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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景氣逐漸復甦，雖各區域與國家回溫幅度不同，但2017年整體成長率可望破3%，而台灣因

「兩利、兩弱」趨勢現象，2017年成長幅度不如全球，約僅2.2%，2018年如要追上全球成長力道，台

灣政府與產業必須採取更符合時局的策略，才能跟上全球復甦腳步，開創經濟前景。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路透社、美聯社、Shutterstock

「外熱內冷」
台灣經濟力道增幅有限

2018年全球景氣仍可見春燕

2017年黑天鵝紛飛，所幸美國的貿易大戰、英國脫歐對歐盟的影響，最終都沒有發生，讓全球經濟在2017年呈現快速回溫。2017年黑天鵝紛飛，所幸美國的貿易大戰、英國脫歐對歐盟的影響，最終都沒有發生，讓全球經濟在2017年呈現快速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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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天鵝在2017年紛飛，所

幸無論是美國總統川普

可能引爆的貿易大戰，還是英

國脫歐恐對歐盟經濟所造成的

影響，最後都沒有出現，讓全

球經濟自2016下半年開始緩慢

回溫，在去年呈現快速上升的

現象。去年第四季全球經濟指

標更創下2011年第二季以來的

新高水準，使得去年全球貿易

量增加、各國股市漲勢明顯，

預期這股復甦軌跡將一路延伸

到今年，甚至在2019年都可望

維持穩定成長的態勢。

全球經濟情勢樂觀   

逐步擺脫「新平庸」

具體從數字來看全球經

濟成長力道。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莫

里‧奧伯斯費爾德（Maurice 

Obstfeld）在最新《世界經濟

展望》報告中指出，2016年

中期以來，全球經濟進入上行

週期且上行力度不斷增強。歐

洲、日本、中國大陸和美國的

經濟成長都在加速中，促使

去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可望達

3.6%，預估今年將再微幅增加

至3.7%。

全球知名經濟預測機構馬

基特（IHS Markit）的預估雖

然不如IMF樂觀，但也預期今

年成長率可達3.2%，與去年相

當，並較2016年大幅提升。另

外，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聯合國（UN）、

經濟學人（EIU）、世界銀行

（WB）也都提出超過3%的預

測，顯示國際經濟景氣終逐步

擺脫「新平庸」，從緩慢回升

進一步走向穩健復甦的景象。

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吳

再益強調，這一波經濟回溫呈

現各國同步復甦的態勢，全球

超過75%的經濟體一同恢復成

長，只是各區漲勢強弱不同，

主要國家成長仍低於2008年

金融海嘯前的水準。具體觀察

可以發現︰OECD國家的平均

成長約2.2%，非OECD國家為

4.8%，顯示新興經濟體的成長

力道仍較強勁。

主要國家與地區

成長表現不一

從各專家機構的分析發

現，台商重點拓展的國家與

地區市場中，美國、歐盟等

先進國家成長力道雖不足中

國大陸、東協等新興國家，

但與自身相比，今年美國經

濟成長力道已遠高於去年，

而中國大陸與東協的成長幅

度則略為下滑。

美國》 
經濟復甦力道持續攀升

關於美國，吳再益分析，

去年底多項指標反映經濟穩

這一波的經濟回溫呈現各國同步復甦的態勢，惟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力道仍較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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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

