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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加速產業創新升級、優化投資環

境、深化國際經貿合作 讓臺灣在後疫
情時代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 

總統接見「八大工商團體理事長」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02 日 總統府新聞 

蔡英文總統今（2）日上午接見「八大工商團體理事長」時指出，臺灣

有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在世界供應鏈中占有關鍵性地位，政府將持

續致力於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及升級、積極促成優化投資環境並深化

國際經貿合作，讓臺灣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也期盼

獲利良好的企業為勞工加薪，與員工共享經濟成長果實。 

總統致詞時表示，去年一整年，在全球整個經濟大環境都受到疫情衝

擊的情況下，臺灣反而逆勢成長。除了要感謝全國人民共同團結防

疫，她也要感謝業界領袖，在整個疫情期間都非常關心臺灣的未來，

積極向政府提出許多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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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提到，最近大家在新聞上也都看到，全球各重要工業大國希望臺

灣能夠協助他們解決晶片缺貨問題。這也顯示臺灣的產業實力已經讓

我們在世界供應鏈，尤其是在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上，都已經占有非

常關鍵的地位。未來，除了延續既有的優勢，我們也希望在三個面向

上，有更多突破。 

總統指出，第一，  是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和升級。政府在上一個階

段的「5+2 產業創新」，已經逐漸讓產業前進的動力，從「效率驅動」

轉換為「創新驅動」；現在，機械和物聯網產業都已經是兆元產業。我

們在資通訊產業的實力，也讓很多國際知名企業，包括 Microsoft、

Google，都紛紛來臺灣設立研發或創新中心，這也顯示臺灣在資安和

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努力，都受到國際的認可，也是國際上被信賴

的夥伴。 

總統說，接下來，我們要在這些基礎上，繼續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

業，並且將臺灣打造成全球高階製造中心、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高

科技研發中心與綠能發展中心。 



3 
 

總統接著說，第二，是積極促成投資環境的優化。為了回應美中貿易

衝突，政府推出「投資臺灣三大方案」，也迎來了史上最大的臺商回流

潮。企業回臺以後的需求，政府都會以務實的態度來幫忙解決。在土

地方面，政府推動閒置土地釋出以及工業區更新立體化，也開發中南

部產業園區，來協助廠商用地的需求。 

談及產業用電及用水問題，總統指出，在用電部分，政府也非常盡力

發展再生能源，希望幫助業者符合 RE100 的需求。政府也將盡力完成

更多的建設，希望未來的供電能更穩定，同時也完成能源轉型的目

標，「這一點，要特別請大家一起來幫忙」。此外，2 月初桃園新竹備

援管線已提前完工，希望可以穩定解決竹科用水問題並帶動產業的發

展。至於因為近來颱風比較少，中南部也有缺水的情況，政府會盡力

做好供水調度，也請大家多多協力、包涵。 

總統接著指出，第三個面向，是繼續深化國際經貿合作。去年我們和

美國進行「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簽署備忘錄，承諾未來台美會在

供應鏈、5G 及電信安全、科學與技術、基礎建設等領域加強合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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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新南向政策方面，我們也辦理六國產業鏈結線上論壇，帶動近

700 家企業進行洽談，協助企業前進新南向市場。 

總統提到，臺灣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不但領先所有已開發國家，也連

續兩年蟬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也不錯，應該會

達到 4%以上。我們預期未來整體經濟情況會持續穩定成長，因此也希

望獲利良好的企業可以為勞工加薪，讓員工都能一起分享經濟成長的

果實，也會更樂意一起來打拚。 

最後，總統說，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競爭，臺灣要脫穎而出，也絕對

需要業界先進和政府共同攜手努力、集思廣益，也請大家都能不吝對

政府提供更多建言。 

訪賓一行包括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王文淵、中華民國全國商

業總會理事長許舒博、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中華民國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理事長蔡圖晉、中

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理事長賴博司、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董事長黃志芳及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李詩欽，由經

濟部次長林全能陪同，前來總統府晉見總統，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也

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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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會工商團體：不計預算助中小企業 

