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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經貿交流
貿易1

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總額為 1,119 億美元，我國出口至新南向國
家金額為 631 億美元，我國自新南向國家進口金額為 488 億美元。
核准(備)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為 267 件，投(增)資金額計 27.91

投資2

億美元；核准新南向國家來臺投資件數為 645 件，投(增)資金額計
10.96 億美元。
 輸出入銀行對新南向國家貸款核准額度新台幣 241.48 億元、保
證額度新台幣 35.62 億元、輸出保險承保額度新台幣 252.86 億
元。

金融支援3

 輸銀建置之「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自開辦至
2019 年 12 月底，辦理新南向國家 136 案，貸款及保證金額
116.05 億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於新南向區域的海外工程授信案件共 9 件，
授信金額約為新臺幣 25 億元。

國銀據點4

金管會協助國銀於新南向國家增設據點，2019 年至 12 月底已核
准 8 處。

新南向國家來 2019 年至 12 月底，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之外國公司其中主要營
臺上市上櫃

運地在新南向國家之公司分別有 9 家、14 家及 1 家。
中小信保核准 45 件，融資金額新臺幣 15.60 億元；海外信保共保

三大信保

證 710 件，融資金額 2.08 億美元；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累計至 2019
年底，共計核保 5 件，融資金額新臺幣 1.5 億元。

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newsouthboundpolicy.trade.gov.tw/PageDetail?pageID=972&nodeID=27。
2 經濟部投審會：108 年 12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
新聞稿。
3 金管會新南向政策專區-執行成果：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570&parentpath=0,7。
4 資料來源同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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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本年度已透過 6 國產業鏈結論壇合作平台，促成食品生技、紡
織、智慧城市、智慧解決方案及聯網服務、智慧學習與人工智慧

產業鏈結

應用、綠色科技、工業廢水處理等 40 項產業合作意向、1 項印

高峰論壇

度示範驗證案、1 項臺印尼船舶合作案及 1 項臺馬企業合資案。
 第 1 屆臺灣印尼測繪高峰論壇(9/9)促成雙邊測繪產業協會正式
簽署合作備忘錄5。
臺灣形象展首度前往未曾辦理並具潛力的城市，包括印度新德里、

臺灣形象展

馬來西亞檳城、越南河內、印尼泗水、菲律賓納卯等 5 地辦理，推
廣我國文化、觀光、教育、農業、科技、醫療、產業等領域之解決
方案，共徵集 740 家次廠商參加，吸引超過 7.9 萬人次參觀。
2019 年籌組 7 個新南向主題商機聯盟，包含「智能視訊(越南)」、

推動運用創新 「智慧照護(泰國)」、「休閒旅遊(馬來西亞)」、「美妝時尚(越南)」、
科技行銷

「健康美麗(馬來西亞)」
、
「風格 3C(泰國)」
、及「智慧文書(新加坡)」
，
協助我國中小企業與上述國家之雙邊合作。

電子商務

2019 年在新南向電商平台(澳洲 eBay、印尼 blibli、越南 TIKI、泰
國 PChome Thai)臺灣館，累計上架逾 28 萬項商品。
經濟部推動林口新創園的建構，6 月舉行「林口新創園-亞馬遜 AWS

新創園區6

聯合創新中心」揭牌儀式。新創總會並與世界臺商總會、馬來西亞
全 球 創 新 及 創 造 力 中 心 (MaGIC) 和 泰 國 數 位 園 區 (True Digital
Park)簽署 MOU，進行國際夥伴合作發表。
2019 年截至 12 月國內累計已取得清真驗證之廠商共計 1,088 家，

清真產業

較推動前(2017 年 783 家)成長 39%；另協助 1,376 家次業者掌握
清真驗證資訊及清真市場商機。
電廠、石化、智慧交通 ETC、都會捷運、環保工程及水資源等六大

工程輸出

工程輸出團隊，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我國工程業者已取得 41 件工
程標案，總得標金額約為新臺幣 264.36 億元。

5

資料來源：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4729。
資料來源：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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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項目

執行情形
 2019 年 7 月籌組「2019 台灣創新科技展暨駐泰代表處新創科技
展」參展團，率領 15 家新創團隊赴泰國參展，並續推廣「臺泰
新創企業交流平台」服務。

