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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3 年國內景氣 七成八 CEO 有信心
〔記者巫其倫／台北報導〕根據ＫＰＭＧ（安侯建業）最新調查，
對於未來三年國內景氣，有高達七十八％的台灣ＣＥＯ（執行
長）表示有信心，較去年大幅提升；但因美中貿易戰和英國脫歐
等因素影響，台灣ＣＥＯ對於全球經濟發展看法較為保守，僅
六十八％認為全球經濟會成長。
根據調查報告，相較於去年國內ＣＥＯ對國家景氣發展的信心
趨於觀望態度，今年有近八成國內ＣＥＯ對景氣感到有信心，
較去年僅三十六％有信心是高出許多，主因是去年有高達五十
六％ＣＥＯ對景氣抱持觀望態度，相較過往明顯轉趨保守，今
年持觀望態度者降為十六％，不少ＣＥＯ對於未來三年轉趨有
信心。

〔編譯羅綺、陳柔蓁／綜合報導〕鴻海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液
晶顯示器（ＬＣＤ）面板廠投資案一波三折，威州州長艾佛斯
（Tony Evers）透露，鴻海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的承諾可能再度
跳票，即使明年開始生產後，恐仍無法達到數十億美元獎勵金
所需門檻；鴻海發布聲明強調，在威州投資的決心不曾動搖，
包括創造一．三萬個工作，及努力將威州打造成全球科技匯流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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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手搖茶市場不算紅的日出茶太（Chatime）
，在海外市場
卻跑得最快、最好，關鍵在於把重兵都押在國際市場，並找對品
牌授權的代理商。
六角 2005 年創立日出茶太（Chatime）手搖茶專賣店，六角董事
長王耀輝說，台灣手搖茶市場陷入紅海戰，反觀手搖茶在國際
間沒有 Key Player（核心玩家）
，Chatime 創立隔年他就立定「我
要攻的是國際市場」
，於是放膽的走向國際化。

艾佛斯週二接受ＣＮＢＣ專訪時說，他的團隊已清楚掌握鴻海
，該品牌於是挖角
威州廠狀況，相較於一開始的計畫，已顯得不那麼野心勃勃， 他指出，手搖茶在全球市場是「沒有老師的」
「事實上，我幾天前才看到他們正在灌混凝土」
，威州廠最近才 麥當勞、漢堡王、Dunkin’Donuts 等美系餐飲業的人才，先複製
美系餐飲經驗再逐步調整成六角的經營聖經。
開始興建地基，比原定計畫落後一年多。

威州州長︰恐難達就業補貼門檻 艾佛斯指出，鴻海預計明年五 Chatime 研發總部留在台灣，為確保食安及產品品質，海外開的
月投產後，初步階段將雇用約一千五百人，低於原先預定的目 店有高達 90%的原物料都從台灣出口，除了少數受限於法令必
須在當地採購的鮮奶和水果等。
標，恐難達到就業補貼門檻。
根據鴻海與前威州州長沃克（Scott Walker）協議，廠區將分階段 選對區域品牌授權的代理商更是海外成功開店的關鍵，六角挑
招聘員工，去年招聘目標二六○人、今年五二○人、明年一八二 選 Chatime 的代理商必須符合 3 要件：對品牌有熱情、公司過去
3 年的現金流量達到一定規模、經營團隊曾做過餐飲業。
○人，預計二○二三年員工人數要達一．三萬名。

