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國內外投資趨勢 ......................................................................................... 1 

一、 全球 FDI 下降 ............................................................................................. 1 

二、 世銀預估明年全球經濟成長可望回升 ................................................... 2 

三、 國內固定投資額增，占 GDP 比重減 .................................................... 3 

四、 上半年僑外投資額減 ................................................................................. 3 

貳、產業重要情資 ............................................................................................. 5 

一、 資通訊產業 .................................................................................................. 5 

二、 醫療生技產業 .............................................................................................. 6 

三、 金融科技產業 .............................................................................................. 7 

四、 電子商務產業 .............................................................................................. 7 

五、 新創產業 ....................................................................................................... 8 

參、台北市投資分析 ......................................................................................... 9 

一、台北市投資優勢 ............................................................................................ 9 

二、台北市招商引資策略 ................................................................................. 11 

三、投資事件分析與政策建議......................................................................... 13 

 



 

  

1 

 

壹、 國內外投資趨勢 

 

 

 

 

 

 

 

 

 

 

一、全球 FDI 下降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於今年 6 月發布「2017 世界投資報

告」（The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指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流

量在2016年下降約2%，總金額約1.75兆美元，仍未回到金融海嘯之前的水準。 

  研究團隊主持人 James Zhan表示，外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年衰退 14%，

應有許多潛在問題需深入探討。其中亞洲開發中經濟體 2016 年 FDI 流入量下

滑 15%，降至 4,430 億美元，是自 2012 年以來首次下降。 

  美國目前仍在已開發國家中領先 FDI流出及流入，中國大陸近年來跟上成為

FDI外流最明顯的國家。台灣則未在 FDI流入強勁的國家名單之內。 

  UNCTAD預測 2017 至 2018 年間的 FDI 總量回升的幅度有限，全球流量預

測會達 1.8 兆美元上下，仍會低於 2007 年的高峰期。 

 

摘要 

➢ 國際整體經濟因全球景氣大致如預期走穩，世銀預估明年全球經濟成長可

望由去年的 2.4%回升至 2.9%。 

➢ 國際投資部分，2016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流量下降約 2%，對發展中

國家的投資年衰退達 14%，因持續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及稅收政策變化影

響，預測至 2018 年間的 FDI總量回升幅度有限。 

➢ 國內僑外投資整體面受去年比較基期較高影響，上半年僑外投資金額及對

外投資金額皆呈現負成長，僅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為正成長，整體投(增)

資金額較上年同期減少 31.4%。另國內購買生產性資產之趨勢，固定投資

金額至 2013 年起恢復正成長，不過公共投資占 GDP 比重降低至 3.7%；

今年因半導體及相關供應鏈高階製程投資可望續增以及政府擴增國內建設

支出，預期投資額可突破 3.6 兆元，實質成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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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銀預估明年全球經濟成長可望回升 

  世界銀行（World Bank）每年一、六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預估，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可望由去年的 2.4%回

升至 2.7%，明年則為 2.9%。 

  報告認為全球景氣大致如預期走穩。製造業和貿易均上揚，國際融資局

面保持良好。大宗商品價格穩定，能讓巴西、俄羅斯、奈及利亞等新興市場

擺脫過去兩年低潮，而美國及歐洲的經濟也正好轉。 

  世界銀行也提出警告，經濟展望仍可能受到下行風險波及。2017 年政

策不確定性仍相當高，金融市場動盪的風險可能升高，風險包括新興市場的

債務累積增加、主要經濟體在貨幣與貿易等政策上的變化，以及金融業的不

確定性和地緣政治風波等。 

世界及主要經濟體之經濟成長狀況(單位:%) 

  2014 2015 2016e 2017f 2018f 2019f 

實質 GDP           

世界 2.8 2.7 2.4 2.7 2.9 2.9 

先進國家 1.9 2.1 1.7 1.9 1.8 1.7 

        美國 2.4 2.6 1.6 2.1 2.2 1.9 

        歐元區 1.2 2.0 1.8 1.7 1.5 1.5 

        日本 0.3 1.1 1.0 1.5 1.0 0.6 

  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EMDEs) 4.3 3.6 3.5 4.1 4.5 4.7 