不過，由於過去過度依賴

信貸的經濟策略，隱藏著巨大

的債務危機，隨著債務水位已

達到危險線，可能引發下一次

金融風暴，成為未來全球經濟

的隱憂。

東協十國》
緬甸、柬埔寨表現最亮眼

台灣新南向政策主要目標

市場—東協十國，未來經濟成

長態勢將牽動台商布局東協的

步伐。

IHS Markit預測，今年東

協各國經濟成長依舊亮眼，依

照成長率高低排名，依序為緬

甸7.6%、柬埔寨與寮國6.9%、

菲律賓6.5%、越南6.4%、馬

來西亞5.4%、印尼5.1%、泰

健復甦，不僅個人消費者支出

（PCE）物價指數年增1.6%，

失業率更降至4.1%，為17年來

的新低。這也剛好為2018年升

息政策帶來支撐，進一步帶動

今年美國經濟表現，而美國稅

改的大動作，同樣成為未來的

經濟重點。

整體而言，IHS Markit預

測隨著景氣復甦，美國經濟從

2016年的1.5%成長至2017年

的2.3%，預估今年將攀升至

2.6%。

歐盟》
2017年經濟成長力創10年新高

至於歐洲的經濟，IH S 

Markit指出，如不列入英國，

去年歐盟經濟成長率為2.6%，

高於2016年的1.9%。歐盟委員

會最新經濟預測報告也指出，

歸因於民間消費與投資強勁的

雙頭馬車，去年歐元區經濟成

長率達2.4%，創下10年來新

高紀錄，反觀處在脫歐中的英

國，經濟成長率只有1.5%。展

望今年，由於歐盟工資成長緩

慢，核心通貨膨脹仍舊疲軟，

預估歐盟經濟成長率將降至

2.1%。

中國大陸》
債務危機不容小覷

根據IHS Markit預測，中

國大陸去年的經濟成長率約

為6.8%，今年將微幅下降到

6.5%。吳再益則分析，未來兩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雖將持

續放緩，但作為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中國大陸仍將扮演全球

今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雖持續放緩，但仍將扮演全球經濟成長主要引擎。

8 TRADE MAGAZINE8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總論篇



國3.5%、新加坡2.6%與汶萊

1.5%，整體顯示東協經濟成長

力道不弱，其中緬甸、柬埔寨

與寮國最為可期。 

「兩弱、兩利」趨勢  

2018年台灣經濟成長持平

當全球經濟復甦力道增

強，台灣景氣也持續迎來春

燕，但因成長力道不如全球，

市場出現台灣經濟「外熱內

冷」的說法。吳再益引述世界

經濟論壇（WEF）所做的全球

經商調查報告指出，2016年台

灣經商環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

政策不穩定，然而到了去年，

除了勞動力法規限制、稅率、

政治不穩定、通膨等問題一湧

而上加速惡化外，台灣內需疲

弱、低薪與所得不均、企業投

資意願低落等，也都充分影響

經濟發展。

循著國內三大經濟研究機

構─台灣綜合研究院、台灣經

濟研究院與中華經濟研究院的

觀察，可發現今年台灣經濟呈

現「兩弱、兩強」的走勢，兩

相抵銷使得經濟成長率幾乎與

去年持平。因此當世界主要經

濟預測機構都提出去年全球經

濟成長率破3%的樂觀看法時，

台灣成長率卻僅約2.2%，不僅

低於美國、德國，且與歐盟區

呈現一樣的成長幅度。

弱點1》主要經濟體成長低   
影響台灣出口貿易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林

建甫指出，儘管去年台灣商品

出口及工業生產持續成長，今

年國際經濟可望延續去年的表

現，但與台灣貿易往來較深的

主要經濟體表現仍略有差異，

美國與原物料相關新興市場展

望較佳，歐洲、日本及中國大

陸表現則不如去年，致使台灣

貿易表現受到影響，預期台灣

出口與民間投資難以持續二位

數的成長表現。

弱點2》內需動能不足   
降低經濟成長力道

在內需方面，吳再益指

韓國
20172017 2018
3.2%   3.1%

德國
2017 2018
2.6%   2.6%

歐元區
2017 2018
2.4%   2.1%

美國
2017 2018
2.2% 2.5%

中國
2017 2018
6.8% 6.5% 日本

20172017 20182018
1.6%  1.1%

2018年全球主要國家與地區經濟成長率預測

資料來源：IHS Global Insight(2017.8.16)、台灣綜合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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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今年國內生產總值指數

（GDP）與消費者物價指數成

長背離，顯示民眾生活成本增

加，實質購買力降低。儘管近

期隨著公務人員加薪，不少企

業也響應加薪，但國內長期低

薪環境，民眾所得停滯壓抑消

費，再加上年金改革降低公務

員生活支出，是以台綜院預期

2018年實質民間消費成長率將

低於前5年的表現，對整體經

濟成長帶來削弱的影響。

利多1》政府政策利多持續點火

雖然貿易出口不如去年，

內需消費動能又不佳，但由

於政府適時推出公共建設，可

望提振疲弱的經濟。吳再益分

析，有鑑於台灣經濟欠缺投資

活水，政府全面啟動「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預計投入龐大

資金擴大基礎建設後，可望帶

動國內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

另一方面，新任行政院長賴清

德陸續推動一例一休修改與

《空汙法》修訂，同時鬆綁法

規、健全創新創業環境，改善

投資環境將有利投資成長，預

期今年台灣實質民間投資成長

率將達2.81%，遠高於去年的

0.07%，顯示政策利多將成為

今年經濟成長的關鍵動能。

利多2》PMI指數攀升有助經濟擴張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2017

年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報告指出，去年下半

年國內製造業營運狀況持續擴

張，廠商營業收入、資本支

出、雇用人數與產能利用率皆

有提升，預期將延續至今年上

半年；非製造業在去年下半年

的營運狀況好轉，今年持續看

好，總體PMI指數的提升，預

期將為總體經濟創造動能。

綜觀來看，國內外的經

濟景氣在經濟動能回升之下，

普遍呈現樂觀看法。不過，諸

如國際原油與原物料價格、美

國升息牽動貨幣走勢的不確定

性、貿易競爭及地緣政治等，

各層面都將對整體經濟發展帶

來影響，台商必須掌握關鍵議

題，才能透徹全球經貿局勢，

找出台灣經濟與產業成長的新

方向。■

東協十國未來的經濟成長態勢將牽動台商布局東協的步伐，預測今年東協市場以緬甸、柬埔寨與寮國經濟成長最為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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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馬遜、沃爾瑪，到屈臣氏、全家便利商店，都正在打破電商與實體通路的二分法，透過物聯