但在貿易戰、英國脫歐及各國間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影響下，
今年國內ＣＥＯ僅有六十八％認為全球經濟發展會成長，較去 但ＣＮＢＣ指出，去年鴻海僅聘僱一五六人，不但沒達成第一 像是 Chatime 目前營運最成功的印尼市場，代理商是富比世調
年大幅下滑三十％；認為其所屬產業會成長者也僅七十六％， 年目標，也沒能拿到一千萬美元補貼。
查印尼排名第 5 名的富人；菲律賓代理商則是在當地經營約 70
較去年下降二十二％。
家「The French Baker」烘焙連鎖店的華裔第 3 代家族。
艾佛斯指出，鴻海將在威州廠製造尺寸較小產品，如平板電腦、
全球與亞太區的ＣＥＯ對於全球經濟發展前景，也同樣持保守 平板玻璃螢幕和手機螢幕等，而非原先說的電視螢幕；鴻海也 王耀輝說，在單一國家尋找代理商合作也「不會把雞蛋放在同
態度，認為會成長者分別僅六十二％與五十九％。
，會先授權部分區域給代理商經營，視營運成果再決
坦承，因市場重心轉移，已將威州生產十．五代大尺寸面板廠， 一個籃子」
定是否擴大授權開店的區域。
改為第六代 IGZO LCD 面板廠。
ＫＰＭＧ執行長林琬琬解釋，因美中貿易戰背景下，全球經濟
發展不確定性仍高，但國內ＣＥＯ仍看好未來景氣，主要是因 鴻海威州科技廠執行長巴克（Peter Buck）表示：「威州項目的長 但 Chatime 海外單純品牌授權或入股也會保留彈性，因地制宜，
台商產能回流，且貿易戰造成的傷害事實上並未如預期明顯， 期目標並沒有改變，我們仍致力於提供一．三萬個就業機會」
； 像澳洲和加拿大 2 個市場六角就分別入股代理商 55%和 22%，
因此對於景氣仍有信心。
鴻海聲明也指出，會在現有的合約框架下運作，並維持對員工、 主要是加拿大原有 4 個代理商分區經營，六角入股有助於整合
薪水和投資的長期承諾。
報告也指出，未來三年有七十四％國內大型企業計畫在新興市
場投資，其中有三十％ＣＥＯ將東歐地區列為主要投資目標， 鮑爾聽證鴿聲揚 月底可望降息
其次為中東二十四％、非洲也有二十二％。

代理商。

〔編譯楊芙宜／綜合報導〕美國聯準會（Fed）主席鮑爾（見圖，美
聯社資料照）週三在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的講稿中
表示，美國經濟持續面臨美中貿易戰和通膨不振等下行風險，
上半年稅收年增 2.4％〔記者巫其倫／台北報導〕財政部昨公布 對貿易政策和全球經濟疲弱的擔憂「繼續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展
6 月全國稅收 4813 億元、年增 0.5%，累計 1 至 6 月全國稅收 1 兆 望」
，Fed 準備好「適當行動」
，以維繫十年之久的經濟擴張。
3657 億元、年增 2.4%。

墾丁泊逸飯店、旅遊之家 合計底價近 7.5 億〔記者徐義平、蔡宗
憲／綜合報導〕受到近幾年旅遊人次明顯下滑，7 月墾丁接連出
現飯店、旅店法拍案，根據司法院法拍屋公告，即將要法拍的飯
店包括「墾丁泊逸飯店」與墾丁大街上的旅店「旅遊之家」
，合計
法拍底價近 7.5 億元。

此說法加強市場對 Fed 本月底政策例會將降息預期。
其中，6 月契稅件數達 3 萬 0149 件，前 6 月共 18 萬 4184 件，分別
成長 4.4%、5.7%，反映房市回穩。
受消息激勵，美股昨開盤創新高紀錄，史坦普五百指數一度大
漲○．六％、首次衝破三千點，由能源和科技股領漲；那斯達克
財政部統計處指出，六都中，以新北市契稅件數 5499 件最多，但 高漲一％、觸及史上最高水準；道瓊指數跳漲一九五點至紀錄
因新北市大型社區移轉件數較少，契稅件數年減 3.2%，為六都 高點。
唯一衰退；台北市則有 3450 件、年增 13%，增加最多。

