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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科技持續高速發展下，其影響已逐漸觸及人類的生活本質與生存環境，創新成果對於人

類所帶來影響不僅提高、更深遠地改變所賴以生存的社會與環境系統。故科技創新所涵蓋的

面向已不僅為科技議題，而進一步涵蓋其所可能引發之社會、經濟、環境等跨域性影響。 

而在科技發展對社會、經濟、環境等構面影響提高的同時，另一方面，亦希望透過科技

解方加以緩解社會、經濟、環境等構面所面對之未來趨勢挑戰，並滿足民眾對未來的多元需

求、達成國家永續目標。 

展望 2030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每 2.7 名工作人口需扶養 1名高齡人口。在此種

社會結構與生活型態下，台灣將面臨多元挑戰：在社會面，高齡少子化帶來人口結構失衡與

分布不均問題，考驗政府資源配置；在科技面，持續強化的 AI、機器人、生物醫學等創新科

技，將改變未來生產、生活、消費模式；在經濟面，跨界創新加速帶來生產力提升，也對產

業及勞動帶來轉型挑戰；在環境面，極端氣候與能資源短缺，造成環境永續威脅；最後在政

治面，台灣對外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對內則遭遇網路帶動社會與政治風向，加劇政治波動。 

為因應台灣未來發展挑戰並提前進行布局，「台灣 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廣納包含行政

院吳政忠政委、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及科技會報辦公室，與台大社會學系陳東升教授、中

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台經院林欣吾所長、商研院戴元峰所長等國內社會、經濟、

環境等領域專家，以及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國研院科政中心等國內

政策智庫，採取多層多軌之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以研擬因應台灣 2030 挑戰之政策措

施。 

2019年重要執行成果包括： 

(1) 初擬台灣 2030 科技願景：為回應台灣社會需求，指引台灣未來發展方向，亦呼應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強調台灣經驗在國際上可扮演的角色，讓國際可以和台灣對話。鑑

此，提出台灣 2030科技願景為「台灣 2030—創新、包容、永續」，並已列入科技會報施

政方向，引導相關計畫之 2030目標設定。  

(2) 提出 2030 全球趨勢與台灣挑戰：透過全球趨勢掃描、國內現況與政策盤點、智庫數據推

估、並輔以專家意見，以社會、科技、經濟、環境、政治等 STEEP構面提出台灣未來 30

年將面對的全球趨勢與關鍵挑戰。 

(3) 明晰台灣社會各世代、群體等關切議題：透過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的不同利害關係團體，

包括青年意見領袖、地方及產業專家、國際專家、各世代公民、線上問卷調查等，了解不

同世代、群體對 2030 之需求與建議，並提出台灣民眾認為未來 10年政府應該優先解決的

需求，有助於辨識未來科技布局與產業優先性。 

(4) 研提策略及面對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建議推動方向：為回應台灣社會各世代、群體對 2030

之需求，並達成「台灣 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科技願景，本研究已於社會、經濟、

環境、教育、科技等面向，透過國際標竿，並結合國內專家建議，擬定策略及建議推動方

向。期待透過引導以人為本科技的正向發展，使我國未來科技政策與社會、經濟與環境更

相輔相成、產生有效且有感的施政作為，並實現樂活社會、高值經濟、強韌環境、普惠科

技、創新教育等五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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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隨著創新科技持續滲透人民生活，並翻轉產業樣貌與就業型態。2030科技願景成

果僅是階段性里程碑，建議後續仍應持續進行前瞻觀測，以掌握對我國科技潛力、社經發展

與國際地位有關鍵影響之重要趨勢變化，使我國能持續因應未來情勢動態，提前布局並掌握

發展契機，以達成共同的 2030願景目標。 

透過台灣 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將過往科技及產業思考的範疇，擴大至社會、經濟、環

境等領域，為建立跨領域系統性思維之第一步。善用科技做為觸發各領域投入的火種，可以

擴大科技政策的外溢效果。未來，應持續思考將社會需求納入科技規劃之中，讓科技和產業

政策可以跟社會需求「介接」、從社會與環境價值引導科技政策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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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蔡英文總統在就職兩周年接受訪問時表示：「未來如何培育每個世代的台灣人，讓他們

可以支撐每個世代產業的永續發展，教育制度必須重新檢討。…從台灣人口結構的問題，去

思考經濟產業發展的方向。我們是要改變人口結構，或是讓現在人口結構的趨勢可以和未來

經濟發展相配合？…國家有限資源如何做最有效的利用與分配，這是最根本性的問題，國家

的資源與產業經濟策略如何重新檢視一遍，將是下一階段要做的事」。 

過去，透過科技創新帶動台灣經濟及產業發展，但隨著台灣倒金字塔化的人口結構帶來

的影響浮現、科技高速滲透翻轉產業樣貌與就業型態、加上極端氣候衝擊居住環境等，如何

運用科技方案同步解決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等不同層面但交錯影響的挑戰，為未來有效

且有感施政之關鍵點。 

為因應未來挑戰，目前包括日、韓、星等國家陸續提出長期願景規劃，以凝聚國民對未

來發展共識。如圖 1-1 所示，這些主要國家之願景形塑多由未來社會需求出發、納入科技與

經濟發展思考。例如日本提出 2035 年「Society 5.0」的願景，以「人」為核心，透過科技平

衡或解決面臨的經濟、社會、環境等問題。而新加坡則是因應其城市人口老化等問題，加速

透過資通訊科技迎接未來社會及產業發展之挑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1-1 主要國家因應未來之思考方向及重點 

 

一個國家中長期願景的形成，乃是在思考未來社會與科技發展趨勢下，使國家面臨之主

要挑戰，並廣納社會各界對此挑戰之需求期待，再透過嚴謹的策略擬定與階段性政策推動來

達成，而在積極追求正面效益的同時、亦不忘對弱勢與落後群體的關懷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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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而言，為因應未來於社會、科技、經濟、環境、政治等各層面之重要挑戰，提出

可長可久之解決方法與政策方針，宜整合領域專家並廣納各方利害關係團體意見，共同討論

未來趨勢與挑戰，並參與願景及情境的形成，再以具體政策引導資源優先於重點領域，確保

長期布局滿足社會關切與國家整體發展需求。 

為因應台灣未來發展挑戰並提前進行布局，「台灣 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廣納包含行政

院吳政忠政委、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及科技會報辦公室，與台大社會學系陳東升教授、中

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台經院林欣吾所長、商研院戴元峰所長等國內社會、經濟、

環境等領域專家，以及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國研院科政中心等國內

政策智庫，，採取多層多軌之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以研擬因應台灣 2030 挑戰之政策措

施。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1-2 台灣 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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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30全球趨勢與台灣挑戰 

前瞻未來全球重要趨勢，可以發現在社會、經濟、環境等領域，發展態勢均較今日更加

嚴峻，包括在社會面，全球高齡化人口比重不斷提高，同時全球人口亦不斷往都市集中；在

經濟面，受到數位科技、AI、機器人等創新科技驅動，將改變未來整體生產、消費、生活模

式；在環境面，暖化將導致全球每年至少 25 萬人死亡1，同時水資源與能源永續將成為各國

致力克服的難題。 

在全球趨勢挑戰下，台灣亦面臨相關趨勢課題，如圖 2-1所示，個別構面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1 2030全球趨勢與台灣挑戰 

 

一、社會面 

近年來，我國國人壽命延長，生育率持續低迷，整體社會正面臨嚴重的高齡少子化問題。

首先，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我國自 2018 年正式成為高齡社會，旋即在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2，2030年高齡人口占比將再提升至 23.9%。然而現有對於就業與退休

準備(如年金)、生活自理(如食衣住行育樂)、健康與醫療照顧(如長期照護)等環境配套尚未能

完全跟上如此巨大的人口結構變化。此外，年輕世代價值觀轉變，傾向不婚、晚婚、少生、

不生主義，多數肇因於難以兼顧家庭、工作和生活品質；同時，相較歐美婦女的高勞參率與

高生育率正向發展，我國仍需要強化生養育誘因並建構平權環境，以提振生育率，解救少子

化的「國安議題」。最後，根據主計總處家庭收支五分組調查，2018年最高所得組比最低所

得組多 6倍，顯示貧富差距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重要挑戰。 

                                           
1 依據 WHO預估，在 2030年至 2050年間，因氣候變遷所引發的營養不良、瘧疾、腹瀉等問題，將額外導致全

球 25 萬人死亡。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climate-change-and-health 
2 按 WHO定義，65 歲以上人口占比達 14%者為高齡社會；65歲以上占比達 20%者為超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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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人口推估報告(2018-2065)」 

圖 2-2 未來社會趨勢 

 

二、科技面 

鑒於 IoT、AI 與區塊鏈等新科技應用越趨成熟，數位化轉型趨勢已然成形。根據埃森哲

(Accenture)諮詢公司調查，2030 年全球數位經濟產值約 28 兆美元，占全球 GDP 的 30%，而

台灣的 GDP 中則有 60%來自產業的數位轉型，由此可見數位轉型對現階段產業端的潛在衝

擊。在 2030年，人工智慧（AI）技術的持續強化與成熟，將會讓生活上的各種應用更加普及，

無論是產業生產端，或者居家生活照護等民生消費端，食衣住行各個層面都可能因 AI的發展

而受惠，新科技將會翻轉我們的日常生活。 

除了 AI的發展與應用外，行動通訊將由 5G 進入 6G 時代，6G 和 AI也會有更廣泛的整

合應用。另外包括潔淨能源科技的發展、再生醫療科技的突破將漸趨普及化、由區塊鏈等技

術驅動的新興金融模式、智慧交通以及更快速的交通工具等(如超音速飛機)，將使未來的樣貌

更加不同。 

然而，科技也不全然帶來正面效益，例如無所不在的通訊技術，可能讓個人隱私受到威

脅，甚至可能衍生過去前所未見的資安挑戰，亦有部分民眾會擔心科技取代人力的問題。政

府將透過適當的治理作為與預應措施，來降低科技發展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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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3 未來科技趨勢 

 

三、經濟面 

數位科技高速滲透社會各個層面，除了大幅改變民眾消費行為與生活型態，也促使跨界

創新的加速，不斷地顛覆產業既有的商業模式。台灣多為中小型傳統企業，數位化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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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造成傳統企業競爭壓力劇增。本計畫推估，2030 年數位經濟占 GDP 比率預估將達 40%3，

但目前台灣四成企業的數位化能力僅在電腦化階段4，未來恐有部分企業因數位轉型落後而邊                                                                                                                  

另方面，新科技興起也將引發職場需求劇變，未來的工作類型，可能有六成以上現在還

不存在5。同時，AI時代對人力需求產生重大挑戰，未來可能僅極少數關鍵技術人才可獲得高

薪，將使台灣薪資水準更加兩極化。 

而在國際市場上，2020 年美日歐等先進國家在全球 GDP 占比約 50%，新興國家(中國、

印度、東協五國、拉美等)占 30%。預計到 2030年，新興國家在全球 GDP 占比將提升至 38%，

逼近美日歐的 42%6。新興國家將成為全球主要市場與工廠，亦將影響我國產業於全球布局之

調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4 未來經濟趨勢 

 

