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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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促進投 02投資資訊 經濟部106年 協合國際法
資
服務
度「國際投 律事務所
資協定相關
議題」諮詢
及廣宣計畫

106/2/24

4,000 一、新南向國家等國際投資投資協定(BIA)及國
際投資爭端案例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二、 研究海外臺商投資保障議題及國際企業社
會責任規範或準則，以宣導並推動企業落實企
業社會責任。
三、舉辦研討會，探討及宣導國際投資協定及
企業社會責任等重要議題。
四、派駐法律專業人員，即時提供國際組織及
協定投資議題及各項國際投資法制及實務等議
題之專業法律諮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 完成新南向國家投資協定範本研究報告及FTA投資章核
心條款研究報告計4份；完成重要國際投資爭端案例分析研
究報告計2份。
(二) 完成海外臺商投資保障議題研究報告1份。
(三)舉辦投資法制及永續投資相關議題研討會計2場次，深入
探討國際投資協定及企業社會責任等重要議題，並向企業界
宣導。
(四)提供國際投資議題專業法律諮詢服務計28件次。
二、執行效益：相關成果作為我國推動洽簽BIA、瞭解國際
投資爭端實務及預防投資爭端及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參考，
並有效強化對外宣導。

106

促進投 02投資資訊 建構海外臺 中華民國全
資
服務
商投資服務 國工業總會
網絡計畫

106/3/29

3,460 本計畫說明開放陸商來臺投資政策措施，辦理
相關招商推廣活動，促進兩岸產業優勢互補，
並蒐集、分析海外臺商投資動向及營運狀況，
瞭解中國大陸及海外臺商因應市場環境變遷之
移動趨勢。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蒐集、分析海外臺商投資動向及營運狀況並提出報告(問
卷回收計324家臺商)。
二、籌組海外投資服務交流訪問團1團，掌握6件具體案源。
三、辦理兩岸企業交流合作對接會32場。
四、提供諮詢服務，落實後續追蹤105件。
五、重點訪視臺陸商協助排除投資障礙計42家。
六、舉辦在臺陸商投資經營狀況座談會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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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6年度日本 台灣野村總
資
在台或來台 窗口計畫
研諮詢顧問
投資服務
股份有限公
司

106/3/20

3,980 為促進日本企業來臺投資，設立日本窗口作為
對日本招商之平台，發掘及接觸具投資潛力之
日本企業，針對日商來臺投資需求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促進日本企業來台投資。
二、發行日文版「台灣投資通信月刊」。
三、「日本窗口」計畫日文專屬網站內容更新及營運管理維
護。
四、研提及洽推策略性招商對象。
五、撰寫日本企業來台投資趨勢及展望台日投資合作報告。
六、在日舉辦投資說明會及投稿日本刊物宣傳台灣投資環
境。
七、協助辦理訪日招商團、投資說明會等活動。

106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6年度「國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際招商推動 華經濟研究
投資服務
計畫」暨
院
「全球夥伴
創新領航招
商計畫」

106/3/2

17,550 鑒於外人投資對於我國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本計畫針對歐、美、日等地區積極招商，除
了對特定產業或產業聚落缺口開發案源外，並
透過有系統的國際招商活動發掘投資案源，吸
引外商來臺進行考察進而投資；對於已在臺投
資、營運外商，透過舉辦研討會、洽訪等方式
，提供重要經建計畫等資訊，以協助其擴大投
資規模。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洽訪30家國內投資案源外商。
二、辦理2017年臺灣全球招商論壇，以「投資臺灣 驅動新成
長」」為主題，超過400名業者代表出席。
三、更新8項重點發展產業中英日文招商說帖。
四、配合本部日本小型機動招商團，完成8家案源分析作業
及研擬招商說帖；並指派產業專家7人次赴美歐日等地招
商。
五、完成16件次投資招商相關議題之專業諮詢服務。
六、舉辦「投資臺灣X智慧生產」合作商機研討會1場。

106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經濟部106年 安侯建業聯
資
資台商之服 度海外臺商 合會計師事
務
輔導計畫
務所

106/1/9

9,500 一、協助已在海外投資之臺商，提升經營管理
及產品市場競爭之能力，進而拓展新興市場，
提升全球競爭力。
二、協助臺商強化核心競爭力，並促進海外臺
商與國內之連結，落實「回臺投資升級、活絡
臺灣經濟」之目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臺商產業升級促進團4團。
二、產業趨勢講座2場、法律稅務實務講座3場、升級轉型診
斷4場。
三、維運「臺商聯合服務中心」，派駐專責人員提供臺商相
關諮詢。
四、辦理新創產業交流會1場、青年CEO論壇1場、臺商領袖
二代研習營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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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106年度協助 財團法人中
資
資台商之服 臺商全球布 華民國對外
務
局計畫
貿易發展協
會

106/1/17

106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經濟部106年 財團法人工 106/02/24
資
資台商之服 度「新南向 業技術研究
務
國家產業地 院
圖計畫」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4,100 協助有意前往海外布局之廠商提供國外市場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訊及設立據點之評估，以拓展臺商於東協國家 一、辦理1場臺灣東協投資策略夥伴論壇。
之海外布局。
二、籌組「2017年臺灣東協投資合作促進團(寮、緬)」及
「2017年赴印度投資合作促進團」 。
三、籌備辦理美國投資商機說明會。
四、提供布局諮詢服務，洽訪121家具海外投資潛力臺商及
協助58家臺商赴目標國家考察投資環境，並協助發表10項商
情。

5,640 本計畫掃描東南亞及南亞等目標市場之產業政
策推動與產業發展需求情況，同時評估臺灣產
業優劣勢與競爭力，透過「新南向產業地圖」
的編製，協助臺灣業者尋找新南向市場商機，
並作為政府政策與企業經營策略之重要參考。