網、行動科技取得數據，更有效的滿足消費者，這場「新零售」革命，正全面席捲你我的生活，

也宣告「商業4.0」時代的來臨。

◎  撰文／商周編輯顧問採訪組　圖片提供／商周圖庫

虛實整合的「全通路零售」來了 

商業4.0時代  商業4.0時
決勝大數據決勝

市
場一年逾20兆美元的

零售產業，已經來到

關鍵轉折點。20年前，電商

的出現把零售業切分為線上

（online）與線下（offline）兩

塊相互競爭的市場；20年來，

電商平台加速顛覆傳統商業世

界的面貌：在零售業，虛擬通

路嚴重侵蝕實體通路市場，讓

中國大潤發願以折價24％，拱

手賣給阿里巴巴集團，美國梅

西百貨（Macy's）去年關閉近

一成門市；在金融業，Fintech

（金融科技）讓韓國花旗銀行

決定關閉80％的實體分行；

資料來源：經濟部

購物網站

購物App

銷售客服中心

實體店面

無人購物站

宅配

自助包裹存取站

實體店面

暢貨中心

電商倉庫

倉儲中心

隨時隨地下單
（Order from Anywhere at Anytime）

隨時隨地取得
（Fulfill from Anywhere at Anytime）

消費者

全通路整合
商業4.0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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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為大數據的關鍵因子。

商業4.0的內涵，是以消

費者需求為起點的客製化生

產與銷售的C2B（Consumer to 

Business）模式，C2B這個概

念是2010年由馬雲在集團內

部提出。當時人在阿里總部

會議現場的盧希鵬教授，在

《C2B 逆商業時代》一書中

解釋，C2B中的2=to，在這裡

強調的是「參與」的意思。透

過消費者需求探索、驅動、購

買，再整合商業互聯網和工業

互聯網，為消費者提供個人化

訂製商品或服務的商業模式。

而這，就是馬雲在2016年所

說的「新零售」，由來自消費

者端的大數據分析，決定生產

內容和數量。

盧希鵬進一步解釋：當大

數據、物聯網與自動化生產技

術成熟、整合並交融，過去，

工廠大量標準化生產後，才決

定銷售與通路怎麼做的模式已

然離去；未來，以消費者需求

為起點，反過來決定個人化生

產與銷售該如何達成的模式，

才是新王道。

此外，傳統B2C商業模式

少樣多量，生產端的思維是以

彈性化生產與無庫存生產為目

標；但到了商業4.0的世代，

C2B商業模式改以「多樣少

量」、「個性化行銷」和「價

值感」為主旋律。在這樣全然

的變革下，我們的商業服務思

維都必須同步革新。

而新零售的目標則是

做到「全通路」（ O m n i -

channel），指的是消費者根

本不用理會通路在哪裡，對

Online（線上）還是Offline（線

下）根本沒有意識。盧希鵬舉

例，未來你只要直接跟Siri人工

智能助理說，「幫我買咖啡，

外送。」Siri就會分析關於你的

在旅館業，萬豪國際集團出手

購併喜達屋（Starwood），打

造全球最大酒店集團，以對

抗每天吃掉超過25萬間房的

Airbnb。

傳統業種不轉型，就淘

汰！從超市、銀行、旅館到賣

玩具的樂高，無一倖免。阿里

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早已宣

判：未來將不再有電子商務，

只有「新零售」。而新零售所

定義的「商業4.0」，正逐步接

管全世界！

從商業1.0到4.0    從商業1.0到4.0

進化為「全通路零售」進化為「全通路零售」

傳統商業模式，從過去

以人為媒介的銷售管道（商

業1.0），進化到建立物流及

實體商店的銷售系統，再導入

品牌及服務的行銷觀念（商業

2.0）。在網路電商出現後，人

們不用出門也能消費，客製化

成為可能，同時拉動了金流與

物流的再升級，造成線上與線

下的激烈競爭（商業3.0）。

如今商業4.0，則演化到新的

境界，線上線下由分而合，更

加入大數據技術，商品與服務

由客製化走向個人化、也更即

時。而消費者的一舉一動，則

商業服務商業服務
   演進歷程演進歷程

商業1.0

商業2.0

商業3.0

商業4.0

透過商人行銷天
下，挨家挨戶銷
售貨品。

工業發展帶動貨品
量產，商場大量興
起，帶動品牌化及
服務供應鏈。

網路技術的發展，
帶動電子商務興
起，產生因地制宜
的客製化服務。

多元通路整合為全通
路，運用數據科學建
立顧客行為模型，及
運用智慧科技提高生
產力與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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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然後投你所好，自動