04:102021/03/03 工商時報 譚淑珍 、彭媁琳 

總統蔡英文 2 日會見八大工商團體負責人透露，衛福部、經濟部已著

手研議開放邊境「經濟泡泡」，她並說，台灣經濟命脈是中小企業，

將不計預算全力支援、協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更承諾將放寬、延長

外勞 12 年大限政策，以解缺工難題。 

包括工總、工商協進會、商總、中小企業總會、電電公會等工商團體

負責人 2 日當面向蔡英文提出經濟泡泡、護國神脈、缺工、缺料等建

言，蔡英文也針對經濟泡泡、中小企業發展、缺工與缺料等作了具體

回應。 

蔡英文致詞時表示，台灣有很多戰略物資生產在世界供應鏈中占有關

鍵性地位，政府將會持續致力於加速產業的創新及升級，優化投資環

境並深化國際經貿合作，讓台灣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

出；她並期盼獲利良好的企業為勞工加薪，與員工共享經濟成長果

實。 

經濟泡泡上，商總理事長許舒博指出，在疫苗施打後，新加坡等國都

有新的防疫與開放措施，我國防疫也應隨疫苗施打，至少針對商務人

士的「經濟泡泡」有新的措施與作法。對此，小英回應指出，衛福部

與經濟部已針對「經濟泡泡」研議進一步開放措施。 

在「護國神脈」上，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直言，「護國神

山」、「護國群山」都只是山，占台灣 90％以上的中小企業卻是「護

國神脈」，沒有山脈哪來的山？蔡英文同意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命

脈，並當場指示經濟部官員在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上，不要有多少

預算做多少事，而是「需要多少經費才能做到，我們就要把這個經費

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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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理事長賴博司則反映缺工問題，並直指外勞 12 年

大限政策對台灣是很大損失，蔡英文立即接口表示，「等於是我們在

幫日本、韓國訓練勞工！」她強調：「12 年後應該要再繼續延長，否

則台灣是在為他國培訓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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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向好 總統促企業加薪 

2021-03-03 00:56 經濟日報 / 記者楊文琪／台北報導 

 

蔡總統昨（2）日接見「八大工商團體理事長」，她表示，

台灣有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在世界供應鏈中占有關鍵性

地位，政府將持續致力於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及升級、積

極促成優化投資環境並深化國際經貿合作，讓台灣在後疫

情時代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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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也說，台灣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不但領先所有已開

發國家，也連續兩年蟬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今年經濟成

長預測也不錯，應會達 4%以上。預期未來整體經濟情況會

持續穩定成長，希望獲利良好的企業可為勞工加薪，讓員

工都能一起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昨日前往總統府的八大工商團體負責人，包括工總理事長

王文淵、商總理事長許舒博、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

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電電公會理事長李詩欽、貿

協董事長黃志芳、工業協進會理事長蔡圖晉，及工業區廠

商聯合總會理事長賴博司。  

蔡總統說，除了延續既有的優勢，希望在三個面向上有更

多突破。第一，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和升級。政府在上一

個階段的「5+2 產業創新」，已逐漸讓產業前進的動力，

從「效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現在，機械和物聯網

產業都已是兆元產業。接下來，要在這些基礎上，繼續推

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並將台灣打造成全球高階製造中心、

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高科技研發中心與綠能發展中心。  

第二，積極促成投資環境的優化。為回應美中貿易衝突，

政府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也迎來了史上最大的台

商回流潮。在土地方面，政府推動閒置土地釋出以及工業

區更新立體化，也開發中南部產業園區，來協助廠商用地

的需求。  

在用電用水問題上，蔡總統指出，政府非常盡力發展再生

能源，希望幫助業者符合 RE100 的需求。政府也將盡力完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1%AF%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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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多的建設，希望未來的供電能更穩定，同時也完成能

源轉型的目標。  

第三個面向是繼續深化國際經貿合作。去年我們和美國進

行「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簽署備忘錄，承諾未來台美

會在供應鏈、5G 及電信安全、科學與技術、基礎建設等領

域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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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套兩岸關係 業者聲聲喚 