                                           
3 根據麥肯錫研究，到 2025 年數位經濟對全球 GDP 的貢獻約占 49%。而台灣 2025 年數位經濟 GDP 占比目標

為 29.9%，參考主要經濟體數位經濟發展速度，推估台灣 2030年數位經濟 GDP 占比將接近四成 
4 根據 Oracle 調查，台灣有 42%受訪主管認為自身企業在數位化上處於電腦化階段，亦即企業的組織運作和業

務發展主要靠人際關係，IT 技術主要依賴傳統的 ERP(企業資源規劃)和 CRM(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5 根據美國勞動部研究報告《Futurework - Trends and Challenges for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指出，現在學生未

來將從事的工作，有 65%現在還不存在 
6 依據 IMF 數據進行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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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面 

2030 年全台年均溫預估將上升攝氏 0.61~0.77 度7，在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的發生頻率

和強度都有所增加，極端氣候所產生的影響層面相對複雜，促使降雨型態發生劇變，乾旱和

洪澇災情將比以往更嚴重，複合性災害風險亦提高，不管是人身或財產安全，甚至是整個環

境基礎設施都將遭遇衝擊。同時，風災、水災、旱災等災害的發生也往往可能帶來農產減產

損失、農物價上漲與人員傷亡等災害風險，甚至可能引發國內糧食供需失衡等問題。此外極

端降雨的型態，也讓水資源短缺課題相對嚴峻。 

為因應全球能資源的短缺，循環經濟的發展將會加速，促使資源朝向高效能循環利用的

模式發展。而在能源方面，為滿足全球經濟成長需求，以及全球對潔淨能源發展的期待，將

朝向潔淨、靈活及分散化發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5 未來環境趨勢 

 

 

 

                                           
7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 (TCCIP)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取自：

https://tccip.ncdr.nat.gov.tw/ds_02_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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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面 

未來 10年公民意識崛起與國際局勢變動將為政治頻添挑戰與變數，台灣將面臨內外部的

挑戰。對外，主要面臨全球供應體系重組，影響各國經貿發展；加上地緣經濟與政治緊張事

件頻傳，使得戰爭風險提高，引發國際情勢動盪。尤其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政經影響力提升，

將牽動兩岸關係的局勢變化，也必然影響台灣的政經戰略布局與選擇。 

對內，隨著新媒體等科技創新出現，民眾獲取政策資訊管道多元，更注重決策透明度與

社會參與，公民意識不斷提升。而社群網絡與自媒體亦加速社會輿論傳播、反應民情，一方

面向快速傳遞民眾需求，但另方面可能因刻意操弄，推升民粹主義，加劇社會與政治波動。

而大型公共衛生事件的出現，將重新挑戰人們對國家能力、治理體系和公民權之間界線的想

像。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6 未來政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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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會期待台灣 2030優先解決的需求 

針對台灣 2030所面對的趨勢挑戰，社會期待未來能優先解決的需求，本計畫執行重點之

一，為就可能之需求與問題解決方向，擴大展開包括青年意見領袖訪談、地方工作坊、專家

工作坊、國際專家拜訪、公民集思活動、線上問卷調查等相關意見徵集流程，以廣泛接觸社

會各領域的不同世代、群體等利害關係團體，徵求對 2030之需求與建議，並凝聚全民共識。 

各意見徵集流程之研究執行方式、受訪對象基本資料，及受訪對象所提出之需求等分述

如下，最後並進行綜合分析。 

 

第一節 專業人士 

一、青年意見領袖 

(一)研究執行方式 

經委託單位推薦，執行單位透過面訪方式，訪談共 20 位涵蓋不同領域、地區、族群之

25~45 歲青年意見領袖代表，包括沃草創辦人林祖儀、One-Forty創辦人陳凱翔等，了解未來

趨勢挑戰對青年的影響，以及青年所關注之重要需求。 

 

(二)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20位受訪對象中，以性別來看，男性 17位、女性 3位；以區域別來看，北部地區 14位、

中部地區 4位、南部地區 2位；以領域別來看，分別包括公民參與(2 位)、科技(2 位)、文化(2

位)、新創(2位)、社會設計(3位)、地方創生(1位)、農業(2 位)、能源(1位)、新住民(2位)、勞

動(3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1 青年意見領袖基本資料 

 

(三)需求 

青年所關注之重要需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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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碎片化的資訊、選擇太多喪失方向感，社會仍以單一價值衡量成就，希望能有明確資

訊引導生涯多元發展 

‒ 大學職涯很限縮，身邊朋友照著社會期待進大公司，成為螺絲釘、過著時常加班的生活，

而且取代性高，感到很不快樂 

‒ 青年最大的問題點在太多資訊導致的喪失方向感、迷茫。青年難以判斷未來發展上需要

哪些能力 

 關懷在地社會上不同群體，但面臨固著的社會資源分配及制度所限制，無法掌握主導權，

希望針對土地、地方資源分配等，關注青年取得及參與的困難性 

‒ 青年返鄉發展常常連土地取得都很困難，需要熟悉在地網絡單位提供長期陪伴，但相關

陪伴系統不一定有經濟產出，在申請政府資源也易受短期 KPI限制 

‒ 政府常常舉辦國語課程但都沒移工知道消息，應該讓熟悉移工的組織協助資訊的溝通、

行銷和轉化，可以讓政策資源獲得更好的成效 

 對快速生產下的規模經濟產生反思，重視共享精神下的社會參與及群體智慧，希望政府政

策能勇於創新，擁抱共享新思維 

‒ 政府應積極發展共享生態，改變過往思維，透過服務模式設計，綠能等各種領域都可以

發展共享經濟 

‒ 透過共享機制解決社會問題，兼顧公益與弱勢。例如透過對居住生活型態的重新想像，

以共享社會住宅等方式解決高齡照護問題 

 認同由在地文化發展而出的社會力、創造力，希望透過發揮台灣文化實力，協助台灣立足

全球 

‒ 希望著重在地族群的文化保留，以「文化方舟」概念發展，文化並非是單純活動，須由

日常生活著手，透過找出文化關鍵人物，推動古法及生活型態保存、後續帶動就業才可

引領人才回流 

‒ 文化不僅是與設計、藝術發展有關，也和社會創造力有關。當一個國家的創造力高度發

展，才能吸收更多元的國際人才聚集、並讓當地人才留下 

 

從青年意見領袖訪談發現，受到所處世代環境影響，青年希望政府能協助指引未來方向，

協助其掌握未來發展所需的多元能力；同時青年與在地的連結很深，關懷在地社區、弱勢族

群等，希望能透過資源重整促進流動，協助其取得有效幫助在地發展之資源；同時，青年亦

勇於擁抱創新作法，希望透過不同服務模式設計，讓共享機制打破既有運作模式，找出舊問

題的新解方；最後，青年認同台灣在地文化力，希望透過發揮文化對社會和政治影響力，找

到台灣的國際新定位。 

 

二、專家工作坊 

(一)研究執行方式 

透過與不同地域、領域專家接觸，補充重要需求並探索可能解決方案。專家工作坊共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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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10場，並分散於全台六區舉辦，邀請在地之社團代表、產業界、學者專家、地方政府代表

等，分別針對「推動跨域創新創造安老新典範」、「加速創新啟動產業升級」、「發展永續經

濟帶動在地繁榮」、「促進人才發展」、「推動智慧農業與循環經濟」等主軸進行討論。 

 

(二)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總計專家工作坊參與人數達 170人。參與專家之基本資料如圖 3-2所示，說明如下： 

 在性別部分，「男性」佔 76%；「女性」佔 24% 

 在領域部分，以「產業」人士為主，佔 62.0% 

 在行業別部分，除了其他類外，以「一般服務業」的比例為最高，佔 22.5%；其次為「科技

服務業」(14.5%)及「製造業(科技)」(11.0%) 

 在職級部分，以「管理職」之比例為最高，佔 59.5%；其次為「專業人員」(30.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2 參與專家之基本資料 

 

(三)需求 

將各場次討論之需求，並依社會、科技、經濟、環境、教育等領域進行整理，重點摘要

如下： 

 社會：關心高齡者在地安老的環境，並希望透過科技協助發展銀髮產業，包括智慧輔具、

通訊醫療、遠距照護/監控等，運用科技減少無效醫療與資源浪費。同時，也關心低生育率

問題，並提出透過彈性工時、遠距上班制度，或是彈性公托服務等，滿足雙薪家庭兼顧家

庭與工作需求。另外希望能解決土地、房價等問題，縮減階級差距；同時關心新住民在社

會融入及社會認同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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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者可安心自在的在宅安老、出入行動皆方便，滿足食衣住行育樂六大基本生活以及

身心關懷需求 

‒ 透過非正式照顧者補足長照服務缺口，老人亦可協助社區托幼，增進代間互助合作與情

感交流 

‒ 希望以科技協助銀髮健康產業發展，如智慧輔具、通訊醫療、遠距照護/監控等，讓長者

健康安全老化，並運用生理數據發展 AI精準醫療，減少無效醫療與資源浪費 

‒ 讓父母可兼顧家庭與工作，可以選擇彈性工時或者遠距上班的制度，工作之餘亦可顧及

家中幼兒 

‒ 重新提倡育兒概念，扭轉多數年輕人不婚不生的價值觀，社會並給予經濟支持、減輕育

兒負擔 

‒ 雙薪家庭難以全日照顧幼兒，除了彈性公托服務外，亦可鼓勵企業興辦幼兒園，解決家

長托育需求 

‒ 滿足青年與弱勢之平價租屋需求，並健全不動產稅制，讓房價回歸合理區間，縮減貧富

差距 

‒ 新住民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同，與國人進行深度文化雙向交流，成為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原

生公民 

‒ 健康的高齡者期望對社會做出貢獻，友善的就業和社會參與文化可望協助技能傳承，創

造更好的社會氛圍 

 

 科技：希望智慧科技可以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應有廣泛應用，同時也能滿

足偏鄉地區對於公共資源的需求。因此需要促進新興科技普及應用的友善環境及法規制

度，包括提供程序一致、透明、職責明確且安全防護的資料取用環境、完善資安法律的規

範或防範措施等，同時也需要擴大各界對新興科技發展的溝通與討論，排除新興科技發展

可能產生科技倫理等疑慮 

‒ 藉由未來科技滿足高品質智慧生活的需求，智慧科技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

面應有廣泛應用，並協助產業轉型，亦需緊扣『以人為本』的觀念，人性關懷應獲重視 

‒ 以科技完善偏鄉地區對於公共資源的需求，如發展無人載具、遠距醫療、圖書館(含數位

學習資源) 

‒ 促進新興科技普及應用的友善環境及法規制度，加速創新成果落地並發揮效益，滿足各

領域對新科技發展應用的期待 

‒ 擴大各界對新興科技發展的溝通與討論，滿足民眾對排除新興科技發展可能產生科技倫

理等疑慮的需求 

‒ 透過完善資安法律的規範或防範措施，滿足政府對國家安全、企業對商業機密及民眾對

個資隱私等資安需求 

‒ 提供資安因應強化措施，提高中小企業或傳統企業的風險意識並滿足資安需求，並避免

可能衍生的隱私侵害隱憂 

‒ 希望政府能提供程序一致、透明、職責明確且安全防護的資料取用環境，以促進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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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企業間的資料融合 

