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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產業合作可行方向與可行性分析 

一、前言 

台灣與日本的產業合作往來具有長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

中期的第 1 次東亞區域內產業轉移，當時的日本原以紡織等勞力密

集型產為主，在相對競爭優勢逐漸喪失的同時，以 FDI（對外直接

投資）的方式將產業外移到亞洲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

坡），因此帶動了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1970 年代中期開始則

改將資本密集型產業夾帶技術轉移導入台灣，從此確立台日間垂直

型產業分工結構。1980 末期由於「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1985/9/22）導致日圓急遽升值，日本遂將國內不具價格競爭力的資

本與技術密集產業輸出，再次促成台灣的產業轉型。 

過往的模式，基本上是日本提供資本與技術，由台灣生產具有價格

競爭力的產品提供給日本企業，簡單的說就是提供降低成本的服

務，但是在經過多年的磨練，台灣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技術研發能

力，不僅降低對日本技術的需求程度，甚至在部分產業製程技術上

還具有超越日本的實力，可以提供更高的附加價值。 

現今的台灣具有充足的產業能量與利基來加深日本產業界對台灣的

信賴與依賴，認定台灣為日本最堅強的海外市場開發夥伴，雙方長

期合作發展可以相輔相成、共創雙贏。 

有效的台日合作應建立在「日本的需要」與「台灣的利益」兩者的

平衡點，從「解決日本的問題」當中分析出也能讓「台灣獲利」的

方法，方能創造台日雙贏的局面。除此之外，雙方的合作能夠增加

可使用資源，在「促成雙贏」的前提下，試圖達成最佳的效率配

置。 

在討論產業發展方向的時候，可以採取的討論方法很多，無論是以

世界潮流趨勢、產業升級及演進，甚至從當地商業界意識成形的角



度來探討，都是非常值得加以論述的觀點，但是我在本篇比較想從

「社會角度」為出發點來進行相關的探討。 

所謂從「社會角度」進行探討的意思，指的是從當地社會目前所面

臨的狀況與問題，以及政府政策，從而分析政府與產業界為了解決

問題而可能採取的發展方向。雖然如此的觀點不見得可以 100%切中

當地未來的產業方向，但是站在「人類傾向解決問題」的天性，應

當有足夠的立論基礎，當然實際上的產業發展成功與否還有其他諸

多主客觀因素影響，但是影響因素通常是隨著時間行進的軌跡逐一

顯現，因此傾向不在本篇當中論述，僅以「對面臨的問題提出解決

方案」的方向進行分析。 

當今日本主要面臨的問題與政策有「高齡少子化」–「生產性革

命」、「基礎建設輸出」，以及「中小企業經營強化」，事實上，台灣

也正面臨幾乎一樣的問題，因此雙方可以在相同的視角上共同研

究，再加上兩國長期交流頻繁、文化相近，雙方的研究成果也具有

相互參考共享的價值，更加深了合作的可能性。 

在以下的討論章節中，將逐一說明上述問題發生的原由、可能衍伸

的產業發展方向，並點出台日產業可能合作的機會。 

二、日本當前問題與政策及台灣企業可能之合作機會 

（一）少子高齡化 

「少子高齡化」是日本各界公認最為深刻且嚴重的社會問題，日本

安倍晉三首相也在今（2017）年 11 月 17 日於眾議院的演說中將此

問題與北朝鮮情勢同列為日本「國難」。 

情況有多嚴重？參考統計數字可以有較為清楚的了解。 

在 2017 年 1 月 1 日的時間點，日本的總人口數為 1 億 2,558 萬 3,658

人，比上年度同期減少了 30 萬 8,084 人，是日本自 1968 年開始人口



調查以來最大減幅，人口減少的原因很單純的只是死亡數高過出生

數的「自然減少」，照這樣的趨勢，預估到了 2065 年，日本總人口

數還會再減少 30%。 

人口減少的長期影響，將會造成國家經濟規模縮減、稅收減少、社

會保障資源不足等負面結果，但是在那之前的短期影響，已經直接

衝擊整個日本產業界，那便是「勞動力不足」。 

日本自今年 2 月以來，失業率一直維持在 3%以下，已經達到完全就

業的門檻，同時事求人的比例也維持在 1:1.45 左右的水準。受此影

響，旅宿業、餐飲業、零售業、物流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持續感受

到從業員不足、人才難以確保等壓力，於是百貨商場開始縮短營業

時間，部分原本標榜 24 小時營業的餐飲店及便利商店也取消大夜班

服務時段。在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今日，負責流程的最後一哩、最

為不可或缺的物流業，受到的影響更是深刻，因為從業員人數不足

的影響，人事及設備成本加重負擔，為求因應業者不僅提高運送費

用、對配送件數進行總量管制，甚至考慮取消再配送服務（第一次

配送因無人收件等原因未成功，需要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次配送，稱

為再配送），宅配司機的過勞現象也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更嚴重的

情形發生在溫泉旅館業，本年 12 月 21 日 NHK 的新聞節目中指出，

日本約有 8 成的溫泉旅館都處於從業員不足的窘境，導致部分業者

無法維持經常性營業，甚至無法接受與房間數相等的旅客組數，長

期下來，未來很有可能出現歇業潮。 

更嚴重的是，該問題普遍影響到僱用日本 7 成勞工的廣大中小企

業。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調查，到了 2025 年將有 6 成左右的中小

企業經營者超過 70 歲，企業接班問題已迫在眉睫，但在現今的時

點，仍有 127 萬家中小企業無法找到後繼者，如果不解決後繼人選

問題，屆時勢必有多數企業被迫解散或停業，而當中有 5 成是具有

經常帳利益的公司，最終可能導致 650 萬人失業、損失 22 兆日圓



（約 2,000 億美元）規模的 GDP。 

台灣事實上也同樣正面臨著「高齡少子化」的問題。今年 2 月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已經超越 14 歲以下人口，預計明年 65 歲以上人口比