亞洲‧矽谷

 辦理拓展新南向系統整合(SI)合作商機研析，分別協助資安業者
與越南資安監控公司、互動媒體業者與泰國物流服務業相關業者
合作，促成台灣 SI 物聯網創新解決方案輸出。
 協助民間電商在越南落地，由國發會帶領 17 家新創團隊出席國
際電商新趨勢論壇及參加新創交流媒合會。

人才培育
學生人數7

2019 年新南向國家來臺留學/研習學生共計 53,099 人，我國學生
赴新南向國家留學/研習人數 21,718 人。
 教育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專班註冊 111
班/4,004 人；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註冊 1 班/40 人，中高階
專業技術人才短期訓練班註冊 3 班/87 人；108 學年產學合作專

外國學生產學
合作專班

班註冊 38 班/1,346 人；中高階專業技術人才短期訓練班 1 班/30
人。
 108 年僑委會第 38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計 15 校開班，共 844
人註冊；108 學年度僑生技職專班(高職及科大)計 21 校開班，
共 2,115 人註冊。

產學合作專班 由讀畢印尼三專學生來臺就讀二技-印尼 2+i 專班，107 學年度註
-印尼 2+i 專班 冊 4 班/88 人；108 學年度註冊 6 班/167 人。
 勞動部公告僑外生評點配額制受理許可數額為 2,500 名，2019
僑外生就業
媒合

年截至 12 月底止，共核准人數計 1,790 名8，核准人次計 3,825
人次。
 2019 年「越南臺商企業攬才博覽會」於 6 月 1 日在明新科技大
學辦理，有將近 60 家越南臺商現場攬才，提供在臺就讀之越南

教育部統計處大專校院境外學生人數統計及教育部國際司官網。
核准人數係當年度以僑外生評點配額制留臺工作人數，排除非當年度申請獲核發聘僱許可、當
年度申請獲核發展延聘僱許可、轉換雇主或受僱於第 2 位以上雇主者。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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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僑外生及臺灣本地學生逾 700 個職缺。
 補助大專校院學生赴新南向國家企業或機構實習：2018 年計畫

青年國際體驗
與學習

核定共計 2,536 人，至 2019 年 12 月執行共計 2,204 人；2019
年計畫核定 2,887 人。
 選送 24 所大學校院 150 位國際貿易相關科系學生赴新南向 6 個
國家 53 個企業或單位實習。
共計補助新南向地區僑校教師 120 人。
1. 補助泰國、緬甸及菲律賓等 3 國、28 所僑校共計 65 位自聘教

充實僑校師資

師，以及 20 位泰、緬地區畢業僑生返回僑居地僑校任教。
2. 派遣 35 名替代役教師於泰北、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3 國協助教
學。

農業職涯探索 2019 年至 12 月底提供 155 名僑外生參加農業職涯探索 1,907 人
或打工9

天，以及提供僑外生參加農業打工共 401 人次，4,823 人天。
2019 年 8 月 28 日簽訂「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協議」
，由印尼農

印尼青農在臺 業部遴訓 18 至 36 歲，具有實際農耕經驗的農校畢業生。第 1 梯
技術實習計畫 次 53 位印尼青農，分發至我方遴選中南部 8 縣市共 50 家農場作
為實習場域。
 辦理新住民二代子女參加 2019 年東南亞國際職場體驗活動規劃
辦理 1 團共 35 人，於 2019 年 7 月赴越南進行國際職場體驗。
新住民
子女培力

 辦理「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
，共計辦理家庭組 87 組、親師
組 8 組、社會服務組 2 組、同儕主題組 1 組，共計 98 組 207 人
之文化交流體驗。
 辦理新住民子女溯根活動，2019 年共補助團體組 11 組，於暑假
期間隨同返回父母原生國(地區)進行多元交流。

新南向經貿人
才儲備專班

針對新南向市場開設配合當地文化之國際貿易實務、行銷、業務技
巧、電子商務等經貿課程，於臺北、桃園、臺中及高雄開辦 5 班，
2019 年共計培訓 179 人。

農委會提供獎勵金及保險，讓新南向國家之華僑青年可學習農場經營管理，活絡農企業及農
場人才與交流。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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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臺印度產學

