢復甦，2010年轉呈正成長0.5％。

亞太地區（日本以外）景氣復甦情形，則優

於其他區域。2009年第1季景氣嚴重衰退，其

中，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衰退幅度均創下新

跌幅紀錄，可是第2季已有觸底回穩現象，中國

大陸、越南、印尼與菲律賓維持正成長，分別為

7.9％、4.7％、4.0％與0.1％；新加坡第2季經濟

則仍衰退3.5％，衰退幅度已明顯較上季的-9.8％

縮減；其他國家經濟萎縮情況亦見趨緩。

GI預估該區域在各國各種刺激經濟政策效果

顯現下，下半年可望轉趨復甦，2009年該區經濟

成長率為3.9％，2010年將回升至6.6％。 

台灣度過低潮期　未來展望佳

台灣部分，景氣逐漸走出低迷。2009年第2

季台灣經濟衰退幅度已趨緩和，預估第4季轉成

正成長；7月工業生產及外銷訂單減幅降至個位

數；批發零售業出現近8個月來最低減幅，零售

業轉為正成長；景氣領先指標6個月平滑化年變

動率連續6個月上升，景氣燈號連續2個月呈黃藍

燈，顯示國內景氣已度過最嚴峻的挑戰。

不過，7月失業率持續上升，且8月消費者信

心指數，因莫拉克風災而下降，仍須審慎因應。 

顯然，根據各主要政府及研究機構最新公布

的生產與貿易面數據顯示，實質面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去，美國景氣也開始邁向復甦，歐元區

景氣亦露出一線曙光，再加上亞洲新興國家經

濟仍維持擴張態勢，都可望為全球景氣復甦注

入新的動能。

■�歐巴馬上任以來，即面對擴大出口、振興經濟與勞工就業等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