幫你完成後續的購物流程。你

根本不需要去分辨，這是線上

消費還是實體購物，也不需要

思考通路在哪個地方，這就是

商業4.0的新境界。

虛實整合大趨勢    

龍頭企業紛紛動起來來

正式提出全通路策略

的，正是亞洲的零售業龍

頭—日本7-ELEVEn母公司

   。《物

流致勝》一書指出，在Seven & 

i Holdings的全通路定義中，

「賣場」已不只是店面，而是

在任何時間、地點都能進行購

買行為的平台。

過去，實體店家在評估投

入虛擬通路時，最擔心自己人

打自己人的「自蝕效應」，這

已經不是考量重點，現在不僅

要去做，而且要把網路與實體

之間的界線模糊掉，只圍繞客

戶去做設想，這樣一來，企業

轉型的腳步也愈跨愈大。 

例如，美國化工業龍頭拜

耳，原本向全球賣農藥，現在

轉型為提供全套式解決方案的

農夫顧問；Google一腳跨入服

飾業，與Levi's合作推智慧衣，

為的是蒐集身體的大數據；中

國家電大廠海爾，跨入C2B製

造，從代工冰箱到客製化烘衣

機與空調，客製化家電的銷

量，一年內成長6倍。這些都

顯示，全球大企業都看到了新

零售的趨勢和商機，並採取了

重大轉型行動。

運用大數據運用大數據

做陳列、預測購物做陳列、預測購物

全球最美書店之一的蔦

屋書店，十多年前就開始經營

會員積分制度，現在掌握約全

日本一半人口的會員大數據。

在蔦屋書店裡，你看到家居設

計雜誌旁邊，就擺了一台咖啡

機、一台果汁機則和料理書一

過去，電商的搶食，讓傳

統實體零售業者無力招架，如

今「新零售」時代，卻凸顯出

實體零售業者的優勢。這是因

為，蒐集消費者在實體店面的

行為數據，將帶來重大價值。

以美國實體零售龍頭沃

爾瑪為例，十多年來面對亞馬

遜的進擊，屢敗屢戰。但這兩

年，沃爾瑪一口氣購併5家電

商公司及物流新創公司，更採

用店倉合一模式，讓實體店面

也成為電商的「出貨倉」，使

消費者在線上下單後，可自行

到線下的4,600家門市取貨，

反將亞馬遜一軍。這招策略，

讓它的電商業務比前一年大大

增加54％。

亞馬遜於2015年收購雲服務公司Amiato，以提升其分析能力，此外，還開了全球首家無人
超市Amazon Go。

Seven & i Holdings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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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陳列在書架上，這些都是大

數據沉澱的結果。

亞馬遜電商服務全球約莫

20億買家與超過200萬供應商，

它在2015年收購雲服務公司

Amiato，讓分析能力再進化，

它還開起了全球首家無人超市

Amazon Go。現在，它能透過數

據分析出最佳配送途徑與倉儲

分布，還申請一項「預測式購

物」專利，根據消費者購物喜

好提前將商品送往離消費者最

近的倉庫，在消費者下單後，

以最快速度配送到家。它的個

人化推薦系統，將非熱門商品

的銷售量，從20%提升到36%。

《物流致勝》作者角井

亮一點出，亞馬遜就是透過物

流體系達到對貨物的價格支配

力，形成價格吸引人流、人流

吸引商流，再回過頭支配價格

的正向循環。

屈臣氏》

以大數據打造出7種店型以大數據打造出7種店型

傳統零售商面對電商的大

戰，近兩年，全台店鋪零售業

績整體呈現停滯甚至衰退的勢

態，但屈臣氏不只繼續擴店，

營收甚至創下近五年新高，背

後就是靠著一套大數據的全新

戰法。

一般零售業者傳統做法，

是憑公司的假設去設計店面風

格；但屈臣氏從2010年開始

透過分眾化的店型改革打造店

面，依據跨店面的消費數據，

用其超過500萬會員與25,000項

商品，長年累積下來的大數據

資料庫，藉此區隔不同客群，

從中找出對消費者有吸引力的

共通點，作為改造的依據。

「不是自己決定我要哪些

店型，而是回歸顧客，由不同

的客人與環境，來決定要提供

什麼服務。」台灣屈臣氏總經

理弋順蘭說。

目前屈臣氏區隔出目的

消費型、遊客型、學校型、高

價住宅、價值取向型住宅、商

屈臣氏仰賴大數據打造7種分眾店型，讓營收創下近五年新高。

業區型、車站商場型等7種店

型。內部陳列依不同店型，累

計設計出約1,500種貨架陳列

方式。以遊客店型為例，過去

景氣好時，這能讓門市人員更

快發現陸客已經開始注意台灣

製造的面膜；當景氣轉變，商

品當月銷售量走跌二到三成，

它能比同業早2到3個月發現危

機，進而開始因應調整，它們

可以在一週內先完成貨量調整

與店型布局，降低庫存風險，

然後在一個月內完成包含進撤

櫃等所有細節調整。

全家超商》   

利用會員集點做分眾行銷利用會員集點做分眾行銷

2016年4月，全家做出了

一件業界首見的大動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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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十幾年的點數貼紙行銷，

