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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行業名稱及定義

電子零組
件製造業

從事半導體、被
動電子元件、印
刷電路板、光電
材料及元件等電
子零組件製造之
行業

半導體製造業：從事半導體製造之行業，如積體電路(IC)及分離式元件製造；半導體封裝及測試亦歸 入本類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從事被動電子元件製造之行業，如電子用之電容器、繼電器、電感器、電阻裝置等製造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從事印刷電路板製造之行業；印刷電路銅箔基板製造亦歸入本類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從事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之行業，如液晶面板及其組件、發光二極體、太陽能電池、電 漿面板及其組件等製造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腦、電
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
製造業

從事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通訊傳
播設備、視聽電
子產品、資料儲
存媒體、量測設
備、導 航設備、
控制設備、鐘錶、
輻射設備、電子
醫學設備、光學
儀器及設備等製
造之行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或組裝之行業

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從事電話、有線通訊傳播設備、無線通訊傳播設備、廣播及電視傳播設備等製造之行業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從事供家庭娛樂、汽車等視聽電子產品製造之行業，如電視機、錄放影機、家庭劇院視 聽設備、光碟片播放機、點唱
機、揚聲器、擴音器、麥克風、耳機、家用攝影機等製造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業：從事磁性及光學之空白資料儲存媒體製造之行業，如空白光碟片製造。

量測、導航、控制設備及鐘錶製造業：從事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之行業；計時功能之量測裝置(如鐘錶及相關裝置)製造亦歸入本類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從事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之行業，如醫學用超音波設備、電子助聽器、電子醫學內 視鏡設備等製造；食品
殺菌輻射設備製造亦歸入本類

光學儀器及設備製造業：從事照相機及其他光學儀器與設備製造之行業

電信業
從事有線電信、無線電信及其他電信相關服務之行業；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IASP)，及透過提供有線電信傳輸服務，將電視頻道節目有系統地整合並傳送至收
視戶亦歸入本類

資訊業 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等資訊服務之行業

資通訊四大領域產業範疇
• 本研究之資通訊範疇泛指數位科技相關領域，技術項目常見者包括第六代行動通訊、人工智

慧、量子運算、區塊鏈、虛擬助理、擴增實境/虛擬實境、電子紙、智慧隱形眼鏡、生物電
腦、機器翻譯、腦機介面、全息影像、高效能運算、生物辨識、自然人機介面、穿牆雷達、
高度整合晶片技術、高效率無線充電技術、光通訊、感知無線電、室內導航、自旋電晶體、
雲端運算、遠距探測等均屬之

• 研究需計算相關產業數據，故將資通訊範疇對應至臺灣行業分類。依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定
義之資通訊產業範圍包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電信業」及「資訊業」

資料來源：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30488&ctNode=770&mp=4;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1230162221KI9NIEK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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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及科技突破促使產業競爭要素典範轉移，
資通訊成產業發展必要基盤

• 數位網路產業重心由硬體轉向網路應用，產業結構由垂直分工轉向跨界整合，應以數位網路
使用者應用創新掌握產業發展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01)

少樣多量
大量製造

成本/價格

封閉式

產品主導

垂直分工

長尾效應
少量多樣

價值創造
/應用

開放平臺

應用服務

垂直整合
生態系

競爭要素 過去 物聯網時代 關鍵議題

生產方式

市場競爭力

產業結構

價值鏈
主導力量

生態系結構

客製化、開發速度加快

資料蒐集、分析、應用

開放式平臺

整合方案/服務提供者

垂直整合、異業結合

• 創客運動
• 搶應用灘頭堡

• 資訊經濟
• 以人為本

• 開放式創新平臺
• 共享經濟

• 生活優化
• 生產競爭力

• 羊狗豬同籠
• 使用者應用生態圈



Copyright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55

資通訊重點趨勢方向：六大前瞻科技項目
• 全球觀點：依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30亞洲前瞻科技調查」，國際未來TOP30的前瞻科技

在數位科技部分，包括第六代行動通訊、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量子運算、區塊鏈、虛擬助
理、AR/VR虛擬顯示器為趨勢方向

• 亞洲需求：全球觀點較為重視前瞻突破型
技術，亞洲觀點則較為務實，以生活相關
技術為主，兩者有明顯的不同

• 其中「亞洲需求」的技術屬數位科技領域
主要為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第六代行動
通訊、區塊鏈

排序 亞洲2030十大重點技術

1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2 第六代行動通訊

3 自動駕駛車

4 工業機器人

5 服務機器人

6 區塊鏈

7 新能源車

8 環境友善塑膠材料

9 固態電池

10 奈米材料

數位科技

智慧機器

數位科技

綠能環保

先進材料

資料來源：「2030亞洲前瞻科技調查」，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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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重點趨勢方向：七項數位經濟下的關鍵技術
• 數位科技將驅動未來產業轉型與服務創新，並重新定義數位生活型態、產業競爭要素與虛實

整合社會樣貌

• 數位經濟社會下WEF定義七項關鍵科技：人工智慧、自駕車、大數據分析與雲端、客製化生
產與3D列印、物聯網與連結裝置、機器人與無人機、社群媒體與平臺

體驗
經濟

永續
成長

共享
經濟

增強
人類

資料
經濟

循環
經濟智慧

運輸

智慧
物流

金融
科技

智慧
零售 智慧

醫療

智慧
城市

智慧
製造

Immersive
Experience

V2X CommunicationZ

Autonomous
Things

Al Algorithms
Expert systems

Empowered Edge
Data analytics

Chatbots

Digital Twin
Augmented
analytics

New Generation
Consumers

Service
Unbounding

Cognitive Computing

Data driven
decision

H/M Interation

Workforce

Prosumer

數位科技社群平臺

自駕汽車

物聯網

人工
智慧 資料分析與

雲端運算

機器人

客製化生產

WEF: The 7 Key Technolog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資料來源：W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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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娛樂/家庭生活
/智慧家庭

電子運動科技/運動
科技

人工智慧/無人機/
機器人

資通訊重點趨勢方向：2019 CES 11大主題

資料來源：CES 2019 ;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01)

• 2019 CES的展覽主題共分11大類：5G/IoT，廣告/娛樂/內容，自動駕駛、區塊鏈、健康/健
身、家居、沉浸式娛樂、設計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CES 2018有20%參展商來自中國大陸，
CES 2019中國大陸參展數減少20%。 中興退出CES 2019，華為與百度則是減少面積)

• 軟體當道，生活與健康為新創重要戰場：軟體及人工智慧展出大熱門， 數位健康、生活型態
與感測器及生物辨識前10名佔3、 智慧家庭及智慧城市為創新應用最熱門場域、 車用技術、
網際安全及隱私權參展家數大幅增加

沉浸式娛樂

運動

新創企業

5G技術/永續發展/
智慧城市/永續性

娛樂內容/廣告/音樂

自駕車/車輛科技

加密虛擬貨幣

生活無障礙技術/數
位健康/健身/穿戴

AR和VR/遊戲

3D列印/設計和包
裝(Design, 
Sourcing)

投資者/新創公司

5G/物聯網

廣告/娛樂/內容

自動駕駛

區塊鏈

健康/健身

家居

設計與製造

機械人/機器智能

CES 2019共11大展覽主題 CES新創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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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物聯網時代，人工智慧接手
開啟Data, Computing, Experience的整合戰

Mainframe

PC

Internet

Mobile
Social
Cloud
Data

IOT
(Ubiquito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mart

Machine)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2015s              2020s 

Computation                       Communication                      Cognition

• Number of Connected Devices 

• Amount of Data Generated

M
a

in
fr

a
m

e 大型主機時代，屬

集中式運算，企業

易用導向

P
C 個人電腦時代，主

要為數位化與個人

運算 In
te

rn
e

t

網際網路時代，電

子商務盛行，連網

時代開始

M
o

b
il

e 行動化、社群網路、

雲端運算與資料分

析時代，連網裝置

與資料量大幅爆發

IO
T 物聯網時代，無所

不在的運算與感測，

形成智慧空間，各

種智慧應用出現

S
m

a
rt

 
M

a
c

h
in

e 智慧機器時代，人

工智慧普及化，包

含無人車、無人機、

機器人等能自主判

斷、學習之機器

運算導向 通訊與連結導向 智慧與感知導向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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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s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2020’s – 2030’s

產業供應鏈群聚 (Taiwan => Overseas)

製造業核心能力 (OEM => ODM => OBM)

網路經濟 (ERP => Internet => App => SDX)

軟硬融合 (Cloud => Big Data => IoT)價值創造

錯失機會

累積優勢

新契機

• 人工智慧為各項報告或專家均指出的重要方向

• 臺灣在資通訊領域已發展出完整的硬體優勢(製造業核心能力和產業供應鏈群聚)，
但過去十幾年臺灣錯失網路經濟的發展機會，未來應掌握智慧生活應用服務新商
機以及資料經濟引領之軟硬整合為主的新契機，促進臺灣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新
價值

資通訊引領出臺灣軟硬融合價值創造的新契機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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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被Mark Zuckerberg點名為世界最強的人工智慧社群之一，在AI新創家數上，
法國全球第三，且2/3集中於首都巴黎

