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030400136 號 
有效期間：至民國 105 年 12 月底 
調查週期：按季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

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本調查所填資料僅供整體統計分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經濟部 
製造業投資及營運概況調查 

中華民國 103 年第 3 季 

 
樣本編號  統計員代號  
郵遞區號  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  
收件地址  
填 表 人  電話  傳真  

請多利用網路填報，網址：https://dmz9.moea.gov.tw/giwebfill/ioqs       帳號：         ，初始密碼：

※請填非合併財報資料 
一、貴公司本（103）年 9 月底從業員工人數計       人。 
二、國內事業之營業收入及利益： 

項    目 代號 營業收入 營業利益 

103 年 7~9 月 21 千元 千元 

三、103 年第 3 季國內事業之固定資產增購及變賣： 

項   目 代號 
103 年 7~9 月   說 明 

1.不含國外廠

之資產。 
2.不含企業併

購之資產。 
3.各項目均含

租賃資產改

良或租賃權

益改良。 
4.重分類指未

完工程、預

付設備款與

資產科目之

沖轉；即當

期增購(Dr.)
與重分類沖

轉(Cr.)分開

填列。 

增購 
(不含重分類) 

重分類 變賣 
(按售價) 

土地及土地預付款 31 千元 千元 千元 

土地改良及其他營建 32 千元 千元 千元 

房屋建築 33 千元 千元 千元 

交通運輸設備 34 千元 千元 千元 

機械及雜項設備 35 千元 千元 千元 

預付設備款 36 千元 千元 千元 

未完工程 37 千元 千元 千元 

 

營建部分 37-1 千元 千元 千元 

設備及安裝部分 37-2 千元 千元 千元 

其他__________ 38 千元 千元 千元 

合計 30 千元 千元 千元 

四、存貨價值（不含備抵存貨評價損失）：請按成本計算 
項    目 代號 103 年 9 月底 

存 
放 
國 
內 

原 材 物 料 41 千元 

在  製  品 42 千元 

製  成  品 43 千元 

合 計 44 千元 

五、貴公司有無進行「製造業服務化」？（單選） 

  □1.已進行 (請答第六題)    □2.尚未進行，但有意願 (請答第六、七題) 

 □3.無 (請跳答第七題) 

六、已進行或有意願進行製造業服務化方式：（複選） 

□1. 設計服務 
□2. 採購服務 
□3. 檢驗服務 
□4. 維修服務 
□5. 物流服務 

□6. 行銷服務 
□7. 異業結盟 
□8. 產品加值服務 
□9. 其他                         

 

七、未進行製造業服務化的原因：（複選） 

□1. 缺乏相關知識及技術 
□2. 相關人才不足 

□3. 無學習對象及缺乏成功企業範本 
□4. 沒有相關的顧問服務及輔導措施 

□5. 資金不足 
□6. 業務不需要 

□7. 其他                          

八、有關製造業服務化，希望政府提供之服務項目？（複選） 

□1. 提供補助金額 □6. 建構企業合作交流平台 

□2. 提供相關顧問及諮詢服務 □7. 加強政策措施說明及宣導 

□3. 協助人才的培訓 □8. 實際了解企業需求 

□4. 提供業界成功範本供學習參考 □9. 加強企業研發能量 

□5. 協助建置資通訊技術設備 □10.其他                         

 
統計員：                         （請續填背面） 



 

                                                                                       

九、貴公司是否有成立研發部門？（單選） 

□1.國內有         □3.國內、外均有    

□2.國外有         □4.無研發部門 (跳答第十三題) 

十、設置研發部門的動機：（複選） 

□1. 支援生產 
□2. 汲取先進技術 
□3. 運用高素質人才 
□4. 政府減稅或補助措施 
□5. 便於接受母公司的技術移轉 
□6. 提升市場占有率或拓展市場 

□7. 技術、科學資源相當豐富 
□8. 掌握其他競爭對手之技術發展 
□9. 降低生產成本 
□10.拓展產品或服務的範圍 
□11.其他                       

十一、貴公司對研發人才基本要求為何？（複選） 

□1. 外語能力 
□2. 專業證照 
□3. 學歷要求 
□4. 電腦能力 
□5. 工作穩定度 

□6. 學習意願 
□7. 抗壓性 
□8. 工作配合度（配合出差、加班） 
□9. 相關領域專業經驗 
□10.其他                     

十二、貴公司在研發上所遭遇的困難為何？（複選） 

□1. 技術研發人才不足 
□2. 需求變化快速，研發產品生命週期短 
□3. 資金短缺 
□4. 研發成功比率偏低 

□5. 研發人員流動率高 
□6. 競爭者已先投入或已建立專利障礙 
□7. 缺乏技術資訊或技術無法突破 
□8. 其他                            

十三、貴公司無進行研發之原因？（複選，限第九題勾 4 者填答） 

□1. 技術研發人才不足 
□2. 資金短缺 
□3. 研發流程太長，不符時效 
□4. 技術創新成本過高 

□5. 難以找到研發創新的合作伙伴 
□6. 已進行技術購買 
□7. 研發創新風險太大 

□8. 其他                            

十四、貴公司目前經營所面臨的困境：  

 (一)外部困境：（複選） 

□1. 國內市場需求減緩 
□2. 國外市場需求減緩 
□3. 法令規章束縛 
□4. 土地取得困難 
□5. 匯率變動 
□6. 水電取得困難 

□7. 環評問題 

□8. 賦稅負擔重 
□9. 勞動成本上漲 
□10.原材料成本提高 
□11.同業競爭激烈 
□12.關稅或其他貿易障礙因素 
□13.其他                       

 (二)內部困境：（複選） 

□1. 無法管控品質 
□2. 欠缺基礎人力、專業人力 
□3. 新業務開拓不易 
□4. 無法掌握市場需求 
□5. 人員流動率高留才不易 

□6. 產品創新不足 
□7. 生產製造效率低 
□8. 品牌形象及知名度有待建立 
□9. 營運調度資金困難 
□10.其他                       

 

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本表請於 11 月 5 日前填妥資料，並請郵寄

至台北市 100 福州街 15 號經濟部統計處

或以傳真方式回覆。傳真電話： (02) 
23918776 、 23587064 、 23973449 、

23517294、23918131 

如對調查問項有任何疑問，請速與統計員連

絡，電話(02)23212200 轉       分機 
統計員： 

統 一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敬祝 生意興隆 鴻圖大展 

經濟部統計處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