‒ 希望政府能鬆綁新科技運用的相關法規，完善驗證場域環境，以加速新科技運用商業化 

 

 經濟：關心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在面對轉型升級之不同問題，包括製造業在數位轉型

下專業人才、軟體等資源不足、上下游資訊缺乏、國際市場開拓問題等；另外在服務業有

低薪、商圈特色不足等問題；在農業方面，有人力老化、青年不願投入等問題。面對上述

問題，專家亦提出多種解決方案，包括透過大數據、AI、5G等多種新科技的結合，發揮跨

域創新效益，促進產業加值轉型；另外也希望政府能多支持以新科技解決社會問題的新創

企業。最後，專家也關心勞工在科技發展下能否與時俱進、提升勞動技能，同時也認為應

保護彈性勞工者的福利環境 

‒ 協助中小企業透過資訊整合、共建平台、產研合作、以大帶小的方式，滿足企業對於數

位創新、升級轉型上的需求 

‒ 協助服務業發展在地特色產業、搭配線上通路、行動支付等科技運用，協助廠商走出去

拓展商機 

‒ 協助農業走高附加價值產業，應增加農業科技化、智慧化所需的軟硬體設施，協助引導

農民種植方向，並解決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 

‒ 希望改變轉型思維，重視人才及軟體資源 

‒ 重視二代接班問題，及接班後可能與上代溝通問題 

‒ 希望大數據、AI、5G 等多種新科技的結合，發揮跨域創新 1+1>2的效益，促進產業的加

值轉型 

‒ 期望政府能支持具發展潛力的新創企業，並鼓勵新創善用新科技解決社會的實際問題 

‒ 政府在新創企業成長初期，希望能透過媒合或是稅賦優惠等措施，鼓勵大企業扶植新創，

降低創業風險 

‒ 建立完善、可實際應用的終身訓練來提升勞動技能，並持續追蹤各產業的市場所需技術

來設計訊練課程 

‒ 希望產業能夠納入終身訓練的設計機制中，使課程能充分掌握產業需求，產業應與政府

共同推動勞動轉型 

‒ 希望能建立保障彈性勞工的福利環境，解放工時規範，使勞工與企業供需媒合上更具彈

性，推動高價值的彈性工作環境 

‒ 希望提升吸引國外高階人才的勞動福利，並與移民政策相結合，彌補台灣高階人才缺口 

 

 環境：提出台灣在發展循環經濟下各式問題，包括需要明確的廢棄物管理規範、提高獎勵

機制等，產業也需要建立在地循環的經濟協作網絡，而民眾也需要透過環保教育宣導，建

立循環經濟的觀念。另外針對極端氣候影響，希望民眾與產業都需要掌握對於氣候、環境

等變化及預警，透過更具智慧化的因應模式及指引來提升面對災害的韌性，特別是東部面

對氣候變遷衝擊劇烈，需要更多特殊設施的補助來加以協助 

‒ 需要明確的廢棄物管理規範，由政府協助制訂資源回收再利用認定標準，並完善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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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調機制 

‒ 希望政府鬆綁法規，運用獎勵機制等優惠方案促進產業導入循環技術，並發展循環經濟

商業模式 

‒ 產業需要建立在地循環經濟協作網絡，並形成產學研機構及異業結合的永續經營理念 

‒ 民眾需要藉由政策宣導與教育推廣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等環保教育，以建立循環經濟觀念 

‒ 民眾與產業需要掌握對於氣候、環境以及空氣品質變化並獲得相關預警警示，或取得多

元商業化的服務，整個社會體系以及產業等也需要有更具智慧化的因應模式及指引來提

升韌性 

‒ 希望政府對於環境的威脅以及既成的汙染以更智慧有效的方式進行改善，消費者及企業

需要獲得資料數據之回饋以改變行為並讓資料數據獲得有效加值利用 

‒ 農業需要透過設施的改造來降低氣候風險帶來的損失，尤其在東部氣候變遷衝擊劇烈需

要更特殊設施的補助；基礎設施及產業需要在氣候變遷影響下仍保持安全與穩定；民眾

需要更多元的能源、材料與系統的選擇 

‒ 綠色設施之區位設計需要降低對農業的影響，氣候變遷行動推動如建築的調適需要法規

對應的調整 

‒ 民眾需要透過教育的扎根提升對於氣候風險的認識並具有因應能力 

‒ 各產業需要有足夠的誘因進行節能減碳因應氣候變遷 

 

 教育：關心在生涯不同階段的學習需求，包括協助學童自我探索，增加學習深度；在高教

中整合資源，發展新式學位、技能認證方式促進彈性學制等，同時應加強與職場連結，建

立相關認證機制，讓學以致用；最後針對中高齡學習者，也應該設計適合的學習方式與管

道，創建終身學習平台。另外教育工作者，也應因應教育變革，進行相關能力調整 

‒ 學童期望科技能協助自我探索，增加學習深度、興趣及動機，並支持學童適性就學與升

學無縫接軌，減少家庭經濟負擔 

‒ 滿足學童對公平受教和同儕認同的需求，讓各地的學童課後也能用數位技能求知求學或

建立學習網絡，例如延伸至客廳、餐桌的陪伴式學習 

‒ 為中高齡學習者(不同生命階段)設計適合的學習方式與管道(實體/數位)，創建可連結在

職進修或永續深造的終身學習平台 

‒ 因應跨域人才需求的發展而希望整合高校資源，並發展新式學位、技能認證方式促進彈

性學制 

‒ 希望改變教育體系，加強職場與技專教育的連結，建立相關認證機制，讓學以致用 

‒ 希望政府能有效解決人才外流的問題，以及擴大攬才並創造留才環境 

‒ 需要由家庭教育配合學校教育，使青年擁有正確的價值觀、工作態度及社會責任 

‒ 鼓勵教育工作者發展創新教學方法，提供適當資源(進修/陪伴)協助老師用數位工具更新

教學，增加自我成就感並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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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民 

一、研究執行方式 

本研究開放年滿 16歲以上公民自由報名參加公民集思活動，並依年齡別分為四組，分別

為學生組(16-25歲)、青年組(26-39歲)、輕熟組(40-49歲)、樂齡組(50 歲以上)等，每場次透過

隨機抽籤抽出 35位正取與 5名備取，並考量年齡別、性別、地域別進行分層抽樣。 

活動當天以分桌討論方式進行，透過具專業公民審議經驗的桌長帶領，引導公民討論。

每場次均會討論本計畫所提出的五大需求主題，包括「高齡化社會下可負擔的安老終老與健

康自立」、「新科技發展下的職能調整與終身學習」、「數位時代下的產業創新轉型」、「永

續生存下的能資源高效潔淨循環與在地強韌」、「國際環境與多元社會下的政治透明參與及

公平分配等」。透過將五大需求主題轉換為未來情境故事，引導公民進行未來情境想像與需

求探索，以蒐集公民對未來之需求。 

 

二、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總計 8 場活動報名人數 631 人，實際參與 261 人。參與公民之基本資料如圖 3-3 所示，

包括： 

 在性別部分，「男性」佔 50.2%；「女性」佔 49.8% 

 在年齡部分，以「20-29 歲」(30.3%)、「40-49歲」(20.3%)及「30-39歲」(18.0%)比例較高 

 在教育程度部分，以「大專院校」之比例為最高，約佔 57.9%；其次為「研究所以上」(31.8%) 

 在職業部分，以「服務業」之比例為最高，約佔 31.8%；其次為「學生」(28.0%) 

 在地區部分，以「北部地區」的比例為最高，佔 49.4%；其次為「南部地區」(25.7%)及「中

部地區」(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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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3 參與活動之公民基本資料 

 

三、需求 

將各場次所提之需求，以各世代方式進行彙整，分列如下： 

 

(一)樂齡組(50歲以上) 

 希望以科技輔助照顧與陪伴，融入人性，讓科技更符合高齡者需求 

‒ 須平衡城鄉醫療分配，並提供可負擔的社區照護及線上醫生 

‒ 長照也要照顧心理需求，應善用科技協助溝通與陪伴；期望設立家庭護照，方便家人在

顧及隱私下協助照顧、就醫 

‒ 建立超高齡社會可永續的健保制度；同時需健全長照制度、人才薪資、就業環境及居家

醫療等 

 應改變工作型態和社會參與方式，增加高齡者貢獻、服務社會和終身學習的機會 

‒ 工作應因應科技而變，如創造新工作型態或能在家工作 

‒ 應整合政府與企業資源、提供研發經費，以科技協助長者進入社會活動、發揮專長，如

開課、與企業開發適合長者介面 

‒ 政府要有網網相連平台，例如人力&教育、終身學習，配合大數據雙向運用與分享，改善

假新聞，也提升醫療應用發展 

 希望滿足高齡者居住與移動基本需求，並持續追求更多的生活選擇以及跨世代的互動交流 

‒ 長者居住、移動要有無障礙設施和方便的交通工具 

‒ 鼓勵社區參與，以鄰里場所提升長者學習、運動和生活品質；推動政策讓人人有房住，

或以青銀共居建立互助共好關係 



第三章 社會期待台灣 2030 優先解決的需求 

 

39 台灣 2030 跨智庫集思平台 

‒ 發展高齡經濟讓退休生活有更多選擇，如交通、旅遊等；也需要促進世代互動，如老小

樂園或讓退休人士帶小孩 

 關切環境與健康影響，期望減少能資源消耗，但保有生活品質和更多的安年選擇 

‒ 推動友善無毒農業科技，改善食安問題，協助個人健康管理 

‒ 政府應透過法規增加節電效率及再生能源配比，同時協助企業和民眾在能夠兼顧生活品

質下，追蹤並減少能源消耗 

‒ 資源短缺應簡化死亡儀式並廣推生前承諾，另可推科技舍利子，留給子孫；要有條件的

安樂死，提供多元的安年選擇 

 

(二)輕熟組(40-49歲) 

 希望用科技確保糧食來源，發展循環經濟以自足 

‒ 居家、校園空間等可達到在地循環，如小型自主智慧社區 

‒ 為減少糧食短缺，須發展食物膠囊科技、提升人工養殖的質與量 

‒ 須控管高經濟作物的技術外流 

‒ 須保留農地，增加公園綠地與蔬果種植空間 

‒ 環境教育可更融入教育體制，強化全民防災意識 

 希望建立高齡社會人際扶持網絡 

‒ 政府公辦(或企業投資)高齡共同住宅或養生村，運作模式由居民決定，硬體結合醫療科

技追蹤，結合住家醫療與長照 

‒ 落實長照時間銀行機制，解決長照人力不足問題 

‒ 因應高齡化社會，產品也須分齡設計，需要整合營養、運動、促進健康等面向的專業人

士教導，如青春不老管理師 

‒ 因應回鄉養老或在地老化者的醫療資源需求，需規劃更完善的基礎建設與移動方式 

 希望透過共享平台提升資訊透明，發展在地農業及觀光 

‒ 建立各種共享平台透明化資訊，如非常態性工作通知、產銷紀錄公開等，避免榖賤傷農

等情況發生 

‒ 需建立輔以科技支援的機制，支持在地農業觀光的人才培訓，同時為促進青銀留鄉發展，

應發展以觀光為主的產業(非工業)，塑造在地特色 

‒ 利用關稅將出口農產品獲利回饋社會，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希望運用科技於政策、網路監督，保護人民權益 