2021-03-03 00:55 經濟日報 / 記者謝柏宏／台北報導 

八大工商團體領袖昨（2）日前往總統府拜會蔡總統，工商

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重申三大建議，第一是取消貨物稅及

印花稅；第二是兩岸緊張關係要設法解套；第三是日本來

台觀光考察應予鬆綁。  

據了解，八大工商團體拜會蔡總統時，就新台幣兌美元匯

率、工廠勞工、兩岸交流、旅遊業發展及南部科學園區的

未來發展，與蔡總統進行簡短交流。  

工總表示，每年工商團體都會舉行新春聯合團拜，今年改

為前往總統府向蔡總統拜年，整個活動過程 30 分鐘，由電

電公會主辦這次行程，工總並無提出太具體建議。  

李育家表示， 高科技半導體的發展對台灣很重要，但是中

小企業是社會經濟存在的基礎，雖然不像台積電那樣成為

「護國神山」，但是中小企業卻是「護國群山」，他呼籲政

府應針對中企業的發展，成立相關單位，進行產官學界的

探討。  

對此蔡總統回應，將交辦經濟部全力支援，不要只照預算

分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8%BD%E7%B5%B1%E5%BA%9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7%A9%8D%E9%9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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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接見八大工商團體 盼獲利良好企

業為勞工加薪 

2021-03-02 13:02 經濟日報 / 記者楊文琪／即時報導 

蔡英文總統今（2）日接見「八大工商團體理事長」時指出，

台灣有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在世界供應鏈中占有關鍵性

地位，政府將持續致力於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及升級、積

極促成優化投資環境並深化國際經貿合作，讓台灣在後疫

情時代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也期盼獲利良好的企業為

勞工加薪，與員工共享經濟成長果實。  

總統提到，最近大家在新聞上也都看到，全球各重要工業

大國希望台灣能夠協助他們解決晶片缺貨問題。這也顯示

台灣的產業實力已經讓我們在世界供應鏈，尤其是在很多

戰略物資的生產上，都已經占有非常關鍵的地位。未來，

除了延續既有的優勢，我們也希望在三個面向上，有更多

突破。  

總統指出，第一， 是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和升級。政府在

上一個階段的「5+2 產業創新」，已經逐漸讓產業前進的

動力，從「效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現在，機械和

物聯網產業都已經是兆元產業。我們在資通訊產業的實力，

也讓很多國際知名企業，包括 Microsoft、Google，都紛

紛來台灣設立研發或創新中心，這也顯示台灣在資安和智

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努力，都受到國際的認可，也是國際

上被信賴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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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說，接下來，我們要在這些基礎上，繼續推動六大核

心戰略產業，並且將台灣打造成全球高階製造中心、半導

體先進製程中心、高科技研發中心與綠能發展中心。  

總統接著說，第二，是積極促成投資環境的優化。為了回

應美中貿易衝突，政府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也迎來

了史上最大的臺商回流潮。企業回臺以後的需求，政府都

會以務實的態度來幫忙解決。在土地方面，政府推動閒置

土地釋出以及工業區更新立體化，也開發中南部產業園區，

來協助廠商用地的需求。  

談及產業用電及用水問題，總統指出，在用電部分，政府

也非常盡力發展再生能源，希望幫助業者符合 RE100 的需

求。政府也將盡力完成更多的建設，希望未來的供電能更

穩定，同時也完成能源轉型的目標，「這一點，要特別請大

家一起來幫忙」。  

此外，2 月初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已提前完工，希望可以穩

定解決竹科用水問題並帶動產業的發展。至於因為近來颱

風比較少，中南部也有缺水的情況，政府會盡力做好供水

調度，也請大家多多協力、包涵。  

總統接著指出，第三個面向，是繼續深化國際經貿合作。

去年我們和美國進行「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簽署備

忘錄，承諾未來台美會在供應鏈、5G 及電信安全、科學與

技術、基礎建設等領域加強合作。另外，在新南向政策方

面，我們也辦理六國產業鏈結線上論壇，帶動近 700 家企

業進行洽談，協助企業前進新南向市場。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D%97%E5%90%91%E6%94%BF%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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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提到，台灣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不但領先所有已開發

國家，也連續兩年蟬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今年的經濟成

長預測也不錯，應該會達到 4%以上。我們預期未來整體經

濟情況會持續穩定成長，因此也希望獲利良好的企業可以

為勞工加薪，讓員工都能一起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會

更樂意一起來打拚。  

最後，總統說，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競爭，台灣要脫穎而

出，也絕對需要業界先進和政府共同攜手努力、集思廣益，

也請大家都能不吝對政府提供更多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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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接見八大工商團體理事長 盼獲