• 透過群聚分析，法國人工智慧發展的關鍵議題在於新創企業活絡、公私合作研究
(大型企業支持)、專業人才豐沛

• 解方1：積極建構多元能力的新創企業生態系

法國人工智慧群聚：多元能力的新創生態系
及公私合作研究的夥伴關係(1/2)

資料來源：France’s competitiveness in AI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在A
I

各
領
域
應
用
均
有
佈
局

大型跨國公司在下游支援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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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2：建立公私合作實驗室
(public-private research lab)

法國人工智慧群聚：多元能力的新創生態系
及公私合作研究的夥伴關係(2/2)

資料來源：France’s competitiveness in AI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 解方3：推動群聚大學匯集STEM人才能量

能量豐沛的公私合作實驗室

組成群聚大學cluster university 

(Université Paris-Saclay)匯集人才

豐沛STEM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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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爾蘭都柏林被稱為“Silicon Docks”或”Silicon Bog”，在全球ICT領域佔重要地位

• 蓬勃發展的 ICT群聚以大型跨國公司為基礎，帶動中小企業及新創發展(包括
Google及Microsoft都在愛爾蘭建立總部)，由軟體(資通訊技術)帶動硬體(製造商)

• 透過群聚分析，都柏林ICT產業的關鍵議題在於多元領域鏈結、大型企業驅動、產
業環境建構

• 解方1：鏈結各方關鍵群聚，打造堅強穩固生態體系

愛爾蘭都柏林資通訊群聚：大型跨國公司
為基礎帶動整體生態系發展(1/2)

資料來源：Ireland Internet Clust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產業 代表廠商 主要活動

IT服務 (IT Services)
Sabeo Technologies, 

Limited

提供IT相關的系統整合/維護及客
戶諮詢/服務/維護等

設備 (Devices)

Huawei Technologies 

Ireland, Netgear, and 

Dell Direct

數位設備或裝置的製造、批發、
零售

硬體/設備
(Hardware/Devices)

Symantec Limited

軟體的研究、開發、在地化服務
(localization)、包裝與配銷
(packaging and distribution)

軟體 (Software)

Dovetail Group, The 

Press Association of 

Ireland, Lionsbridge

International

軟體開發或數位內容開發(如遊戲
製作人(game producer)或新聞機
構(news agencies)等)

人力資本發展(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Ballycommon TeleWork

and Training Centre 

Limited

電腦或軟體操作的培訓

其他支援服務
(Supporting Services)

The Westcon Group
招聘和培訓專業人員，或提供數
位營銷建議或其他商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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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2：產業環境建構(愛爾蘭本身在
自然環境、地理區位、稅賦制度上均
具優勢，但此均為國家層級策略，故
不在本研究列出)

– 資通訊人才庫：建構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領域人才庫，由愛爾蘭技
術研究所(the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reland，IOTI)統籌 ，
14所大學配合，培養產業需要的
STEM人才，並將商業和管理課
程納入課程，為愛爾蘭工程專業
畢業生提供創新商業化技能

– 資通訊加速器(Accelerators) ：建
構加速器培養中小企業及新創企
業，作為創新力來源

愛爾蘭都柏林資通訊群聚：大型跨國公司
為基礎帶動整體生態系發展(2/2)

資料來源：Ireland Internet Clust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 解方3：大型企業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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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蘭奧盧是一個國際公認的智慧城市及資通訊創新發展的典範，憑藉參與式的創
新成為開放式創新的先驅者

• 解方1：以城市作為科技的實驗場域發展資通訊創新技術及應用
– 成立OIA(Oulu Innovation Alliance)，由科學園區、研究機構、大學與公共部門，共同簽訂策略合作

創新聯盟協議，推動Oulu區域創新發展，及開放式創新系統，並實現智慧城市創造產業競爭優勢

– OIA設立OULLabs(Oulu Urban Living Labs)為主要整合協調單位，運用使用者為中心的知識和應用，
結合Oulu地區現有的基礎建設與網路，實現所需的技術研發、產品和服務的發展

芬蘭奧盧：以城市作為科技的實驗場域
發展資通訊創新技術及應用(1/2)

功能 說明 Living Lab

使用者招募
特定目標族群的建立、開發與
測試

• PATIO：為線上系統，提供在開發各階段，招募使用者與測
試，且有測試場域設備的租賃服務

測試環境
蒐集使用者實際使用產品或服
務情形

• UBI：產品據點擺放，並進行市調、訪查
• 3D Virtual Laboratories：3D虛擬空間模擬，瞭解與觀察使
用者需求

• TTKaakkuri Product Testing：實際醫療環境的測試
• LeaForum：新的社區、基礎設備的研發、多種學科間的相
互研究與設備資源紀錄與觀察

• CNL Converging Networks Laboratory：提供不同網路環
境中的測量、評估與體驗服務

專業服務
專家提供使用者體驗數據的解
析與諮詢服務

N/A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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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奧盧：以城市作為科技的實驗場域
發展資通訊創新技術及應用(2/2)

• 解方2：以PPPP(Public-Private-People-Partnership)概念將城市視為先導生活實驗室

– OIA以PPPP(Public-Private-People-Partnership)概念將城市視為先導生活實驗室，
2015年6月展開首次真實環境的5G行動網路公測(於校園)，2017年開放5G發展環境給
企業測試(於城市)，並舉辦5GFWD Hackathon競賽招募創新應用(獎金2萬5千歐元)

– 此5G行動測試網絡由芬蘭VTT、奧盧大學、NOKIA和相關系統廠商、各研究機構攜手
(臺灣聯發科也在合作夥伴之列)，由5GTN+測試網路在於開發垂直應用的5G環境，強
調高速可靠的連接，短暫的延遲，節能和連接等方面應用

城
市5

G

基
盤
架
構

Living

Virtual 

Schools

應用主題

Medical 

Centers

TV 

Broadcasting

資料來源：BusinessOulu、Networked Society The Rise of a New Urban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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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蘭在IoT大策略下，提出「We live digital」的願景，從系統服務的角度，發展產
業應用解決方案。芬蘭預估，以垂直產業為主的物聯網應用，至2023年將可為芬
蘭帶來約120億歐元的商機，創造4萬8千個工作機會

• 解方1：串連企業與學界發展產學合作平臺，引導各產業接軌
• 校園為轉型的試驗起點，故阿爾托大學設立了物聯網園區(Aalto University Industrial 

Internet Campus，AIIC)，以串連企業與學界，成為同時兼具研究與實作的平臺為目的，
同時引導各產業與之接軌。此外，利用數位基盤打造智慧校園，包括教學大樓、區內
交通、能源均導入

• 園區提供完善實體空間及數位
基盤，實體空間包括實驗室及
工作空間(Lab spaces, working 

spaces)(無人車、大型工具切
割機、3D列印機、機械手臂、
電子產品測試儀器等皆是其實
踐成果)，數位基盤包括通訊
網路5G架構為核心的通訊網路、
無所不在的感測器、雲端運算
及數據分析。此外也規劃IoT

課程並串接「創業桑拿(Startup 

Sauna)」與大型企業資源

芬蘭阿爾托大學物聯網園區：
串聯產學能量發展垂直產業為主的物聯網應用(1/2)

資料來源：Aalto Industrial Internet Campus(A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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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2：邀請大企業參與帶動新創發展
• 針對各個企業，AIIC提供平臺給予探索物聯網的

機會，企業參與的方式包含：
• 將產品、系統或軟體安裝在AIIC設施上進行測試
• 提供數據(providing access to data)

• 與研究人員、學生和新創企業共同創作
• 參與創新活動，如駭客松(hackathons) 

• ABB 利用校園測試相關軸承新技術，也
開放相關機臺供新創團隊使用，此外亦蒐
集相關數據進行產品回饋改善

• Konecranes與AIIC合辦駭客松，開放機具
數據與操作介面，讓參賽學生發展新型態
的智慧起重機，優化目標定位、擺動控制
等功能，優勝者可獲的7千歐元獎金

芬蘭阿爾托大學物聯網園區：
串聯產學能量發展垂直產業為主的物聯網應用(2/2)

資料來源：Aalto Industrial Internet Campus(AIIC)、Industrial Internet Campus Status and Next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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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園聚焦五大領域及三個平臺，致力將香港
打造成新世代創科樞紐及物聯網解決方案中心(1/2)

• 香港科技區由香港科技園公司負責管理，支援及鼓勵本土創新科技，讓香港得以
持續發展；近期將致力於追求香港在工業化

• 解方1：園區聚焦五大科技領域及三個科技平臺
• 重點領域包括生物醫藥、電子、綠色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及物料與精密

工程，致力將香港打造成新世代創科樞紐，並期望成為全世界物聯網解決方
案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ww.hkstp.org/zh-hk/

生物醫療

綠色科技

電子

先進物料及精密工程

資訊及通訊科技

健康老齡化

機械人技術

智慧城市

物聯網技術

產品及工業設計 高端智能工業
帶動出入貿易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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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hkstp.org/zh-hk/

策略夥伴 合作內容

Microsoft
與香港Microsoft簽訂MOU成立物聯網創新平臺 (IoT Innovation Platform)，提供廠商雲端數據分析支援、獲得概念驗
證支援，並可諮詢相關專家意見、參加培訓課程，藉雲端服務及工具加快物聯網創新的發展速度

