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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今天非常感謝貴委員會安排國發會進行業

務報告並備詢。首先表達誠摯的謝意，感謝貴

委員會在上一會期對國發會施政的協助，也期

盼本會期能夠持續給予支持與指教。

「拚經濟」是政府當前最重要的施政工作，

為此，賴院長已親自主持 22 場次「加速投資

台灣專案會議」，排除投資障礙並強化建構優

質的經商環境。在國人的共同努力之下，過去

一年台灣經濟正穩健復甦，並持續加溫中，今

(107)年上半年經濟成長率為 3.2%，已連續 4

季達 3%以上；上半年平均失業率為 3.66%，

是近 18 年來同期最低；商品出口則連續 7 季

維持雙位數成長，各項數據顯示政府推動經濟

轉型、積極改善投資環境的努力，已逐漸顯現

成果。

國家的長遠發展，除了追求經濟的穩定成

長外，還必須兼顧社會公義及環境永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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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的定位從過去的幕僚機關角色，積極轉

型成為具備宏觀遠見、務實前瞻，及接地氣、

傾聽民意，有高度執行力的行政團隊，我們宏

觀規劃國家發展的策略，致力提升國家各項建

設的執行效能，期盼能讓台灣持續注入正向能

量，增進人民幸福與國家發展。有關本會各項

業務的進展，謹就「創新成長動能」、「加速

法規鬆綁」、「提升人力質量」、「落實均衡

台灣施政主軸」、「提升政府效能」等五個面

向擇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創新成長動能

為掌握物聯網發展契機，亞洲‧矽谷計

畫刻正積極建構完善的物聯網創新生態體系，

希望能在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也能引

導新經濟模式的發展。依據工研院統計，去

年我國物聯網相關企業整體產值約 9,774億

元，占全球比重已達 4.1%，在國內外創新能

量的帶動與強化方面，也有相當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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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矽谷計畫推動後，已有多家國際

企業來台設立研發或創新中心，如微軟已於

去年 10 月成立物聯網創新中心、今年設立人

工智慧研發中心；Google於 3 月啟動「智慧

台灣計畫」，將培訓 5,000名 AI 人才，並擴

建位於彰濱工業區的資料中心；亞馬遜也於

8 月在新北市設立「亞馬遜 AWS聯合創新中

心」；高通 8、9 月間宣布設立製造工程、多

媒體及人工智慧 3處中心；臉書也將擴大投

資台灣，協助連結 1,500 位企業領袖前進矽

谷、 1.5萬家企業拓展海外業務，培訓逾 5

萬名數位人才。

此外，政府積極提供智慧化示範場域，

鼓勵民間業者發展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解

決方案，截至今年 9 月底已審查通過 90 案。

另外，我們也成立「物聯網產業大聯盟」促

進企業跨域合作，截至 9 月底已有宏碁、聯

發科等 374 位成員加入。同時，為促進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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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推動經驗的交流與分享，以擴大智慧城鄉

的推動效益，已辦理 5 場次智慧城鄉交流分

享會。不僅如此，線上平台「亞洲·矽谷學

院」也與 Google、思科等民間業者合作，提

供人工智慧、物聯網等課程，以持續培育產

業所需的數位人才。

新創事業的發展，攸關台灣產業的未來。

為此，本會積極推動「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

境行動方案」，透過充裕新創早期資金等五

大策略，打造新創事業發展的有利環境。在

12 個部會及國發基金的共同力推下，目前已

有具體成果，舉如：「產業創新條例」天使

投資人租稅優惠、有限合夥創投採穿透式課

稅、上櫃增列電子商務產業類別等措施的推

動，將有助新創公司資金取得；公司法修正

條文於今年 8 月公布，包括可發行無面額股

票、複數表決權等 10 項有助新創發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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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提高新創公司營運彈性。此外，政府也

持續協助新創赴海外加速器，並帶領新創參

加國際專業展會，全力掌握全球商機。

為達成賴院長宣示 2025 年行動支付普及

率達 90%之目標，本會成立跨部會推動機制，

並在各部會的共同努力下，國內重要民生相

關場域及相關便民措施，包括：逾 1萬家之

四大超商門市、610座中油加油站、17 家醫

學中心(如台大、榮總)、水電及稅費繳納等

皆已導入行動支付。此外，本會亦協調經濟

部與各縣市政府、業者合作，透過特色應用

場域(如台南高雄公車系統)、大型國際活動

(如澎湖最美麗海灣嘉年華、台中花博)，擴

大推廣行動支付，並鼓勵民眾多加使用。根

據資策會報告，去年行動支付普及率為

39.7%，今年則預測可增加達 48.5%，我們有

信心可提前達成設定目標。

政府透過國發基金匡列 1,000億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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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新轉型基金」，協助國內企業創新轉型，