其中墾丁泊逸飯店預計今（10）日由屏東地院執行第一次拍賣，
遭到法拍的資產除飯店本體，還有一處員工宿舍，前者底價近
5.85 億元、後者約 0.95 億元，兩件標的合計底價為 6.8 億餘元。

契稅件數前 6 月成長 5.7% 反映房市回穩

觀光客不來墾丁 飯店接連遭法拍

目前已人去樓空的墾丁泊逸飯店，坐落屏東縣車城鄉海口路
上，為地上 9 層、地下 1 層建物，房間數近 180 間，債務人為墾丁
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利率期貨合約定價顯示，投資人預計 Fed 本月將降息一碼（○．
財政部官員表示，6 月及上半年契稅件數均增加，反映房市回溫 二五個百分點）
房地產業者指出，該飯店原為六福集團旗下的「六福莊渡假飯
。
訊號。
店」
，2015 年以 9 億元賣給墾丁度假村，並更名為「墾丁泊逸飯
道瓊、標普早盤飆新高 遭總統川普不斷施壓降息，鮑爾昨聽證 店」
，不過因積欠銀行債務遭到法拍。
各稅目中，6 月以營所稅稅收年增 80 億元、房屋稅增 27 億元較 開頭提到，Fed 雙重職責在於就業最大化和物價穩定，以及央行
多，而證交稅年減 45 億元、綜所稅則減 30 億元。
「獨立」地位，這些都需要透明度和問責性支持。
此外，坐落在墾丁大街上的旅店「旅遊之家」
，31 日也將遭屏東
地院第一次拍賣，底價為 6253 萬元，債務人為吳姓自然人。
累計前 6 月稅收，營所稅增加 437 億元、遺產稅增 29 億元、房屋 他解釋 Fed 決策委員會今年以來改變觀點的原因，指出因貿易
稅增 23 億元；但證交稅減 121 億元、營業稅減 31 億元、貨物稅減 情勢不穩及全球經濟擔憂，「再度出現交叉亂流，帶來更大不確 周邊業者透露，「旅遊之家」位在墾丁最精華地段，生意一直相
20 億元。
定性」
。
當穩定，遭法拍可能是業者投資失利造成財務困難。
其中，由於股市成交值減少及去年基期較高，6 月證交稅僅 61 鮑爾講稿指出，美國整體成長減弱，許多 Fed 決策官員認為「某
億元，為 2016 年 12 月以來最低（排除農曆春節）
；6 月證交稅年 種程度上更寬鬆貨幣政策的理由已強化」
，該機構正謹慎監測
減 45 億元，為 2013 年 3 月以來最大減幅。
各項發展，包括通膨疲弱情況可能「比我們目前預期的更久」等
風險；並提到企業投資減緩，全球經濟成長降速，住宅房地產投
累計前 6 月，證交稅稅收減少 121 億元，創 2006 年以來同期最大 資和製造業生產下滑。
減幅。
財政部統計處副處長陳玉豐表示，今年前 6 月營所稅、房屋稅及
牌照稅均創歷年同期新高，總稅收也續創歷年同期新高。
其中，營所稅增加主因稅率由 17%升至 20%，使得 2018 年度結
算申報稅額增加，加上去年同期有大額退稅；6 月營所稅稅收
2200 億元、年增 3.8%，前 6 月稅收 3934 億元、增加 12.5%。

科達機構房產研究中心經理于靜芳表示，今年前 5 月墾丁觀光
旅遊人次近 175 萬人次，相較 2014 年極盛時期、全年近 840 萬人
次，有著明顯落差，再加上物價高，近年店家經營多受影響。