‒ 需要有機制監督選前政見落實 

‒ 智慧城市需要配套法規協助運作(如資安防護，網路警察) 

‒ 科技日益發展，法律規範須與時俱進，減少灰色地帶，釐清責任，以保護自身權益 

‒ 移工跨國性流動更頻繁，須重新檢視外籍人士來台工作或取得身份證的相關法規，才能

真正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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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組(26-39歲) 

 以科技協作工作，融入人性，讓科技更符合青年的需求 

‒ 工作更加便利，有更多時間與機會跟家人、朋友相處 

‒ 利用科技做到能源監控與管理，導入類似智慧物聯網的概念 

‒ 關鍵技術如 AI技術由資本家把持，將造成貧富差距的問題，應該建立制度避免技術壟斷 

‒ 制訂 AI相關使用法規，如個資保護 

 期待政府在高齡化社會提供更有力作為 

‒ 高齡族群更加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高齡者擁有自己的勞動市場，甚至由法律保障晉用

高齡勞工的比例 

‒ 建構高齡照護安全網，如建立安養中心、青銀共居，或政府強制要求企業提供商業保險

彌補健保的不足 

‒ 需要健全長照制度、人才薪資、就業環境及居家醫療等；經費可由商業保險或其他稅收

支付 

 終身學習更多元、自主學習制度更健全 

‒ 個人職涯與終身學習要朝向更多元發展，落實適性教育 

‒ 健全自主學習制度，以人為本的學位設計，整合自主學習學分、學位制度規劃 

‒ 需要非正規教育的認證系統 

‒ 因應少子女化與大學倒閉潮，應透過合理制度與誘因吸引外國學生來台就讀，並進一步

留才或吸引高階人才來台 

 政府資訊更透明、政策需持續被追蹤 

‒ 建立有效的政府監督系統，讓公民可以持續監督政府 

‒ E化投票，增加年輕人參與，並建立政治人物政見落實機制 

‒ 政治中心的調整，以平衡區域 

‒ 提升民眾判別訊息真偽與訊息來源可信度的能力 

‒ 制度上應放寬新住民與外籍人士參政權，讓新住民的聲音被充分表達，如導入數位化身

份證明，方便線上投票 

 

(四)學生組(16-25歲) 

 用科技打造身心健康的宜居環境 

‒ 產學合作、結合更多地方社群，發展共享循環經濟 

‒ 因應全球性的氣候變遷，須發展人人可負擔、可因應氣候變化的裝備，及強化環境災害

預防等。除此之外，也須因應區域環境問題(如霧霾) 

‒ 透過科技確保人類能攝取到充分營養的食物 

 重視高齡社會影響、建立共享及互信社會 

‒ 高齡化社會，人類退休年齡延長，可能改變失業定義，須讓失業人口仍有就業機會，並

顧及其意願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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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三明治族群需求，須由民間與公部門共同設置長照機構 

‒ 房價居高不下，建議閒置建物作為國宅，落實居住正義 

‒ 需建立相互信任的社會，共享/共乘經濟才能更有效推動，也因此心理需求相關產業將越

發蓬勃(例如：行動張老師) 

 重視科技發展下之產業轉型與職能調整 

‒ 區塊鏈去中心化恐讓許多產業消失，需協助產業轉型 

‒ 利用新科技整合各方資源，提升自主學習與培養多元技能 

‒ 因應軟硬體與平台崛起，為更貼近使用者需求，須更著重人文關懷，人文領域工作機會

應增加 

‒ AI一方面補足人力不足行業，但也取代部分工作，未來人類的工作權需要被保障 

‒ 對使用 AI或自動化科技的企業徵稅(如機器稅、智財稅)  

 科技改變國界認知，宜鬆綁政治參與門檻 

‒ 資源分配恐因流通性變高更加不均，應更完善社會福利政策與制度規範，平衡落差，例

如對高獲利企業課稅 

‒ 需積極因應假消息，重視媒體識讀教育的落實及法規即時因應 

‒ 國際關係更加複雜，國界認知可能因科技便利而改變，未來可能不再有地理限制和認同 

‒ 放寬政治參與門檻，透過人臉辨識技術可在家投票 

‒ 透過監督平台，提高政府自身可被信賴的問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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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卷調查 

一、研究執行方式 

透過問卷調查台灣民眾認為未來 10 年政府應該優先解決的議題，以 16 歲以上台灣人口

結構為母體，依照性別、年齡、居住縣市等條件進行樣本配置，針對未來 10 年於社會、科技、

經濟、環境、政治等 STEEP 五大構面下的潛在問題與需求，調查民眾關注的前三大議題，最

後排序出政府應該優先解決的前五項議題，了解政策優先性。於 2019/9/16~9/30 進行線上問

卷調查，共完成 3,116份有效樣本。 

 

二、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整體樣貌如圖 3-4所示，分析如下： 

 在性別部分，「女性」佔 50.9%；「男性」佔 49.1% 

 在年齡部分，以「40-49 歲」(18.2%)、「30-39歲」(17.7%)及「50-59歲」(17.7%)比例較高 

 在居住地區部分，以「北部區域」的比例為最高，佔 45.3%；其次為「南部區域」(26.9%)

及「中部區域」(22.0%) 

 在教育程度部分，以「大學或學院」之比例為最高，約佔 40.4%；其次則依序為「高中/高

職」(27.5%)及「專科」(16.1%) 

 在家庭組成部分，以「核心家庭」的比例為最高，約佔 53.5%；其次則為「夫婦家庭」(20.6%)

及「單人家庭」(13.7%) 

 在職業部分，以「服務業」之比例為最高，約佔 29.0%；其次為「退休人士」(18.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4 問卷調查之受訪者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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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求 

按社會、科技、經濟、環境、政治等構面之問題與需求「關注度」排序分別為： 

 社會構面前三大問題與需求： 

‒ 高齡化社會下的健康安老與長照需求增加 

‒ 青年低薪與價值觀變化，不婚不生少生使我國少子化情形更加嚴重 

‒ 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科技構面前三大問題與需求 

‒ 數位時代下資訊量爆炸，卻有資訊真偽辨別的問題 

‒ 通訊技術應用無所不在，增加對個人隱私與資訊安全的需求 

‒ 過度依賴科技從事社交活動，卻有強化社會人際關係網絡的需求 

 經濟構面前三大問題與需求 

‒ 產業結構轉型不易，勞工持續面對低薪困境 

‒ 隨著非全職就業者增加，其勞工福利需要被保障 

‒ 未來工作樣態將有劇烈變化，需要提升既有工作技能 

 環境構面前三大問題與需求 

‒ 自然環境惡化，使潔淨生活要素(如水、空氣等)的取得難度增高 

‒ 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基礎設施環境(排水、電力供給等)抗災能力不足 

‒ 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如強颱、強降雨等)，增加對民眾生命及財產的威脅 

 政治構面前三大問題與需求 

‒ 網路資訊流通快速，但不正確的網路資訊容易干擾民眾判斷 

‒ 社群網絡帶動輿論風向，容易引發社會不安與政治波動 

‒ 兩岸局勢變化，台灣民眾對未來兩岸發展方向意見分歧 

 

針對政府應優先解決的問題與需求，整體排序如表 3-1 所示，前 5 大政府應優先解決的

問題與需求，重點分析如下： 

 No.1：高齡化社會下的健康安老與長照需求增加(43.1%) 

‒ 超過 43%的民眾選擇「高齡化社會下的健康安老與長照需求增加」為最需要優先解決的

議題之一 

‒ 如進一步深入分析，50 歲以上民眾即對此一議題關注高於平均(46.7% vs 43.1%)；同時隨

著即將退休，關注度有增加趨勢(60~69歲達 57.1%) 

‒ 如同時考慮年齡與職業的關係，對於農林漁牧業來說，高強度工作使得此群體較其他職

業提前 50 歲後即對於此議題更為關心(63.6%)；60 歲以後則不論何職業均過半數比例關

注此議題 

 No.2：青年低薪與價值觀變化，不婚不生少生使我國少子化情形更加嚴重(37.7%) 

‒ 超過 37%的民眾選擇「青年低薪與價值觀變化，不婚不生少生使我國少子化情形更加嚴

重」為最需要優先解決的議題之一，並以 20~39 歲的青壯年世代對此一議題關注度最高 

‒ 其中，在青年世代(20~29 歲)以職業較為弱勢者對此議題反應更為明顯(如 20~29 歲待業



第三章 社會期待台灣 2030 優先解決的需求 

 

台灣 2030 跨智庫集思平台 314 

者及服務業關注程度分別為 49.1%、43.7%) 

 No.3：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造成社會動盪不安(33.2%) 

‒ 超過 33%的民眾選擇「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為需要優先解決的

議題之一，並以 30~49 歲的中壯年世代對此議題關注程度最高 

‒ 特別在教育程度較低(如：40-49歲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關注程度為 54.5%)及職業較為

弱勢者對此議題更為關注(如：30-39歲待業者及家管關注程度分別為 51.2%、48.0%) 

 No.4：產業結構轉型不易，勞工持續面對低薪困境(29.6%) 

‒ 超過 29%的民眾選擇「產業結構轉型不易，勞工持續面對低薪困境」為需要優先解決的

議題之一，並以 20~39 歲的青壯年世代對此一議題關注度最高 

‒ 特別是職業較為弱勢者(如 20-29歲家管、待業者、服務業關注程度分別為 52.6%、47.4%、

43.0%)，及教育程度較高者對此議題更為關注(如 20-29 歲大學(38%)及碩士以上(41.4%)

的民眾及 30-39歲大學(37.4%)及碩士以上(40%)的民眾) 

 No.5：數位時代下資訊量爆炸，卻有資訊真偽辨別的問題(25.7%) 

‒ 超過 25%的民眾選擇「數位時代下資訊量爆炸，卻有資訊真偽辨別的問題」作為需要優

先解決的議題之一 

‒ 特別在 16-19 歲、20-29 歲以及 70 歲以上等三群民眾，皆有超過三成認為此議題重要，

呈現年輕與高齡兩端的 M 型化結構 

 

表 3-1 政府應優先解決的問題與需求排序 

名次 項目別(n=3,116) 百分比 

1 高齡化社會下的健康安老與長照需求增加 43.1% 

2 青年低薪與價值觀變化，不婚不生少生使我國少子化情形更加嚴重 37.7% 

3 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33.2% 

4 產業結構轉型不易，勞工持續面對低薪困境 29.6% 

5 數位時代下資訊量爆炸，卻有資訊真偽辨別的問題 25.7% 

6 兩岸局勢變化，台灣民眾對未來兩岸發展方向意見分歧 23.9% 

7 網路資訊流通快速，但不正確的網路資訊容易干擾民眾判斷 22.6% 

8 社群網絡帶動輿論風向，容易引發社會不安與政治波動 20.8% 

9 通訊技術應用無所不在，增加對個人隱私與資訊安全的需求 19.0% 

10 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基礎設施環境(排水、電力供給等)抗災能力不足 18.5% 