利企業為勞工加薪 

2021-03-02 12:32 聯合報 / 記者丘采薇／台北即時報導 

蔡英文總統今天上午在總統府接見「八大工商團體理事長」，

致詞時指出，期盼獲利良好的企業為勞工加薪，與員工共

享經濟成長果實。  

蔡總統致詞時表示，去年一整年，在全球整個經濟大環境

都受到疫情衝擊的情況下，台灣反而逆勢成長。除了要感

謝全國人民共同團結防疫，她也要感謝業界領袖，在整個

疫情期間都非常關心臺灣的未來，積極向政府提出許多建

言。  

蔡總統提到，最近大家在新聞上也都看到，全球各重要工

業大國，希望台灣能夠協助解決晶片缺貨問題。這也顯示，

台灣的產業實力已在世界供應鏈、尤其是在很多戰略物資

的生產上，都占有非常關鍵的地位。未來，除了延續既有

的優勢，也希望在三個面向上，有更多突破。  

蔡總統指出，第一， 是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和升級。政府

在上一個階段的「5+2 產業創新」，已經逐漸讓產業前進

的動力，從「效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現在，機械

和物聯網產業都已經是兆元產業。我國在資通訊產業的實

力，也讓很多國際知名企業，包括 Microsoft、Google，

都紛紛來台灣設立研發或創新中心，這也顯示台灣在資安

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努力，都受到國際的認可，也是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B1%E4%BA%AB%E7%B6%93%E6%BF%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B1%E4%BA%AB%E7%B6%93%E6%BF%9F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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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被信賴的夥伴。接下來，要在這些基礎上，繼續推

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並且將台灣打造成全球高階製造中

心、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高科技研發中心與綠能發展中

心。  

蔡總統接著說，第二，是積極促成投資環境的優化。為了

回應美中貿易衝突，政府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也迎

來了史上最大的台商回流潮。企業回台以後的需求，政府

都會以務實的態度來幫忙解決。在土地方面，政府推動閒

置土地釋出以及工業區更新立體化，也開發中南部產業園

區，來協助廠商用地的需求。  

談及產業用電及用水問題，蔡總統指出，在用電部分，政

府也非常盡力發展再生能源，希望幫助業者符合 RE100 的

需求。政府也將盡力完成更多的建設，希望未來的供電能

更穩定，同時也完成能源轉型的目標，「這一點，要特別請

大家一起來幫忙」。此外，2 月初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已提前

完工，希望可以穩定解決竹科用水問題並帶動產業的發展。

至於因為近來颱風比較少，中南部也有缺水的情況，政府

會盡力做好供水調度，也請大家多多協力、包涵。  

蔡總統接著指出，第三個面向，是繼續深化國際經貿合作。

去年我國和美國進行「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簽署備

忘錄，承諾未來台美會在供應鏈、5G 及電信安全、科學與

技術、基礎建設等領域加強合作。另外，在新南向政策方

面，我國也辦理六國產業鏈結線上論壇，帶動近 700 家企

業進行洽談，協助企業前進新南向市場。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D%97%E5%90%91%E6%94%BF%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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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提到，台灣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不但領先所有已開

發國家，也連續兩年蟬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今年的經濟

成長預測也不錯，應該會達到 4%以上。預期未來整體經濟

情況會持續穩定成長，因此也希望獲利良好的企業可以為

勞工加薪，讓員工都能一起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會更

樂意一起來打拚。  

與會包括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王文淵、全國商業總會理事

長許舒博、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中小企業總會理事

長李育家、工業協進會理事長蔡圖晉、工業區廠商聯合總

會理事長賴博司、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及台灣

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李詩欽，由經濟部次長林

全能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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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籲企業加薪 工商團體盼兩岸復

談 

2021-03-03 00:36 聯合報 / 記者丘采薇、林海／台北報導 

八大工商團體原定春節後舉行新春團拜但因防疫取消，昨

改由工商團體理事長赴總統府向蔡英文總統拜年。蔡總統

致詞時談及將穩定解決產業用電及用水問題，並呼籲企業

應該加薪，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轉述表示，昨會面氣

氛相當不錯，而企業本來就有加薪計畫，也呼籲政府要重

視、重新思考兩岸關係。  

昨天與會者包括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王文淵、全國商業總

會理事長許舒博、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中小企業總

會理事長李育家、工業協進會理事長蔡圖晉、工業區廠商

聯合總會理事長賴博司、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黃志芳

及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李詩欽，由經濟部

次長林全能陪同。  

蔡總統強調，政府非常盡力發展再生能源，希望未來供電

能更穩定，同時也完成能源轉型的目標，「請大家一起來

幫忙」。此外，二月初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已提前完工，希

望可以穩定解決竹科用水問題並帶動產業發展。  

蔡總統還表示，預期台灣未來經濟會持續穩定成長，也希

望獲利良好的企業可以為勞工加薪，讓員工都能一起分享

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會更樂意一起來打拚。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A%A0%E8%96%A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E%97%E4%BC%AF%E8%B1%9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A9%E5%B2%B8%E9%97%9C%E4%BF%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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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蔡總統呼籲企業應該加薪，林伯豐則說，本來就有加