全面改成App虛擬點數，並砍

掉累積10年的190萬會員，重

新建立會員制度。2017年7

月，推出App預售商品，可分

批、跨店取貨，打破以往只能

單店取貨的慣例。

這是全家在為蒐集數據做

準備，因為過去沒有消費者的真

實情報，使得後面的市場分析和

預測都只是假設。於是，他們

決定取消貼紙，全面改成「一

元贈一點」，新會員制推出1年

半內，就吸引了超過420萬名會

員，高於原訂的300萬目標。消

費者的集點參與率不降反升，而

且每一點都可以追蹤成效，更有

助於行銷的操作。

例如，全家根據會員數

據，區分常買咖啡和不常買咖

啡的族群，從而推播不同的促

銷訊息，對不常來買的顧客祭

出第二杯半價優惠、常買的顧

客則用其他搭售。這檔活動只

花了60萬元行銷費用，卻在4

個月內創造出1.5億元營收，淨

利提升3,000萬元。

多通路不等於全通路   多通路不等於全通路

關鍵在數據整合關鍵在數據整合

關於「全通路零售」，

有一點一定要釐清，那就是，

雖然已有不少品牌同時擁有店

面、網站或App作為銷售管道，

但這還只是「多通路」，之間

可能各行其事，互不相通。然

而，「全通路」的重點是，各

通路彼此並非獨立運行，而是

讓不同通路間進行會員資料的

共享、客戶消費訊息的傳遞連

結、會員在不同通路上的行為

分析情報等，做到這樣的緊密

整合，方為所謂的全通路。

鴻海科技集團富盈數據

執行長陳顯立指出，新零售的

關鍵在於「縮短服務提供者與

消費者的距離」，讓消費者更

快、更即時做出消費判斷，採

取消費行為。這背後包括了會

員管理系統、消費者行為數

據、線上線下通路及廣告等，

都必須同步進行虛實整合。

但另一方面，以店頭通路

為主的Nike，卻大刀闊斧放掉

多數實體通路，計畫把經銷商

從3萬多家降到只剩40家，好

讓物流更順，並反向從直營門

市中獲得大數據，來決定後續

的生產內容，打造出消費者真

正要的商品。

虛擬與實體的相互靠攏聚

合，從客戶體驗活動和網路行

為所取得的數據，彼此連結互

動，開啟從商品設計、生產，

到行銷及配送的一連串變革，

已經是大勢所趨。未來，以客

戶為中心的商業4.0時代，將帶

動更多企業轉型變革，我們且

拭目以待。■■

全家便利商店於2016年將點數貼紙行銷改為App虛擬點數，以重新建立會員制度，新會員制
推出1年半內，吸引逾420萬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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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序進入2018年，全球迎

來景氣春燕，台商一如過

往，以台灣牛的精神，乘著經濟

爬升浪頭拚搏全球市場。只是，

面對AI、IoT等數位科技對產業

造成的顛覆，世界各國政府就經

貿競爭啟動的變革，台商面臨的

挑戰愈來愈嚴峻，經營者必須修

練更高層次的管理心法，落實於

企業管理，建立更符合時局的布

局策略，才能在全球新競爭軌道

上，躍上關鍵地位。

為協助更多台商因應新局，

開啟嶄新的未來，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國貿學苑」一連

舉辦三屆的「將帥班」，成功獲

得將帥1∼3班的高度肯定。有

鑑於此，國貿學苑又緊鑼密鼓於

今年4月再度開辦第四屆「將帥

班」，盼能協助更多台商精英，

跳脫傳統企業經營思維，打造新

企業經營藍圖。據了解，蕭前副

總統萬長亦將出席開學典禮，為

本班勉勵與打氣。

「將帥班」課程兼顧身心靈 

為企業鍵入新DNA

擔任「將帥班」顧問暨授課

講師的前統一集團總裁林蒼生表

示，21世紀地球進入量子時代，

人們對生命的追求已經從「物

質」邁向「非物質」，愈來愈多

人視心靈層次的滿足為生命重

點，進而帶來消費型態的改變。

因此，企業經營除了注重「形而

下」的具體事物創新，更要進一

步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層次，

並且以合作共贏的新模式，從

「人」出發，以涵蓋文學、美學

與設計的文化元素與科技力量，

發展創新產品與服務，引領世界

朝更美好的方向邁進。

素有台灣管理學之父的「將

帥班」顧問暨講師許士軍指出，

國際貿易環境不斷轉變，傳統企

業管理知識已不適用於今日的全

球經貿競爭，企業經營不能只著

眼於財務分析、投資報稅，而是

要以將帥之姿，因應國際變局採

取新策略，同時肩負企業社會責

任與統領觀念，開創企業全新的

經營之道。而「將帥班」涵蓋身

心靈的豐富課程，就是以此為方

第四屆「將帥班」
即將隆重登場

「將帥班」邀集企業鉅子、學界領袖傳授決策思維與尖端趨勢，為學員開啟經營之眼。

近30位重量級講師 帶您迎接劇烈變革時代近30位重量級講師 帶您迎接劇烈變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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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舉辦三屆的「將帥班」以系列課程結合企業參訪、雲門太極引導體驗，使學員身、心、靈皆高度提升，成功獲得將帥1∼3班的全體
肯定。