第 2 屆臺灣印度大學校長論壇 6 月在印度舉行，我國「高等教育國

人才交流10

際合作基金會」與「印度大學協會」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

資源共享
 續推動「一國一中心」並新增緬甸，以 8 個目標國(印度、印尼、
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及汶萊)為基礎。推動醫衛
人才培訓、醫衛產業搭橋等 6 大項目。
 Taiwan Healthcare+(THP)國際商貿整合行銷平臺已聚集 50 家
醫事機構及 302 間生技各領域標竿企業，並集結超過 2,197 項
特色技術、產品與服務，型塑臺灣品牌形象、拓展商機。
 在「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下辦理「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醫衛合作與
產業鏈發展

計畫管理國際研習營」，共 8 國 15 名亞洲國家結核病計畫負責
人及國家參考實驗室主管來臺參與11。
 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假菲律賓舉辦「全民健保暨醫療資訊交流
會議」，分享臺灣健保制度、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之建置與衛
生資訊科技於醫院之運用等，與來自菲方衛生部、保險單位
PhilHealth、醫院及醫療資訊及公共衛生領域近百位與會者交流。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之緬甸仰光臺灣貿易中心於 8 月新
設 1 個國際醫療諮詢服務中心，含 2018 年 9 月於馬來西亞、印
尼、越南設置之服務中心，共 4 處，2019 年共轉介 48 位特色醫
療個案來臺。
2019 年截至 12 月底國際醫療服務總人次為約 35.9 萬人次，新南

國際醫療

向國家病患來臺就醫人數約 12.7 萬人次，占全部國際醫療病患
35%。
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農產品貿易金額為 55.85 億美元，我國農產品外

農產品貿易

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14.32 億美元，我國肥料、農藥及農機設備等
外銷新南向國家出口值為 1.51 億美元。

10
11

資料來源：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24904。
資料來源：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ymK1R0RCn97riXMMdwdIPw?typeid=9。
v

項目

執行情形
2018 年 6 月簽署臺印尼綜合農業示範區行動計畫，2019 年已赴該

臺印尼農業綜 國技術支援，並有 4 座小型攔水堰完工。印尼方並開始進行田間給
合示範區

排水路清淤工作規劃，另完成與 11 個農民建立面積 0.32 公頃試種
田，推廣耐熱花椰菜及毛豆 5.7 公頃。

臺菲洋菇生產
示範農場
臺越農業
示範區

2019 年 3 月 15 日簽署「臺菲合作在菲律賓碧瑤設置洋菇示範農
場執行協定」
，並於 7 月中旬舉行落成典禮。於 11 月已完成二批洋
菇及成果驗收。
2019 年 4 月 25 日與越南隆安省農業暨農村發展廳簽署「推動水
稻與果樹種苗繁殖生產示範中心」合作協議，並已派遣水稻及果樹
專家赴越南進行實地考察及相關農作品項的討論。
 新南向國家來臺總計 277 萬 2,159 人次，成長 6.8%，占總數
23%。國人赴新南向國家總計 321 萬 3,462 人次，成長 15.1%，
占總數 18.8%。

觀光12

 2019 年 萬 事 達 卡 國 際 組 織 公 布 的 全 球 穆 斯 林 旅 遊 指 數
GMTI(Global Muslim Travel Index) 臺灣首度晉升非伊斯蘭教合
作組織最佳旅遊目的地第 3 名13。
 新增越南胡志明市辦事處據點14、印尼雅加達服務處15據點、駐
奧克蘭(紐)及雪梨(澳)臺灣觀光旅遊服務處據點16。
 臺灣科技新創基地（Taiwan Tech Arena, TTA）生醫新創首赴波

