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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執行情形

經貿交流
我國與新南向國家 2020 年 1-6 月貿易總額為 519.2 億美元，其中
貿易

我國出口至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285.7 億美元，我國自新南向國家進
口金額為 233.4 億美元；貿易順差達 52.3 億美元。
核准(備)對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為 88 件，投(增)資金額計 14.13 億

投資

美元；核准新南向國家來台投資件數為 277 件，投(增)資金額計
1.89 億美元。
 輸銀對新南向國家貸款核准額度新台幣 136.21 億元、保證額度
新台幣 15.64 億元、輸出保險承保額度新台幣 133.54 億元。
 輸銀建置之「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自開辦至

金融支援

2020 年 6 月底，辦理新南向國家 155 案，貸款及保證金額新台
幣 138.41 億元。
 輸銀建置之「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台」自開辦至
2020 年 6 月底，核准於新南向區域海外工程授信案件 13 件，
授信金額約為新台幣 37.95 億元。

國銀據點

金管會協助國銀於新南向國家增設據點，2020 年至 6 月底已核准
4 處。

新南向國家來 2020 年至 6 月底，上市、上櫃及登錄興櫃之外國公司其中主要營
台上市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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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件，融資金額新台幣 6.51 億元；海外信保共保證

三大信保

159 件，融資金額 1 億 1,041 萬美元；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累計至
2020 年 6 月底，共計核保 5 件，融資金額新台幣 1.5 億元。

產業鏈結

將續辦理台印度、台越、台印尼、台馬、台泰及台菲產業鏈結論壇，

高峰論壇

因受新冠疫情影響，將以雙邊視訊連線方式於第三季後辦理線上論

項目

執行情形
壇及產業媒合，並交流防疫產業合作議題，規劃對接產業領域包括：
智慧車輛零組件、智慧城市、綠色科技、電子製造、紡織、自動化
(汽機車產業)、船舶、金屬加工、資訊服務、食品生技、機械等。
因受新冠疫情影響，將改採線上方式辦理系列推廣活動，各展預計

台灣形象展

辦理時間分別為：越南(9 月)、印尼(10 月)、泰國(11 月)、馬來西
亞(11 月)及印度(12 月)。
將籌組五大新南向主題商機聯盟，包含「美學保養(新加坡)」
、
「食

推動運用創新 尚餐飲(馬來西亞)」
、
「智慧零售(馬來西亞)」
、
「智慧旅遊(泰國)」及
科技行銷

「商務科技(越南)」等，協助中小企業擬定海外數位創新拓展策略，
建立對接合作網絡，整合聯盟成員資源，拓展海外商機。
 截至 2020 年第二季在新南向電商平台(澳洲 eBay、印尼 blibli、
越南 TIKI、泰國 PChome Thai)台灣館，累計上架逾 28 萬 2,850
項商品。
 本年 2 月 18 日舉辦《Go Social Go Global！社群力大爆發—
2020 跨境電商趨勢論壇》
，邀請 9 家跨境電商業者分享經營經

電子商務

驗，如 BizBox 於越南建立之社群電商銷售系統、歐漾國際與星
業科技合作於印尼打造網路社群推薦分潤模式等，總計 603 人
次參與、網路直播觀看數達 2,329 人次。
 本年 4 月 17 日於智慧商業獅臉書帳號直播「2020 智慧商業暨
物流發展與應用推動說明會」，說明本年度推動跨境電商物流服
務的方向與內容，以及徵求合作業者。

新創園區

推動徵選 Foodtech, Agritech, Biotech 與 AI 領域之台灣新創，協
助對接泰國 PTTEP、CPFood 等大型企業。
 已辦理 7 場研討會，協助 429 家次業者掌握清真驗證資訊及清
真市場商機。

清真產業

 於基隆和平島設置 OK mini 清真產品販賣機，並媒合我清真業
者進入國內穆斯林主要消費通路－INDEX 南洋百貨並與家樂福
合作於其全台 137 間門市推出清真產品專區。

工程輸出

電廠、石化、智慧交通 ETC、都會捷運、環保工程及水資源六大工

項目

執行情形
程輸出團隊及拓點廠商，2020 年截至 6 月底，已於新南向區域取
得 12 件工程標，總得標金額約為新台幣 8,500 萬元。
亞洲‧矽谷執行中心與全球智慧城市聯盟 GO SMART (Global
Organization of Smart Cities) 建立策略夥伴關係，並於本年 4 月

亞洲‧矽谷

29 日舉辦「智慧科技防疫線上媒合交流會」
，邀請 8 個國家城市/
單位說明防疫需求，及海內外 9 家業者分享智慧防疫解決方案，期
藉此媒合產業智慧防疫方案與全球需求城市，以促成國際合作。