向，為學員注入新內涵，再潛移

默化成為企業全新的DNA。

大師同台  

打開台商新經營之眼

擔任「將帥班」顧問及講師

的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

呂鴻德指出，第四屆「將帥班」

共有「6+1+1」模組課程，包括6

次課程、1次企業參訪、1次雲門

太極導引體驗，分別以「全球布

局策略」、「全球經貿新局」、

「企業家心修練」、「全球經營

智慧」、「跨國文化融合」、

「數位經濟趨勢」、「智慧‧傳

承‧躍升」、「王道‧仁創‧責

任」為主題，邀請前陸委會主委

夏立言、前財政部部長劉憶如、

國票金控董事長魏啟林、法藍瓷

董事長陳立恆、公益平臺文化基

金會董事長嚴長壽、巨大集團前

總經理羅祥安在內的近30位頂

尖大師，為學員開啟全新經營之

眼，進而為企業另闢輝煌前景。

從第一屆以來，臺灣大學

校長管中閔、政治大學校長周行

一，以及即將上任的中國文化大

學校長盧希鵬，都是將帥班固定

講師班底。今年，特別邀請3位

同台，為將帥班再添佳話。

佳評如潮  

開啟台商新未來

回顧將帥班第一∼三屆的完

整歷程，來自各領域的111位企

業領導人與高層主管，皆對「將

帥班」課程給予高度肯定。去年

底甫結業的第三屆將帥班，更是

佳評如潮。

「聆聽『將帥班』課程，就

如品嘗法國米其林三星大廚的餐

餚，美味、愉快、難得並可細細

咀嚼，一再反覆回味，成為企業

經營源源不絕的養分。」學員陳

國師回憶「將帥班」課程時，表

示多位大師、企業界前輩的心得

分享與精闢見解，令學員如同透

過VR場景，身歷其境地處在他們

的經營時代，從而深刻學習到一

個成功者背後的決策思維與堅持

毅力。

「成功的經驗值得學習，而

失敗的經驗也可做借鏡。」另一

學員光多科技曾錦秋則說，「將

帥班」多位知名企業經營者的心

得分享，以及經濟專家與學者從

國家至全球情勢的分析，為學員

們注入許多新觀念，回到公司後

即可調整管理方向，創造更美好

的未來；更重要的是，在將帥班

的互動交流中，發現許多學長姐

的經營理念都值得學習。

學員陳鳳英提到，「將帥

班」課程內容多元扎實，講師與

學員皆為一時之選，教學相長，

收穫頗多。如嚴長壽、程天縱、

34 TRADE MAGAZINE



2018.02 no.320

戴勝益、熊震寰、羅祥安等鉅子

交卸領導人兵符之後，依舊退而

不休、兢兢業業開創人生新頁，

且不藏私地對後輩傳授經營心

法，其努力與用心讓人感佩，也

是未來效法的榜樣。另外，自己

身處傳統製造業，過去對於AI科

技變化涉獵較少，但透過「將帥

班」盧希鵬、林之晨等科技大師

的講評，對新科技可能帶來的顛

覆有所瞭解，諸此種種，皆對自

己在企業經營上有莫大幫助。

學員林大中則分享，平日

為應付繁雜工作，大腦習慣以固

定模式思考、缺乏刺激，但「將

帥班」大師的人生精彩歷練與思

維，經常讓人茅塞頓開，同時也

學會讓自己的心靈定時休息，思

考每天除固定的生活模式外，可

以再多做一些什麼，更盡情地燃

燒生命。

「沒有成功的企業、只有

屆，不僅愈來愈多台商經營者在

此獲得蛻變，進而從根本思維對

企業進行體質改造。此外，三屆

學員們在課堂上的往來，以及公

會多次舉辦的交流活動，逐漸使

得「將帥班」學員形成一個緊密

的團體。

為延伸「將帥班」價值與

學員的互動網絡，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進一步研擬成立

「將帥會」，初步將集結畢業學

員111位，透過辦理師生聯誼活

動、研討會、論壇及國內外參訪

等，形成將帥社群並與公會緊密

連結，期能從中凝聚出合作互助

的力量。

在科技變革、全球競爭加劇

之下，新的經貿時代早已來臨，

台灣企業經營者必須加速跳出窠

臼，以更宏觀、前瞻的視野，為

企業帶來蛻變與翻轉，正面迎向

不可預知的未來。透過平台力

量，更能整合學界力量打群體

戰，「將帥班」與「將帥會」，

將是企業經營者找到導師與夥

伴，迎向全球的最佳舞台。 ■

時代的企業；重複過去、失去未

來。」學員林芬賢引述講師呂鴻

德的話指出，近年來國際情勢詭

譎、產業充滿變數，擁有平衡的

身心靈才能因應變化，而「將帥

班」中的企業家心修練，為學員

平衡焦慮與勞碌，再加上全球布

局策略、數位經濟趨勢等課程的

洗禮，讓人對未來不再設限。

「將帥會」即將成立  

凝聚團結力量

隨著「將帥班」邁入第四

課程時間：

2018.04.28∼2018.07.21

報名電話：

  (02)2581-3521分機415 卓小姐

  (02)2581-3521分機410 吳小姐

第四屆國貿經營策略管理將帥班

INFOMATION 報名資訊

將帥班官網：

https://www.itbs.org.tw/itbs/CEO/

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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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經多次調整，美國稅改