Google
邀請Google為參與「創業培育計劃」公司提供雲端平臺和業務發展的支援，提供技術支援、教學支援(提供編寫和開
發最佳Android應用程式的指引)、業務開發支援等

Cisco 與Cisco合作推動香港智慧城市計畫(Digital Living Lab)，建立物聯網平臺Cisco Kinetic推動相關技術落實在城市中

香港品質保
證局

與香港品質保證局簽訂MOU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借助香港品質保證局認證的客戶及專業團隊，進一步為香港具潛力
的科技企業提供支援，重點包括：擔任顧問(善用香港品質保證局與各大企業的廣闊人脈，為科學園內的科技企業提
供商業配對服務) 、活動辦理(為園內公司舉辦與業務發展相關的知識轉移活動，如專業培訓、研討會等，為初創企
業公司提供額外資源)、取得客戶信任(逐步建立初創企業品質保證機制及認證，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生態圈的發展)

等

香港電腦學
會

共同推動友導計劃，邀請最少十名來自各大著名企業的科技總監，擔任創業培育計劃成員的導師，分享寶貴實戰經
驗及人脈網絡

香港機場管
理局

推動「科學園技術方案試驗計畫」，期從科學園內眾多科技公司中挑選合用方案，於香港國際機場試行。重點應用
領域包括大數據、流動應用程式、穿戴式產品、定位技術、生物識別技術、乘客自動化服務、零售業相關科技、新
一代訊息展示系統、機器人及能源效益科技等，最終期望提升機場的競爭力、優化旅客體驗、提升資源及能源效益

• 解方2：「聯繫各方」為重心，致力成為全世界物聯網解決方案中心
• 最重要的策略即為與大企業合作，帶動整替產業鏈並協助新創公司發展，推動策略包

括：
• 培育人才：培育新一代的物聯網專才
• 扶植新創：扶植相關資訊及通訊科技新創企業
• 策略聯盟：香港科技園公司與不同機構締結策略夥伴關係，並與多家物聯網/通訊大

公司及應用需求端攜手合作，特別在內容開發、應用平臺及市場發展方面展開合作

香港科技園聚焦五大領域及三個平臺，致力將香港
打造成新世代創科樞紐及物聯網解決方案中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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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自身產業既有強項與社會系統特性，
找出自身獨特發展模式

大型跨國(+新創)

小型本地

政
府
機
構

企
業
創
投

愛
爾
蘭

香
港

法
國

愛
爾
蘭

香
港

芬
蘭

• 國內本身跨國品牌數量多
• 人口數為歐盟前段
• 人才多且基礎科學實力雄厚，

佐以跨國企業之研發金援，為
先端科技基礎技術之輸出國

• 國內本身跨國品牌數量少
• 經濟與制度相對開放，可作為

施行於中國大陸市場之前導試
驗場

• 具接近中國大陸珠江三角製造
業中心區位優勢，相關產業鏈
完整

• 國內本身跨國品牌數量少
• 人口數為歐盟中後段
• 以國家主導，採先策略性吸引

跨國大公司設廠後，順勢帶動
本國小型新創產業發展戰略

• 國內本身跨國品牌數量少
• 人口數為歐盟中後段
• 人口少且新創風氣盛行，新系

統試驗成本相對低廉；產官學
合作導入創新科技與系統，成
為先端科技應用與試誤先驅

法國

芬蘭



壹 • 產業趨勢脈動

貳 • 國際標竿案例

參 • 臺灣現況掃描
肆 • 臺北現況掃描

伍 • 發展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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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整體資通訊產業成長漸緩，未來應
朝向數位轉型及創造新商業模式發展

• 臺灣資通訊產業2017年營業額達新臺幣51,126億元，比2016年的新臺幣48,354億元成長
5.42%。其中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營業額最高，達新臺幣37,556億元，約成長6.57%，產品
以半導體、光電材料及元件為主。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營業額達新臺幣7,173

億元，產品以電腦設備、通訊設備為主。資訊業營業額為新臺幣2,055億元

• 臺灣資通訊產業家數目前成長逐漸趨緩，然各產業均積極從產品、顧客、營運、生態系等各
面向尋求創新，隨著數位轉型及組織和技能的重新塑造，仍持續帶動成長，2017年家數已達
15,590家，就業人數868,801人(2017全臺就業人數為1,148萬人，資通訊產業約占7.6%)

產業別
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電信業 資訊業 合計

年份 2016 2017 2016 2017 2016 2017 2016 2017 2016 2017

營業額 35,087 37,556 6,983 7,173 4,430 4,342 1,854 2,055 48,354 51,126

廠商家數
(家)

5,801 5,817 3,074 3,049 1,090 1,114 5,166 5,610 15,131 15,590

從業人員
(人)

589,520 598,479 208,001 209,727 42,713 42,899 16,587 17,696 856,821 868,801

單位：新臺幣億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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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為臺灣標竿產業，附加價值率、
產值均高於平均水準，且有持續上升趨勢

• 臺灣資訊電子業(含電子零組件及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2017年產值約6.3兆元，附加價值
率40.8%，高於整體製造業平均約11個百分點；且近五年持續成長，為臺灣主力產業

2017製造業次產業附加價值率

電信業

附加價值
率

59.0%

產值

3,748億元

資訊業

附加價值
率

63.4%

產值

2,518億元

*註：服務業生產過程的中
間投入多為水、電、租金支
出，故附加價值率高於製造
業，且無資本支出統計

資通訊服務業附加價值率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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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製造業附加價值率顯著優於平均值，
電信服務業以機器設備折舊占比高

• 2017年資通訊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與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附加價值率顯著優於製造業平均值
29.7%；電信服務業(含中華電信等業者)以機器設備折舊占比高，與其他服務業有明顯不同

資通訊製造業附加價值率 資通訊服務業附加價值率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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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產業由園區扮演驅動角色，由新竹延伸
到新北的科技廊帶已漸形成

北部群聚(完整廊帶)

(新竹縣市+桃園+新北)

在龍頭廠商帶動下起步發展
⚫ 中部地區的IC產業起步較晚，但近年在政府極力扶持

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帶動下已形成小規模的IC產業鏈，

尤其國內龍頭廠商(臺積電)在中科的28奈米四座廠，

2017年就貢獻逾2,000億元營業額，隨著10奈米、7

奈米製程的陸續放量，以及臺灣美光、矽品等持續擴

產，亦有望帶動群聚擴大規模

⚫ 群聚內涵以高階IC製造工廠為主

中
部
群
聚

形成以晶圓代工和IC封裝業務為主的次要群聚
⚫ 龍頭廠商(如華邦、臺積電等)陸續宣布於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投資，未來可望形成另一個重點群聚

⚫ 群聚內涵以IC封裝為主

南
部
群
聚

形成新竹─桃園─新北的科技廊帶完整群聚
⚫ 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為核心，往北延伸到新北形成

科技廊帶，此廊帶上中下游供應鏈完整(主要以IC設

計與IC製造為主)，基礎建設及學研資源豐沛，群聚

規模及成長速度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 核心產業(軟體及硬體)及支援產業金融、物流發達，

下游服務應用已形成群聚

⚫ 臺北市、新北市之數位基盤強，勞動力及相關科系

人才充足，極具發展潛力

北
部
群
聚

南部群聚(持續擴張)

(高雄+臺南)

竹科

中科

南科(高雄園區)

南科(臺南園區)

中部群聚(孤軍奮戰)

(臺中市)

註 : 各縣市顏色深淺依群聚指標之一區位商數
依大到小排序並分為六區間顯示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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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聚落 發展內容

內湖科技園區
企業營運總部、資訊、通信、

生技研發設計專區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生物科技、IC設計及數位內

容產業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規

劃中)

生物科技、媒體、資訊、 通

訊等知識經濟及科技產業

華亞科技園區
電腦資訊、光電、晶圓、電

子設備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半導體、光電、電腦資訊

臺元科技園區 IC設計、通訊設備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半導體、光電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半導體、光電、太陽能、

LED、電池、通訊

各園區有不同角色定位，由北到南的特色聚落
發展為資通訊廊帶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壹 • 產業趨勢脈動

貳 • 國際標竿案例

參 • 臺灣現況掃描

肆 • 臺北現況掃描
伍 • 發展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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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為臺灣重點資通訊產業聚落

資料來源： 106年財政統計資料庫、100年度工商服務業普查

• 臺北市依100年工商普查資料，資通訊產業年營收約29,008億元，占全臺約21%，廠商數
3,977家，占全臺約23%，員工數152,044人，占全臺約17%，位居重要地位

項目
廠商家數 員工總數 營業收入

家數(家) 人數(人) 金額(億元)

總計 3,977 152,044 29,008 

全臺佔比 23% 17% 21%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61 24,776 2,627 

半導體製造業 90 4,690 238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57 3,721 357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30 1,587 79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67 6,505 979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17 8,273 974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445 43,098 20,956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121 27,676 18,379 

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108 5,824 527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59 1,276 66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業 13 2,941 191 

量測、導航、控制設備及鐘錶製造
業

99 3,213 1,247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13 238 7 

光學儀器及設備製造業 32 1,930 539 

電信業 153 39,474 4,070 

資訊業 2,918 44,696 1,355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2,126 36,303 1,119 