3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篩選新南向重點國家潛力產業進行研究調查及比較分析
，編製新南向國家產業地圖計6份：
(一) 菲律賓–醫療器材；
(二) 越南–鋼鐵及其應用；
(三) 泰國–汽車零組件；
(四) 緬甸–紡織；
(五) 印尼–食品；
(六) 印度–資通訊。
二、舉辦「東南亞及印度等六國之潛力產業商機」座談會1
場。
三、舉辦臺商新南向產業對接洽談會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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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經濟部106年 環宇法律事
資
回台投資之 度「大陸臺 務所
服務
商投資糾紛
法律服務計
畫」

107/1/22

4,004 一、受理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由熟
悉兩岸投資法令規定之專業律師提供法律諮詢
服務，並提出法律意見分析及處理建議，以利
協處。
二、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定期提出進度
追蹤報告。
三、配合兩岸投保協議業務，提供分析意見並
提出報告。
四、舉辦研討會，探討中國大陸投資情勢及投
資風險管理預防，並宣導臺商注意中國大陸投
資相關規定及預防投資風險之建議。
五、派駐法律專業人員於臺商聯合服務中心，
即時提供法律專業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就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計
23件次，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分析計42件次。
(二)定期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全年完成完整追蹤報告
計3份。
(三)完成兩岸投資議題專案議題研析報告計2份。
(四)舉辦研討會計3場，就臺商關心之兩岸投資議題進行深入
探討，協助臺商掌握投資風險。
(五)整理在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相關議題之法律建議，以Q&A
形式刊載於經濟部全球臺商服務網，提供臺商參閱以預防投
資糾紛。
二、執行效益：針對協處案件，持續發函促請陸方妥善處
理；向臺商宣導中國大陸最新投資法制及投資風險，以預防
投資糾紛之發生。

106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經濟部106年 安侯企業管
資
回台投資之 度促進臺商 理股份有限
服務
回台投資專 公司
案計畫

106/1/23

6,040 為吸引海外臺商回臺投資，促進國內經濟與產
業發展，聚焦政府推動之創新研發重點產業，
與地方政府合作招商，藉由籌組投資合作促進
團、辦理投資商機研討會、新創投資說明會，
以及提供更好投資服務等，推動更多優質臺商
回臺投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開發有意回臺投資案源56件。
二、個案諮詢服務84家次。
三、辦理辦理臺商回臺投資說明會4場次。
四、籌組臺商投資合作促進團1團次。
五、臺商回臺投資專題研析1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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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延攬海 延攬海外科 106年度「產 中華民國對 105/12/30
外科技 技人才
業人才海外 外貿易發展
人才
網絡鏈結暨 協會
延攬計畫」

9,180 一、建置Contact Taiwan全球攬才入口網站。
二、擴展海外攬才網絡：與海外重要科技人才
社團或知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係，為我國產
業充實海外人才供給。
三、盤點產業需求，聚焦辦理攬才活動：依我
國產業需求，籌組海外攬才團，辦理企業與人
才媒合會，促進企業延攬海外科技人才。
四、國內外說明會：透過辦理國內企業攬才說
明會、參展海外攬才展、辦理海外說明會等，
持續推廣Contact Taiwan攬才網絡平台。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建置「Contact Taiwan」國家級攬才入口網，作為我國對
外攬才單一入口網絡平台。
二、計與越南、美國、日本、馬來西亞、德國等9國計11個
海外科技團體或知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係。
三、辦理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會6場次。
四、籌組日本攬才團，辦理企業人才媒合會2場次。
五、國內外說明會：
(一) 辦理企業攬才說明會6場次及參與其他推廣活動108場
次。
(二) 辦理海外攬才說明會54場次，參展海外專業攬才展2場
次。
六、協助超過100家我國企業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107

3,870 一、針對最新國際投資投資協定(BIA)及國際投
資爭端仲裁案例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二、研究經貿投資協定之永續相關章節條款，
以協助我國未來洽簽經貿相關協定時研議相關
條文之立場。
三、研究其他國家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作法，以
宣導並推動企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四、舉辦研討會，探討及宣導國際投資協定及
永續投資等重要議題。
五、協助參與國際組織投資議題之相關報告或
發言資料。
六、派駐法律專業人員，並提供國際投資法制
及實務等議題之專業法律諮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完成新南向國家6國之投資協定跨國比較研究1份；完成
重要國際投資仲裁案例分析研究報告2份。
(二)完成主要國家FTA投資章永續條款、公司治理專章及貿
易與永續發展專章之研究報告3份。
(三)完成主要對外投資國家對其企業赴海外投資之企業社會
責任要求與立場之研究報告3份。
(四)舉辦國際投資協定說明會1場次、永續投資相關議題研討
會2場次，深入探討並向企業宣導國際投資協定及永續投資
議題。
(五)提供參與APEC投資專家小組所需相關研析資料2份。
(六)提供國際投資議題專業法律諮詢服務38件次。
二、執行效益：相關成果作為我國推動洽簽BIA、研議經貿
協定永續條款立場、瞭解國際投資爭端實務及預防投資爭
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及參與國際組織投資議題之參考，並
強化對外知識分享與擴散。

促進投 02投資資訊 經濟部107年 協合國際法
資
服務
度「國際投 律事務所
資協定相關
議題」諮詢
及廣宣計畫

107/1/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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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7年度日本 台灣野村總
資
在台或來台 窗口計畫
研諮詢顧問
投資服務
股份有限公
司