          出口大宗商品 EMDEs 2.2 0.3 0.4 1.8 2.7 3.0 

          其他 EMDEs 6.0 6.0 5.7 5.7 5.7 5.8 

          不包括中國的其他 EMDEs 4.5 5.0 4.5 4.6 4.9 5.1 

      東亞太平洋地區 6.8 6.5 6.3 6.2 6.1 6.1 

      歐洲中亞地區 2.3 1.0 1.5 2.5 2.7 2.8 

      拉美加勒比地區 0.9 -0.8 -1.4 0.8 2.1 2.5 

      中東北非地區 3.4 2.8 3.2 2.1 2.9 3.1 

      南亞地區 6.7 6.9 6.7 6.8 7.1 7.3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4.6 3.1 1.3 2.6 3.2 3.5 

   世界貿易量 4.1 2.7 2.5 4.0 3.8 3.8 

   大宗商品價格           

      油價 -7.5 -47.3 -15.6 23.8 5.7 5.4 

      非能源類商品價格指數 -4.6 -15.0 -2.6 4.0 0.7 1.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e=估計 f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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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固定投資額增，占 GDP 比重減 

  經濟部統計處公布近 10 年國內購買生產性資產的固定投資金額及年增

率數據分析，其中有4年呈現負成長，分別為 2008、2009年，負成長 11.1%、

8.8%，以及 2011、2012 年受歐債影響，負成長 1.1%、2.6%，2013 年起

恢復正成長。 

  預測今年因半導體及相關供應鏈的高階製程投資可望續增，加上政府擴

增建設支出，投資額可突破 3.6 兆元，實質成長 2.3%。 

  近 10 年台灣固定投資占 GDP 比重，則由 2007 年的 23.9%降至 2016

年的 20.9%，主因重大公共建設陸續完工，政府財政緊絀及公營事業實施民

營化政策，致公共投資（政府及公營事業）占 GDP 比重降至 3.7%，較 2007

年減少 1.6 個百分點。 

  與產業性質較相近的南韓、日本相比，台灣固定投資占 GDP 比重較低，

2016 年南韓固定投資占 GDP 比重為 29.7%，日本則為 23.2%。 

近年我國固定投資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金額(億元) 32,821 33,787 34,938 34,928 35,834 

占 GDP 比重(%) 22.3 22.2 21.7 20.8 20.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四、上半年僑外投資額減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 1 到 6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台投資、國

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數據，顯示僅對中國大陸投資為正成長，其他 3 項

皆為負成長，僑外投資額年減達 31.4%。 

  投審會表示僑外投資金額呈負成長主因為去年 5月份荷商增資及併購的

大型投資案，金額幾乎為今年上半年總額，比較基期較高所致。而對外投資

金額呈現負成長，主因為去年 5 月核准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公

司投資日本夏普（SHARP CORPORATION）案，基期同樣較高。 

    以產業別來看，僑外投資前五名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47.9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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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及零售業（10.17％）、金融及保險業（8.79％）、不動產業（7.93％）及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6.78％），合計占本期僑外投資總額約 81.6％；

其中僅不動產業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去年同期比較為正成長。 

  投審會表示，陸資來台負成長幅度不大，有新案件申請，但金額較小；

台灣對外投資的負成長幅度同樣不大，到年底可能會顯現正成長。 

 

106年 1-6月僑外投資前五大業別(單位：千美元；％) 

 
件數 

金額 

（比重） 

去年同期 

金額 

與去年同期比較 

金額 成長率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38  

1,807,867 

(47.92)  
3,485,529 -1,677,662 -48.13 

批發及零售

業 
530  

383,685 

(10.17)  
565,711 -182,026 -32.18 

金融及保險

業 
117  

331,607 

(8.79)  
509,553 -177,946 -34.92 

不動產業 73  
299,216 

(7.93)  
175,000 124,216 70.98 

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

業 

262 
255,953 

(6.78)  
246,485    9,468 3.8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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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重要情資 