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網站代
管及相關服務業

687 7,067 203 

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 105 1,326 32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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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資通訊產業在相關數位基盤(電腦及網路使用率)、人才資源(資通訊相關科
系數量)、產業能量(相關電子商務軟體硬體廠商數量)表現亮眼，整體評估全臺第
一。加上臺北市獨特的創新氛圍，實為全臺資通訊創新發展的首選testbed

數位基盤
(網路使用率)

人才資源
(資通訊科系數)

產業能量
(相關軟體廠商家數)

產業能量
(相關硬體廠商家數)

0-156

156-344

344-1,320

1,320-3,251

3,251-8,631

0-32

32-68

68-166

166-567

567-1,067

0-1

1-4

4-11

11-16

16-21

68.5-72.0

72.0-75.5

75.5-78.3

78.3-83.2

83.2-86.1

NO.2NO.1NO.1NO.2

資通訊相關基盤、產業、人才領先全臺

資料來源：依國發會「數位機會調查」、教育部大學校院查詢系統、財政部統計資料庫2016年資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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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北市重要核心產業，除本身的7,340億元營收
外，額外帶動3,034億元產值及5.4萬個就業機會
• 依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產業關聯效果分析，臺北市2015年資通訊產業除了直接帶來的7,340億

元產/銷值及11.8萬名員工外，亦會帶動相關產業供應鏈的進駐及誘發周邊的經濟活絡，將額
外帶動3,034億元產值及5.4萬個就業機會

• 直接效果：臺北市2015年資通
訊產業產值7,340億元，雇用
118.0千名員工

• 供應鏈效果：臺北市2015年資
通訊產業間接帶動上游化學原
料、電力設備及下游批發零售、
專業科學與支援服務等產值共
1,819億元，創造34.6千人就業

• 誘發消費效果：臺北市2015年
年資通訊產業及供應鏈員工將
收入用於消費，帶動其他產業
經濟活動。誘發產值共1,215億
元，並創造19.0千人就業

註1：本研究採主計處民國100年產業關聯表，並根據普
查數據推估臺北市區域關聯表，據以估算臺北市資通訊
產業帶動效果
註2：創造就業人數估算係利用主計處普查資料與薪資與
生產力統計，先計算臺北市各產業的每人平均產值，再
以資通訊產業帶動各產業產值算出所創造的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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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
帶動
效益

• 製造業的產值帶動效果較強，在臺北市特別是紡織、化學、及汽車及零件
業帶動臺北市供應鏈產值的效果較佳

• 臺北市資通訊產業中的電信服務業因可帶動上游的電力設備、及下游的批
發零售、專業科學服務及支援服務業發展，因此下階段建議強化此類資通
訊業者的投資以帶動臺北市產值註

• 服務業的就業帶動效果較強，在臺北市特別是通信傳播服務、運輸倉儲服
務、以及專業科學服務帶動服務業的效果佳

• 臺北市資通訊產業中的電信服務業因可帶動上游的電力設備、及下游的批
發零售、專業科學服務及支援服務業發展，因此下階段建議強化此資通訊
業者的投資以帶動臺北市就業

帶動效果：資通訊產業中的
電信服務業帶動效果較強

就業
帶動
效益

• 臺北市為金融服務業中樞，相關的專業科學服務、通信傳播服務，以及批發零售業、運輸倉
儲服務彼此關聯性強

• 從帶動效益角度來看，臺北市以資通訊業中的電信服務業產值與就業帶動效果均最強

註：臺北市資通訊製造業以電腦電子光學製品業帶動效果較佳，但由於臺北市以金融服務相關產業彼此關聯性較強，因此綜合評估後仍以電信服務業的產
值帶動效果略高於電腦電子光學製品業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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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港

新竹
科學園區

幼獅

南崁

林口

土城

大武崙

桃機

基隆港

松機

汐止
保長坑

大內科
園區

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

南軟
園區

北北基桃竹產業聚落廊帶

樹林

臺北科技產業廊帶高鐵
中山高

北二高

五股
頂崁

南港生技
聚落

六堵

樟樹灣

中壢

華亞

新竹

竹北
生醫園區

生態
社子島

43

基隆市

生產運籌
新北、桃竹

生產製造
• 支援服務
• 生產製造
• 研發創新

• 物流倉儲
• 全球運籌
• 生產製造

臺北市

創新研發
• 企業總部
• 研發中心
• 籌資平臺

觀音

大園

政策方向：臺北科技產業廊帶
• 與新北、桃竹的生產製造基地及基隆的生產運籌基地串聯，形塑生產、研發、運籌的臺北科技產業廊帶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東區門戶計畫發展願景暨都市開發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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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向：臺北科技產業廊帶
• 臺北市刻正推動四大產業園區布局，包括既有發展活絡的內湖科技園區、南港生技園區及刻正啟動的生態社子島、士林北

投科技園區，做為未來產業發展儲備用地

34

關渡
工業區

生態
社子島 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

大內湖科技
園區

南港產業
聚落

南軟
園區

為因應全球產業發展趨勢，臺北市政府規劃高科技產業
聚落發展藍圖，打造臺北科技廊帶，以既有之資通訊、
生技優勢產業為基礎並引入未來新興科技，帶動產業軸
帶生成，創造產業聚落群聚效益

未來產業
儲備發展 智慧健康醫療

數位科技服務

資通訊
生技
新創跨域

軟體、生技
新創、文創
會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東區門戶計畫發展願景暨都市開發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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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概況：資訊電子相關製造業逐年穩定成長
• 依據歷年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區廠商調查分析，將臺北市資通訊產業分為資訊電子業及資訊及通訊傳播業統計，

其中資訊電子業包括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電子零組件、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精密光學醫療鐘錶等四項中行業；而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則包含電信
業、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等，在營收、家數及員工數均逐年穩定成長

資料來源：99年度、100年度、101年度、103年度、105年度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大彎南段工業區及內湖五期重劃區廠
商調查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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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資通訊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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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行業說明 營收淨額(億元) 員工人數 家數 前五大廠商
1 人壽保險業 39,081 126,271 21 國泰人壽、南山人壽、富邦人壽、新光人壽、臺灣人壽
2 電腦製造業 23,099 22,059 7 和碩聯合科技、仁寶電腦工業、英業達、研華、精英電腦
3 金融控股業 21,602 243,609 16 國泰金、富邦金、中信金、新光金、元大金
4 石油化學製品業 17,111 26,024 16 臺灣中油、臺塑石化、長春石油、中國人造纖維、臺灣苯乙烯工業

5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軟體批售業

7,328 18,729 20 華碩電腦、宏碁、聯強國際、致伸科技、華碩聯合科技

6 銀行業 7,167 126,046 30 中國信託、國泰世華、兆豐國際、第一商業銀行、玉山
7 電子零組件批售業 6,074 5,229 28 世平興業、臺灣東芝電子零組件、益登科技、至上電子、詮鼎科技
8 電力供應業 5,815 26,914 3 臺灣電力、森霸電力、星能電力
9 公營事業 5,136 1,454 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0 電信業 3,808 36,476 6 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傳電信、亞太電信、臺灣之星
11 汽車買賣業 3,801 12,080 13 和泰汽車、臺灣賓士、汎德、中華賓士汽車、臺灣本田
12 郵政及快遞業 2,716 26,132 1 中華郵政
13 人纖紡織業 2,629 21,239 6 南亞塑膠工業、遠東新世紀、力鵬企業、集盛實業、力麗企業

14 進出口貿易業 2,404 6,317 33 
松下產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化出光石油化學、
臺灣豐田通商、臺灣三菱電機

15 便利商店業 2,280 13,459 3 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國際
16 零售式量販業 1,940 21,047 5 好市多、家福、大潤發流通事業、特力屋、潤泰創新國際

17 醫療保健服務業 1,872 68,242 1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18 百貨公司業 1,656 6,656 7 
新光三越百貨、太平洋崇光百貨、微風廣場實業、臺北金融大樓、遠東
巨城購物中心

19 電腦週邊設備業 1,528 5,999 3 光寶科技、金寶電子工業、飛捷科技
20 營造業 1,360 9,707 18 大陸工程、互助營造、達欣工程、遠雄營造、齊裕營造
-- 其他 26,022 301,269 253 --

• 依中華徵信所臺北市前500大廠商資料，臺北市以金融保險領域占比最多，其次為
資通訊相關產業(包括電腦製造、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電子零組件等)，為臺
北市貢獻極大營業額

產業結構：資通訊為僅次於金融業的重要產業

資料來源：中華徵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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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6%

17.27%

5.46%

3.85%

3.04%

2.72%

2.64%

2.49%

2.26%

1.68%

1.48%

1.43%

0.80%

0.75%

0.33%

0.33%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網站代管及相…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信業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

量測、導航、控制設備及鐘錶製造業

半導體製造業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光學儀器及設備製造業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業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 臺北市資通訊廠商以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廠商最多(2,126家，占53.46%)，其次為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網路代管及相
關服務業(687家，占17.27%)及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17 家，占 5.46%)

• 依中華徵信所調查報告，臺北市資通訊產業前五大廠商包括華碩(電腦主機板、筆記型電腦、光碟機、伺服器)、中華電信
(經營行動電話、簡訊、語音加值、國際漫遊、行動數據等加值業務與GPRS系統、虛擬企業網路)、宏碁(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資訊產品之設計、銷售及維修、世平興業(電子零組件代理經銷)、臺灣東芝(半導體、電子管等進出口買賣)