107/2/22

3,948 為促進日本企業來臺投資，設立日本窗口作為
對日本招商之平台，發掘及接觸具投資潛力之
日本企業，針對日商來臺投資需求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聚焦5加2產業創新及本部重點發展產業(含半導體設備、
電子材料、物流業、餐飲業及批發零售業等)等之日商來臺投
資進行策略型招商，發掘潛在案源20件。
二、提供165家臺日企業投資服務，促成日本企業來臺投資
31件。
三、撰寫發行日文版「台灣投資通信月刊」12期，每月至少
發行電子報1,900份。
四、「日本窗口」計畫日文專屬網站內容更新及營運管理維
護。
五、日本企業群聚處辦理至少1場投資說明會。

107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7年度經濟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部招商投資 國生產力中
投資服務
服務中心專 心
人專責客製
化服務計畫

107/1/1

41,500 招商服務中心以「專案、專人、專責、全程客
製化」之方式，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加速
落實在臺投資計畫。其服務對象包括外商、鮭
魚返鄉臺商、陸資、以及國內企業再投資等。
亦提供投資人來臺投資所需之專業整合服務，
以加速投資案之辦理時程。必要時提出法規或
政策面建議，期能提升我國整體招商成效。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印製中英日文版文宣品各200份；透過平面媒體或網路
積極宣傳臺灣投資環境介紹及InvesTaiwan服務能量。
二、參與國內外招商活動發送文宣品及開發投資新廠商計16
場次。合作辦理招商活動計10場次，提供投資諮詢服務。
三、辦理中心人員內部訓練課程，提升產業招商專業知識計
5場次。
四、針對廠商投資規劃提供個案諮詢933案次，並促成67家
廠商在台投資。
五、配合國內招商單位出國，宣介臺灣投資環境與商機計10
人次。
六、完成民間新增投資案件資料庫1式，隨時更新投資案件
進度。
七、主動洽訪169家廠商，掌握廠商在台投資營運情形。
八、完成提供攬才諮詢及轉介服務997案次，協助解決在臺
工作生活等問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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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7年度「國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際招商推動 華經濟研究
投資服務
計畫」
院

107/1/30

17,100 延續外商來臺投資對於國內經濟及產業結構轉
型之正面效益，結合國內重大經建計畫、產業
或聚落缺口開發投資案源，主動進行赴海外招
商；積極進行在臺外商「安商」服務，以鼓勵
其持續增資或新設事業。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洽訪32家國內投資案源外商。
二、辦理2018年臺灣全球招商論壇，以「連結臺灣˙投資臺
灣˙耀眼臺灣」為主題，超過400名業者代表出席。
三、更新8項重點發展產業中英日文招商說帖。
四、配合本部部次長海外招商團，指派產業專家10人次，赴
北美及歐日等地，並提供總體或產業專業資料提供專業意
見。
五、完成20件次投資招商相關議題之專業諮詢服務。

107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107年度國際 安侯建業聯
資
資台商之服 投資合作計 合會計師事
務
畫
務所

107/1/19

10,850 一、協助臺商落實布局，並評估拓展其他新興
市場
二、推廣臺灣堅實之產業聚落，強化來台投資
力道
三、辦理海內外投資研討會，鼓勵臺商使用政
府資源
四、與當地招商單位建立交流聯繫管道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辦理2場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夥伴論壇。
二、籌組臺灣-東協(馬新)招商促進團、臺灣-東協(越泰)投資
合作促進團。
三、投資案源服務: 對外投資臺商服務案源113家、投資臺灣
服務案源41家。
四、臺商升級轉型診斷服務5家。
五、臺商創新升級工作坊2場。
六、完成印尼臺商經貿投資白皮書。
七、越南印尼投資實務座談會1場。

107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經濟部107年 財團法人工 107/01/19
資
資台商之服 度「新南向 業技術研究
務
國家產業地 院
圖計畫」

5,775 本計畫掃描東南亞及南亞等目標市場之產業政
策推動與產業發展需求情況，同時評估臺灣產
業優劣勢與競爭力，新增編製「新南向產業地
圖」6份，協助臺灣業者尋找新南向市場商機
，並作為政府政策與企業經營策略之重要參
考。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篩選新南向重點國家潛力產業進行研究調查及比較分析
，編製新南向國家產業地圖計9份：
(一) 醫療器材–菲律賓、越南、印尼；
(二) 汽車零組件–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三) 紡織成衣–緬甸、越南、柬埔寨。
二、舉辦「新南向重點國家潛力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專家
座談會1場。
三、舉辦「新南向國家投資研討會」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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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經濟部107年 財團法人中
資
回台投資之 度促進臺商 華經濟研究
服務
回台投資專 院
案計畫

107/2/14

9,570 因應臺商面臨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日益惡化、環
保法令嚴苛等經營衝擊，臺商具回臺投資及轉
型升級之需求，以開發回臺投資案源、辦理臺
商服務及投資招商活動(如臺商投資服務團、臺
商投資說明會等)，協助臺商回臺創新研發，從
事高附加價值生產活動。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開發有意回臺投資案源75件。
二、籌組海外臺商投資服務團4團次。
三、辦理臺商回臺投資商機說明會8場次。
四、完成臺商回臺投資、中國大陸重要投資法令政策專題研
析4則。
五、洽訪10家指標性回臺投資臺商，提出臺商回臺投資案例
研析。

107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經濟部107年 環宇法律事
資
回台投資之 度「大陸臺 務所
服務
商投資糾紛
法律服務計
畫」