法案最終於美國時間

2017年12月22日，總統川普簽

署後正式立法。這項號稱美國

30年來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

透過降低企業稅率等手段，減

稅規模高達1.5兆美元，使美國

從原本OECD稅率最高的國家，

排名一口氣降低到第13位，投

資吸引力因此大幅提升。

但一直反對該法案的民主

黨也指出，這次稅改除了過於

偏袒富人，聯邦政府未來10年

還可能因此增加1.5兆美元的赤

字，對目前負債已高達20兆美

元的聯邦政府而言，財務運作

壓力勢必更加嚴重。

企業稅大幅降低  

改採「屬地主義」

在企業稅方面，適用一

美國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稅制改革，是川普口中「送給美國人的聖誕大禮」，將於今年初上路。有人指

其偏袒富人，有人認為這是「美國製造」崛起的契機，這些紙上條款將對全球環境帶來什麼翻天覆地

的變化？本刊特別訪問國票金控董事長魏啟林，為讀者分析稅改後的經濟動向。

◎撰文／楊迺仁　圖片提供／法新社、商周圖庫

投資磁吸效應產生 全球供應鏈生態起變化

美國史上最大稅改上路

在美國總統川普與共和黨議員全力動員下，稅改法案於議會表決後公告通過，標誌美國新稅法時代的來臨。在美國總統川普與共和黨議員全力動員下，稅改法案於議會表決後公告通過，標誌美國新稅法時代的來臨。

Global Focus ｜｜ 寰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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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間移轉訂價的安排，及符

合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相關規定也將更重要。

此外，企業可選擇於研發

費用發生當年全部費用化，或

將其資本化後分5年攤提，有利

於企業從事更多研發、購置新

設備及針對無形資產進行租稅

規畫，對美國高科技產業可說

是一大利多。

個人稅優惠  

可望提升購買力

最終版本針對美國公民及

綠卡持有人的個人稅，也有諸

多優惠措施。個人最高稅率從

39.6%降為37%。個人免稅額雖

被廢除，但單身者、夫妻合併

申報的標準扣除額皆提高約2

般企業的最高所得稅率將從

原來的35%降為21%，企業最

低稅負制也一併廢除。而對獨

資、合夥等穿透個體（Pass-

through Entities），其符合資格

的商業收入（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QBI）的20%可予以減

除，但所得超過157,500美元的

服務類商業實體，如律師與醫

師並不適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最終

版本決議採行「屬地主義」，

即美國企業擁有的海外轉投資

公司（持有一年以上及持股比

例達10%），匯回美國公司的

股利將免納入課稅所得。資誠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指出，由於

台灣跨國集團利用美國公司持

有他國轉投資公司的情況並不

多，因此對台商的影響有限，

但對於母公司在美國的跨國集

團就會相當有利。

最終法案也賦予美國財政

部制定與外國關係企業申報相

關之規定，包括揭露外國關係

企業的名稱、營運地、註冊地

及其與美國企業間的交易。為

鼓勵企業在美國當地採購、生

產和出口，未來美國企業自國

外採購的成品或半成品，都不

能列為成本，也就不能從稅基

中免除，同時為鼓勵美國廠商

出口，外銷將給予免稅優惠。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指

出，在美國設有公司的台商要

特別留意「稅基侵蝕稅」，若

台灣公司持股超過25%，而該

美國公司從總收入中減除支付

給台灣公司的款項（不包括銷

貨成本）後，導致美國公司稅

負低於修正後課稅所得的10%

時，美國公司將可能會被課徵

「稅基侵蝕稅」。因此，關係

美國國內出現不少反對聲浪，認為此次稅改過於偏袒富人，且將增加聯邦政府的赤字。

何謂穿透個體
（Pass-through Entities）
「穿透個體」是收益攤派在企業

所有人（獨資人或合夥人）身

上、由其繳納個人所得稅，無須

繳納企業稅的公司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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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與企業不同的是，個人最