例將超過 14%，宣告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加上出生率持續低落

（美國 CIA 今年更新的 World Factbook 指出，台灣出生率為 1.12，

是全球第 3 低），推測到了 2060 年高齡人口比例更將達到 40%，總

人口則會由目前的 2,300 萬人下降到 1,700 萬人，長期而言台灣勢必

將同樣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危機。 

為了消弭人手不足問題，日本內閣府在本（2017）年 12 月 8 日發布

的新經濟政策 Package 當中提出了「生産性革命」與「造人革命」兩

大方針（「造人革命」主要內容在於全面提高教育補助、產業需求人

才育成等教育方面，因此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並將從今年起到

2020 年的 3 年時間定位為「生産性革命・集中投資期間」，促進企業

進行提高生產效率的相關設備投資，其內容中更指出最應該集投資

的項目是 AI（人工智能）、機器人及 IoT（物聯網）。 

AI、機器人與 IoT 聽來似乎是三個不同產品，但事實上應把它們當

作單一產業看待，物聯網將所有可能的終端產品連上網路，為的是

要蒐集使用者的使用資料，將之上傳雲端資料庫，再利用 AI 進行資

料分析，從中找出模式、變異點、良率等…，再分析出可改善方案

回饋到使用者終端，並持續不斷的循環著同樣的流程，可以配合使

用者隨時與任何形式的改變，即時推論出不同的改善方案，協助現

場（商場、工廠、醫院、家庭..）的工作流程，機器人則可視為現場

解決方案的選項之一。日本內閣府在「科學技術政策」中將之稱為

「Society 5.0」，藉由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高度整合系統，平衡經

濟發展與社會問題，達成以人為中心的社會。 

另一方面，台灣推動「亞洲•矽谷計劃」，將 IoT 產業視為嶄新領

域，投入產、官、學界資源創造新創的生態系，並且提供資金、法



規、國內外產業合作、培育本土人才與吸引國際人才等協助，用培

養新創企業的方式培育台灣的 IoT 企業。 

台灣現有的產業體系較偏重於硬體，我們若將整個 IoT 產業體系分

成終端產品、雲端儲存、AI（資料運算與分析）、解決方案提供 4 大

部分，我們將一般查詢得到的台灣代表性企業整理如下表： 

 產品領域 相關企業 

終端產品 感測器 原相、盛群、矽創、敦

南、菱光、致茂、柏

昇、台達電、所羅門 

網路通訊 智邦、兆赫、中磊、昇

達科、台林、榮群 

工業電腦 盤儀、威強電、精聯、

研華、融呈電、振樺電 

雲端儲存 伺服器 鴻海、廣達、英業達、

緯創、神達 

AI（資料分析與運算） 半導體 台積電、聯電、日月

光、聯發科 