資料來源：100年工商普查資料、中華徵信所

領域 重點廠商(依營收淨額前十大廠商)

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

臺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亞電路板股份有限公
司、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豐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禾伸堂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東電化股份有限公
司、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欣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精英電
腦股份有限公司、創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華冠通訊
股份有限公司、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信業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是方電訊股份有限公司、統振股份有限公司、宏遠電
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智慧光網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業

樂點股份有限公司、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關貿網
路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尚凡國際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網路認證股份
有限公司、勤崴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網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椅天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研鼎智能股份
有限公司。

產業結構：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占比最多規模最大



Copyright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38

聚落分布：集中內湖區、中山區、大安區
• 臺北市資通訊廠商約48%集中在內湖區、

中 山 區 及 大 安 區。其中內湖區佔776家
(18%)，中山區702家(16.3%)、大安區639

家(14.8%)

• 以次產業來看，資訊業集中於中山區及大
安區；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電腦、電子產
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集中於內湖區、南港
區；電信業集中於大安區、內湖區

資料來源：106年財政統計資料庫、100年工商普查資料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資訊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電信業



壹 • 產業趨勢脈動

貳 • 國際標竿案例

參 • 臺灣現況掃描

肆 • 臺北現況掃描

伍 • 發展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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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脈動、國際標竿及現況掃描小結
• 趨勢指引：

• 人工智慧為各項報告或專家均指出的重要方向
• 臺灣在資通訊領域已發展出完整的硬體優勢(製造業核心能力和產業供應鏈群聚)，但過去十幾

年臺灣錯失網路經濟的發展機會，未來應掌握智慧生活應用服務新商機以及資料經濟引領之軟
硬整合為主的新契機，促進臺灣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新價值

• 國際借鏡：
• 從國際案例學習到，發展資通訊產業的關鍵：

•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領域人才

• 國際大廠本身的吸引力及帶動效果，尤其對培育新創非常有幫助
• 新創團隊的創新力為產業競爭力的來源
• 相關的基盤包括實驗場域的建置與開放、公私夥伴關係的建立為產業發展的後盾

• 現況檢視：
• 臺灣整體資通訊產業：

• 成長漸緩，未來應朝向數位轉型及創造新商業模式發展
• 由園區扮演驅動角色，由新竹延伸到新北的科技廊帶已漸形成
• 資訊電子為臺灣標竿產業，附加價值率、產值均高於平均水準，且有持續上升趨勢

• 臺北市資通訊產業：
• 相關基盤、產業、人才領先全臺，加上臺北市獨特的創新氛圍，實為全臺資通訊創新發

展的首選testbed

• 為臺北市重要核心產業，除本身的7,340億元營收外，額外帶動3,034億元產值及5.4萬個
就業機會。從帶動效益角度來看，以電信服務業產值與就業帶動效果均最強

• 臺北市刻正推動四大產業園區布局，包括既有發展活絡的內湖科技園區、南港生技園區
及刻正啟動的生態社子島、士林北投科技園區，做為未來產業發展儲備用地 (目前約48%

集中在內湖區、中山區及大安區)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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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既有資通訊能量強，且已形成臺北科技廊帶，未來士林北投科技園可望進
一步活絡相關產業之發展(啟動計畫後，將會有新的用地釋出)

• 資通訊的發展關鍵在於國際大廠(國際在觀測資通訊的發展都會看大廠到哪個地方
投資)，此外新創為創新力的重要來源，亦為產業發展的關鍵，而應用平臺及優良
環境為吸引大廠及新創的磁鐵

• 與國際物聯網/通訊大公司及應用需求端攜手合作，特別在內容開發、應用平
臺及市場發展方面展開合作

• 扶植相關資訊及通訊科技新創企業，重視新創企業發展生態環境，如可推動
城市相關軟著陸( soft landing center) 、建立新創團隊與其他群聚成員之鏈結
管道、提供各項創業支援等(如辦公室及設施、技術及管理支援、市場推廣及
發展支援、業務發展支援、津貼資助)

• 將整座城市作為新興科技應用的生活實驗場域（Living Labs），讓資通訊相
關的技術能量得以在城市中落實，並透過政策設計誘因，促使多元產業群聚
進行交流合作，進而衍生出新興的產業、產品與服務方案，成為持續創新的
有機體。此外，建構完善數位基盤及資安配套環境讓產業安心發展

策略方向：招商目標鎖定大廠及新創，
應用平臺及環境整備為吸引廠商的磁鐵

鏈結國際
策略夥伴

引導當地多元產業參與，提供創新實驗性場域環境

建構創新
應用平臺

招募培育
新創企業

亞洲資通訊解決方案創新樞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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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策略方向

2.招募培育
新創企業

3.建構創新
應用平臺

1.鏈結國際
策略夥伴

廣串聯

育創新

促合作

建標準

引資源

跨整合

新創企業為產業創新力的來源

要吸引大廠跟新創，除提供基
本穩定水電土地資源外，亦須
提供未來產業及新創企業需求
的測試場域、數位基盤(包括資
安配套)及數位平臺，並可導入
會員制機制提供服務

與大企業合作，帶動整替產業鏈並協助新創公司發展，
並與不同機構締結策略夥伴關係，在資通訊相關內容開
發、應用平臺及市場發展方面展開合作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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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鏈結國際策略夥伴

招募國際大廠(引進來策略)並與海外不同機構締結策略夥伴關係(走出去策略)，透過
不遺餘力加強對外聯絡，透過外訪、參觀等活動，連繫海外業者，促進交流協作，
共同推動產業發展

• 充分與國際發展脈動鏈結，為廠商搭建合作橋樑
– 可致力於吸引國外曾與臺灣有合作實績之系統營運商進駐，透由成為國際系

統大廠夥伴建立知名度，才更能進一步輸出海外(中國大陸、東南亞市場等)
– 由城市或園區與國際大廠合作，舉辦主題式國際研討會，邀請海外重量級廠

商分享，以利透過該平臺間接協助區內廠商與國際大廠合作

• 城市或園區協助廠商佈建海外市場網絡
– 與國外致力發展資通訊之城市/園區/機構合作，進行MOU簽約，搭建橋樑促

進廠商合作 (如: 芬蘭Oulu City& Oulu science park-5G智慧城，或參酌後續
建議之「可鏈結的對象)

– 未來可有助於園區業者與海外機構一起將研發成果與解決方案，切入中國大
陸、東南亞以及其他具智慧城市建置需求的新興市場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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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募培育新創企業

城市或園區發展資通訊產業，需重視新創企業發展生態環境，並可引進國際大廠資
源，協助城市或園區內新創公司發展

• 鏈結大廠資源

– 如臺灣Microsoft與國內知名加速器 AppWorks、HWTrek、 Garage+ 攜手合作，每年

提供12萬美元的免費 Azure雲端資源，作為產業推進燃料

– 如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Microsoft攜手合作，矢志把香港打造為物聯網樞紐，提供免

費的Azure雲端服務、Azure物聯網入門套件、培訓設施、員工支援及顧問服務等

• 軟著陸之服務( soft landing center)

– 為有志開拓本地或亞洲市場的本地及海外科技公司而設，為他們在尋找商機、落戶創

業之前，提供一應俱全的「落腳點」亦可善用中心定時提供的免費法律諮詢及會計服

務，計劃業務發展

– 可為海外大學、姊妹園區或國外科研機構提供軟著陸服務平臺，給予外國中小企業及

研究單位短期租約，並有專業團隊幫助發展，以協助確認是否適宜長期在我國發展

• 提供必要基盤

– 提供創業支援，包括辦公室及設施、技術及管理支援、市場推廣及發展支援、業務發

展支援、津貼資助

– 為新創夥伴公司在特定園區內提供合適場地以進行創新科技或產品原型之測試及試用。

夥伴公司亦可藉此機會向公眾展示其研發及設計的最新產品。夥伴公司可獲取對其研

發產品的第一手回應，以提升競爭力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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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構創新應用平臺

除提供基本穩定水電土地資源外，亦須提供未來產業及新創企業需求的測試場域、
數位基盤及數位平臺，並可導入會員制機制提供服務

• 建立城市或園區為(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或生態社子島)Real-life Living Lab做為廠商創新驅

動點

– 輔導規劃產業示範場域，協助建立產品/服務實績展示，為新興產業之公司在城市或園

內提供合適場地以進行創新科技或產品原型之測試及試用，可藉此機會向公眾展示其

研發及設計的最新產品，並可獲取對其研發產品第一手回應，提升競爭力

– 測試場域如AR/VR、無人車、微型晶圓製造(Minimal Fab)等

– 提供優良數位基盤包括5G、資料中心及雲端機房

• 提供數位基盤及資安配套

– 資通訊產業的發展仰賴堅實的學術研究基礎與人才培養。臺灣在2018年IMD數位競爭

力排名中表現突出(總體第16名)，全國平均總研發人力第1名、學生數學表現第3名，

而臺北市又是臺灣的人才庫，應好好把握既有優勢

– 由於網路無國界，臺灣企業只要有歐洲用戶或是商業往來，勢必受到GDPR的規範。廠

商應盡早評估並準備GDPR實施在營運上的衝擊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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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說明