低稅負制仍保留下來，但調整

免稅額至合併申報者為10.94萬

美元，單獨申報者為7.03萬美

元。贈與稅及遺產稅的終身免

稅額提高2倍至1千萬美元（並

按物價指數調整），且不廢除

遺產稅也不降低贈與稅稅率。

大部分與個人所得稅相

關之規定將於今年生效，並於

2025年底落日。由於美國消

費市場購買力仍居全球之冠，

一旦個人可支配所得增加，對

主力為美國消費市場的台商而

言，將會是一大利多。

企業稅率優惠  

將產生投資磁吸效應

國票金控董事長魏啟林在

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美國稅

改有關個人所得稅的部分，將

有效降低中高所得者的稅負，

購買力可望跟著提升，帶動電

腦、汽車、消費性電子產品等

市場需求，進而促進台灣廠商

的出口及代工商機。

至於企業稅的部分，魏啟

林指出，不僅美國本土企業可

能會受到影響，即使是以服務

美國本土企業的B2B業者，也可

能會考慮增加在美國的投資，

尤其是原本適用稅率較高的產

業如能源、電信業，受到的影

響將更為明顯，預計美國經濟

成長可望增加0.4%。

即使不考慮投資效益，光

是稅率減免的優惠，就可能會

讓美商將原本留在海外的所得

匯回美國。魏啟林估計，因為

美國稅改而匯回美國的金額，

可望達到2兆美元；相對地，許

多在美國設有子公司的台商企

業，就可能選擇將收益盡量留

在美國，台灣稅收因而降低。

論及美國稅改對台灣最大

的影響，魏啟林認為，主要在

於台灣跟美國的製造成本可能

會因此拉近，台灣在五缺（缺

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

才）、投資評估緩慢等不利因

素的影響下，會加速台灣業者

出走的意願。

但魏啟林認為，美國稅改

對大企業才有明顯影響，中小

企業出走到美國的效益就相當

有限；但只要是供應鏈的一部

分，為就近採購或溝通方便考

量，還是有可能會被要求跟著

大企業一起到美國，政府一定

要提出投資誘因，才能避免台

灣業者出走。

美國稅改的磁吸效應，勢

必也會增加中國企業到美國投

資的機會，尤其川普政府上台

後，就一直不斷抨擊中國企業

對美國是不公平競爭，為了修

補兩國的貿易關係，中國企業

增加對美國的投資，已是可預

期的趨勢。

美國稅改將有效降低中高所得者的稅負，購買力可望隨之提升，帶動電腦、汽車、消費性
電子產品等市場需求。

Global Focus ｜｜ 寰宇聚焦



2018.02 no.320 49

至於大陸台商，魏啟林認

為，面對中美可能發生貿易戰

爭的不利因素，除非是著眼於

中國大陸市場，否則就只能朝

東南亞發展；若想要到美國投

資，就要有智慧製造的能力，

否則一樣很難有效降低成本，

提升競爭力。

改善台灣投資環境  

加強創新能力

因應美國稅改可能產生的

磁吸效應，魏啟林呼籲政府，

應加快與美國及對美國市場依

賴度極高的國家（如日本）的

投資貿易及租稅協定談判，儘

快處理如美牛、日本核食等干

擾台灣簽定貿易協定的因素，

才能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以

免弱化台灣與美國之間的供應

鏈關係。

「改善投資環境才是關

鍵！」魏啟林指出，政府過去

的經濟發展政策可能偏重「效

率」，所以近年來比較傾向公

平，但也因此影響到台灣產業

的競爭力。如何兼具效率及公

平，就得看政府施政的智慧。

而台灣於今年1月通過《所

得稅法》修正案，其中一項改

變就是將營所稅從現行的17%

提高到20%；年度課稅所得50

萬元以下的中小企業，則分3

年從18%調升至20%。但魏啟林

指出，台灣因山高地狹，可用

來投資發展的土地不多，市場

腹地又有限，很難轉嫁成本，

島國多半靠租稅優惠來吸引投

資，如愛爾蘭只有12%。以全球

趨勢來看，降低企業稅已成為

眾多國家的改革方向，不僅美

國將企業稅降到21%，英國也正

考慮要降到17%，其他國家如新

加坡及香港都是16.5%。

此外，大企業也許還有能

力到美國投資，以避開可能造

成的衝擊，但對中小企業來說

比較困難。魏啟林認為，如果

不能加入美國供應鏈，中小企

業就得加強創新或提升技術能

力，否則就算五缺問題解決，

一樣沒有競爭力。

魏啟林認為，如人工智

慧演算法，已經成為產業發展

非常重要的技術能力，未來針

對產業人工智慧化的投資，政

府應給予獎勵。台灣工程師的

數學能力根基好，只要加以

培訓，配合高層領導的觀念提

升，才能帶動台灣產業上中下

游的發展。

當美國以稅改吸引全球投

資者時，台商應從中找出對應

的經營與投資之道。若是無法

跟上這波稅賦優惠，以技術創

造競爭力則成為必然的途徑。

運用創新拉開與競爭對手的距

離，才不致因生產成本居高不

下，被市場淘汰出局。■產業結合人工智慧或自動化生產，加強創新能量，才能帶動台灣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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