11 隨著非全職就業者增加，其勞工福利需要被保障 17.8% 

12 自然環境惡化，使潔淨生活要素(如水、空氣等)的取得難度增高 17.6% 

13 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如強颱、強降雨等)，增加對民眾生命及財產的威脅 16.3% 

14 平均壽命延長，對於發展事業第二春需求上升 14.9% 

15 民眾對環境永續(如零浪費、低污染等)之經濟發展模式的期待增高 14.2% 

16 未來工作樣態將有劇烈變化，需要提升既有工作技能 12.9% 

17 獨居人口增加，人際關係的疏離衍生社會安全問題 11.9% 

18 全齡通用設計環境不足，高齡與弱勢者生活便利性欠佳 11.6% 

19 六都磁吸效應使城鄉差距惡化，區域資源分配極度不均(如醫療、教育) 10.5% 

20 極端氣候造成糧食短缺，使得取得糧食的成本增加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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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項目別(n=3,116) 百分比 

21 未來數位學習管道將更加多元，但價格昂貴可能增加學習負擔 9.6% 

22 數位科技的發展快速，產生數位工具技能與職場需求出現落差 8.7% 

23 過度依賴科技從事社交活動，卻有強化社會人際關係網絡的需求 8.7% 

24 
隨著新型態社交工具的發展(如虛擬實境、社交機器人)，需要適應新科技帶來的社交型

態改變 
8.2% 

25 極端氣溫變化(如霸王級寒流、熱浪等)，個人身體承受或適應力不足 8.0% 

26 網路金融全面普及，將改變民眾消費、投資習慣(如行動支付等) 7.9% 

27 保護主義影響全球經貿發展，亦影響台灣對外的經濟、貿易關係 7.5% 

28 性別與族群平權意識提升，需要多元文化包容 7.0% 

29 運用網路、手機等新媒體使民眾獲取資訊管道多元，政策透明度及公民參與需求提升 6.9% 

30 高階人才不足(如科技、數位人才)，難以支持國內產業轉型 6.4% 

31 隨著科技的發展快速，需要增加更多的科技人文關懷(如幸福科技等) 5.5% 

32 新興國家市場崛起，影響企業及民眾未來貿易、投資方向 4.0% 

備註：%代表 3,116份樣本中，將該議題勾選為前 5項政府應該優先解決的問題與需求的人數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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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專家 

一、研究執行方式 

透過出國拜訪全球與台灣在社會、經濟、環境有密切互動之代表單位，由該國觀點探討

在未來趨勢下，台灣可扮演之積極角色與價值定位，總計拜訪 30位國際專家。 

 

二、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本計畫拜訪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重要產官學研單位，包括： 

 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日經 BP 綜合研究所、三菱綜合研究所(MRI) 

 韓國：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世界區域研究所、西江大學國際研究所、西江大學

企管系、韓國科學技術企劃評價院(KISTEP)技術預測中心、韓國代表處經濟組 

 新加坡：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市區重建局、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新加坡理工大學、新加坡

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新加坡未來政策研究中心、Neste Singapore(再生能源部門)等 

 

三、需求 

以下將各國專家所提出之需求與建議，綜整如下： 

 該國面臨的主要挑戰 

‒ 日本農業現場與台灣困境相近，面臨後繼無人、超高齡化問題。因此除了導入廣泛引進

ICT 設備，應用感測器數據及大數據等推動栽培管理之最適化外；另一方面也透過數據

共享推動價值鏈整體最適化，實現「智慧農業」目標，期望能增加競爭力、生產力 

‒ 未來十年韓國與台灣面臨同樣的問題，少子化將日益嚴重，韓國花 143 兆韓元提供補助

托育、教育補助、懷孕補助，但效果不顯著。對於韓國而言，少子化最大癥結點在於不

結婚的問題，政策應從根本下手如何讓民眾願意結婚，台灣也可參考 

‒ 韓國大學畢業薪資為 300 萬韓元(約 8 萬台幣)，在此薪資水準下還是有找不到人才的狀

況，主要為高齡少子化使大學畢業生供給減少，連帶影響經濟成長率，故也將提出一系

列移民、外勞政策以解決勞動力問題 

‒ 目前韓國在推動數位轉型上，對於勞動力也有提供相應的在職訓練，不過勞動力在心態

上難以接受，仍希望保有原來工作的問題，也需要政府持續推動解決方案 

‒ 新加坡年輕人有「代際流動」緩慢的問題，使得社會矛盾變得非常尖銳。解決方式包括：

(1)政府擴大幫助年輕人(2)調整教育方針，社會問題大部分和教育問題相關 

 該國對未來關心的議題 

‒ 日本在 Society5.0 的框架下，經產省推動「Connected Industries」具體政策，期望從移動

(Mobility)、製造與機器人、生技與素材、工廠與基礎建設的保全、智慧生活等五大領域，

以 IoT 串聯萬物、產生數據，改變整體生產力，協助產業與科技發展，協助製造業和中

小企業更加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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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在數位經濟發展上仍屬於初階狀況，未來經濟發展可歸納為三項重點：1)技術發展

與創新推動；2)解決原有產業的抗拒轉型問題，需要政府控制數位轉型變化速度；3)重視

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能量追趕等 

‒ 新加坡是貿易型國家，國際貿易額佔總 GDP 比例大，區域穩定跟國內政策環境穩定有關

係，所以花不少時間做區域型天災模擬，例如印尼、菲律賓、緬甸跟泰北各種震災，以

及注意災後消滅城鎮而產生的難民問題等，區域穩定才能讓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穩定，

並有良好發展 

‒ 新加坡可能面臨的大型災害是恐怖攻擊。因此，政府常常進行不同宗教、種族的和平宣

導。另外，還推動很多社會運動(像是禮貌運動)以維持社會和諧 

 該國認為台灣未來應考量的重要議題 

‒ 大數據、機器人、自動化都是未來顛覆社會的幾個重要科技，以產業數位轉型為例，新

加坡目前已針對保險從業人員，進行未來需要的電腦技巧相關訓練 

 該國對台灣未來的建議 

‒ 從政府角度構思邁向長期的價值定位，仍需要衡量整體國際趨勢，並且可能要盡量避免

美中兩強各立標準的情況，否則選邊站可能會導致效益縮減    

‒ 建議台灣可持續強化資通訊科技產業，包含半導體、面板產業等，和日本截長補短、往

更具發展前景的垂直領域前進，例如發展自駕車、醫療照護、智慧製造和基礎建設等 

‒ 台灣有大量的居家照護員，但薪資水準不高，所以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臨床人員

不願做居家照服員或居家物理治療師。從醫院到社區的照護系統及居家照護，這是未來

的重要趨勢，並且可減少國家醫療資源浪費 

‒ 台灣應把重點放在健康照護、健康提升和疾病預防，增加國民整體的健康或鼓勵運動，

都會比把健保資源放在長照來得好 

‒ 建議台灣政府：加強國際曝光(international exposure)、推動多樣化產業(只加強半導體產

業會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中的危機)、教育要跟世界接軌、建設友善高齡者的基礎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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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分析 

以下就本計畫從專業人士(青年意見領袖、專家工作坊)、實體公民集思活動、線上問卷調

查、國際專家所徵集之不同需求，進行比較分析，並分別依社會、經濟、環境、科技、教育等

構面進行說明。 

 

一、社會面 

在專業人士方面，由於青年與在地的連結很深，青年意見領袖主要關心在地社區、弱勢

族群等，希望政府能促進土地、地方資源分配等資源流動，協助其取得有效幫助在地發展之

資源。而專家工作坊則關心高齡者在地安老的環境，並希望透過科技協助發展銀髮產業，包

括智慧輔具、通訊醫療、遠距照護/監控等，運用科技減少無效醫療與資源浪費。同時，專家

也關心低生育率的問題，並提出透過彈性工時、遠距上班制度，或是彈性公托服務等，滿足

雙薪家庭兼顧家庭與工作需求。另外青年意見領袖和專家均提到希望能解決土地、房價等問

題，縮減階級差距；同時關心新住民在社會融入及社會認同等問題。 

在實體公民方面，高齡者希望以科技輔助照顧與陪伴，而居住、移動要有無障礙設施和

方便的交通工具，讓科技工具更符合自身需求；同時高齡者也希望能增加其貢獻、服務社會

機會，透過開發適合長者使用介面等方式，讓高齡者也能持續發揮所長。另外青年、中壯年

公民也希望政府能完善長照、養老環境，以預備未來將面對的高齡生活。 

在線上問卷調查可以發現，在社會構面上，1)高齡化社會下的健康安老與長照需求增

加、2)不婚不生少生使我國少子化情形更加嚴重、3) 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對立造成社會動盪

不安等，為民眾主要關心問題。 

在國際專家方面，新加坡專家建議台灣應把重點放在健康照護、健康提升和疾病預防，

增加國民整體的健康或鼓勵運動，都會比把健保資源放在長照來得好；另外韓國和台灣一樣

面臨少子化日益嚴重問題，並認為最大癥結點在於不結婚的問題，因此未來政策將以此來著

手，並提供台灣參考。 

 

二、經濟面 

在專業人士方面，青年意見領袖認同共享精神，希望改變過往規模經濟思維，透過服務

模式設計發展各領域的共享生態；另外青年意見領袖亦相當認同台灣的在地文化實力，可以

由文化創意，協助台灣立足國際。而專家工作坊則關心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在面對轉型

升級之不同問題，包括製造業面對數位轉型下專業人才、軟體等資源不足、上下游資訊缺乏、

國際市場開拓問題等；另外在服務業有低薪、商圈特色不足等問題；在農業方面，有人力老

化、青年不願投入等問題。面對上述問題，專家亦提出多種解決方案，包括透過大數據、AI、

5G等多種新科技的結合，發揮跨域創新效益，促進產業加值轉型；另外也希望政府能多支持

以新科技解決社會問題的新創企業。最後，專家也關心勞工在科技發展下能否與時俱進、提

升勞動技能，同時也認為應保護彈性勞工者的福利環境。 

在實體公民方面，中壯年亦提出希望透過共享平台，達成資訊透明化效果，避免榖賤傷

農情況；同時希望能塑造在地特色、發展在地產業，促進青銀回鄉。青年則提出希望運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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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讓工作更加便利，有更多時間與機會跟家人、朋友相處。而學生則是重視科技發展下之產

業轉型與職能調整，擔心未來 AI、區塊鏈等科技發展對工作取代等問題。 

在線上問卷調查可以發現，在經濟構面上，1)產業結構轉型不易，勞工持續面對低薪困

境、2)隨著非全職就業者增加，其勞工福利需要被保障、3)未來工作樣態將有劇烈變化，需

要提升既有工作技能等，為民眾主要關心問題。 

在國際專家方面，日本專家建議台灣可持續強化資通訊科技產業，往更具前景的垂直領

域發展，例如自駕車、醫療照護、智慧製造等。另外日本專家也提到日本農業現場困境與台

灣相近，面臨後繼無人、超高齡化問題，日本透過實現「智慧農業」目標，期望能增加競爭

力和生產力。而韓國專家則提醒，勞動面對數位轉型，在心態上較難以接受，需要政府持續

推動解決方案。 

 