內湖科技
園區

• 土地面積合計149.72公頃，產業用地占81.95公頃，包括：(1)科技工業區A區：以
電子及電力機械器材製造業、資訊服務業等使用為主，面積68.52公頃；(2)科技工
業區B區：目前以設置汽車修護、保養等使用為主，面積13.43公頃

• 截至2017年7月計有5,750家廠商進駐(包括晨暉生技、葡萄王生技、貝思得、行動
基因生技、光寶科技、仁寶電腦、大眾電腦等廠商)，園區開發率達95%以上，園區
土地使用已獲充分利用

內科 2.0 

計畫(規劃
中)

• 有鑑於內湖科技園區為臺北市產業發展的主要引擎，隨著整體經濟環境的發展與轉
變，十餘年來在本府相關政策配套協助下，廠家、從業人數持續攀升，園區進駐空
間趨近飽和，不敷未來產業發展需求

• 故市府提出內科2.0再發展計畫，規劃市內六處基地面積合計約 14.19 公頃，可創
造至少22萬平方公尺(約6.7萬坪)供產業發展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推動資通訊、生技、
新創跨域等產業發展

南港軟體
工業園區

• 土地面積約10公頃，包括：(1)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一期：以資訊軟體、電子機械產
業為主，面積約4公頃(進駐率100%)；(2)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以生物科技、資
訊軟體、IC設計、數位內容產業為主，面積約4公頃(進駐率100%)；(3)南港軟體工
業園區三期：面積約1.5公頃(進駐率99.9%)

• 產業以軟體IC設計、數位創意、生物科技以及文化創意等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目
前有IBM、AMD、西門子等廠商進駐

招商重點建議(1/16)

• 資通訊產業可落腳園區(1/4)

資料來源：內湖科技群聚再翻轉開始內科2.0簡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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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訊產業可落腳園區(2/4)

園區 說明

東區門戶
計畫(規劃

中)

• 臺電中心倉庫AR1及修護處CR1兩處公有土地活化，面積分別約3.69公頃及3.40公
頃，預計2022年完工，提供數位科技(金融科技及區塊鏈技術應用)、實驗、藝術、
育成、公共住宅、銀髮智慧公宅等使用。

大彎南段
工業區

• 土地面積約70.47公頃，多為量販業者、大型家具連銷業、運輸倉業者、電子科技
業者聚集

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
(規劃中)

• 土地面積約194公頃，科技產業專用區約25公頃，產業主軸以「智慧健康醫療」及
「數位科技服務」等高端技術產業為主，以未來新興科技產業為輔，規劃作為先進
技術展示櫥窗

生態社子
島計畫

(規劃中)

• 土地面積約為294公頃，發展定位為「實踐生態城市及智慧社區開發的典範計畫」，
區位規劃科技產業專用區，期有效串聯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延續創造產業廊帶、共
榮發展，並配合臺北市整體產業發展趨勢，推動前瞻性產業

• (依「變更臺北市基隆河以東、雙溪南北兩側地區主要計畫為北投士林科技園區案
（區段徵收範圍）」計畫書科技專用區是29.96公頃)

招商重點建議(2/16)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東區門戶計畫發展願景暨都市開發簡報(2017/04)、臺北市政府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產業開發規劃諮詢座談會簡報、臺北
市政府南港起飛打造臺北經濟的新引擎簡報(2017/05)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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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3/16)

• 資通訊產業可落腳園區(3/4)

– 除大型園區外新創基地可供資通訊產業新創進住空間約有16處。

南港
車站

臺北車站

捷運
港墘站

捷運圓山站

fashionBlock Taipei
臺北時尚產業園區
893㎡ 樓地板面積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83,800/251,400㎡
基地/樓地板面積

明倫智慧公宅
新創基地
1,265㎡ 樓地板面積

CIT臺北創新中心
2,233㎡ 樓地板面積

捷運
士林站

萬寶紡織設計創新基地
3,340/12,026 ㎡ 基地/樓地板面積

digiBlock Taipei
臺北數位產業園區
5,919㎡ 樓地板面積

福星智慧公宅
新創基地
929㎡ 樓地板面積

新富町文化市場
658㎡ 樓地板面積

臺北創新實驗室
2,200㎡ 樓地板面積

Tesla新創能基地
2,143㎡ 樓地板面積

Audi創速中心
1,225 ㎡樓地板面積

南港瓶蓋工廠
自造者工場
3,793 ㎡ 樓地板面積

臺鐵商三特
南港國際會議中心
21,247㎡ 樓地板面積

港湖創意匯流基地
22,436/78,354㎡基地/樓地板面積

南港機廠分構區
生技創研匯流中心
5,336/61,000㎡基地/樓地板面積

忠孝營區基地
南港生技產業聚落
15,097/60,972㎡
基地/樓地板面積

捷運
龍山寺站

後山埤站

捷運
南港展覽館站

AR1 N24 金融科技創新育成中心

AR1 第2期產業育成基地

4,578㎡ 樓地板面積

版本：2018年9月7日

Fablab Taipei
自造者育成推廣空間
254㎡ 樓地板面積

內科之心
17,542/115,710㎡
基地/樓地板面積

新創基地佈建期程

臺北好時尚 · 實驗場域
4,824㎡ 樓地板面積

已開放營運
(8處)

107年
(2處)

108年
(2處)

109年
(2處)

110年
(1處)

111年
(3處)

113年~
(4處)

同安市場新創基地
499 ㎡ 樓地板面積 22處

全市基地數

8處

正式營運

2處

年底再啟動

48

632,122平方米

總樓地板面積 (191,217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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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4/16)

• 資通訊產業可落腳園區(4/4)

– 除園區以及新創基地外，茲針對資通訊產業初步對照中華民國行業分類標準、公
司營業項目代碼以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5條之產業分組，清查臺北市
土地使用管制中資通訊產業約屬第9組、第12組、第28組、第52組、第53組以及
第55組，其於部分住宅區、商業區以及工業區皆有設立的可能與條件。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經濟部商業司、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內政部106年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面積-按區域別分。

註：因電信跟資訊產業於現行各目的主管分類中難以直接對照及認定 未來將配合臺北市定義範疇及認定方式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106年統計面積(公頃) 3,789.97 883.92 409.3

土地使用分區(細)

住一
住二

住二之一
住二之二

住三 住四 商一
商二
商三
商四

工二
工三

第9組 社區通訊設施 電信業 允許 允許 允許

第12組
公用事業設施(不包括加油站、
液化石油氣汽車加氣站)

電信業 條件 條件 條件 得附條件 得附條件

第28組 一般事務所
電信業
資訊服務業

條件 條件 得附條件

第52組 公害較輕微之工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條件 得附條件 得附條件

第53組 公害輕微之工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不含晶圓及電路板)

不允許 不允許

第55組 公害較嚴重之工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晶圓及電路板)

不允許 不允許
除認定無虞
外，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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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5/16)

• 資通訊產業可申請資源(臺北市政府)(1/2)

內容 資通訊產業 說明

臺北市產

業發展自

治條例

1.資訊服務

產業

2.電信產業

一、申請資格：

(一)中小企業新投資創立或每次增資擴充1.於創新、改善經營管理與服務直接相關之設

備或技術達100萬元以上者。或2.經審議認有創意、特色或具發展潛力者。

(二)公司新投資創立或每次增資擴充之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之資訊服務及

電信產業，得申請獎勵：

二、單一投資案(計畫)補貼內容：

(一)獎勵補貼(1.2僅能擇1)

1.勞工職業訓練補貼：費用之50%為限，總金額80萬元，1次為限。

2.勞工薪資補貼：每人每月1萬元，補貼期限不超過1年，總金額500萬元，1次為

限。

3.房屋稅、地價稅補貼：最高前2年全額、第3年50%，總金額5,000萬元，1次為

限。

4.房地租金補貼：最高50%、補貼最長5年，總金額500萬元，1次為限。

5.融資利息補貼：年利率2.5%，補貼2年，總金額5,000萬元。

6.市有房地出租或設定地上權優惠(含租金減免)。

(二)產業創新研發與品牌建立補助：總經費50%為限，最高500萬元，1次為限。

(三)產業創新育成補助：最高300萬元，1次為限。

(四)創業投資補貼：總經費50%為限，最高100萬元，1次為限。

資料來源：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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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6/16)

• 資通訊產業可申請資源(臺北市政府)(2/2)
內容 資通訊產業 說明

臺北市青

年創業融

資貸款實

施要點

產業不限

一、申請資格：

(一)設籍臺北市1年以上，且年齡為20歲以上45歲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

(二)三年內曾參與政府創業輔導相關之課程達20小時以上。

(三)經營事業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符合商業登記法第五條規定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在臺北市辦有稅籍登記未

超過5年。

2.依法完成登記未滿5年且登記地址需位於臺北市。

二、資金額度：最高200萬元(產業局認可之獲獎申請人300萬元)，貸款期限有擔保5年、

無擔保7年，依中華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0.555%機動計息，貸款期間利息產業局

全額補貼。

臺北市中

小企業融

資貸款實

施要點

產業不限

一、申請資格：

(一)第一類：設籍本市之中華民國國民，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經營免辦理

商業登記之小規模商業，並有稅籍登記。

(二)第二類：依法完成登記之中小企業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且登記地址需位於本市。