解決方案 自動化機械 新鼎、上銀、鴻海、 

盟立、友嘉、 

機器人 上銀、台達電、廣運、

鴻海、華碩 

很明顯的發現，都是硬體業者，IoT 產業最大的獲利將來自「創新應

用」的軟體應用領域，雖然麥肯錫全球董事暨台北分公司總經理章

錦華認為，一旦 AI 與自動化普及，台灣硬體機器人產業最能受惠，

但不得不擔憂會不會重蹈眼前的覆轍，台灣的硬體產業只能賺 3-

4%，甚至 1-2%的微利，真正的大餅還是握在 Apple、Google 等軟體



霸者的手裡，因此台灣產業界還是應該盡可能往軟體應用領域發

展。 

日本產業經濟研究所出版的「2017 年製造業白書」中提到，IoT 時

代來臨之際，硬體必須要成為整體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且因為應

用的多元化，硬體也必須要能夠有多元化的提供。 

日本與台灣一樣都是硬體見長，但是硬體需求多元化的關係，雙方

的產品線有共存的空間，即便是同一專案的解決方案也會需要裝置

不同等級的感測器，同時需要產自台、日兩國產品的情形一定存

在；而且日後必定會有需要將部分標準化、規格化產品價格下調，

讓市場普及化的需求，台灣勢必是最好的配合夥伴。 

更重要的是整體解決方案的提供，這是台、日兩國企業都在摸索的

領域，彼此的產業經驗分享與交流，以及人才的共同合作將會推動

產業的快速成長，並且縮短與海外競爭者的差距，建議兩國的產業

聯盟可以建立合作對話平台，每年交換最新產業經驗。特別是人才

的合作最為重要，目前台、日兩國 IoT 產業界同樣發出人才不足的

警訊，如果兩國人才得以通用，可以化解部分的人才不足壓力。 

除了上述的產業以外，另想提出一點，當 IoT 時代來臨，大部分的

終端裝置（電腦、電視、手機、穿戴裝置…）、運輸裝置（汽車、無

人機…）、能源系統（智慧電網）、安全監控系統、產業機械，甚至

醫療機器都將連上網際網路，而且所有的資料都將由雲端資料庫存

取，數位攻擊的可能範圍將比現在更加廣泛，隨著網路勒索得手的

成功案例增加，預料發生次數也會以倍數增長，資訊安全將是屆時

最首要的安全議題。 

美國媒體《CNET》引述賽門鐵克統計數據，勒索病毒數量在 2016

年約有 463,841 件，相較於 2015 年的 340,665 件，成長 36%；趨勢科

技也提出統計，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6 月，全球受勒索病毒攻擊總

數高達近 12 億次。 



數位攻擊的發生頻率增加已經是既成事實，而且攻擊手法與工具演

進速度極快，以目前已經發生過的案例來看，防堵勢力僅能進行事

後處理，從事件發生到問題解決通常已經過一段時間，實際損失已

經造成，應當在事後處理之外嘗試從各網路架構中尋找加強事先預

防的機制，數位世界沒有國界之分，這是全球共同議題，除了台、

日兩國應該加強相關領域的合作外，也應該加入其他國家的研發能

量，共同防堵數位攻擊的發生。 

 