一、資通訊產業 

➢ 新材料開發成半導體技術進展關鍵 

    目前晶片製造技術進展有五大方向： Patterning 及 FEOL 主要是製

程微縮導致原材料所製作的電晶體出現漏電的現象，導致電晶體效能不足

等問題，而製程微縮 BEOL 段金屬導線間的間距也必須隨之縮小，導致原

先採用的絕緣材料因為厚度太薄而失去絕緣效果。先進封裝技術的部分則

是封裝材料的品質不均一，影響封裝良率及高密集度的晶片封裝而產生的

散熱材料需求。最後 Memory 的部分，則是因現有材料無法滿足高運算

高容量的記憶體需求，使得廠商不得不考慮新材料的導入。 

    綜觀上述五大技術演進方向，新材料的開發應用相當關鍵，然晶片所

需的材料市場大多是美日廠商主導，將可能使得台灣在晶片製造技術上的

發展受制於外商。 

➢ 開發貼近市場需求的下世代記憶體 

  MRAM、PRAM、ReRAM 是取代現有記憶體呼聲最高的幾種記憶體

類型，而材料的選用對這些記憶體的性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其中 MRAM

所採用的材料必須是鐵磁性材料，PRAM 中的 GST 材料則有可能是硫屬

化合物，ReRAM 的材料則相當多樣，無論是哪種形式，新半導體材料的

採用可說是必然趨勢；但對製造端而言，新材料的導入必須先針對製程成

本、材料汙染、材料擴散、製程流程等進行一系列的評估，工程師甚至可

能要重新規劃製程流程，因此新材料的採用不僅僅只是材料的更換，很可

能是產線的變動，所需的時間及成本相當高，廠商若選錯材料想要轉換並

不容易。 

  目前 Intel 的 3D Xpoint 鎖定的應用主要在 PC 及 NB，Samsung 開

發的 MRAM 則是屬於嵌入式記憶體鎖定在 IoT 及車用電子，雖然兩者領

域切入點不同，但優先開發出貼近市場需求的下世代記憶體廠商，將可在

該領域維持較久的市場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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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生技產業 

➢ 各國借重 ICT 技術，推進智慧健康應用 

  全球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各項醫療支出持續提升，因此紛紛尋求更

有效益解決方案，目前多借重資通訊技術，強化預防與促進智慧健康為發

展重點，包括雲端平台運用、無線通訊技術、智慧終端連結、人工智慧與

大數據分析等，智慧健康醫療成為未來發展趨勢及各國重點投入方向。 

  在智慧健康領域，需解決遠距照護、青壯健康、長期照護與醫療服務，

而相關應用服務包括醫療資訊管理、健康大數據加值、運動飲食管理、慢

性病遠距照護服務及其他類別之智慧醫療與健康管理系統，其中中國亦將

智慧醫療納入十三五計畫重點。 

➢ 美國、新加坡改善醫療保健並達到更好的成本效益 

  全球健康相關廠商相繼投入穿戴裝置及服務應用，以搶攻智慧健康商

機，觀察各廠商發表的應用，多朝向聯網無線化軟體、硬體及平台整合，

並進行數據整合分析與加值，此外人工智慧在醫療健康領域中的應用逐漸

開花結果，其涵蓋健康管理、醫療風險分析、醫學影像、虛擬護士助理、

藥物挖掘、輔助診斷、醫學研究和營養學等。 

  在創新模式應用中，Walgreens(美國第一大的連鎖通路業者)提出

Balance Rewards for healthy choices 服務模式，藉由提供誘因獎勵機制

讓會員自發性進行健康行為，隨著患者學習更多的自我意識，並與 Balance 

Rewards 計畫進行更多的互動，Walgreens 因而更了解其客戶，此有助於

慢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病患的自我提醒。 

  新加坡則具備電子數據庫追蹤所有醫院記錄，其健康數據管理目的為

臨床健康結果和護理質量評估，推動 Smart Health-assist 解決方案，包

括(1)開發下世代感測器：如 Stick-on Patches、Sensor embedded in 

household items 等新型載具樣式感測器，(2)鏈結居家與醫療照護，確保

數據的無縫接軌，(3)開發專家決策系統，協助醫護人員進行正確治療與健

康管理計畫建議，(4)居家數據結合國家衛生數據庫進行大數據分析，用於

疾病模式判斷與未來基因研究，其中 TeleMetrix +(TM +)為新加坡首個基

於雲端之商業遠端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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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科技產業 