三、環境面 

在專業人士方面，專家工作坊提出台灣在發展循環經濟下各式問題，包括需要明確的廢

棄物管理規範、提高獎勵機制等，產業也需要建立在地循環的經濟協作網絡，而民眾也需要

透過環保教育宣導，建立循環經濟的觀念。另外針對極端氣候影響，希望民眾與產業都需要

掌握對於氣候、環境等變化及預警，透過更具智慧化的因應模式及指引來提升面對災害的韌

性，特別是東部面對氣候變遷衝擊劇烈，需要更多特殊設施的補助來加以協助。 

在實體公民方面，高齡者關切環境對健康影響，也期望能透過法規增加節電效率及再生

能源配比，協助企業和民眾在能夠兼顧生活品質下，追蹤並減少能源消耗；中壯年則提出希

望發展循環經濟以自給自足，包括居家、校園空間等可以達到在地循環等；另外也應強化全

民防災意識。而學生則是希望為因應全球性的氣候變遷，須發展人人可負擔、可因應氣候變

化的裝備，並強化環境災害預防等。 

在線上問卷調查可以發現，在環境構面上，1)自然環境惡化，使潔淨生活要素(如水、空

氣等)的取得難度增高；2) 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基礎設施環境(排水、電力供給等)抗災能力不

足；3)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如強颱、強降雨等)，增加對民眾生命及財產的威脅等，為民眾主

要關心問題。 

在國際專家方面，新加坡專家提到，由於新加坡是貿易型國家，花不少時間做區域型天

災模擬，例如印尼、菲律賓、緬甸跟泰北各種震災，並注意災後消滅城鎮而產生的難民問題，

以維持區域及其國內經濟環境穩定。 

 

四、科技面 

在專業人士方面，專家工作坊提出希望智慧科技可以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

面應有廣泛應用，同時也能滿足偏鄉地區對於公共資源的需求，因此需要促進新興科技普及

應用的友善環境及法規制度，包括提供程序一致、透明、職責明確且安全防護的資料取用環

境、完善資安法律的規範或防範措施等，同時也需要擴大各界對新興科技發展的溝通與討

論，排除新興科技發展可能產生科技倫理等疑慮。 

在實體公民方面，各世代均提出希望透過科技運用達成不同目標，高齡者希望運用科技

輔助照顧與陪伴、中壯年希望運用科技確保糧食來源、青年提出希望運用科技協助工作。而



第三章 社會期待台灣 2030 優先解決的需求 

 

台灣 2030 跨智庫集思平台 320 

學生則是希望運用科技整合各方資源，提升自主學習與培養多元技能。另外各世代均希望透

過運用科技於政策、網路監督，保護人民權益。 

在線上問卷調查可以發現，在科技構面上，1)數位時代下資訊量爆炸，卻有資訊真偽辨

別的問題；2)通訊技術應用無所不在，增加對個人隱私與資訊安全的需求；3) 過度依賴科技

從事社交活動，卻有強化社會人際關係網絡的需求，為民眾主要關心問題。 

在國際專家方面，日本專家提出，日本透過推動「Connected Industries」政策，期望以 IoT

串聯萬物、產生數據，改變整體生產力，協助產業與科技發展，協助製造業和中小企業更加

精進。 

 

五、教育面 

在專業人士方面，青年意見領袖認為青年面對碎片化的資訊、選擇太多喪失方向感，因

此希望能有明確資訊引導生涯多元發展。而專家工作坊則關心在生涯不同階段的學習需求，

包括協助學童自我探索，增加學習深度；在高教中整合資源，發展新式學位、技能認證方式

促進彈性學制等，同時應加強與職場連結，建立相關認證機制，讓學以致用；最後針對中高

齡學習者，也應該設計適合的學習方式與管道，創建終身學習平台。另外教育工作者，也應

因應教育變革，進行相關能力調整。 

在實體公民方面，高齡者希望政府要有網網相連平台，協助終身學習；青年則希望個人

職涯與終身學習要朝向更多元發展，落實適性教育，並健全自主學習制度；學生也希望能利

用新科技整合各方資源，提升自主學習與培養多元技能。 

在線上問卷調查可以發現，在教育相關議題上，包括 1) 平均壽命延長，對於發展事業第

二春需求上升、2)隨未來工作樣態將有劇烈變化，需要提升既有工作技能、3) 未來數位學

習管道將更加多元，但價格昂貴可能增加學習負擔等，為民眾主要關心問題。 

在國際專家方面，新加坡專家提到，新加坡年輕人有「代際流動」緩慢的問題，使得社

會矛盾變得非常尖銳。解決方式之一為調整教育方針，讓代際互助融入教育中。 

 

由上述各界需求徵集可知，無論青年、公民、專家，在社會面上，無非希望善用科技協

助日常生活，使超高齡社會更樂活，不論性別、年齡、族群身分地位，人人都能享有均等參

與機會與尊嚴保障，滿足不同世代與族群多元需求，追求自我價值的實踐；在經濟面上，希

望能透過科技導入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創新經濟成長動能，亦創造高品質就業，讓企業和勞

動皆獲益。同時正視科技導入必然會取代部分就業，透過協助受衝擊的勞動力轉型，重新調

整技能並引導至從事新的高質工作；在環境面上；希望能強化災害預警，並促進在地環境強

韌發展。透過立基區域特色，發展環境友善的循環生產模式、弭平城鄉資源落差、維持糧食

安全、強化環境調控、打造宜居韌性家園。 

為滿足上述期待，在教育面上，將透過科技達成創新、開放且多元適性的未來學習，讓

未來教育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及個人化的學習建議，讓不同世代均能擁

有方便的適性學習機會。在科技面上，則需要秉持以人為本精神，透過智慧科技引領各領域

創新。於此同時，亦正視科技應用可能帶來隱私侵害、資源不平等疑慮，透過適度規範，讓

科技實現未來安心便利的數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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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 2030 科技願景擘劃 

由前述趨勢挑戰和社會各界需求徵集可知，科技持續高速發展下，其影響已逐漸觸及人

類的生活本質與生存環境，創新成果對於人類所帶來影響不僅提高、更深遠地改變所賴以生

存的社會與環境系統。故科技創新所涵蓋的面向已不僅為科技議題，而進一步涵蓋其所可能

引發之社會、經濟、環境等跨域性影響。 

而在科技發展對社會、經濟、環境等構面影響提高的同時，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環

境等構面所面對之未來趨勢挑戰，亦希望透過科技解方加以緩解，並滿足民眾對未來的多元

需求、達成國家永續目標。 

鑑此，台灣 2030 跨智庫集思平台，提出台灣 2030 願景將從民主、自由及多元文化等台

灣核心價值出發，除了回應台灣社會需求，指引台灣未來發展方向外，亦將呼應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強調台灣經驗在國際上可扮演的角色，讓國際可以和台灣對話。 

因此，台灣 2030科技願景將設立為「台灣 2030—創新、包容、永續」，如圖 4-1所示。

其中，創新、包容、永續之意涵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1 台灣 2030科技願景 

 

一、創新—數位科技驅動的創新社會 

WEF 世界經濟論壇推估，至 2030 年全球數位轉型將產生 120 兆美元的價值；而國際管

理諮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也預測，至 2030 年全球數位經濟產值將達到 28 兆美元，占全

球 GDP 的 30%。回到台灣，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將台灣 2025 年數位經

濟 GDP 占比目標設定為 29.9%。由上述數據顯示，數位化的經濟活動已經開始蓬勃的在日常

生活中發展，掌握數位經濟的脈動是產業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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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產業進入數位創新與競爭時代，台灣需要透過創新驅動產業附加價值提升，達

成經濟成長，同時在各產業內創造高值就業機會，提升人民整體薪資水準。因此，2017年起

政府已透過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5+2 產業創新、AI行動方案等，厚植數位基礎環

境，引導企業朝智慧化、數位化轉型，並逐步累積各式 AI解決方案。 

 

(一)產業創新 

到了 2030年，在製造業方面，透過已經建置完成的各產業「數位轉型輔導支援平台」，

提供中小企業各式應用案例及技術支援管道，加速中小企業數位轉型速度；在服務業方面，

已於各地應用「XR(延展實境)」等新興技術，營造地方歷史人文風貌的虛擬環境，為消費者

帶來身歷其境的體驗，並廣泛利用「AI即時翻譯」，讓服務不受語言隔閡，與境外旅客溝通

無礙，帶動服務業朝國際化轉型，擴大服務貿易發展；在農業方面，已加速農業導入科技應

用，除了能夠提升效率外，透過進一步結合 AI、大數據和物聯網技術，監測環境及天候變數

並精準施放水分及肥料等做法，讓農作物成長更可預期，農民可朝更高經濟作物發展，提高

農民收入。 

 

(二)跨域加乘 

2030年在數位科技高速滲透產業各個層面的背後，已促成一批獨角獸新創企業成形，亦

即包括軟體開發、系統整合、科技顧問等新科技服務業。其主要運用政府、企業間開放資料

所累積建構的「真實數據平台」，搭配人工智慧演算法、物聯網設備與 5G 行動平台，促進跨

領域資料融合，並藉由科技加值發掘創新服務，尤其是商業數據分析加值，並以此為基礎逐

步擴大到企業升級轉型、核心系統改善、雲端服務及資安等應用項目，帶動產業新一波升級。  

 

(三)勞動升級 

在產業變革同時，政府亦關注科技創新帶動產業轉型下，諸如數位轉型、共享經濟等新

興趨勢，帶動職場需求變遷，考驗勞動市場整體適應力。2017 年我國以「5+2 產業創新計畫

人才培訓」方案，建立在職勞工的新興技術(如物聯網、智慧機械等)學習管道，協助產業數位

轉型。2030年將進一步建立專屬於每個勞工的全齡學習帳戶，提供個人多元培訓資訊並整合

數位履歷驗證，可以詳實記錄勞工的學習歷程以及擁有的數位職能，配合數位媒合平台的建

置，讓每個勞工可以掌握新興職場技能需求，取得學習資源，並快速媒合到合適的就業機會。

同時，面對彈性就業趨勢，我國也建立不同就業型態的勞工福利保障，包括提供彈性勞動者

「可攜式」福利機制，讓休假等福利可以累積於勞工本身，不必因為工作轉換而歸零，讓勞

工在擁有彈性安全就業保障下，與科技一同成長。 

 

 

2030年台灣已透過科技導入提高產業附加價值，讓企業與勞工均獲益。知識、創新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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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新經濟要素已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有效擺脫能資源及勞動力要素限制，產業透

過數據加值、虛實整合等創造高附加價值，滿足台灣社會、經濟、環境等需求，形成數位科

技驅動的創新社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2 台灣 2030科技願景-創新 

 