107/1/22

2,927 一、受理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由熟
悉兩岸投資法令規定之專業律師提供法律諮詢
服務，並提出法律意見分析及處理建議，以利
協處。
二、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定期提出進度
追蹤報告。
三、配合兩岸投保協議業務，提供分析意見並
提出報告。
四、舉辦研討會，宣導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風
險管控。
五、派駐法律專業人員於臺商聯合服務中心，
即時提供法律專業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就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並依協處案件之需要提供法律意見書，提供行政協處或法院
訴訟可主張對台商有利之論點等，協助處理臺商投資糾紛案
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計24件次，另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分析
計25件次。
(二)定期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全年完成完整追蹤報告
計2份。
(三)完成兩岸投資議題專案議題研析報告計1份。
(四)舉辦研討會計2場次，就臺商關心之兩岸投資議題進行深
入探討，協助臺商掌握投資風險。
二、執行效益：針對協處案件，持續發函促請陸方妥善處
理；透過研討會提醒臺商注意中國大陸最新投資法制及投資
風險，以預防投資糾紛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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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延攬海 01產業人才 107年度本部 財團法人中 107/01/29
外科技 海外網絡鏈 「產業人才 華民國對外
人才
結暨延攬計 海外網絡鏈 貿易發展協
畫
結暨延攬計 會
畫」

107 延攬海 02推動創新 107年度推動 財團法人中
外科技 產業人才來 創新產業人 華民國對外
人才
臺計畫
才來臺計畫 貿易發展協
會

107/1/1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8,970 一、提升「Contact Taiwan」為國家級攬才入口
網。
二、擴展海外人才網絡：與海外重要科技人才
社團或知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係，為我國產
業充實海外人才供給。
三、盤點產業需求，聚焦辦理攬才活動：
依我國產業需求，籌組海外攬才團，辦理企業
與人才媒合會，促進企業延攬海外科技人才。
四、國內外說明會：透過辦理國內企業攬才說
明會、參展海外攬才展、辦理海外說明會等，
持續推廣Contact Taiwan攬才網絡平台。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提升「Contact Taiwan」為國家級攬才入口網：建置一站
式之攬才機制，配合我國攬才專法通過，加強對外廣宣，鏈
結海外人才。
二、計與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及美國等7國計4個
海外知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係。
三、辦理僑外生在臺就業媒合會3場次。
四、籌組日本攬才團，辦理企業人才媒合會2場次。
五、國內外說明會：
(一)辦理企業攬才共識營10場次及國內說明會相關活動91場
次。
(二)辦理海外攬才說明活動63場次、參展海外專業攬才展4場
次，推廣Contact TAIWAN活動。
六、協助超過100家我國企業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14,370 我國企業全球布局，衍生延攬國際關鍵技術人
才或經營管理人才需求，以強化國際競爭力，
拓展國際經貿網絡，本計畫因應企業需求，協
助延攬所需國際專業人才。透過盤點產業攬才
需求，擴展海外攬才網絡，目標導向辦理多元
攬才活動，協助產業延攬所需人才。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盤點產業攬才需求：盤點108家企業人才需求，提供客
製化攬才服務。
二、擴展海外攬才網絡：計與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美
國等4國計6所海外知名學府或重要科技社團建立攬才合作關
係。
三、籌組海外攬才團，赴美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度等4
國，與13所海外知名學府合作辦理13場企業與人才就業媒合
會。
四、建立學用合作平台：為推動僑外生為我國企業所用，計
與15所國內大學合作辦理僑外生校園職涯講座媒合會。
五、協助超過150家我國企業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9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8

促進投 02投資資訊 經濟部108年 協合國際法
資
服務
度「國際投 律事務所
資協定相關
議題」諮詢
及廣宣計畫

108/1/31

3,680 一、針對最新國際投資投資協定及國際投資爭
端案例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二、研究其他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執行作法，協
助我國推動相關政策。
三、舉辦研討會及內部教育訓練，探討及宣導
國際投資協定及永續投資等重要議題。
四、蒐集並彙整新南向國家投資糾紛類型與案
例。
五、參與國際投資議題之雙邊或國際組織會議
，促進我國投資法制與實務之國際接軌。
六、派駐法律專業人員，並提供國際投資法制
議題之專業法律諮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完成主要國家最新國際投資協定研究報告計3份；完成重
要國際投資仲裁案例分析研究報告計2份。
(二)完成其他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執行作法相關研究報告計4
份。
(三)舉辦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研討會計2場次，深入探討並
向企業宣導永續投資； 舉辦國際投資法制議題教育訓練課程
1場，提升政府內部人員對國際投資新興議題之掌握。
(四)完成新南向國家投資爭端仲裁案件彙整資料計1份。
(五)陪同參與雙邊會議及赴其他國家投資促進機構拜會行程
，並準備相關資料，計1次。
(六)提供國際投資議題專業法律諮詢服務計22件次及招商投
資意向書法律文件檢視計14件次。
二、執行效益：相關成果作為我國推動洽簽BIA、瞭解國際
投資爭端實務及預防投資爭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參考，
並強化對外宣導及知識分享。

108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8年度日本 台灣野村總
資
在台或來台 窗口計畫
研諮詢顧問
投資服務
股份有限公
司

108/2/26

3,900 為促進日本企業來臺投資，設立日本窗口作為
對日本招商之平台，發掘及接觸具投資潛力之
日本企業，針對日商來臺投資需求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聚焦5加2產業創新及本部重點發展產業(含半導體設備、
電子材料、物流業、餐飲業及批發零售業等)等之日商來臺投
資進行策略型招商，發掘潛在案源28件。
二、提供104家臺日企業投資服務，促成日本企業來臺投資
22件。
三、撰寫發行日文版「台灣投資通信月刊」12期，每月發行
電子報至少2,100份。
四、「日本窗口」計畫日文專屬網站內容更新及營運管理維
護。
五、協助促成1家日商與本部簽署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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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8年度經濟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部招商投資 國生產力中
投資服務
服務中心專 心
人專責客製
化服務計畫