➢ AI 金融應用輔助金融從業人員成趨勢，高度監管與法遵門檻為挑戰 

  AI快速發展對各行業帶來巨大變革，仰賴大量數據和密集人力的金融

服務業，被視為影響最為劇烈的行業；尤其近年數位金融快速發展，線下

金融服務陸續轉移至線上，更為金融行業導入 AI奠定基礎。 

  AI於金融行業的應用可從 2 個層面來看，第一種是將 AI用於前台服

務，亦即各種仰賴大量人力的例行性工作，包括客戶服務、客訴處理與迎

賓接待等，或像上述定損和核賠等，這類以提升工作效率、優化客戶體驗

與降低人力成本為目標的應用，此類應用足以取代大量基層人力且進入障

礙較低，將成為 AI 於金融領域中率先落地的應用。另一種應用則是切入

金融業務的核心－投資決策和風險控管，此類服務的本質即倚賴密集數據

為基礎，透過演算法實現自動交易或投資策略擬定，例如量化交易和投顧

服務等，AI導入使過去以定性和定量為主的數據源，融合更多貼近市場的

即時動態資訊和網路輿情，提高投資建議的精準性；惟此類應用將直接影

響金融市場公平性和穩定性，故無論於軟體升級、壓力測試、市場數據收

集、系統監測、虛擬安全、業務可持續性、災備計畫與定期查補漏洞等，

皆將受到高度監管。 

  即便 AI導入金融服務業的前景看好，但金融畢竟是一個複雜的系統，

短期來看，AI的落實仍以輔助金融從業人員為主，若完全仰賴機器執行交

易或其他核心金融業務，高度的監管和法遵門檻將成為廠商布局的挑戰。 

四、電子商務產業 

➢ 直播電商興起，即時互動刺激消費 

  近年網路直播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媒體管道，不再只是年輕人展現自

己的舞台，也開始成為電子商務、新聞、發表會等宣傳管道，各產業都希

望能透過直播方式來推廣自身的商品、內容與服務。 

  直播的型態開始轉變，直播+社群、直播+電商、直播+電競等的應用

相繼出現，不如過去觀眾只能當電視節目的接收方，透過直播互動這一優

勢，讓觀眾不需親自到場就有參與感，也會吸引越來越多人透過網路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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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直播的另一個好處就在於廠商可以容易蒐集到觀眾的數據，像是年

齡、性別、觀看時間，甚至是商品喜好等等，從直播中蒐集到明確的資料，

廠商可以透過大數據分析來了解消費者，進而制訂行銷策略，並將預算投

放到最有效率的商品、實況主與直播製作方式，藉此將網路上的人潮變成

自己的錢潮，讓產業之路更加寬廣。 

  直播電商的出現，讓實況主透過直播方式，親自示範商品使用，並能

即時將觀眾的疑問做解釋，廠商也可直接瞭解觀眾反應，減少買賣雙方磨

合時間，在即時和互動的推動下，能有效刺激消費。但直播電商仍存在許

多問題，例如實況主的選擇、直播的風險性與觀眾屬性的掌握等。 

五、新創產業 

➢ 智慧家庭再次成為新戰場 

  智慧家庭雖經過幾年市場發展，仍有市場全面興起的困難；最主要原因為

眾多廠商自立平台、產品相當多樣、使用介面無法串接，導致使用者對於設備

的擴充不易且管理不便。但近期語音助理的興起，有帶動該破碎化市場的轉變

趨勢。 

  語音助理已可確認成為下一世代的人機溝通介面，更加直覺的溝通模式及

智慧控制，將為使用者帶來更好的生活與工作體驗，因此不只是 Amazon、

Google、Microsoft、Apple，許多廠商也相繼投入語音助理的開發行列，包

括韓國手機大廠 Samsung 的 Bixby、通訊軟體大廠 Line 的 Clova、中國搜尋

引擎龍頭百度的 Duer，除此之外手機與通訊設備大廠華為也已預計將開發自

有的語音助理系統。 

➢ 資訊安全技術將成未來新興產業 

  數位轉型成現代企業永續發展關鍵，但也因投入新興科技發展，面臨更

高端技術應用，包括人工智慧分析、計算機/網路/感應器、機器人技術、

VR/AR、共用經濟、智慧型/社群經濟、群眾外包/募資等。另方面隨消費者

偏好的喜好程度，消費者期待提高、消費者忠誠報價，使得監管方面出現壓

力，例如消費者利益保護、安全管理之要求，在新競爭的投入及監管壓力成

長下，資訊服務正快速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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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日益新增資安威脅，企業面臨全新 Cybersecurity 威脅與挑戰，威