人才培育
學生人數

2020 年新南向國家來台留學/研習學生共計 59,720 人，我國學生
赴新南向國家留學/研習人數 21,718 人。
 106 學年至 108 學年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註冊 223 班 /7,844 人；
外國青年短期技術訓練班 8 班/222 人；中高階專業技術人才短

外國學生產學
合作專班

期訓練班 15 班/372 人。109 學年前揭專班申請案刻正審核中。
 2020 年僑委會第 39 期1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計 13 校開班，共
732 人註冊；2020 年(109 學年度)僑生技職專班2計 17 校開班，
共 2,188 人錄取。

產學合作專班
-印尼 2+i 專班

由讀畢印尼三專學生來台就讀二技-印尼 2+i 專班，107 學年度註
冊 4 班/88 人；108 學年度註冊 6 班/167 人；109 學年印尼 2+i 專
班完成徵件 21 班，刻由駐印尼代表處與印尼政府協調招生方式。

僑外生就業

勞動部公告僑外生評點配額制受理許可數額為 2,500 名，2020 年

媒合

截至 6 月底止，共核准人數計 677 名，核准人次計 1,715 人次。

青年國際體驗
與學習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生赴新南向國家企業或機構實習計畫，已於
本年 5 月 28 日公告核定第 1 次審查補助名單，新南向學海築夢核
定補助 1,583 人。

修業期間為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
3+4 僑生技專班修業期限原則為 7 年(3 年高職+4 年科技大學)，同學於第 1 年
第 1 學期會提前於 7 月受基礎訓練，正式開課期程則與國內高職及科技大學學
期制相同。
3 受新冠疫情影響，經濟部暫停辦理「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
市場實習計畫」。
1
2

項目

執行情形
共計補助新南向地區僑校教師 85 人。

充實僑校師資

1. 補助泰國、緬甸及菲律賓等 3 國、28 所僑校自行聘任 59 名國內

教師前往當地任教。
2. 補助 26 位泰、緬地區畢業僑生返回僑居地 12 所僑校任教。

農業職涯探索
或打工

2020 年持續推動僑外生參加農業職涯探索及農業打工，截至 6 月
底已提供 153 名僑外生參加農業職涯探索，以及提供僑外生參加
農業打工共 123 人次 2,390 人天。
 2019 年 8 月 28 日簽訂「印尼青農在台實習計畫協議」
，由印尼
農業部遴訓 18 至 36 歲，具有實際農耕經驗的農校畢業生來台
實習，第 1 梯次 53 位印尼青農業於同年 9 月分發至 45 家實習

印尼青農在台
技術實習計畫

農場。
 第 2 梯次印尼青農因印尼政府內閣改組及新冠疫情影響，無法
選訓人員來台。國內辦理工作方面，業由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
辦理 11 場次實習農場說明會，並於本年 4 月 24 日完成通過第
2 梯次 41 家農場之申請審查，尚待疫情趨穩定後，續辦理選訓
及媒合作業。
 職場體驗：因新冠疫情影響，調整 2020 年新住民子女國際職場
體驗活動實施方式，刻正進行第一階段語文增能活動，學生人數

新住民
子女培力

計 59 人，後續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越南入境管制相
關規定，賡續執行本計畫。
 文化交流：因新冠疫情影響，2020 年高級中等學校新住民子女
國際交流活動暫停辦理，另調整為以跨國視訊方式實施，業核定
由 5 所高級中等學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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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已規劃於台北、台中及高雄開辦 3
班，預計培訓 90 人。

資源共享
醫衛合作與

 續推動「一國一中心」以 8 個目標國(印度、印尼、菲律賓、越

項目
產業鏈發展

執行情形
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及汶萊)為基礎，參與醫院與主責國之
合作醫院、廠商，與越南、印度、菲律賓、緬甸、印尼、泰國計
辦理十多場視訊會議或專題演講，分享台灣對於新冠肺炎防疫、
醫療措施及治療經驗。另本年迄 6 月底已協助培訓新南向國家
35 位醫事人員。
 台北榮總兒童肝臟移植團隊 2 月至越南國家兒童醫院進行 2 例
小兒換肝手術示範。
 2020 年 2 月 8 日、9 日派遣防疫深耕隊至印尼萬隆，與萬隆理
工學院共同進行小學生生物科學營登革熱衛教宣導活動，約 510 所學校，各 50-60 名學生參加活動。
 2020 年截至 3 月國際醫療服務總人次為約 6.9 萬人次，新南
向國家病患來台就醫人次約 3.1 萬人次，占全部國際醫療病患
44%。

國際醫療4

 2020 年 6 月份台灣為人道救援，首開邊境，透過台灣國際勞
工協會、行政單位及各方間之協調，協助重症病患印尼籍移工
之親人來台，由北榮協助進行抽血配對事宜，將於 7 月 8 日進
行手術移植5。
我國 2020 年截至第二季與新南向國家農產品貿易金額為 26.4 億