108/1/1

41,500 招商投資服務中心提供投資人來臺投資所需之
專業整合服務，透過專案專人全程提供協助，
加速投資案之辦理時程，運用跨部會協調機制
，幫助投資案能順利進行為。
因應「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協助企業及海
外專人人才媒合之服務與諮詢，並辦理攬才所
遭遇問題之蒐集及協處。

108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8年度經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濟部招商投 國生產力中
投資服務
資服務中心 心
專案專人專
責客製化服
務計畫」歡
迎臺商回臺
投資行動方
案工作項目

108/7/11

2,870 因應美中貿易爭端，台商表達回台投資意願。
為歡迎優質臺商回臺投資，設立「歡迎臺商回
臺投資行動方案」，由投資台灣事務轄下招商
服務中心擔任客製化單一服務窗口，由招商服
務中心協助辦理相關審查會議及提供案件申請
前中後的諮詢服務，提升台灣經濟成長動能。
註:本案實現金額4,870千元，其中2,000千元係
工業局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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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檢討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完成戰情室資料庫建立及顧客關係管理資料庫1式。
二、完成服務廠商滿意度調查報告1式。
三、印製中英文版文宣品計2500份；透過平面媒體或網路積
極宣傳臺灣投資環境介紹及InvesTaiwan服務能量2次，另參與
國內外招商活動發送文宣品及開發投資新廠商計78場次。
四、參與招商相關之座談會，進行廣宣諮詢活動計22場次。
五、辦理人員內部訓練課程5場次，提升產業招商知識。
六、與經濟部相關單位合作推動相關招商活動計70場。
七、主動洽訪386家廠商，適時掌握廠商營運情徵。
八、完成攬才服務提供諮詢及轉介服務965案次。
9.配合各招商單位出國招商計3人次。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完成案源開發服務 202家。
二、辦理現場訪視服務 249家。
三、辦理預約預審會議 54場次。
四、辦理跨部會聯合審查會議47場次。
五、提供投資諮詢及評估服務 888案次。
六、通過資格審查廠商：已有164家；
總投資金額：新臺幣7,115.93億元；
預估可創造本國就業人數：58,322人。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8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8年度「國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際招商推動 華經濟研究
投資服務
計畫」
院

108/3/25

15,538 外人投資對於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增加就業機
會、強化產業技術水準具有正面效益，本計畫
除積極對外拓展新的投資案源外，並針對已在
臺投資外商，掌握投資動向與障礙排除需求，
引導擴大投資規模，加強與國內企業之技術合
作，有效建構整體招商策略，協助提升招商績
效。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洽訪34家國內投資案源外商。
二、辦理2019年臺灣全球招商論壇，以「鏈結國際˙加值臺
灣」」為主題，超過600名業者代表出席。
三、更新7項重點發展產業中英日文招商說帖。
四、配合本部部次長海外招商團，指派產業專家3人次赴歐
洲等地，並提供總體或產業專業資料提供專業意見。
五、完成20件次投資招商相關議題之專業諮詢服務。

108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108年度國際 安侯建業聯 107/12/28
資
資台商之服 投資合作計 合會計師事
務
畫
務所

9,800 一、擴大協助台商瞭解並善用政府資源。
二、鏈結產官學研資源，協助台商解決海內外
投資經商問題。
三、落實問卷回收增加統計有效性、優化活動
品質提高滿意度。
四、持續追蹤潛在投資案源。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辦理印度投資說明會及印尼馬來西亞投資說明會。
二、籌組印度投資考察團及緬甸投資考察團。
三、分別於臺北新竹辦理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夥伴論壇。
四、辦理2場臺商投資實務與經營館影座談會。
五、辦理1場臺商創新升級工作坊。
六、編撰面對全球反避稅浪潮談商因應之道專題報告1案。

108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108年度「新 財團法人工 108/01/17
資
資台商之服 南向國家產 業技術研究
務
業地圖計
院
畫」

5,650 本計畫掃描東南亞及南亞等目標市場之產業政
策推動與產業發展需求情況，同時評估臺灣產
業優劣勢與競爭力，聚焦資通訊電子業產編製
「新南向電子產業地圖」，協助臺灣業者因應
美中貿易衝突之衝擊，尋找新南向市場商機，
分散生產基地，並作為政府政策與企業經營策
略之重要參考。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1. 篩選新南向重點國家電子產業進行研究調查，透過業界訪
談及資料研析，編製新南向國家電子產業地圖計6國。
2. 舉辦「新南向國家產業地圖」計畫專家座談會1場。
3. 舉辦「新南向電子產業地圖研討會」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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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經濟部108年 財團法人中 107/12/28
資
回台投資之 度促進臺商 華經濟研究
服務
回台投資專 院
案計畫

9,700 因應美中貿易戰及中國大陸經商環境變化，臺
商衍生投資布局策略調整及回臺投資的需求，
推動利基型臺商回臺，並結合地方政府招商，
提供具體投資商機，宣傳臺商避險因應之道，
提供投資服務等。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開發有意回臺投資案源80件。
二、籌組海外臺商投資服務團4團次。
三、舉辦臺商回臺投資商機說明會7場次。
四、完成臺商回臺投資、中國大陸重要投資法令政策等專題
研析5則。

108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經濟部108年 環宇法律事
資
回台投資之 度臺商投資 務所
服務
權益保護法
律服務計畫