脅目標通常分為 IP、信用卡資訊、個人資訊、金錢、聲譽、商業資訊及營

業秘密等。在既有資訊安全管控措施下，如何防禦各類型網路威脅、組織使

用之新興科技，需時時考量相對的風險，即時調整內部資訊，加強安全防護

裝置與控管層級。 

  此外不僅企業，政府單位亦需 Cybersecurity 防禦能力。核心功能包括

Cyber 事件應變，360 度數位風險分析(資安事件通報、營運持續管理、資

安控管之評估)、威脅情資管理(監督資訊安全控管要求)及合規遵循(依據國

家/供應鏈安控規範、監管指引進行合規檢視)。 

參、台北市投資分析 

一、台北市投資優勢 

  台北市為全國首善之都，國內前 500 大資本額公司有 280 家皆登記在台北

市，於全台新設立的 540 家外商公司中，更有 350 家選擇設於台北市，比例達

64.8%。 

  2016年台北市營利事業數總計22萬4,499家，銷售額達12兆2,136億元，

約占全國銷售總額三分之一（31.8%）；全國僑外投資額 110.37 億美元，有 62.52

億美元是投資台北市，占全國僑外投資額 56.6%，顯示台北市為外商進軍台灣的

熱門首選。 

  其中在全球表現亮眼的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資訊、通訊、半導體、光電等

產品全球市占率超過七成）設於台北的廠商占了 43.2%；為亞太醫藥生技產業先

期市場及試驗基地的台灣，臨床醫學與華人特有疾病研究於國際聞名，國際認證

臨床試驗研究中心及研究機構、醫療中心、國內大廠皆集中於台北；產業發展的

重要條件-資金市場，有市內超過 1 萬 7 千家金融機構、創投公司作為金融支援，

而龐大的金融機構數量及專業從業人員皆有利於拓展金融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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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優勢產業投資分析 

投資優勢 優勢產業 產業發展建議 

 專業人力： 

擁有優質專業人力，

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

市民達 75.46%，市

內就業人口達128萬

人。 

 研究能力： 

合計 70 家以上研發

中心及大專院校，包

含國際知名大學及研

發中心，產業研究能

量豐厚。 

 政策環境： 

完善的法制及行政體

系，投資獎勵補助立

有專法，政策穩定健

全。 

 消費潛力： 

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

為全台最高的縣市，

平 均 為 1,314,031

元，是全台平均的 1.4

倍。 

 基礎建設： 

交通運輸發達，水電

供應穩定，市內光纖

覆蓋率超過 80%。 

資訊與通信科

技產業 

 國內資訊、通訊、半導

體、光電等產品的全球

市占率超過 7成。設在

台北的資通產業廠商

即超過 9千家，占全台

43.2%。 

 由南港軟體工業園

區、內湖科技園區、大

彎南段工業區與內湖

五期重劃區打造台北

科技產業廊帶，形成群

聚效應。 

 強化新興市場開發，與

新興市場在地品牌、通

路合作，擴大在地經營。 

 持續開發 IoT 軟硬體新

興應用技術，如：智慧

城市、穿戴裝置等。 

 AR/VR 產業：於各領域

商業應用發展將更成

熟，應盤點現有開發技

術趨勢，投入尖端研發。 

醫療生技產業 

 台灣以臨床醫學與華

人特有疾病研究聞名

國際，市內有 7家醫學

中心、10 所以上研究

機構及 23 家國際認證

臨床試驗研究中心，研

發能量豐沛。 

 超過 300 家生技公

司，約占全台四分之

一。 

 投資藥品研發新興技

術，如：人工智慧(AI)

運算技術，縮短研發時

間成本。 

 結合資通產業產品製造

與量產能力，開發生技

醫材產品。 

金融科技產業 

 台北市內高達 17,851

家金融及保險機構，占

全台 46.5%，金融機構

總部及創投公司比例

皆超過 8成。 

 金融體系健全，為全台

金融中心。 

 金融關鍵技術的運用掌

握將為未來產業發展關

鍵。 

 可增加台北市內民生用

之金融科技產業發展，

如機器人理財建議普及

化，以吸引更多外資進

行相關投資。 

資料來源：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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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北市招商引資策略 