（二）基礎建設輸出 

日本內閣府指出，近年來東南亞等新興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境內都

市化程度也急速成長，隨之而來的即是大量的基礎建設需求，而且

在未來數年需求還會持續增加。 

相對日本國內基礎建設市場較為飽和，而且民間投資趨緩，壓縮了

經濟成長表現，至今尚未完全脫離通貨緊縮的局面。因此日本政府

計畫透過政府力量將國內基礎建設的生產能量導引至新興市場，並

結合 ODA（政府開發援助）、公營金融機構如國際協力銀行

（JBIC）、日本貿易保險（NEXI）提供金融方面的援助，建立「官

民一體」的機制，協助基礎建設相關業界能積極前往海外市場承包

工程，提供新興國家「高品質的基礎建設」，藉以帶動民間企業業績

及投資動能。 

日本政府更提出，輸出「高品質基礎建設」所能帶來的長期效果包

括能藉此提升新興國家生活品質、帶動商業更加發展，更可因為此

等人流、物流的提升，更進一步加速促進區域整合的發展。對日本

而言，可因此在當地社會留下良好形象，在當地投資的日本企業也

可以受惠於基礎建設的改善而更加穩定、有效率的經營當地市場。 

台灣也在 2014 年制定「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政策白皮書）」，

以「基礎建設工程合作與系統整合輸出」為政策目標，爭取新興市



場國家基礎建設標案，同時以「調整產業體質」及「強化政府支

援」2 大面向為主軸，提供國內工程產業於人流、金流及資訊流等

方面的協助，並選定「智慧型交通運輸 ETC」、「都會捷運」、「環保

工程」、「電廠」及「石化」等 5 個領域，投入新興市場的基礎建設

商機，近 3 年（含 2017 年）分別獲得新台幣 156 億、239 億、252 億

的標案。 

民間企業方面，營造公會也在今年 10 月邀請十多家會員成立新南向

小組，揮軍東南亞新興市場。國內營造廠中，達欣工已在馬來西

亞、新加坡與越南胡志明等海外市場有開發案，工信工程也在菲律

賓有工程合作計畫，另中鼎工程更在中東、馬來西亞等有數百億的

統包工程，台灣業者的實力與實績不至於落後其他先進國家。營造

公會陳煌銘理事長也表示，台灣營造廠在高速公路、隧道工程、橋

樑的興建、規劃設計，都在全球工程領域居領先地位，這些都是台

灣營造廠的優勢及利基。 

日本內閣府也指出，目前日本企業欲參與海外基礎建設時會遭遇價

格不符當地國期待（價格過高）、不知如何在當地行銷、對當地基礎

建設體制認知不夠、缺乏可前往當地承辦專案的人才等問題，因此

在競標時落後來自歐美、中國、韓國等其他國家的競爭者。 

日本媒體 SankeiBiz 也曾在 2016 年 10 月 26 日報導指出，即便在日本

政府與當地政府協調，並有日本金融機構提供協助的情形下，仍有

日本企業因為「2020 年東京奧運」出現的國內需求而放棄海外商

機，讓當地政府對日本政府的援外建設案產生不信任感。報導中以

新加坡 LTA（Land Transport Authority）提供的統計為例，自 2015 年

確定 2020 年奧運由東京承辦以後，日本工程公司參與的程度就降低

了。大型商社也感嘆，大型建設公司目前對海外工程案都不感興

趣。該篇報導語重心長的說道，日本企業消極應對海外商機的同

時，中國等其他競爭國家卻積極搶標，等到奧運結束日本企業反過



頭來想參與時，恐怕已完全沒有機會了。 

在此情形下，日本方面若能結合台灣的工程能量，將有機會提升海

外競標與工程建設的競爭力。 

台、日兩國文化相近，產業方面也有數十年的緊密合作，更遑論台

灣多項公共建設，如供水管道、鐵路、高速鐵路等皆採用日係系

統，工程技術源自日本的案例更不在少數，台灣可以說是最瞭解日