薪計畫，而民間企業加薪以外，更辛苦的公務員也應要同

步加薪。他也透露，在拜會過程中，蔡英文也很重視工商

團體的意見。有工商大老也提出，希望應該取消對企業未

配盈餘課稅，並重新檢討貨物稅及印花稅，更希望產創條

例能夠延長。  

林伯豐也說，台灣應該要積極加入國際組織，台灣與大陸

的貿易額佔比超過百分之四十，當然應該要重視兩岸關係，

呼籲海基會與海協會能夠重新恢復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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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台灣在戰略物資的生產 在世

界供應鏈占關鍵性地位 

2021/03/02 15:19 自由時報 

〔記者蘇永耀／台北報導〕蔡英文總統今日接見「八大工商團體

理事長」時指出，台灣有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在世界供應鏈中

占有關鍵性地位，政府將持續致力於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及升級、

積極促成優化投資環境並深化國際經貿合作，讓台灣在後疫情時

代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也期盼獲利良好的企業為勞工加薪，

與員工共享經濟成長果實。  

總統表示，最近大家在新聞上也都看到，全球各重要工業大國希

望台灣能夠協助他們解決晶片缺貨問題。這也顯示台灣的產業實

力已經讓我們在世界供應鏈，尤其是在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上，

都已經占有非常關鍵的地位。未來，除了延續既有的優勢，我們

也希望在三個面向上，有更多突破。  

總統指出，第一，  是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和升級。政府在上一

個階段的「5+2 產業創新」，已經逐漸讓產業前進的動力，從「效

率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現在，機械和物聯網產業都已經

是兆元產業。我們在資通訊產業的實力，也讓很多國際知名企業，

包括 Microsoft、Google，都紛紛來台灣設立研發或創新中心，

這也顯示台灣在資安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努力，都受到國際

的認可，也是國際上被信賴的夥伴。  

總統說，接下來，我們要在這些基礎上，繼續推動六大核心戰略

產業，並且將台灣打造成全球高階製造中心、半導體先進製程中

心、高科技研發中心與綠能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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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接著說，第二，是積極促成投資環境的優化。為了回應美中

貿易衝突，政府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也迎來了史上最大

的台商回流潮。企業回臺以後的需求，政府都會以務實的態度來

幫忙解決。在土地方面，政府推動閒置土地釋出以及工業區更新

立體化，也開發中南部產業園區，來協助廠商用地的需求。  

談及產業用電及用水問題，總統指出，在用電部分，政府也非常

盡力發展再生能源，希望幫助業者符合 RE100 的需求。政府也

將盡力完成更多的建設，希望未來的供電能更穩定，同時也完成

能源轉型的目標，「這一點，要特別請大家一起來幫忙」。此外，

2 月初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已提前完工，希望可以穩定解決竹科用

水問題並帶動產業的發展。至於因為近來颱風比較少，中南部也

有缺水的情況，政府會盡力做好供水調度，也請大家多多協力、

包涵。  

總統接著指出，第三個面向，是繼續深化國際經貿合作。去年我

們和美國進行「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簽署備忘錄，承諾未

來台美會在供應鏈、5G 及電信安全、科學與技術、基礎建設等

領域加強合作。另外，在新南向政策方面，我們也辦理六國產業

鏈結線上論壇，帶動近 700 家企業進行洽談，協助企業前進新南

向市場。  

總統提到，台灣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不但領先所有已開發國家，

也連續 2 年蟬聯亞洲四小龍第 1 名。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也不

錯，應該會達到 4%以上。我們預期未來整體經濟情況會持續穩

定成長，因此也希望獲利良好的企業可以為勞工加薪，讓員工都

能一起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會更樂意一起來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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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接見八大工商團體 「缺水缺電請多