二、包容—跨文化、族群、世代的多元包容社會 

2030年全球 65歲以上人口將超過 10億人，占全球人口比重將達 11.7%8。台灣同樣面臨

高齡化挑戰，加上少子化趨勢，造成 2018年每 10 位青壯年需支持約 2位高齡者，至 2030 年

負擔將增至 3.7位高齡者，不僅青壯年負擔加劇，年金、健保和長照等社福支出將擴大國家財

政缺口。 

 

(一)長幼安居 

2017年政府已推動「長照 2.0」、「5+2產業創新計劃-智慧醫療」、「前瞻基礎建設-數

位建設」等政策，持續整合長照與醫療資源，並導入科技協助緩解人力缺口，照顧有需要的

長者。2030年在「長照 3.0」推動下，更進一步利用大數據整合醫療過程發展精準醫療，甚而

能精準預測、預防疾病發生的預防醫療以達到精準健康，希望建構讓長者能保持身心靈愉悅

的健康樂活共同生活圈。除鼓勵建置社群互助平台，讓長者透過社區服務累積點數，交換未

來服務機制外；亦善用穿戴裝置、通訊醫療等科技，並於生活中導入通用設計等，鼓勵各界

共創長者所需的食衣住行育樂等產品與服務，例如「國台語攏ㄟ通」的語音助理，協助長者

預定行事曆、訂餐、預約掛號等，提供高齡者安心便捷的生活環境。過程中也能促進不同世

                                           
8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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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間的互動交流，讓長幼、青銀間相互協助。完善在地安老的居住環境、福祉科技與生活機

能，讓每位長者享受尊嚴自立的智慧生活，讓台灣成為亞洲福利照顧最好的國家。 

 

(二)青壯樂業 

低出生率導致我國總人口數自 2021年攻頂後將反轉減少，需要產官學共同合作提供育兒

家庭更多的資源與協助，2017 年開始政府持續從居住正義方面給予年輕人與育兒家庭支持，

像是持續興辦社會住宅和推出包租代管和租金補貼等多項措施，緩減青年安居問題。透過整

合一站式政府服務平台，簡化 0-6 歲育兒津貼請領流程，強化對育兒家庭經濟支持，並補助

企業提供托育教保服務或設置托兒所，擴大公私托育體系。以科技協助建立從婚姻生活、懷

孕分娩到育兒的友善環境。 

 

(三)族群多元 

隨著全球化經貿與科技持續發展，亦帶來貧富差距擴大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副作用，需要

政策協助資源適度調整分配，讓在台灣生活的各族群都能享有均等參與機會，並能進一步追

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因此，2017年政府透過「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政策，持續普及智慧

城鄉應用、提升偏鄉醫療品質與完善偏鄉網路建設，縮減城鄉差距。2030年，更將進一步擴

大推動對長者、新住民、外籍人士等各族群平權環境，鼓勵多元社會參與和貢獻所長，發揮

台灣多元文化包容的價值。例如，針對中高齡長者，建立「銀力銀行」媒合高齡者及產業需

求，並透過科技協助其傳承技能或社會再參與；針對新住民，則運用無所不在的 AI 翻譯科

技，協助其克服工作與生活溝通需求，豐富在地文化的多元面貌。此外，透過電子公民(e-

Residency)導入，讓在台工作或外籍人士憑「數位公民證」使用政府業務服務，提供多元便利

的社會參與機會。 

 

2030年台灣已運用科技滿足各民眾切身需求，實現全民共好的智慧生活。不論性別、年

齡、族群等身分地位，人人都能享有均等參與機會與尊嚴保障，滿足不同世代與族群多元需

求，追求自我價值的實踐，實現跨文化、族群、世代的多元包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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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3 台灣 2030科技願景-包容 

 

三、永續—循環再生、零污染、智慧強韌的永續社會 

(一)循環生態 

自 201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來，環境、

經濟與社會的共榮並進，已取代過去單純環境保護的概念，成為本世代最重要的發展目標。

我國以往的循環經濟概念奠基於廢棄物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等廢棄物去向管理，需要大量

最終處理設施，焚化爐運作也常遇抗爭。2017 年我國已推動「5+2 產業創新計畫循環經濟推

動方案」，焦點從廢棄物的回收處理，向上延伸至產業發展所需之能資源源頭管理。至 2030

年我國產業已引進循環經濟相關制度、方法、技術、管理系統和國際標準，尤其已實行多年

的資源回收再利用包含廢棄物減量科技、資源回收管理與再利用等，更已達國際領先水準，

並達成 2030年推動提升重點區域能資源循環利用率 12%、垃圾回收率由 2016 年 58%提升至

65%、資源生產力由 2018 年的 68.85元/公斤提升至 76.1元/公斤等台灣永續發展願景目標9，

並強制規定使用一定比例再生粒料或可再生物質，成為亞洲循環經濟熱點國家。 

同時，2030年在民眾環境永續意識提升下，政府已建構不同地區特色資源之循環性使用

設計、附加價值提升及跨業需求整合等系統性規劃及支援體系。包括藉由人工智慧(AI)、物聯

網(IoT)、5G 導入，以 AI檢驗進料與產品以及 IoT 追蹤物料在原料產地、加工地、最終使用

等流向紀錄，明確廢棄物質流與回收利用的管理規範，在資訊透明之下確保品質並杜絕惡意

廢棄，以利回收資源的產業化運用；再者，以在地學研機構為支援體系，協助在地產業在產

品設計之初即引進綠色設計(Eco-Design)，利用末端廢棄物，發展適地性的資源循環創新應用；

                                           
9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台北：行政院，2019），頁 20、118、122、136、141、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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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透過大數據、區塊鏈導入廢棄物相關數據資料庫，以確保資訊透明並掌握材料供給與

需求的媒合配對，打造智慧有效率的篩選機制，促進區域內異業合作網絡形成，發展在地產

業循環系統，以達區域能資源自給自足、共生共榮。 

 

(二)韌性家園 

氣候變遷不但改變生物生存環境，也影響人民生活、勞動意願，以及糧食與水資源的取

得。隨著未來暖化效應和極端天氣頻率與規模的加劇，如何調適環境風險成為重要課題。我

國在莫拉克災後運用數位科技為防救災技術轉捩點，尤其 2017年政府已推動「前瞻基礎建設

數位建設-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運用科技力量讓將防災更省力更精準，打造宜居韌性

家園。除了再生能源發展與應用的普及化；2030 年，各地社區已結合智慧電網自行儲能和緊

急供電、維持並提升蓄水量，以維持基本生活機能等，更進一步持續調查監測我國綠色基盤

概況，確保由國土規劃開始，便能符合環境永續與經濟效益，強化整體災害應變能力，以建

構動態因應之環境調控體系，打造智慧宜居家園。 

2030年台灣以科技強化災害預警，打造宜居韌性家園，並立基於區域特色，形成循環再

生、零廢棄、零污染的在地循環經濟生態圈，實現經濟成長、生態保護、區域均衡的永續社

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4-4 台灣 2030科技願景-永續 



第五章 實踐科技願景之目標與策略 

 

51 台灣 2030 跨智庫集思平台 

第五章 實踐科技願景之目標與策略 

為達成「台灣 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科技願景，科技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引

導以人為本科技的正向發展，並應用科技於社會、經濟、環境等面向擬定策略，搭配教育、

科技等配套措施，以實現台灣 2030包括樂活社會、高值經濟、強韌環境、創新教育、普惠科

技等五大目標，如圖 5-1所示 

面對 2030，無論青年、公民、專家，無非希望善用科技協助日常生活，讓高齡者能在地

安老、讓幼兒照顧無後顧之憂、讓新移民等不同族群都能便利工作及生活，達成「樂活社會」

期待；也希望透過科技導入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勞動力也能因應科技轉型，從事新的高質工

作，讓企業和勞動皆獲益，達成「高值經濟」目標；而台灣在有限能資源下希望能透過循環

運用，並強化極端氣候等複合災害下的預警及因應準備，打造「強韌環境」。最後，也希望

在教育透過科技創新，滿足不同世代於生涯各階段的學習需求，讓人民與科技與時俱進成長。

透過普及科技於上述各領域應用，讓每個人都受惠。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5-1 實踐台灣 2030科技願景之五大目標 

 

各目標下的策略與建議推動方向如圖 5-2 所示，各策略之意涵、所回應之需求、以及建

議推動方向，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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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5-2 策略與建議推動方向 

 

一、樂活社會 

 

(一)完善長者在地安老環境 

 策略說明：提供高齡者在地安心養老環境，包括無障礙的自立生活環境，滿足長者食衣住

行育樂各方面的生活支援與服務需求，以及取得近用、可負擔的醫療與照護資源，維持身

心靈健康，達到活躍老化的目標 

 回應族群：高齡者可安心自在的居家生活、出入行動皆方便，並維持身體健康與安全品質，

達到延緩老化目標；也滿足青壯年希望以科技協助扶老照護，能安心兼顧家庭與工作的需

求，隔代之間亦能透過科技達到適切的互動與關懷 

 國際標竿 

‒ 美國提出 PACE 計畫，提供全包式健康、醫療與長照服務，其財務支付是論人計酬，不

需受限於支付項目與保險給付，讓服務提供者更有彈性。加上 PACE 高度強調預防醫學

與功能回復，服務提供者可透過使長者更健康而獲取更佳的報酬 

‒ 日本推行「高齡者住宅法」，積極引導民間企業投入「高齡者住宅」相關產業，再輔以優

惠的配套措施(補助金、稅制、融資)加速新興產業發展，除了分擔政府財源不足的問題，

並讓高齡者可以多元選擇符合自己需要的服務內容 

 建議推動方向 

‒ 普及全齡通用環境 

‒ 推動代間互助機制 

‒ 發展高齡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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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青年與育兒環境 

 策略說明：因應低生育率的少子化現況，政府必須提供青年更有力的支持後盾，包含普及

友善育兒職場環境，透過社福與減稅工具等提升青年生育意願，創造「幼有所托」讓家長

可以安心就業，打造一個國人願生樂養的幸福家園 

 回應族群：滿足青年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需求，完善公共化幼托服務體系的可及性，減輕家

長育兒的負擔壓力，讓長者照顧幼兒不是唯一選項與義務，同時維護教保人員的工作權益

與保障 

 國際標竿 

‒ 新加坡政府補助企業推動彈性工作措施(FWAs)，包括彈性工時、彈性在家上班及彈性兼

職工作，企業最高可於 4年內獲得 16萬元星幣補助(約新台幣 352萬元)。新加坡父母共

享 18周有薪陪產假(父親 6週)，育有未滿 7歲子女，享有薪照顧假 6天，7至 12歲則為

2天 

‒ 法國針對學齡前兒童提供多元托育方式，如公立托育中心、送托保姆、家庭式托兒所，

滿足不同家庭需求。更有臨時性托兒所可供選擇，讓工作型態時常有臨時性需求的父母

可以不用擔心無處可托；另外法國國民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路免費 

 建議推動方向 

‒ 創建友善育兒職場 

‒ 整合政府服務平台 

‒ 安心公共托育服務 

 