科技交流

士頓參展，商機超過 1.25 億美金17。
 中科大廠友嘉深耕印度臺科技廠漸形成生態圈18。
 「智慧災防新南向」計畫已建置南海地震海嘯預警觀測網、推動

12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https://stat.taiwan.net.tw/。
資料來源：https://admin.taiwan.net.tw/ActivitiesDetailC001200.aspx?Cond=a769a186-f1054d84-91fd-11a781503f0e。
14
新聞稿：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27191。
15
新聞稿：https://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27222。
16
新聞：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881184。
17
資料來源：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27d479ea5d78-40c1-968d-da161aa50414&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18
資料來源：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626a9c3ddf3b-4a11-a086-2df45e272bb5&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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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臺菲 VOTE 項下國際科學合作研究計畫。
 補助成立 12 個「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STIC)於 9 個
新南向目標國(越南、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印度、新
加坡、斯里蘭卡及緬甸)，議題領域兼具人文、醫療、自然、農業、
工程等，皆已完成掛牌儀式；透過 STIC 已培訓人才 1,095 人次。
 延攬新南向博士級研究人員總計 340 人。
 亞洲矽谷計畫帶領 28 家臺灣新創團隊參與新加坡 InnovFest
Unbound 新創展，獲新臺幣 6.4 億元訂單。
 國際產學聯盟19已有 6 聯盟與新南向目標國進行產學合作，總計
31 件，合約金額逾新臺幣 5,000 萬元，有 6 家來自印尼、馬來
西亞、泰國、越南等國之企業成為國際會員20。
 「醫材產品南向拓展行銷計畫」已協助 26 家廠商之產品於新南
向目標國取得上市許可並開始銷售，包括菲律賓(2 家)、馬來西
亞(6 家)、越南(5 家)、泰國(5 家)、印尼(2 家)、新加坡(3 家)、
柬埔寨(1 家)、澳洲(1 家)、印度(1 家)。

災防合作21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與防災產業協會等單位，於 4 月發起「亞洲區
域韌性聯盟」
，形塑跨智庫、跨領域、跨產業的國際合作網絡。
 辦理「青年文化園丁隊計畫」
，2019 年補助 11 組團隊，輔導 106
位青年赴紐、澳、馬、越、菲及印尼進行藝文交流。
 客委會與大洋洲客屬總會假澳洲布里斯本辦理「2019 全球客家

文化交流

文化會議暨臺灣客家懇親大會 」，計 15 國 600 人參與。
 客委會補助 3 個團隊，前往印尼山口洋、泗水、瑪琅及泰國合艾
等客庄聚落，進行在地文化資源調查與雙向交流。
 委託客家藝文團隊前往馬來西亞 kipac 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檳
城黑水壺咖啡館及新加坡 Livehouse，辦理共 3 場次客家流行音

19

係科技部以計畫型式補助大學以校為核心，聚焦前瞻領域，搭建會員制產學研合作平台與國
際市場連結，為產業提供人才與科研服務。
20
係指以國際市場導向，並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從事經營活動之跨國性企業，加入國際產學
聯盟並依規定繳交會費者。
21
資料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66716。
vii

項目

執行情形
樂南向演出。
 辦理原住民籍大專學生赴南島語系國家原住民文化及學術交流
計畫，計有 10 名學生陸續分別前往菲律賓、紐西蘭等地，進行
南島文化交流及學習22。
 故宮博物院於 2 至 5 月首次在澳洲雪梨新南威爾士藝術博物館，
推出「天地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珍寶展」，展出器物、書畫
與圖書文獻。
退輔會應泰國皇家基金會邀請，由武陵、福壽山及清境農場組成參

臺泰農業交流 訪團於 8 至 9 月赴該基金會所屬坤旺、曼峨、會南坤、安康等農場
進行農業技術交流。
區域鏈結
與新南向國家簽署投資協定(BIA)，保障我商權益，臺印度新版雙邊
經貿協定

投資協定於 2019.2.14 生效23；臺越雙方於 2019.12.18 簽署新版
臺越 BIA24。
第 3 屆玉山論壇於 10 月 8-9 日舉行，主題為「深化亞洲進步夥伴
關係」共有來自 31 國、約 1,000 人參加。重要國際友人包括加拿

玉山論壇

大前總理哈伯、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孫曉雅、美國白宮前發言人
桑德斯、日本眾議員兼日華懇會長古屋圭司、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
兼外長梅農等多國政要。

非政府組織

22

「第 3 屆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於 4 月在臺舉辦，邀請 10 國 14
位委員來臺進行文化交流，共同探索臺灣與東南亞各國關切議題。

公告：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64B9BFAAA44B32A&DID=2D9680BFECBE80B6E
B716FED7F9714F1。
23
公告：https://www.dois.moea.gov.tw/Home/relation1_1_3。
24
資料來源：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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