(三)第三類：符合第二類資格並為資通訊、生物科技、綠色能源、健康照護、文化創

意、休閒與精緻農業、觀光旅遊或其他具有研發、設計、創意、特色等策

略性產業。

二、資金額度：第一類最高100萬元、第二類最高400萬元、第三類最高500萬元(但符合

第4點所列情形可提高至1,000萬元)。

資料來源：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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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7/16)

• 產業可申請資源(中央)(1/5)

主管單位 內容 說明

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

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

海外國際展覽業務

補助赴海外拓展市場參展之個別廠商，補助參加國際展覽之場地租金，不超過場地租金總額

之90%

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

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

機專案

提供經費補助及商情資訊鼓勵廠商積極於國際市場競標

• 採購標案及PPP 計畫 50 萬美元以上或顧問標案 20 萬美元以上，廠商可申請機票、住

宿、簽證費、顧問諮詢等費用分攤，採購標每案分攤金額以新臺幣100萬元為上限，顧

問標以新臺幣35 萬元為上限

• 申請成為國外政府採購之大型業主供應商資格，廠商可申請專業諮詢、法律、金融、商

標、專利、認證及翻譯等費用分攤，每案金額以新臺幣10 萬元為上限

• 辦理政府採購說明會及相關議題之教育訓練課程、提供一對一諮詢服務

• 洽邀國外政府採購得標商或招標單位來臺辦理分包洽談會、座談會或說明會

• 組團赴國外開拓案源並建立合作關係(如組團參加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年

會，拓展商機)

• 維運「全球政府採購商機網」，動員外交部、經濟部及外貿協會之駐外單位蒐集各國政

府採購商機資訊，提供廠商參考，爭取相關商機

經濟部

技術處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

計畫

• 分前瞻技術研發計畫(鼓勵開發國內外尚未具體成熟及具潛力可促使我國產生領導型之創

新前瞻技術) 、整合型研發計畫(多家企業聯合進行關鍵及共通性技術研發、上中下游技

術整合、跨領域技術整合、共同標準、協定或共通平臺之建立等)及鼓勵國內企業在臺設

立研發中心計畫三類

• 前瞻技術研發計畫、整合型研發計畫補助比例為計畫總經費40%以上，最高不超過

50%；鼓勵國內企業在臺設立研發中心計畫最高可補助新臺幣2,000萬元，計畫總補助比

例最高以50%為上限

資料來源：經濟部107年度產業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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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8/16)

• 產業可申請資源(中央)(2/5)

主管單位 內容 說明

經濟部

工業局

產業專業人才培

訓相關計畫

培訓課程辦理範疇涵蓋：智慧電子、機械、資訊服務應用、食品、紡織、智慧內容、醫療器

材、藥品製造、能源技術等重點產業。分養成班、在職班、企業包班。養成班與在職班政府負

擔每位學員學費以50%為上限，企業包班政府負擔大企業開課經費以30%、中小企業開課經費

以50%為上限，且每年每企業總金額以新臺幣100萬元為上限

經濟部

工業局

資訊產業應用躍

進計畫
推動資訊業者商機媒合、重點資訊應用產業及重點資訊應用市場研究調查

經濟部

工業局

智慧內容產業發

展計畫

提供產業全方位服務窗口，整合國內外技術大廠及學界等各領域專家顧問資源，針對國內產

業需求提供最適協助，以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帶動整體產業發展，提供協助包括

• 經費補助：每案政府經費上限為總經費之50% 為上限，每案廠商自籌款不得低於總經費

之50%

• 技術交流：建立產業技術支援中心，提供新技術展示及諮詢服務，並協助彙整技術問題並

取得回覆，並建立開發、測試環境

• 人才培訓及產學合作

經濟部

工業局

資料經濟生態系

推動計畫

• 鼓勵企業運用國內外、公私資料混搭開發加值應用或工具，創造更多元的資料創新服務，

帶動企業間垂直、水平合作，構建產業資料應用生態系改善企業流程、深化知識應用、強

化決策支援及提升企業競爭力等，以創造市場商機，活化整體社會經濟

• 給予經費新臺幣100-800 萬元，每案廠商配合款不得低於計畫全程總經費50%

資料來源：經濟部107年度產業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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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9/16)

• 產業可申請資源(中央)(3/5)

主管單位 內容 說明

經濟部

工業局

資訊服務業發展

計畫/資訊服務業

推廣計畫

• 連結國際創新重鎮−美國矽谷，遴選具發展潛力的前瞻技術，引介矽谷前瞻技術，並辦理

技術交流媒合會。

• 以國際市場策略規劃、國際業務拓展技能及解決方案產品化/ 國際化為主題，辦理輔導課

程，協助臺灣資訊服務業者建構國際行銷能力。

• 推動項目包括技術交流 、市場行銷、協助業者結合國際大廠及海外在地組織形成行銷輸

出聯盟

經濟部

工業局

資訊軟硬體智慧

化轉型生態系推

動計畫

推動資訊產業升級轉型、提升產品附加價值、輔導國內解決方案及聚焦整案國際輸出。推動

「智慧化應用推動」、「國際夥伴在臺合作」與「深耕臺日軟體及產業合作」，協助廠商國際

參展、技術開發、國際合作，並辦理電子資訊國際夥伴績優廠商(IPO Awards)獎項

經濟部

工業局

數位寬頻創新應

用產業發展計畫

• 配合政府重要政策，輔導廠商紮根及優化，推動網通產業整合及升級，發展創新應用模

式和實際導入，建構物聯網應用生態系

• 運用產業交流平臺、產業聯盟，鏈結產學研合作，促進通訊產業服務業者交流及合作，

發揮產業整合性效果，拔擢產業創新關鍵人才，推動新創事業與網通產業發展

• 強化跨領域、跨產業、跨國際合作開發數位創新應用，協助產業轉型和升級，創造垂直

及跨領域應用新價值

經濟部

工業局

智慧電子產業發
展推動計畫

• 針對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及智慧電子（含智慧車電、智慧醫電及智慧家庭）

等新興產業範疇，全方位掌握產業市場態勢與未來發展供需情報，同時提供產業界相互合

作交流之平臺與有利技術發展之投資環境，進而推動產業升級，強化我國產業競爭力

• 推動項目包括優化投資環境建立產學合作平臺、會展服務、技術交流

資料來源：經濟部107年度產業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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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10/16)

• 資通訊產業可申請資源(中央)(4/5)

主管單位 計畫/政令 說明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小型企業創

新研發計畫

• 主要目的係帶動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活動，中小企業可透過政府補助款分擔研發風險費用，提

高廠商研發意願，強化企業知識與專利布局，培育高階研發人力，並進一步運用研發成果商

業化，以期促進國內經濟與產業正向發展

• 分先期研究/先期規劃案(Phase 1)、研究開發/細部計畫案(Phase 2)及加值應用(Phase 2+)三

類，每一類又分為個別申請及研發聯盟，分別給予新臺幣100萬到5,000萬元不等補助，補助

上限為計畫總經費50%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智

財價值升級

計畫

提供服務項目包括企業訪診服務、智權顧問服務、智權諮詢服務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青年創業及

啟動金貸款

要點

新創或所營事業負責人、出資人或事業體可申請。準備金及開辦費用最高新臺幣200萬元，最長6

年。週轉性支出最高新臺幣300萬元(中企處育成企業新臺幣400萬元)，最長6年。資本性支出：最

高新臺幣1,200萬元，廠房設施最長15年、機器設備軟體最長7年。另可申請貸款利率中華郵政2年

期定儲機動利率+575%機動計息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企業小頭家

貸款要點

依法辦理公司、有限合夥、商業或稅籍登記，僱用員工人數十人以下之營利事業可申請。週轉性

支出最高新臺幣500萬元，短期最長1年、中期最長5年。資本性支出：計畫經費80%為原則，最長

7年。另可申請貸款利率中華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2.625%~3.625%機動計息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相對保證專

案(地方政府)

配合各縣市政府發展特色產業，活絡地方經濟，協助地方小規模商業或個人順利取得營運所需資

金，彌補擔保品不足融資困難之缺憾，由各縣市政府提供專款，與信保基金以相對保證方式共同

辦理信用保證業務。臺北市政府包括有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及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

資料來源：經濟部107年度產業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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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11/16)

• 資通訊產業可申請資源(中央)(5/5)

主管單位 計畫/政令 說明

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

中小企業拓

展新南向巿

場計畫

• 中小企業組成聯盟，促進品牌共同行銷，進而建立中小企業產業價值鏈群聚輔導，協助中小

企業開拓新南向市場及全球市場進行雙邊及多邊商機媒合，並推動跨境電子商務或新興商業

模式，以優化中小企業國際行銷通路，共創合作互惠模式，並建立中小企業與國際經貿夥伴

長期合作關係為目標

• 提供診斷服務及輔導，輔導每案政府經費上限新臺幣15 萬元

勞動部
微型創業鳳
凰貸款要點

• 申請資格為：(一)年齡：20-65歲女性、45-65歲國民或20-65歲離島居民。(二)設立登記：依

法辦理稅籍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立案登記(私立幼稚園、托育機構或短期補習班)未

超過5年。(三)員工人數：所經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人)未滿5人。(四)課程證明：3年內曾