總價高、流標機率大 寬頻房訊則說，由於墾丁當地觀光景氣尚
未回春，遭到法拍的兩標的因拍賣總價高，相關旅遊業者可能
儘管美國六月非農就業強勁大增廿二．四萬人，鮑爾說，自從 保持觀望態度，推估一拍流標機率相對大。
Fed 官員六月政策例會後，貿易緊張相關不確定性和對全球經
濟成長的擔憂，似乎繼續對美國經濟展望構成壓力，通膨壓力 星展深耕台灣 增資 22.5 億
仍舊低迷。
〔記者李靚慧／台北報導〕星展集團宣布增資台灣子行 22.5 億
鮑爾說，近幾個月來美國成長前景面臨不確定性增加，一些主 元，展現深耕台灣市場的決心，增資後星展銀行（台灣）資本額
要海外經濟體的經濟動能似已減緩，這種疲弱態勢可能影響到 達 322.5 億元，星展銀行（台灣）總經理林鑫川強調，台灣是星展
美國經濟；此外，川普政府一些政策問題尚未解決，「包括貿易 集團亞洲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塊，「沒有台灣，星展集團的版圖
就不完整」
，增資後，星展（台灣）3.0 將正式啟動。
發展、聯邦債務上限和英國脫歐」
。

陳玉豐指出，目前就業市場穩定、基本工資調升、營所稅調高，
加上台商回流挹注民間投資動能等，有利於今年稅收成長；但
去年上市櫃公司獲利減少，且部分稅目基期較高，整體成長空 ＢＭＯ資本市場美國利率主管林根表示，鮑爾證詞放出決定性 總資本額將達 322.5 億 星展集團控股主席佘林發（Peter Seah）
間受抑制，預期今年稅收將與去年持平，但預算數可望達標。
「鴿派」線索，加上六月政策例會以來貿易和全球成長「不確定 本週特別來台，昨日與星展銀行（台灣）總經理林鑫川共同宣布
增資訊息。
性」使美國經濟展望轉為黯淡，並證實了情勢已經惡化。
準備復談 美豁免中國 110 項商品關稅
〔編譯羅綺／綜合報導〕美中貿易磋商停滯兩個月後，白宮經濟
顧問庫德洛週二表示，美中貿易代表進行了非常有建設性的對
話，將舉行面對面會談；同一天美國貿易代表署（ＵＳＴＲ）也
宣布，將豁免中國一一○項輸美商品關稅，包括醫療設備及重
要電子元件等商品，將不受美國去年七月六日對三四○億美元
中國商品開徵的二十五％關稅影響。
庫德洛表示，美中貿易談判代表本週通話後，很快就會面對面
協商，美國期待中國在恢復貿易談判期間，著手購買美國農產
品；中國央視也發布，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中國商務部長鍾
山與美國貿易代表萊席爾、財政部長努勤通話，但未提雙方討
論內容及何時將進行下一輪磋商。
美國貿易代表署週二宣布，將豁免一一○項中國輸美商品的高
額關稅，包括網路安全業者「帕羅奧圖網路」
（Palo Alto Networks）用於控制防火牆網路設備電流的鉭質電容器零組件、美
國醫療科技公司美敦力（Medtronic）一款治療肝腫瘤儀器使用
的零組件、瓦里安醫療系統公司的放射治療設備等；這一一○
項商品豁免權，可追溯自去年七月六日開始生效，並從今年七
月九日起延展一年。
截至五月的一年中，ＵＳＴＲ批准將近一千項商品豁免，並在
一萬三千項豁免請求申請中，駁回超過五三一一項申請。
ＵＳＴＲ指出，企業為商品申請關稅豁免時，須考量商品是否
難以從中國以外找到替代品、關稅是否會對申請者或其他美國
利益造成嚴重經濟損害、該商品是否與「中國製造二○二五」等
政策有關聯性。
例如特斯拉對部分中國製的汽車電路裝置豁免申請就遭到駁
回，原因是這些裝置對「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具有「戰略重
要性」
。
威州案就業難達標？鴻海︰承諾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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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業罩烏雲 一年解僱逾 3000 人