本系統的國家，施工品質可達到日本標準。其次，台灣在「成本控

制」上的強項，可以有效降低日本提出的施工成本，以接近新興市

場國家的預算期望。第三，上述提到已經在新興國家具有承包工程

實績的台灣企業幾乎都在當地有分公司，具有當地的人脈與從業人

員，可以彌補日本企業在行銷、當地認知與承辦專案人員不足方面

的問題。 

日本政府的外交推廣能力結合日本企業的高品質、高技術工程，再

加上台灣企業的相對有利條件與專案能力，最後再加上兩國政府的

ODA 資源，這就是雙方合作，擴大可分配資源，進而促成資源有效

率分配的結果，更可以創造出台、日兩國與新興市場當地國三贏的

最佳局面。 

本文試將具有海外工程能量的台灣企業資料整理如下，日本企業可

選擇在工程標的區域設有分公司的台灣企業合作： 

公司名稱 專業領域 業務據點 

中鼎集團 煉油石化、電力、環

境、交通、一般工業 

台灣、中國大陸、印度、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

國、越南、菲律賓、卡

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美國、義

大利 

大陸工程 土木工程、建築工程、 台灣、香港、印度、澳門 



環境工程 

達欣工程 土木工程、建築工程、

廠房工程、交通工程 

台灣、越南、馬來西亞 

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 

跨足土木、結構、大

地、水利、軌道、機

械、生物科技、電機、

控制、營運管理、財經

企劃、BIM 等專業領域 

台灣、香港、中國大陸、

馬來西亞 

黎明工程

顧問 

水利、水保、土木、大

地、結構、環境工程、

景觀工程、工程地質、

機械、測量、電機、資

訊管理、繪製圖、事務

管理等 

台灣、越南 

亞新工程

顧問 

公共工程、建築設施、

環境工程 

台灣、新加坡、香港、馬

來西亞、泰國、緬甸、中

國大陸 

中興工程

顧問 

電力、水利、都市建

設、工業及農業建設、

環境、土木、交通、建

築、機械、電氣等各項

工程計畫之研究、勘

測、規劃、設計、檢

驗、施工監督、專案管

理，以及統包工程等技

術服務。 

曾先後在印尼、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斐濟、

沙烏地阿拉伯、史瓦濟

蘭、多明尼加、薩爾瓦

多、宏都拉斯、喬治亞、

聖多美普林西比及中國大

陸等提供工程技術顧問服

務 

《資料來源：上述各公司網站公開資料》 



另外，本文想特別提出日本積極輸出的新幹線系統作為討論。日本

新幹線品質優異眾所皆知，但是在競標的過程中多次遭逢中國大陸

的低價競爭壓力。JR 集團則是在投入印度高鐵建設案後，因技術人

員不足等因素而表示無法參與印尼高鐵建設案，泰國、馬來西亞等

其他國家也有意陸續建設高鐵，在此情形下，日本高鐵系統恐怕只

有將商機拱手讓人。 

台灣作為第一個新幹線系統輸入國，對整體系統已經有深厚的瞭

解，又有擅長「成本控制」的專案管理能力，可以協助提升日本的

競爭優勢及分攤建設壓力，保住日本高鐵系統的市佔率。 

根據臺灣高鐵陳強營運長的說法，該公司近年與 88 家本土廠商合

作，進行維修替代性料開發，維修費從 16 億大幅降低至 4 億元；此

外，過去高鐵列車的轉轍器如果有問題，需要德國西門子公司三個

月以後派人來才能處理，但現在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已經研發出許多

改善的方式，為臺灣高鐵爭取了成本與時效上的優勢。 

台灣高鐵自 2007 年通車營運以來，即針對車輛、號誌、通訊、軌道