2,800 一、受理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由熟
悉兩岸投資法令規定之專業律師提供法律諮詢
服務，並提出法律意見分析及處理建議，以利
協處。
二、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定期提出進度
追蹤報告。
三、主動拜會臺商，瞭解投資糾紛案件進展及
表達政府關懷。
四、舉辦研討會，宣導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風
險管控。
五、舉辦教育訓練課程，協助行政人員掌握中
國大陸最新內外情勢，增進業務相關知能。
六、派駐法律專業人員於臺商聯合服務中心，
即時提供法律專業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就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計
42件次。
(二)定期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全年完成完整追蹤報告
計3份。
(三)主動拜會臺商計10場次，表達政府關懷及提供所需協
助。
(四)舉辦研討會計1場次，並彙整臺商投資風險資料製作摺頁
，提醒臺商管控中國大陸投資風險。
(五)舉辦教育訓練課程計1場次，增進內部行政人員對中國大
陸投資法制及對臺商投資糾紛處理之專業知識。
二、執行效益：針對協處案件，主動關懷臺商，並持續發函
，促請陸方妥善處理；透過研討會及發布新聞稿，提醒臺商
注意中國大陸最新投資法制及投資風險，以預防投資糾紛之
發生。

108/3/8

13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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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延攬海 01產業人才 108年度本部 財團法人中 107/12/25
外科技 海外網絡鏈 「產業人才 華民國對外
人才 結暨延攬計 海外網絡鏈 貿易發展協
畫
結暨延攬計 會
畫」

108

延攬海 02推動創新 108年度推動 財團法人中
外科技 產業人才來 創新產業人 華經濟研究
人才 臺計畫
才來臺計畫 院

108/1/30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9,200 一、透過「Contact Taiwan」國家級攬才入口網
，提供網實合一、客製化的攬才服務。
二、擴展海外攬才網絡：與海外重要科技人才
社團或知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係，為我國產
業充實海外人才供給。
三、盤點產業需求，聚焦辦理攬才活動：
依我國產業需求，籌組海外攬才團，辦理企業
與人才媒合會，促進企業延攬海外科技人才。
四、國內外說明會：透過辦理國內企業攬才說
明會、參展海外攬才展、辦理海外說明會等，
持續推廣Contact Taiwan攬才網絡平台。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建置「Contact Taiwan」國家級攬才入口網，提供網實合
一、客製化的攬才服務。
二、計與美國、日本、印度及德國等4國計5間海外知名學府
簽署攬才合作備忘錄。
三、依產業需求辦理攬才活動：
(一)籌組美國攬才團，辦理4場人才媒合會。
(二)籌組日本攬才團，辦理2場人才媒合會。
四、國內外說明會：
(一) 辦理企業攬才共識營10場次。
(二) 辦理海外攬才說明活動56場次，參展海外專業攬才展2場
次。
五、協助超過100家我國企業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13,000 因應國內5+2創新產業之發展，亟需創新產業
人才，輔以我國企業全球布局，衍生延攬國際
關鍵技術人才或經營管理人才需求，本計畫因
應企業需求，透過盤點產業攬才需求，擴展海
外攬才網絡，目標導向辦理多元攬才活動，協
助產業延攬所需人才。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盤點產業攬才需求：盤點102家企業人才需求，提供客
製化攬才服務。
二、擴展海外攬才網絡：與日本立命館大學、日本九州大
學、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等3所海外知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
係。
三、籌組海外攬才團，赴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
荷蘭等8國，與17所海外知名學府合作辦理17場企業與人才
就業媒合會。
四、建立學用合作平台：為推動僑外生為我國企業所用，計
與14所國內大學合作辦理僑外生校園職涯講座媒合會。
五、協助超過150家我國企業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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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促進投 02投資資訊 經濟部109年 大成台灣律
資
服務
「國際組織 師事務所
與協定投資
相關議題」
諮詢研究及
廣宣計畫

109/4/27

2,320 一、針對最新國際投資投資協定及國際投資爭
端仲裁案例進行深入分析研究。
二、研究其他國家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作法。
三、洽訪廠商以瞭解產業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
趨勢，並提出研析報告。
四、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探討及宣導永續投
資、企業社會責任等重要國際投資新興議題。
五、協助參與國際投資議題之雙邊或國際組織
會議，促進我國投資法制與實務之國際接軌。
六、派駐法律專業人員，並提供國際投資法制
議題之專業法律諮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完成最新國際投資協定研究報告計3份；完成重要國際投
資仲裁案例分析研究報告計2份。
(二)完成其他國家企業社會責任作法相關研究報告計2份。
(三)洽訪具代表性之廠商，瞭解企業推動CSR作法及經驗，
計8家。
(四)舉辦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工作坊計6場次，深入探討及宣導
相關議題。
(五)提供國際投資議題專業法律諮詢，針對重要國際法律議
題提供研析計16份。
(六)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未能辦理原規劃2場投資法制或
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研討會及陪同出席國際會議等工作項
目。
二、執行效益：相關成果作為我國推動洽簽BIA、瞭解國際
投資爭端實務及預防投資爭端與推動、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
參考，並強化對外界之宣導與知識分享。

109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本部「109年 台灣野村總
資
在台或來台 度日本窗口 研諮詢顧問
投資服務
計畫」
股份有限公
司

109/2/10

3,783 為促進日本企業來臺投資，設立日本窗口作為
對日本招商之平台，發掘及接觸具投資潛力之
日本企業，針對日商來臺投資需求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以三大策略招商模式(服務商業模式、技術合作、投資進
駐園區等)為主軸聚焦相關領域之日商進行案源發掘與拜訪，
共計25件。
二、提供100家台日企業投資服務、促成日本企業來台投資
20件。
三、撰寫發行日文版「台灣投資通信月刊」12期，每月發行
電子報至少1,900份。
四、「日本窗口」計畫日文專屬網站內容更新及營運管理維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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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本部「109年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度國際招商 華經濟研究
投資服務
推動計畫」 院