並提升企業競爭力，至今年 7 月，國發基金

已審核通過太陽能、傳統產業、再生醫療等

申請案，預估可帶動 194億元民間投資。同

時，為健全新創事業投資市場機制，國發基

金匡列 10億元辦理「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引導民間資金共同投入。國發基金未來仍將

持續投資於新興產業，如人工智慧(AI)、大

數據(Big Data)等，調整對新創事業投資策

略，協助新創事業取得營運發展所需資金。

為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並形塑有利數

位經濟發展的環境，本會除積極參與 APEC

等國際組織相關活動外，更整合各部會推動

我國參與「 APEC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

(CBPR)體系，以強化我國企業跨境資料傳輸

及個人資料保護的國際接軌；同時，預定於

明年 APEC 經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辦理利

用區塊鏈等新興科技促進政府治理之政策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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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此外，在本會與美國在台協會的密切合

作下，台美數位經濟論壇(DEF)已成為台美

雙方高層次政策交流合作平台。在台美 DEF

的成功經驗下，今年本會除持續籌辦台美

DEF 外，亦與歐盟執委會達成共識，將籌辦

台歐盟數位經濟對話(DED)，積極建立台歐

盟政策對話機制，以強化雙方在數位經濟發

展上的共同利益。

二、加速法規鬆綁

在全球化時代下，過度管制的法規制度

將是阻礙競爭力提升的絆腳石。因此，本會

自 106 年 10 月起即透過「由下而上」、「由

外而內」及「時間管控」等三大原則，啟動

法規鬆綁工作，協調各機關積極聽取企業及

商會意見，以興利便民角度，並配合數位時

代快速變遷的環境特性，檢討鬆綁管制性的

函釋、行政規則及法規命令等規定，迄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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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已完成提高行政效率 113 項、賦予企業

經營彈性 84 項、完備租稅法制環境 43 項等

共 339 項鬆綁成果。

本會透過「新創法規調適平台」，協助

新創業者釐清新興商業模式之法規適用疑義，

並召開跨部會會議，使新創業者能與主管機

關面對面溝通，降低新創業者之法律遵循成

本，具體成果如：協調交通部訂定「自有自

用停車位共享認定原則」，分級管理一般停

車場業者與共享停車位業者；協調財政部發

布解釋令，使符合一定要件之共享停車位，

得繼續適用原經核准之稅率，鼓勵共享停車

位新創產業發展。

為因應歐盟於今年 5 月全面施行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GDPR)，本會於 7 月成立「個人

資料保護專案辦公室」，一方面加強跨部會

因應 GDPR 之協調整合，並統籌向歐盟申請

適足性認定；另方面承接我國個人資料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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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法律主政機關與跨部會協調工作，希望

能藉由部會的協力，強化我國個人資料保護

的程度。

三、提升人力質量

國際優秀人才的延攬與吸納，攸關未來

國力的消長。為此，本會積極協調相關部會，

持續建構友善外國人工作及居留環境，成果

包括：推動實施「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

法」，至今年 9月底核准 122 張就業金卡；

協同經濟部推動「Contact Taiwan」國家級

單一攬才網路平台之運作，成立投資台灣事

務所。

為維持合理人口結構，補充國內人力人

才缺口，本會在不影響國人就業機會及薪資

水準前提下，研擬完成「新經濟移民法」(草

案)，以鬆綁(訂定)工作類別，以及雇主與受

僱者條件，並放寬永久居留及依親等規定，

以建立友善移民環境，改善人口結構。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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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本會已自今年 8月 6日起，進行 60

日法案預告，將於提報行政院審查後，送請

貴院審議，敬請委員支持，早日完成立法程

序，讓想來台灣工作並符合條件的中階外籍

技術人力，都能早日申請永久居留。

四、落實均衡台灣施政主軸

面對台灣日趨嚴重的高齡少子化、人口

過度集中大都市與鄉村發展失衡等問題，行

政院於今年 5 月 21 日成立「地方創生會報」，

由賴院長親自主持並宣示明年為地方創生元

年，強化人口發展的力道；同時，本會預定

今年底前提出「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

期能緩和總人口減少及高齡少子化趨勢，並

以 2030 年總生育率達 1.4%、未來維持總人

口數不低於 2,000萬人為願景，促進島內移

民及都市減壓，達成「均衡台灣」的目標。

在國家資源有效運用、提高行政效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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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考量下，台灣省政府已於今年 7 月 1 日