電力及場站機電等重要系統，建置自主維修能量，目前自主維修率

已超過八成，列車系統當中最重要的二個維修項目：「轉向架檢修」

（BI）及「全面性檢修」（GI），目前已全部由高鐵公司自主維修。

自 2008 年起，高鐵公司也自行籌建「電子工廠」，專責檢修電子電

路板及組件，累計至 2016 年底為止，檢修數量超過 2,400 件。 

除此之外，台灣在承接日本系統後，也自行發展出不少加值系統。

例如在軌道系統部分，臺灣高鐵自主導入「道岔監測系統」

（TMS），即在轉轍器周邊布建感應器，即時偵測軌道電壓、密合

度、溫度等變化，提前排除異常狀況、降低影響列車運行機率。 

上述案例都足以證明臺灣在高鐵發展上的研發能力、成本控制的實

力，以及附加價值的創造力，可以為日本新幹線輸出專案提供相當

的支持與成本分擔。 



再以日本新幹線輸出所標榜的安全性、正確性、高性能為論述點，

說明台灣可以創造的附加價值有哪些： 

1.安全性： 

◆台灣高鐵為日本新幹線輸出的成功案例，且留下營運超過 10 年，

未有重大事故的近乎完美紀錄。 

◆「道岔監測系統」(TMS)，提早發現異常風險，採取預防性處置措

施，有效降低道岔異常對營運的影響。 

2.正確性： 

◆台灣高鐵平均只延誤 13.8 秒，不到日本東海道新幹線平均延誤時

間 36 秒的一半。全年平均準點率（誤點＜5 分鐘）為 99.43%，高於

目標值之 99.00%；全年平均發車率扣除天災之影響後達 100%，高於

目標值之 99.60%。 

3.高性能： 

◆台灣高鐵獲得 2016 年智慧運輸世界大會的產業成就獎，獲獎的高

鐵智慧運輸服務系統涵蓋智慧行車管理、安全緊急應變、智慧購

票、智慧旅客服務、旅遊諮詢等 5 大領域。 

高鐵正式營運後才是勝負的開始，人員服務、後勤支援、車體與設

備維護、購票系統及通路，甚至是車站營運開發、期間活動企劃

等，皆攸關高鐵能否持續，在營運方面，台灣高鐵也有相當亮眼的

表現： 

◆台灣高鐵是全世界第一家可以在上萬家便利商店訂票、付款及取

票的運輸公司，做到可以提供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實體售票。

（QRcode 應用、防偽） 

◆推出行動的購票 App「T Express」，可以用手機訂票、取票並且用

手機票證通關。 

◆SMIS 系統協助列車長查票，只需 1 人用目測觀察，透過系統核對



乘客與票種，減少查票人力，也可以避免打擾乘客。 

◆列車維修系統運用專業儀器與精密技術，快速完成列車 BI、GI 檢

修任務，在維持高度安全標準下，確保 34 組列車順利調度運用。 

◆結合旅遊產品，擴大台灣國內旅遊市場，相對的也提高承載率。

現在搭高鐵遊台灣的路線 160 條，除了搭高鐵遊台灣，今年合作的

範圍擴大，拓展飯店聯票、展演套票、航空聯票等，為台灣高鐵帶

入本業以外的套裝旅行收入。 

台灣高鐵在過去 10 年當中有 6 年賺錢，2017 年 5 月 30 日更獲得

MSCI 編入「MSCI 全球新興市場指數」成份股，證明營運績效卓

越。日本的「基礎建設系統輸出戰略」（インフラシステム輸出戦

略）當中也提到，基礎建設輸出應該是以「整體系統」的概念為

之，因此除了硬體系統以外，服務與技術人員的培育等軟體方面也

包括在其中，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地理位置又較日本為近，物價指數

也較低，具有相對優勢條件作為新幹線的「種子代訓基地」與「系

統輸出中心」。 

日本推動新幹線輸出時可與台灣高鐵連盟合作，以「整廠輸出」的

概念進行，橫跨硬體建設與軟體營運，與台灣合作不僅有「成本效

益」還有「價值創造」的附加價值，有助於被輸出國家對日本新幹

線的認同與接受度。 

 