109/2/10

15,465 積極發掘潛在投資案源，推介臺灣投資商機，
並藉由國際招商活動展現年度招商成果，宣導
臺灣投資環境優勢；另亦強化安商服務，瞭解
外商在臺經營問題，以促進渠等在臺擴大投
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洽訪30家國內投資案源外商。
二、辦理2020年臺灣全球招商論壇，以「看見臺灣 新價值
新定位」為主題，近400名業者代表出席。
三、更新10項重點發展產業中英日文招商說帖。
四、與美國、日本、歐洲在臺商務協會合作辦理招商說明會
計3場次，共計265位外商出席

109

促進投 03對僑外商 109年度投資 財團法人中
資
在台或來台 臺灣事務所 國生產力中
投資服務
專案服務計 心
畫

109/2/1

42,042 提供招商及審查一條鞭之「一站式」（One
Stop Service）全程投資服務，加速企業在臺投
資計畫之落實。持續建構優質的投資環境，並
積極推動「5+2產業創新」方案，聚焦國內產
業缺口，鎖定具關鍵技術外商作為招商目標，
透過「投資臺灣事務所」與國內外相關單位積
極合作共同招商，推動潛在案源來臺投資。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主動洽訪已在臺投資企業218家(其中97家新廠商)。
二、提供個案諮詢、協處服務1,035案次(其中促成80家投
資)。
三、辦理投資相關議題或政策，主辦或與專業機構、地方政
府等合作辦理座談會、餐會、研討會或研習活動9場次。
四、協助辦理經濟部招商、攬才業務活動，如招商大會、招
商團等121場次。
五、拍攝「投資臺灣事務所」宣介影片1式。
六、印製文宣品(筆記本)1,000份。
七、透過記者會等方式進行媒體宣導3次。
八、參與國內外招商活動發送文宣品17場次。
九、提供24小時回復網實合一機制服務諮詢721件。
十、辦理內部人員教育訓練課程5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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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9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新南向國 財團法人工 109/03/05
資
資台商之服 家產業地圖- 業技術研究
務
群聚布局計 院
畫」

5,549 一、篩選具投資潛力供應鏈2串，串連20家有
意願赴新南向國家布局供應鏈廠商，提供整合
性投資評估資訊及客製化投資諮詢服務，推動
新南向群聚布局。
二、更新新南向電子產業地圖。

109

促進投 04對赴外投 本部「109年 安侯建業聯
資
資台商之服 度國際投資 合師事務所
務
合作計畫」

9,454 因應疫情期間的境管措施，結合線上及實體等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多元方式提供臺商海外投資評估之需求協助。 一、辦理臺灣捷克經貿投資論壇。
二、辦理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夥伴論壇。
三、辦理3場疫後趨勢線上研討會。
四、完成新南向主要國家原產地證明專題報告。
五、完成美商電子業在中國大陸的布局調整對臺商供應鏈影
響議題研析。

109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本部109年度 財團法人中 108/12/30
資
回台投資之 促進臺商回 華經濟研究
服務
臺投資專案 院
計畫

109/1/2

9,351 因應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及COVID-19影響廠商
全球運籌模式，臺商面臨經營巨大變局，為協
助臺商因應各類經商環境的改變，加強宣導臺
商避險因應之道及國內投資商機，協助臺商回
臺投資及轉型升級，增加在臺灣高附加價值經
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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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透過訪談61家手機及筆電供應鏈廠商，篩選23家有意願
赴新南向國家布局業者，提供整合性投資評估資訊及客製化
投資諮詢服務，經本計畫輔導後，有半數以上預計2年內可
能赴新南向國家擴大布局（含擴廠或新設廠）。
二、辦理泰國及越南投資座談會共2場。
三、辦理泰國、南越及北越工業區線上說明會共3場，及廠
商與工業區1對1線上視訊會議共20場。
四、更新「新南向電子產業地圖」，包含各國優惠政策內容
及35家原有電子業臺商設廠資料，並新增65家電子業臺商資
料，透過分析電子產業聚落，協助廠商評估新南向布局。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開發有意回臺投資案源計71件。
二、辦理14場實體及線上兩岸投資經營環境研討會，強化宣
傳中國大陸經商風險及因應策略。
三、辦理臺商投資服務團3團次，與在陸臺商線上交流會談
，提供投資及稅務服務。
四、國內外政經情勢或中國大陸重要經貿政策等與臺商相關
之議題研析4則。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109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促進投 05吸引台商 經濟部109年 大成台灣律
資
回台投資之 「台商在中 師事務所
服務
國投資權益
保護法律服
務、宣導及
研究計畫」

決標時間
109/4/27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2,700 一、受理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由熟
悉兩岸投資法令規定之專業律師提供法律諮詢
服務，提供行政協處或法院訴訟可主張對臺商
有利之論點等法律意見分析及處理建議，以利
協處。
二、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定期提出進度
追蹤報告。
三、主動拜會臺商，瞭解投資糾紛案件進展及
表達政府關懷。
四、蒐集最新兩岸投資相關法令及臺商關切法
律議題資料，完成相關研析報告。
五、舉辦研討會，宣導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風
險管控。
六、舉辦教育訓練課程，協助行政人員掌握中
國大陸最新內外情勢，增進業務相關知能。
七、派駐法律專業人員於臺商聯合服務中心，
即時提供法律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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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檢討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就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糾紛案件，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計
46件次，協助臺商處理投資糾紛案件。
(二)定期追蹤列管中臺商協處案件，完成完整追蹤報告計3
份。
(三)主動拜會臺商計10場次。
(四)完成中國大陸涉及臺商之重要投資法令議題研析報告計2
份。
(五)舉辦研討會計1場次，協助臺商掌握在中國大陸投資風
險、投資糾紛處理及預防與經驗分享交流。
(六)舉辦教育訓練課程計1場次，分析最新局勢對臺商可能影
響及自中國大陸撤離注意事項，增進行政人員辦理相關業務
之專業知識。
二、執行效益：針對協處案件，主動關懷臺商，並與海基會
合作，加強力道、多管齊下，持續發函，促請陸方妥善處
理；透過研討會及發布新聞稿，提醒臺商注意中國大陸最新
投資法制及投資風險，以預防投資糾紛之發生。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109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促進投 07加速投資 本部「109年 財團法人中
資
臺灣之服務 度加速投資 國生產力中
計畫
臺灣行動方 心
案服務計
畫」