  為鼓勵企業投資台北，台北市政府制定「產業發展自治條例」針對多項產業

提供企業投資之獎勵補助，以提升企業投資意願。獎勵補助金額至今已超過新台

幣 10 億元，帶動企業創新投資逾 183 億元，增加產值逾 1,149 億元，提供的就

業人數達 6,656 人。 

台北及亞州城市招商引資策略 

項目 台北 東京 首爾 新加坡 

獎勵產業 資訊服務、醫療照

顧、電信、生物科

技、再生能源、休閒

觀光、文化創意、運

動休閒、會議展覽

等。 

創新資訊服務、先進

醫療、先進農業三大

核心企業及金融產

業。 

資訊技術、數位產

業、生物醫藥、綠色

產業、商務服務業、

時裝及設計、金融業

及會議旅遊產業。 

新創產業、製造業、

服務業。 

補貼

項目

及額

度 

稅務

補助 

1. 房屋稅、地價稅

最高補貼新台

幣 5000 萬元。 

1. 所得稅：外商核

心企業減免

20%。 

1. 法人稅、所得稅

減免，第 1至 7

年減免

100%，其後 3

年減免 50%。 

2. 土地、建築物取

得稅、登記稅、

財產稅及綜合

土地稅 5年內

減免 100%。 

1. 所得稅額抵

減：投資總額最

高 50%扣除

額。 

2. 新興工業 5到

10年免納公司

稅。 

融資

與租

金補

貼 

1. 融資利息最高

補貼新台幣

5000萬元。 

2. 市有房地租金

減半 2至 5

年；房地租金補

貼最高新台幣

500萬元。 

1. 購買或租用建

物等：補助

25%，稅額減免

8%。 

2. 購買或租用機

械與裝置：核心

企業全額補助。 

3. 指定開發區域

 1. 融資減免：全部

或部份利息免

課扣繳稅。 

2. 全部或部份權

利金可免扣繳。 

3. 兩倍扣減研究

發展所需經費。 

4. 獲批准之新創



 

  

12 

 

項目 台北 東京 首爾 新加坡 

辦公室租金可

少 10%至

50%。 

公司可獲7萬5

千星幣(約新台

幣 166萬元)補

助；以 2元對 1

元（新幣）或 1

元對 1元方式

投資。 

勞工

相關

補助 

1. 勞工薪資：最高

新台幣 500 萬

元。 

2. 勞工職訓：最高

新台幣 100 萬

元。 

1. 外國人生活環

境整備支援補

助：醫療院所外

國人每人每年

200萬日圓(約

新台幣 55

萬)、國際學校

外國人每人每

年 500萬日圓

(約新台幣 135

萬)。 

1. 僱用補助金 6

個月內每人每

月 100萬韓元

(約新台幣 2萬

6千元)。 

2. 教育培訓補助

金最高 2億韓

元(約新台幣

532萬元)。 

 

其他

項目

補助 

3. 創新補助：研

發、品牌建立最

高補助新台幣

500萬元，育成

補助最高新台

幣 300萬元，

創業補助最高

新台幣 100 萬

元。 

   

資料來源：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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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事件分析與政策建議 

    鴻海集團赴美投資及葛蘭素史克（GSK）投資 AI新創公司，為本期具高指

標性投資事件。茲分析其關鍵投資誘因並與台北市投資政策進行比較，據以提出

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投資事件與台北市政策建議 

高指標性投資事件 關鍵投資誘因 台北市投資政策分析及建議 

2017/07 鴻海集團

赴美投資案： 

宣布將在美國威斯

康辛州投資 100 億

美元設 10.5 代線面

板廠。 

1. 威斯康辛州政府政策：提供 30

億美元租稅減免（含所得稅、

投資稅及銷售稅）。 

2. 威斯康辛州地理優勢： 

(1) 位於北美關鍵市場。 

(2) 產品可就近銷售，節省關

稅及物流成本。 

(3) 貼近主要客戶 Apple，強

化未來合作關係。 

3. 威斯康辛州規劃擴大基礎建

設，水電供應穩定。 

1. 引資政策對象過於發

散，難以鎖定並客製化特

定產業之優惠補助。 

2. 應強化誘因，將台北市政

策資源聚焦於未來欲培

育發展之重點產業（如：

於各園區增加投資補助

規劃，增加資通訊產業投

資吸引力）。 

2017/07 葛蘭素史

克（GSK）投資 AI

新創公司案： 

宣布與 Exscientia

公司合作，採用 AI

技術進行新藥探索。 

1. AI 於生醫領域之應用漸趨成

熟，今年已出現利用 AI 技術成

功發現罕病治療藥物之案例。 

2. 預期能以 AI 分析技術減少實

驗次數、提升藥品研發效率，

大幅降低企業研發新藥所需時

間。 

 

1. 今年首次出現生技、藥技

中心及台北醫學大學與

美國 AI公司 InSilico 

Medicine 簽署合作進行

藥物研發案例。建議持續

加強 AI產業於醫療生技

應用開發之力道（如：鼓

勵研究及技術人才培

育、發展產業長期人才培

育計畫）。 

2. 生醫產業對研發技術人

才有極高需求，政府應強

化目前尖端人力延攬政

策（以東京為例，對醫療

領域高階技術外國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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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指標性投資事件 關鍵投資誘因 台北市投資政策分析及建議 

供每人每年 55萬元額外

補助），展現延攬高階人

才企圖。 

 資料來源：拓墣產業研究院整理，20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