（三）中小企業經營強化 

根據日本中小企業廳的統計，日本中小企業家數佔全國總企業家數

的 99.7%，並且雇用了 70.1%的勞工，日本要追求整體經濟的持續成

長，中小企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此外，許多中小企業是非都市地

區的經濟主力，一旦缺少了這些企業，日本政府致力推動的「地方

創生」（意謂藉由強化地方中小企業經營來活化地方經濟）將更形困

難。 



台灣的企業結構同樣也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發表的「106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台灣中小企業比例為 97.73%，雇

用勞工人數佔全體的 78.19%，中小企業創造的營業額佔全國的

35.85%，較前一年度增長 0.15%。 

然而相對於大企業，中小企業的可使用資源較少，面對經營環境的

改變較無應對能力。日本中小企業廳研究指出，目前日本中小企業

普遍面臨高齡化、人手不足、後繼者難尋、生產效率偏低（生產設

備不足與老舊）、經營及管理方法過時等問題，因此日本政府從 2016

年起頒布的「經濟政策 Package」（経済政策パッケージ）、「中小企

業經營強化法」，到今年 12 月 8 日頒布的「新經濟政策 Package」

（新しい経済政策パッケージ），都提出相當比重的措施期望能推動

中小企業的「生產性革命」，其內容共分成 7 大措施： 

（1）促進生產、管理設備及人才投資 

（2）事業後繼的集中支援 

（3）與下游廠商交易正常化及提高附加價值 

（4）中小企業支援機關強化 

（5）透過地方中堅企業活化地方經濟 

（6）推動「地方創生」 

（7）中小企業的專利申請費用減半 

當中台灣有可能與日本產生連結的在於「促進生產、管理設備及人

才投資」與「事業後繼的集中支援」兩部份。 

 「促進生產、管理設備及人才投資」 

係指希望促進中小企業投資新型生產設備、管理資訊設備及人

才培育，進而達成更高效率的生產活動。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

發布的「法人企業統計資料」，日本企業在 1990 年代的泡沫經濟

破滅後，長期抑制生產設備的更新費用，經調查目前的生產設



備使用年齡，大企業平均 6.5 年、中小企業 8.5 年，與 1990 年代

相比，延長使用了 1.5 倍到 2 倍的時間，至於管理資訊設備的投

資，中小企業近 10 年呈現零成長。日本商工總合研究所赤松健

治調查研究室長也提到：「中小企業因為對未來不安，所以在投

資上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但是壓抑投資將導致生產力與競爭

力的下降」，因此日本政府提出低利融資及固定資產稅 3 年減半

的補助措施，希望促進相關設備的更新。 

台灣工具機產業原本就已是全球第 5 的高競爭力產業，加上現

在往工業 4.0 的智慧機械發展，讓機台本身就附加生產資訊監控

功能，採用者一次就可以達到設備更新與資訊管理設備的需

求，台灣相關產業鏈完整，客製化、交期快、高性價比等特

色，相信最能符合日本中小企業的需求。 

 「事業後繼的集中支援」 

    日本政府鑒於中小企業經營者高齡化及後繼無人問題，傾向採   

用推動 M&A（企業購併）的方式來解決，因此由經濟產業省主

導成立「事業引繼支援中心」，配合各地商工會議所等其他工商

團體的力量來協助延續仍具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生命，2017 年

上半年就成功媒合超過 1,000 件案例。 