決標時間
109/2/15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29,100 一、積極協助臺商回臺及根留臺灣優質廠商擴
大投資，活絡國內經濟，加速企業升級轉型，
打造臺灣成為高階製造及研發中心，促進經濟
發展與薪資成長，厚植臺灣未來產業發展實
力。
二、透過專案、專人、專責全程客製化服務，
縮短行政流程，加速投資案件審閱及辦理時程
，並鏈結法人能量，協助臺商回臺及根留臺灣
企業發展智慧元素，落實在臺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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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檢討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營運單一服務窗口：
(一)進駐至少10名全職專業人員於本部招商投資服務中心。
(二)建置服務案件資料庫1式。
(三)辦理內部訓練課程10場次。
二、專人專案諮詢審查事項：
(一)依產業特性，邀集本部工業局等相關業務單位協助實地
訪廠。
(二)辦理預約審查會議計54場次。
(三)辦理跨部會聯合審查會議計62場次。
三、個案諮詢服務及追蹤協處：
(一)提供個案諮詢服務639案次。
(二)針對通過臺商回臺及根留臺灣2大方案之資格審查廠商，
追蹤投資計畫落實情形212案次，並每季製作分析報告。
(三)針對投資計畫進行個案溝通、跨單位協調、座談及研商
，就其執行進度提供後續追蹤關懷服務，並製作服務滿意度
調查報告1式。
四、投資調查與管理：
(一)完成廠商實地訪查至少213家。
(二)完成投資調查與管理相關資料庫維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決標時間

109

延攬海 01產業人才 本部109年度 財團法人中 108/12/26
外科技 海外網絡鏈 產業人才海 華民國對外
人才 結暨延攬計 外網絡鏈結 貿易發展協
畫
暨延攬計畫 會

109

延攬海 02推動創新 本部「109年 財團法人中
外科技 產業人才來 推動創新產 華經濟研究
人才 臺計畫
業人才來臺 院
計畫

109/1/2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9,184 一、建置「Contact Taiwan」國家級攬才入口
網：
提供專責專案之一站式服務，整合跨部會資源
，提供網實合一攬才服務。
二、擴展海外攬才網絡：與海外重要科技人才
社團或知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係，為我國產
業充實海外人才供給。
三、盤點產業需求，聚焦辦理攬才活動：
依我國產業需求，籌組海外攬才團，辦理企業
與人才媒合會，促進企業延攬海外科技人才。
四、國內外說明會：透過辦理國內企業攬才說
明會、參展海外攬才展、辦理海外說明會等，
持續推廣Contact Taiwan攬才網絡平台。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建置「Contact Taiwan」國家級攬才入口網：提供專責專
案之一站式服務，整合跨部會資源，提供網實合一攬才服
務。
二、計與日本、美國、匈牙利等3國計5間海外知名學府建立
攬才合作關係。
三、依產業需求辦理攬才活動：籌組美國、日本攬才團，辦
理4場企業人才媒合會。
四、國內外廣宣活動：
(一)辦理企業攬才說明會15場，國內廣宣30場。
(二)辦理海外推廣活動30場次，參展海外專業攬才展3場次。
五、協助超過100家我國企業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13,070 我國企業全球布局，衍生延攬國際專業人才需
求，加以近年美中貿易戰、科技戰衝擊，我國
企業加速全球布局腳步，對國際技術人才或經
管人才需求殷切，以強化國際競爭力。本計畫
透過盤點產業攬才需求，擴展海外攬才網絡，
目標導向辦理多元攬才活動，協助企業延攬所
需人才。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擴展海外攬才網絡：與馬來西亞、新加坡等3間海外知
名學府建立攬才合作關係。
二、辦理海外線上媒合會：與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
國、瑞典、匈牙利、荷蘭等7國，與14所海外知名學府合作
辦理14場企業與海外人才線上職涯講座媒合會。
三、建立攬才客群關懷機制：
(一)辦理10場企業攬才服務說明會，鼓勵企業善用政府攬才
資源。
(二)盤點100家企業攬才需求，深度訪談100位僑外生人才，
透過人才供需雙方意見回饋，促進媒合。
四、建立學用合作平台：為推動僑外生為我國企業所用，計
與14所國內大學合作辦理僑外生校園職涯講座媒合會。
五、協助超過150家我國企業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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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109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決標時間

促進投 02投資資訊 臺灣商業與 大石國際文 109/10/14
資
服務
人權國家行 化有限公司
動微紀錄片
拍攝製作委
託案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4,800 為因應國際永續投資潮流，促進我國企業投資
營運行為符合國際組織人權標準，俾與國際規
範接軌，提升我國產業投資競爭力，減少營運
風險，配合我國依據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UNGPs)制定國家行動計劃，參考國際
準則慣例及他國經驗進行影像紀錄，彰顯我國
企業、勞工等多元群體民主參與推動永續投資
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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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檢討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執行成果：達成規劃目標，符合計畫效益
(一)完成全案過程微紀錄片一支。
(二)完成精簡版短片一支。
二、執行效益：相關成果作為我國推動永續投資、接軌國際
，及提升我國企業產業投資競爭力之重要參考，並據以推動
相關國際合作，強化我國際供應鏈角色地位，提升我國產業
投資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