參與政府創業研習課程18小時。

• 符合資格者可申請微型創業貸款最高新臺幣100萬元，貸款年限7年，前2年免息由勞動部補

貼，第3年起依中華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0.575%機動計息。

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

創櫃版

• 申請資格為：(一)依我國公司法組織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募集設立股份有限公

司之籌備處。(二)具創新、創意及未來發展潛力者。(三)無設立年限、獲利能力限制。(四)願

接受本中心「公設聯合輔導機制」者。

• 符合資格者可透過創櫃板供投資人認購之股本面額不得逾新臺幣3,000萬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107年度產業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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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12/16)

• 資通訊產業可鏈結的對象(城市)(1/5)

項目 中國大陸北京 (Beijing)
美國洛杉磯

(Los Angeles)

德國柏林
(Berlin)

印度班加羅爾
(Bengaluru )

資通訊
活絡因
素

•投入資本高、生活成本
低

•政府保護制度培植本地
企業

•投入資本高
•專業與研究人才多
•大學育成中心孕育許多
新創公司

•投入資本高
•低租金吸引勞動力
•工作機會多
•新創公司比例高

•專業人才庫
•有穩定創投跟外資

說明

•資本750億美元，僅次
於矽谷1,400億美元

•生活成本低，吸引許多
新創公司湧入

•審查制度排除外來公司
有利於本地公司立足

•中關村以孕育中國大陸
領導的科技新創聞名。
2016政府宣布投資15億
美元深入開發此區

•伴隨財政的推動，去年
被世界頂尖科技城市報
告列為世界第一，也是
國際科技巨人Lenovo、
Google和Microsoft的所
在地

•2017年南加州資金增加
70億美元，2018持續增
加

•CalTech持續供應世界
級的研究生人才，全美
大學最多專利

•UCLA為全美最多新創
公司的大學

•歐洲原始科技重鎮，許
多產業重量級公司的本
部。1990重整後快速重
生

•產業多元性和優良經商
環境引許多新創公司

•低租金助於吸納和留住
勞動力

•麥肯錫預估到2020將為
城市創造10萬個新工作
機會

•歐盟中外國創業公司比
例最高(11%)，其他地
區平均2%。

•柏林新創公司為2018德
國帶來2/3財政收入
(36.5億美元)

• IT專業人才庫，預計到
2020時IT專業人才達
200萬人，600個與IT間
接相關職缺和800億美
元的IT出口

•因穩定的創投供應而成
為印度最大新創公司的
城市，也有外來資金的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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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13/16)

• 資通訊產業可鏈結的對象(城市)(2/5)

項目
以色列特拉維夫

(Tel Aviv)

美國波士頓
(Boston)

英國倫敦
(London)

俄羅斯莫斯科
(Moscow)

資通訊
活絡因
素

•豐沛創投資金
•因國防需要持續發展網
絡與IT領域

•猶太冒險精神
•新創公司已形成群聚

•MIT學術單位孕育新創
公司

•當地起薪高吸引人才

•投入資本高
•政策、基礎建設財務和
人才

•政府獎勵新創公司方案

•吸引投資
•培育人才
•移動通訊基礎通訊等基
礎設施

說明

•可取得創投資金
•因中東衝突和情報單位
的需要，數十年來在網
絡和IT領域領先全球

•九成猶太人是移民或二
代移民，具備開創事業
的冒險犯難精神

•特拉維夫為新創公司的
核心地區，僅43.5萬居
民的城市卻有高達2,500

新創公司，密度為世界
之冠

•有MIT世界領導等級的
技術研究單位孵育創新

•高起薪(平均年薪超過
9.5萬美元)，吸引當地
畢業生和外來科技人才

•東倫敦科技城在2017年
上半年為倫敦科技行業
投入45億英鎊的私募股
權投資，遠高於任何歐
洲的科技中心

•政策制定者、財務、基
礎建設、世界級的大學
和人才

•政府優惠的獎勵金持續
吸引新創公司

•快速成為全球重要科技
中心，吸引主要投資和
產出多元的本土人才

•為俄羅斯商業中心具飽
和的國際商務市場

•因實體基礎設施投資使
公共交通和街道有免費
無線網路，對於新創公
司倚重移動商務相當重
要



Copyright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5959

招商重點建議(14/16)

• 資通訊產業可鏈結的對象(城市)(3/5)

項目
葡萄牙里斯本

(Lisbon)

美國紐約
(New York)

新加坡
(Singapore)

荷蘭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資通訊
活絡因
素

•政府獎勵措施
•新創平臺輔助新創
•專為新創公司成立的空
間和專案

•投入資本高
•成立新育成中心
•金融市場提供擴張機會
•人口密度高人才多

•金融中心資金充足
•政府政策保護投資創業
•有高品質移民人才

•良好實體基礎建設
•陸海空交通便利
•生活水準高
•寬頻速度最高

說明

•政府的獎勵措施豐沛
•新創平臺提供各式各樣
的輔導計畫，協助科技
新創公司吸引投資和建
構商業模式，進而成長
為一個富有創新的城市

•像紐約一樣擁有創紀錄
的建築項目來滿足科技
界的需求

•35,000平方米的育成專
案正在成型，目的在孕
育各種新創公司，大公
司也投資設立中心創造
更多工作機會

•紐約矽港是全世界最具
活力的科技中心之一

•新創公司在2017籌集了
115億美元的創投基金，
並投資逾1億美元至前
Biltmore飯店成為城市
最新的科技育成中心

•股票市場和投資結構為
飢餓的科技新創公司與
企業家提供充裕的資金，
有足夠的規模擴張的機
會

•高度的人口密度提供充
裕的人才

•一直是金融中心，近幾年也
發展為蓬勃和充足資金的科
技中心

•為世界銀行最容易經營商業
的排名城市之一，註冊容易、
保護少數投資者並執行合約，
主要是受益於政府對新科技
商業發展的支持如科技育成
計畫

•降低外國新創公司的障礙。
充足創投資本家有機會擴大
規模，且擁有受良好教育的
外來移民

•世界各地的中心也善用新加
坡的價值，來作為擴展繼有
的新創公司的測試地點

•是將實體基礎建設轉
變為繁榮科技產業的
最佳典範

•位居通往歐洲其他地
區的門戶，有大量的
陸海空交通網絡連結

•具有競爭力的平均淨
所得歐元4,036和高
水平生活使其成為歐
洲的最佳工作科技城
市。2018年世界經
合組織評為最佳生活
指標的第一名

•歐洲寬頻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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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15/16)

• 資通訊產業可鏈結的對象(城市)(4/5)

項目
捷克布拉格
(Prague)

德國都柏林
(Dublin)

中國大陸深圳
(Shenzhen)

賽城 (馬來西亞)

Cyberjaya (Malaysia)

資通訊
活絡因
素

•進商業繁華區
•低企業所得稅

•鄰近大學重工程領域專
業

•低企業所得稅

•由硬體發展轉為技術
發展區

•電子業快速發展帶領
創新

•以多媒體超級走廊打
造類矽谷城市

•優惠稅率減免
•具人力資本與基礎建
設且成本低

說明
•接近歐洲商業中心如
華沙和柏林

•19%的低企業所得稅

•許多矽谷最知名品牌已
視大都柏林區為歐洲的
基地

•Google、Facebook和
LinkedIn都在都柏林設
立歐洲總部，較小的公
司如Zendesk、Dropbox

等也在愛爾蘭設立據點
•愛爾蘭在都柏林Trity學
院以及都柏林大學都有
高度重視的工程課程

•最大的優勢在於12.5%

的企業稅居西歐最低，
比歐洲地區平均值要低
10%

•被稱為「硬體的矽
谷」，從小漁村轉變
為技術經濟蓬勃的都
市。許多科技巨人落
腳於此包含騰訊、華
為、中興通訊、華大
基因

•深圳位於中國大陸南
方，緊鄰香港，深圳
快速成長的電子業文
化引領全球創新

•源自於1995年由麥肯
錫建立的MSC(多媒體
超級走廊)研究打造為
類似矽谷的高科技城
市

•賽城是馬來西亞MSC

的核心，技術企業家
和全球跨國公司享有
稅率減免的指定區，
有世界級的人力資本
和基礎建設但只要開
發中國家的本

•MSC計畫將帶領馬來
西亞轉型為新知識經
濟，與國際舞臺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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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重點建議(16/16)

• 資通訊產業可鏈結的對象(園區)(5/5)

項目
瑞典希斯塔

Kista

英國劍橋科學園區
Cambridge Science Park

資通訊活
絡因素

•資通訊研發城市，鄰近學術單位
•大規模資通訊聚落
•行動電話基礎發展主要研究地區

•歷史悠久，科技發展地位高

說明

•位於瑞典雲客比-西斯塔鎮，由住宅區和商
業區，商業區重點為科技電信和資訊科技
產業，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被稱為科學城
市，也以KTH皇家家理工學院的研究園區
而聞名

•曾是歐洲最大資訊和通訊科技聚落，也是
僅次於加州矽谷的最大聚落

•是現在4G LTE行動電話基礎設施有最大
量研究和開發的地區，科學城一直是全球
使用的歐洲ETSI標準在歐洲的最大聚落

•英國歷史悠久的科學園區之一，在1970年由Trinity學
院成立，使劍橋成為今日領先科技重鎮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有105家公司，其中61%來自於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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