    台灣經濟相關部會應當與經產省介接，讓台灣企業也能納入其

媒合對象，如此不僅可提高日本企業的存續機會，台灣方面也

能增加事業發展的面向，可謂兩全其美。 

即便日本政府提出一連串的經濟政策來支持中小企業的「生產性革

命」，但是輿論也點出，若無法引導企業開發市場商機一切都是枉

然。然而大部分的日本中小企業過去長期專注內需市場，對海外市

場極為陌生。反觀台灣中小企業長期勇於闖蕩海外市場，在國際觀

及市場開發能力上可說是遠遠超越日本中小企業，正好可以利用此

強項與日本企業合作，補其不足。 



依據 NRI(野村總研)、JETRO 等機構的研究成果，以及日常接觸日商

經驗，歸納出日本企業開發海外市場時主要面臨的問題大致如下： 

(1)無當地銷售通路 

(2)無法順利開拓當地市場 

(3)缺乏當地人才 

(4)缺乏符合條件的當地供應商 

(5)無法有效 Cost Down，加強產品競爭力 

台灣企業可針對上述問題提供如下的合作方案： 

（1）台灣企業(含當地台商)可成為日本企業與當地市場間所缺乏的

「接點」，代理其產品，協助在當地市場銷售。 

（2）台灣企業並非單純協助銷售，更要給予符合當地市場的銷售意

見(Localization)，協助規劃調整產品包裝、成份等，如此在協

助產品銷售與當地化的過程中，也能加強自己在合作關係裡的

不可取代性。 

（3）彌補日本企業在第三地市場供應鏈不足的環節。日本企業或團

體皆曾表達在越南、泰國面臨「穩定供應商難尋」的困難，因

為台商製造品質及商業可信度較高，希望尋求與台商合作的管

道。隨著日本企業往其他海外市場發展，勢必也將陸續在其他

地區面臨相同問題，台灣方面不論是政府相關單位或產業公協

會應可進行相關的海外台商調查建檔，必要時可以提供日本企

業參考，或與日本政府及團體共同辦理台日企業的合作媒合。 

（4）共同協助研究降低成本的流程。台商向來在成本控管上有著強    

烈的意願與能力，不同於日本側重研發與精緻的精神，台灣企

業除了積極開發市場外，另有相當的精力花費在製造流程與替

代材料等降低成本的研究，台灣知名大企業如鴻海、和碩、緯

創等皆是藉此起家，群創的前任董事長范行健先生先前曾前往



日本擔任 SHARP 公司顧問，協助改善生產流程，也讓日本技

術人員極度讚賞台灣的相關能力，因此在「降低成本」的議題

上，日本企業還存在很多與台灣合作的空間。 

目前日本企業對台商已存有信賴感，如可針對其問題補其不足，對

台灣企業的聲望將有很大的幫助，也可因此獲得許多長期合作與創

造獲利的機會。 

 

三、結語 

台、日兩國可進行產業合作的範圍相當多元，除了本文所提出的產

業以外，其他尚有醫療照護、電動車、潔淨能源（再生能源、氫能

等..）、次世代電池等..，尚待各界廣泛的分析及討論，更期待各產業

界都能善用台、日兩國的友善關係，多方面的推動兩國產業或跨產

業的交流合作。惟建議在推動前務必詳細研究雙方產業現況，分析

出兩國產業可互補、共創雙贏的機會空間，如此才能說服對方並且

順利的推動兩國間的實質合作。 

另外，「語言」、「文化」與「法律」依然是多年來阻礙雙方成功合作

的主要問題。雙方合作一定要找到共通的工作語言，無論是中文、

日文、英文或其他非口語傳達，務必要找到雙方能確實傳達、了解

彼此意識的方式，更要從中嘗試學習對方的工作文化，合作必須是

兩立，切忌強押對方順從自己的想法與做法，最後萬一發生糾紛，

應該遵循哪國的法律？在哪地法院調停？這些應該在正式合作展開

前事先商議，屆時才有處理的依據與管道，否則一旦發生問題不僅

處理曠日廢時，更不樂見的是傷及兩造甚至兩國間的長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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