包涵」 

2021 年 3 月 2 日 週二 下午 11:09·3 

【記者郭穗台北報導】總統蔡英文 2 日接見八大工商團體表示，

台灣經濟成長率連續兩年蟬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今年的經濟成

長預測應該會達到 4%以上。預期未來整體經濟情況會持續穩定

成長，希望獲利良好的企業可以為勞工加薪，讓員工都能一起分

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會更樂意一起來打拚。 

 

總統蔡英文上午接見「八大工商團體理事長」致詞時表示，去年

一整年，在全球整個經濟大環境都受到疫情衝擊的情況下，台灣

反而逆勢成長。除了要感謝全國人民共同團結防疫，她也要感謝

業界領袖，在整個疫情期間都非常關心台灣的未來，積極向政府

提出許多建言。 

 

總統提到，最近大家在新聞上也都看到，全球各重要工業大國希

望台灣能夠協助解決晶片缺貨問題。這也顯示台灣的產業實力已

經在世界供應鏈，尤其是在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上，都已經占有

非常關鍵的地位。未來，除了延續既有的優勢，也希望在 3 個面

向上，有更多突破。 

 

第一，加速產業發展的創新和升級。政府在上一個階段的「5+2

產業創新」，已經逐漸讓產業前進的動力，從「效率驅動」轉換

為「創新驅動」；現在，機械和物聯網產業都已經是兆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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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資通訊產業的實力，也讓很多國際知名企業，包括

Microsoft、Google，都紛紛來台灣設立研發或創新中心，這也

顯示台灣在資安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努力，都受到國際的認

可，也是國際上被信賴的夥伴。 

 

總統指出，接下來，要在這些基礎上，繼續推動 6 大核心戰略產

業，並且將台灣打造成全球高階製造中心、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

高科技研發中心與綠能發展中心。 

 

第二，是積極促成投資環境的優化。為了回應美中貿易衝突，政

府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也迎來了史上最大的台商回流潮。

企業回台以後的需求，政府都會以務實的態度來幫忙解決。在土

地方面，政府推動閒置土地釋出以及工業區更新立體化，也開發

中南部產業園區，來協助廠商用地的需求。 

 

談及產業用電及用水問題，總統表示，在用電部分，政府也非常

盡力發展再生能源，希望幫助業者符合 RE100 的需求。政府也

將盡力完成更多的建設，希望未來的供電能更穩定，同時也完成

能源轉型的目標，「這一點，要特別請大家一起來幫忙」。 

 

此外，總統表示，2 月初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已提前完工，希望可

以穩定解決竹科用水問題並帶動產業的發展。至於因為近來颱風

比較少，中南部也有缺水的情況，政府會盡力做好供水調度，也

請大家多多協力、包涵。 

 

第三個面向，是繼續深化國際經貿合作。去年和美國進行「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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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簽署備忘錄，承諾未來台美會在供應鏈、

5G 及電信安全、科學與技術、基礎建設等領域加強合作。 

 

另外，在新南向政策方面，總統說，台灣也辦理六國產業鏈結線

上論壇，帶動近 700 家企業進行洽談，協助企業前進新南向市

場。 

 

訪賓一行包括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王文淵、中華民國全

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舒博、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理事

長蔡圖晉、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理事長賴博司、中華民

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及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

公會理事長李詩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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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台灣在世界供應鏈占關鍵性地

位 

更新時間：2021-03-02 20:25:35 

【新唐人亞太台 2021 年 03 月 02 日訊】總統蔡英文今天接

見八大工商團體企業代表，蔡英文說，台灣有很多戰略物資的

生產，在世界供應鏈中占有關鍵性地位，尤其去年全球經濟受

到疫情衝擊，而台灣防疫有成，也帶動經濟逆勢成長，未來希

望能夠延續既有優勢。 

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最近大家在新聞上也看到，全球各重

要的工業大國，都希望台灣能夠協助他們，解決晶片缺貨問

題。這也顯示台灣的產業的實力，已經讓我們在世界的供應

鏈，尤其是在很多戰略物資的生產上，都已經占有非常關鍵的

地位。未來，除了延續既有的優勢，我們也希望在三個面向

上，有更多的突破。」 

蔡英文接見工商團體代表，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達 4%以上，

希望台灣延續經濟成長優勢，也能在三個面向突破，包括加速

產業創新升級、促進投資環境優化、並繼續深化國際經貿合

作。也期盼企業界為勞工加薪，一同享受經濟成長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