農產品貿易

美元，農產品外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5.7 億美元，肥料、農藥及農
機設備等外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為 1.4 億美元。
2018 年 6 月簽署台印尼綜合農業示範區行動計畫，現已完成 4 座
小型攔水堰及核心區 400 公頃稻田給排水路清淤整修；另完成與

台印尼農業綜 當地農民建立試種田(種植辣椒、茄子等作物)，並協助進行花椰菜
合示範區

育苗等。此外，我方將引進台灣水稻自動育苗機與鴨蛋孵化機及相
關設備，協助建立高效率生產模式，拓展我農業機具及資材海外市
場。

台菲洋菇生產 2019 年 3 月簽署「台菲合作在菲律賓碧瑤設置洋菇示範農場執行
4
5

本年上半年來台國際醫療人數衛福部醫事司刻正彙整中。
參考資料：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6140095.aspx。

項目

執行情形

示範農場

協定」
，同年 11 月已完成二批洋菇及成果驗收。原預訂本年 3 月在
台辦理「國際洋菇栽培訓練班」，培訓菲律賓農業部之薦送學員，
鑒於新冠疫情升級，待疫情解除後再行舉辦。
2019 年 4 月與越南隆安省農業暨農村發展廳簽署「推動水稻與果

台越農業

樹種苗繁殖生產示範中心」合作協議，該案之網室等硬體設備初步

示範區

建置業於 2020 年上半年完成。惟受新冠疫情影響，將視越南疫情
解封情形評估派員至現地指導網室內部建構及啟動運作。
 持續蒐集新南向各國邊境管制情形與駐在國產業紓困振興對策。

觀光

 已推動兩波段觀光產業紓困方案，並將實體行銷推廣改為線上行
銷，藉由媒體社群、網紅達人與線上旅遊平台等維持台灣曝光度。
 「智慧災防新南向」計畫與紐西蘭梅西大學(Massey University)
共同建立於越南之地震預警系統，另規劃「建立地震動力模型以
評估地震的分布及規劃隨時空變化」之合作項目。
 「人文社會科學新南向」計畫已辦理 22 場「東南亞文史學堂」

科技交流

實體暨線上講座，共計 527 人次參與。
 「海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中心」已培訓人才 171 人次，延攬
人才 32 人次，雙邊會議 88 場次，議題領域兼具人文、醫療、自
然、農業、工程等。
 延攬新南向國家之博士級科技人才 153 人次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文學、電影推廣：
 補助台灣圖書翻譯出版至海外市場，促成泰國蜘蛛文化出版社出
版「前面還有什麼車? 」及「橘色的馬」兩案。
 輔導我國片商攜 155 部電影作品於本年 2 月所舉辦柏林電影市

文化交流

場展中與新南向地區買家接觸。
補助藝文團體：
 於 本 年 2 月 補 助 十 方 藝 術 空 間 赴 菲 律 賓 參 加 「 Art Fair
Philippines」，該展會吸引來自 15 個國家地區共 50 間國際藝廊
參與；台南市新營區太子社區發展協會參加印尼茂物市宗教文化
藝術踩街嘉年華活動；新竹紅如樂團赴澳洲昆士蘭辦理客家藝文

項目

執行情形
活動交流巡演。
 辦理「青年文化園丁隊計畫」，本年補助 6 組團隊前往東南亞各
國(含泰國、印尼、柬埔寨、馬來西亞、越南等國)進行文化交流
6

；補助總金額計新台幣 522 萬元。

 辦理「東南亞地區與台灣文化交流合作補助計畫」
，補助 9 組團
隊，邀請 36 位東南亞人士來台，47 位本國成員赴東南亞國家進
行雙向交流；補助總金額計新台幣 520 萬元。
區域鏈結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尼泊爾兩城市簽訂防災合作協議，落實
科技人道援助7。
經貿協定

 農委會與澳洲、紐西蘭簽署雙邊有機同等性協議，開創有機農業
外銷新契機8。
 我國與越南政府於去(2019)年底完成台越 BIA 之更新，並於本年
5 月 24 日正式生效9，提供我商在越南投資更完整保障。
 與「國際生活藝術組織台灣辦事處」簽訂補助契約，本年持續推

非政府組織

辦，推動我國與湄公河地區國家文化藝術雙向交流。
 續辦理「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會」，規劃邀請新南向國家之委員
提報與台灣主題相關交流計畫或專題研究。

6

獲補助團隊因新冠肺炎疫情仍俊，將視實際狀況調整各項交流計畫。
資料來源：https://pse.is/QVZB5。
8 資料來源：
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8
054
9 資料來源：https://www.roc-taiwan.org/vn/post/18160.html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