走入歷史，自 108 年起省府預算歸零，相關

業務及人員移撥本會接續辦理。有鑑於中興

新村的可用空間相當充裕，若能有效活化，

將可對中台灣的發展產生極大助益，因此本

會於 7 月 20 日成立「中興新村活化專案辦公

室」，期望透過部會通力合作、整合相關資

源，全力推動活化工作，促成當地榮景再現，

進而展現新的繁榮風貌。

五、提升政府效能

服務型智慧政府的建立，是提升政府服

務效能與品質的重要環節。為此，本會持續

協助各部會擴大發展跨域一站式及個人化服

務，打造民眾有感的數位生活，具體成果包

括：個人化「地籍存摺」完成上線提供服務，

民眾可於系統中快速查詢名下指定期間之已

登記土地及建物不動產概況；綜合所得稅數

位化報稅服務，提供民眾簡單、便利之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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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繳稅管道，現已達總申報數 96%以上；完

成「健康存摺」，整合四癌篩檢結果，促進

民眾運用健康存摺自主健康管理；推動一站

式戶政及勞保便民服務，民眾於戶政事務所

即可申請勞、國保生育給付及勞保家屬死亡

給付。

為提升重大公建及重要社發計畫審議能

量，在計畫報院前，本會藉由強化資料及程

序的完備性、明定計畫審議決策原則、跨部

會協商及實地訪視等多元審議方式，並透過

每年重大計畫先期作業審議，提升政府資源

運用綜效。截至今年 8 月底，院交議重大公

建及社發計畫審議、協調推動件數分別為

105件及 73件，並完成審查 100件及 70件函

復行政院，達成率為 95.2%及 95.9%。

為有效提升公共建設推動效率，擴大公

共財的外部利益，本會擬具「公共建設計畫

審議、預警及退場機制」，經行政院核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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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並選定 46 項公共建設

計畫列為今年的預警計畫，年度經費約 1,141

億元，每季進行執行情形檢討；至今年第 2

季， 46 項預警計畫的年度預算達成率為

40.98%，較整體公共建設計畫的 36.3%為佳，

顯見預警機制已發揮一定成效。本會已請相

關部會持續精進，嚴格掌控各項計畫的關鍵

查核點，並預為因應可能風險，務期在年底

時達到預算達成率 90%以上的目標。

前瞻基礎建設第一期各項計畫，由中央

執行部分均已核定，並由各主管機關積極推

動中；在地方政府部分，城鄉建設等競爭型

計畫均完成補助各地方政府的行政作業，賴

院長並多次親赴各縣市瞭解計畫推動情形、

協助解決相關問題，期許中央與地方協力落

實各項計畫。

整體執行成效方面，截至今年 8 月(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8 月底)止，前瞻基礎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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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特別預算執行率為 81.07%；另鑒於今年下

半年為計畫執行之高峰期，本會將協助各主

辦機關嚴格管控進度，並隨時透過跨部會協

調，以提升執行力。

為推動花東及離島地區相關建設、健全

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並提升居民

生活環境品質，本會 108 年度已編列花東地

區永續發展基金 15.1億元、離島建設基金 9

億元，並會同相關部會持續協助各地方政府

落實推動「花東第二期(105至 108 年)綜合

發展實施方案」及「第四期(104至 107 年)

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另「第五期(108

至 111 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刻正積極

審議中。

有關「0206花蓮震災」復原重建部分，

花東基金已提供消防救災、產業復甦、校園

重建及廢棄物清理等相關經費協助，對於受

災企業所需復原重建資金，亦提供專案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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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保證，積極協助業者紓困。

各位委員先進，建設國家、發展經濟、造

福國人、壯大台灣是政府施政的使命，國發會

身為行政院重大政策的規劃及推動機關，自當

責無旁貸、全力以赴。為此，本會將持續聚焦

於前瞻性、綱要性、整合性的上位總體戰略規

劃；同時，扮演行政團隊串連者的角色，強化

部會間協調功能，讓行政院團隊戰力達到最大

此外，本會也會嚴格掌控重大政策的執行績效

並適時吹哨，提出警示，讓政策執行都能達到

預定目標。

最後，感謝貴委員會給予本會業務報告的

機會，也誠摯期盼各位委員能給予本會最大的

支持與鼓勵，相信經由立法及行政部門的攜手

合作、團結打拚，定能打造繁榮、包容與永續

的台灣。以上報告，敬請指導，並敬祝大家身

體健康，平安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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