佘林發表示，過去十年，星展集團對於星展銀行在台灣的表現
非常滿意，但面對台灣市場的激烈競爭，佘林發顯得老神在在。

〔記者張慧雯／台北報導〕從茂迪（6244）
、元晶（6443）
、綠能、益
通（3452）
、達能（3686）到聯合再生能源（3576）
，這一年來幾乎 他強調，新加坡總人口只有 500 萬，卻有 150 多家銀行，星展銀
沒有一家太陽能公司躲得過資遣、裁員、停產、賣廠等轉型縮編 行是身經百戰、在競爭激烈中存活下來的勝利者，對台灣市場
工作，據業界粗估，光是這一年來至少有超過 3000 名產線員工 的競爭極具信心。
被裁員資遣。
林鑫川則再次宣示台灣在星展集團版圖中的重要性。
說起裁員資遣，去年茂迪 9 月開了第一槍後，其實各業者也都
「忍不住」
；去年中國「六一新政」大幅限縮太陽能補貼規模，使 他強調，台灣不僅位居大中華區戰略位置，近年來隨著新南向
得市場供給續增、需求卻大幅降低，茂迪去年總計裁員解僱近 熱潮，與企業分散供應鏈的需求崛起，星展銀行（台灣）將積極
千人，緊接著元晶也裁員 280 人、頂晶科 120 人、綠能逾 200 人， 發揮關鍵力量，充分串聯區域網絡優勢，凸顯台灣不可取代的
而宣布停產、賣廠的益通、達能等，也默默讓員工「轉調」
，當然 地位。
更多選擇的是「離職」
。
此次星展銀行（台灣）將透過發行普通股方式，增資新台幣 22.5
日前宣布「大量解僱」計畫的益通表示，去年 11 月宣布產線停止 億元，這雖是星展銀行（台灣）成立以來二度增資，但也是成立
生產後，陸續都有員工離職，原本去年員工還有 750 人，今年首 子行後首次增資，增資完成後，星展台灣總資本額達 322.5 億
季只剩 300 多人，公司也盡量協助員工轉職、甚至提供其他方 元。
案，但仍有部分員工希望「被資遣」
，不願接受公司安排，因此宣
布「大量解僱」計畫後，預計員工將漸漸減少甚至不到百人，實 之所以決定在此時增資，林鑫川強調，星展銀行不但有外商銀
行中最完整的產品線，承接澳盛銀行業務、客戶後，台灣客戶總
際解僱人數「不方便透露」
。
數更已達 100 萬的規模，此次增資後，將在台灣持續強化科技設
前幾天聯合再生能源也宣布「轉型計畫」
，將大幅縮減電池產 備及人才投資，藉此發揮此一業務規模可達成的效益。
能，朝提升太陽能模組和系統開發轉型，未來僅保留南科和部
分竹南廠區生產電池和模組，林口廠和竹科廠將出租，預計縮 星展銀行（台灣）前年底完成併購原澳盛銀行在台的個人金融
與財務管理業務後，2018 年積極開拓台灣信用卡與高階財富管
減人力 15%、約 450 人。
理市場。
去年萬人每月僅工作 10 天 太陽能業者私下表示，其實去年整
個太陽能產業除裁員、無薪假員工激增外，更有約 1 萬名作業員 企業金融方面，則參與多起綠色金融聯貸案，並深耕中小企業
每月工作天數僅 10 天，所幸太陽能躉購電價後來「有解」
，否則 金融服務。
若再加上下游系統廠的解僱潮，不排除有上萬名太陽能產業員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止，星展銀行（台灣）對中小企業放款餘額達
工失業。
322.47 億，為其他在台外商銀行總承作金額的 1.48 倍。
日出茶太海外拓展之道》複製美系餐飲經驗、慎選代理商
近來則積極打造中小企業數位金融創新平台，善用數位科技協
〔記者楊雅民／台北報導〕台灣品牌要跨入全球市場並不容易， 助客戶提升營運效率，加速拓展業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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