(三)實踐多元族群社會公義 

 策略說明：任何人不論其性別、年齡與地域之別，皆能公平獲得所需的社會資源與福利保

障，進而消除高齡者、新住民等社會歧視標籤，促進各類族群參與公共事務的友善環境，

支持在地安心就業與生活，實現多元共融的理想社會情境 

 回應族群：非都市居民期待有便利的交通、生活及就業環境；健康的高齡者自認仍可對社

會做出貢獻，願意重返職場進行技能傳承與提供更多心力於社會參與；新住民、移工與外

籍移民等渴望公平對等的生活權益，增加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國際標竿 

‒ 日本推動「高階人才積分制」，外籍人士超過 70 分且持合法簽證工作滿 3 年，即可申請

永久居留權。積分超過 80分，最快一年即可申請；其配偶留日期間持工作簽證，住滿一

年即可申請永久居留權。另「Cool Japan」計畫針對設計及動畫專業人才，最快一年可取

得永久居留權 

‒ 韓國制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並陸續推動階段式退休政策及延後退休政策，鼓勵中高

齡勞工延後領取退休金，並推行基本養老促進就業計畫，設計適切的彈性工時，強化世

代合作工作或創業，傳承豐富的工匠經驗，促進良好社會氛圍與勞資和諧 

 建議推動方向 



第五章 實踐科技願景之目標與策略 

 

台灣 2030 跨智庫集思平台 54 

‒ 落實區域平衡智慧建設 

‒ 科技輔助高齡友善就業 

‒ 打造數位公民平權環境 

 

二、高值經濟 

(一)善用科技提高產業價值 

 策略說明：在未來勞動人口成長有限下，產業需透過創新驅動要素生產力提升，加速勞動

生產力成長，維持經濟成長目標。透過在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等三級產業，以科技導入

提高附加價值，同時創造高值就業機會，提升整體薪資水準 

 回應族群：在新科技快速發展下，滿足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各產業希望轉型升級需求，

同時以科技解決在農業等產業之勞動力不足問題。另外，也滿足勞動者希望以科技提高工

作效率及薪資水準需求 

 國際標竿 

‒ 美國「先進製造領導戰略」鼓勵中小企業透過參與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即時追蹤產業內

數位創新技術發展軌跡，以利決定何時對其進行投資，並與潛在客戶聯合展開研發活動 

‒ 日本於山代溫泉街啟動以觀光客導向之附加價值提升計畫，透過 ICT之活用進行資訊傳遞。

例如導入資訊傳遞平台 App「きてねっと」，附加 15國語言即時翻譯功能，以招攬外國觀

光客，並分析使用者喜好。 

‒ 荷蘭專攻番茄、彩椒、小黃瓜、洋桔梗、蝴蝶蘭等設施園藝作物，建置高度現代化溫室，

精準調控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運用極有限的面積，栽培出大量的農產品，並搭

配高度機械設備協助植苗、搬運、採收、包裝等繁重人力工作 

 建議推動方向 

‒ 建立製造業數位轉型輔導支援體系 

‒ 科技結合文化創新消費體驗，帶動服務業朝國際化轉型 

‒ 農業智慧轉型，提高農民收入：  

 

(二)發展科技服務新生態 

 策略說明：由軟體開發服務、系統整合服務、科技平台服務、研發測試服務與科技顧問服

務等產業，結合學研單位之基礎科技研發平台所構建的新科技服務生態系，將扮演協助傳

統產業數位轉型的關鍵角色。為發展新科技服務生態系，需要發揮科技應用綜效、提供市

場進入機會等，以培育具商業化能力之新創企業茁壯 

 回應族群：數位經濟發展除了衍生新產品、新服務及新應用外，亦改變既有產業生態系，為

協助產業希望加快轉型升級，並滿足包括跨域整合服務，和新型態數據衍生服務之市場需求 

 國際標竿 

‒ 歐盟開放資料創新加速器計畫 Data Pitch，提出醫藥、汽車、能源等領域的當前問題，透

過競賽方式激勵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開發解決方案，並補助參賽者創業所需之資金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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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之諮詢協助 

‒ 新加坡建立數位服務標準(Digital Service Standards, DSS)，政府所有的數位服務都要符合

DSS，為公民和企業提供簡單、無縫的數位服務；並提供數位化技術解決方案採購清單

(經政府認證過的可靠供應商)，藉由對企業的採購補助，媒合企業與資通訊解決方案供

應商，完善數位化服務的支援體系 

 建議推動方向 

‒ 發揮科技應用綜效 

‒ 培育具商業化能力的優質新科技服務業 

‒ 提供市場進入機會以支援新創企業茁壯 

 

(三)提供勞工彈性安全就業保障與學習機會 

 策略說明：提供勞工彈性安全就業保障，包括薪資與非薪資的福利保障設計，並透過積極

做法，強化彈性就業者對雇主的談判能力。而針對勞工就業保障與學習機會，則是以多元

方式提供終身學習資源，並掌握產業發展技能的需求，確保勞工能夠充分獲得新興技術新

知的機會，以適應轉型的職場環境或具備轉職能力 

 回應族群：滿足高齡者希望重回職場的技能需求，以維持退休後的生活重心與生活品質；

滿足中壯年者希望加值、提升舊有職業技能的需求，以及掌握新的技術強化轉職能量；滿

足青壯年學習跨域、多元的數位技能，以符合產業快速創新的職場需求；滿足彈性就業的

勞動者提升就業福利與社會保障的需求 

 國際標竿 

‒ 英國提出國民個人學習記錄帳戶(Personal Learning Record，PLR)，提供民眾由 14歲起，

將求學紀錄、就業記錄、專業認證的資訊記錄在個人帳戶中，民眾至國內有認證的教育

機構修習的歷程記錄皆可記錄，在求職時可直接利用帳戶內資訊佐證個人能力 

‒ 新加坡建立「產業轉型地圖(Industry Transformation Maps，ITMs))」，由政府、企業、協

會及商會共同研擬，提出多項產業的未來發展、生產力、創新、工作與技術變遷、貿易

與國際化方向等資訊，讓企業可掌握產業創新路徑、勞動者可瞭解未來技能需求 

‒ 由於產業轉型會帶動工作性質與技術需求轉變，為確保民眾強化個人能力以因應未來職

場需求，新加坡於「產業轉型地圖」規劃後，接續提出「未來技能(SkillsFuture)」、「適應

與成長(Adapt and Grow)」兩計畫，鼓勵企業強化員工學習新技能，協助民眾規劃未來職

涯，民眾可從中瞭解產業未來所需技能並利用學習資源加強自我能力 

‒ 歐盟議會通過保障屬於零工(Gig economy)經濟工作者權利的法案，勞動者除薪資保障之

外，可享有免費培訓、工時限制解制、可預測工時設計(工作內容工時預測，若超出時間

則雇主應給予補償)，另外對企業也設定最長試用期間的限制、工作內容透明度要求等，

提升彈性工作者非薪資福利 

 建議推動方向 

‒ 建構多元終身學習管道 

‒ 鼓勵產業協助員工在職技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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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彈性勞動安全保障環境 

 

三、強韌環境 

(一)發展循環經濟 

 策略說明：我國面對天然能資源有限的挑戰，透過引導循環與再生經濟的發展思維，落實

能資源與產業永續發展理念，並呼應我國《國家環境保護計畫》2030永續發展目標中「垃

圾變資源」的願景。包括接軌《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推動措施、制定明確的廢棄物管理規

範、鼓勵產業導入循環技術、推動異業合作的協作網絡，以及透過教育普及民眾循環經濟

概念等 

 回應族群：滿足民眾對零浪費、低污染之環境永續經濟發展模式更高的期待，以及潔淨環

境生活品質要求，以達到資源循環再利用的永續目標 

 國際標竿 

‒ 荷蘭提出的《國家循環經濟 2050》，在 2030年時減少 50%的原物料使用量、2050年達到

百分之百使用再生原料的目標，並從產品「設計、使用、回收」三階段著手，具體作法

包括：產品從初始設計就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原料、教育民眾來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

屆滿使用期限也能回收再利用 

‒ 芬蘭提出《國家發展循環經濟路徑圖》(2016-2025)，鎖定永續的食物體系、閉環式林業、

閉環式科技產業、運輸與運籌體系與聯合行動等五大領域，目標在 2025 年前成為循環經

濟先驅 

‒ 新加坡提出《零廢棄總藍圖》，目的在推廣國人的再循環意識，以 2030 年整體社會的再

循環率可達 70%，家庭和非家庭分別達到 30%和 81%為目標。並通過《可持續資源法

案》，聚焦在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和減少三大垃圾源頭，也就是電子、包裝和食物垃圾 

‒ 日本推動五年一期的「循環型社會推進基本計畫」，以全面貫徹政策執行，目前第四期

(2018)的主要作法包括：建立地區型共生園區、徹底落實產品生命週期之資源循環、促進

資源再生利用產業、建構災害廢棄物處理機制、建立國際資源回收體系 

 建議推動方向 

‒ 搭配科技解決方案，明確化廢棄物與回收利用的管理規範與機制 

‒ 鼓勵在地重點產業導入循環技術 

‒ 推動異業合作的協作網絡 

‒ 資源永續利用教育與推廣 

 

(二)強化氣候變遷應變措施 

 策略說明：氣候變遷長期將可能廣泛影響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正常運作，需考量治

理面、環境監測面與基礎設施面，讓各界具備因應跨域挑戰的能耐與韌性，進而扣合我國

《國家環境保護計畫》2030 永續發展目標中的「減碳少災害」願景。包括接軌《國家環境

保護計畫》推動措施、完善全災害管理型防救災體系；透過持續發展環境智慧監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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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精進環境/風險管理決策之訊息基礎，進而達到全方位的環境複合調控；同時，強化綠色

韌性基礎設施，以更分散式、生態系統為本的途徑來靈活應對並減緩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 

 回應族群：青少年期待減緩環境污染及以可負擔的方式因應極端氣候的影響；青壯年期待

從制度面的調整與教育面的扎根下手，建立並推廣綠色基礎設施/建築概念；壯年期待能有

更多的韌性基礎設施及環境監控方式；高齡者則期待完善的宜居城市規劃，來降低環境污

染，進而達成綠色生活 

 國際標竿 

‒ 世界衛生組織對於突發衛生事件的緊急應變途徑，認為需要重視「全災害管理」，儘管危

害的來源(自然、技術或社會性)不盡相同，但通常均會對整體健康系統產生挑戰，需採多

部門共同因應的方式，來進行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的活動 

‒ 地方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ICLEI)認為實現永續城市

發展的五種途徑包括：低排放發展、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發展、循環發展、韌性發展及

公平和以人為本的發展。其中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發展是強調透過保護與增強城市及周

圍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提供當地經濟發展與韌性的關鍵性基礎 

‒ 荷蘭提出的三角洲計畫(Delta Program)，在三角洲空間調適計畫的框架下，對於城市進行

壓力測試，以描繪出城市在極端天氣的脆弱性 

 建議推動方向 

‒ 完善全災害管理型防救災體系 

‒ 優化環境智慧監測技術，建置全方位環境複合調控系統 

‒ 強化綠色韌性基礎設施，提升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 

 

四、創新教育 

(一)推動多元適性教育 

 策略說明：科技顛覆工作與就業所需的技能，因此學齡教育更需要能夠按照學童的能力、

興趣及需求，提供個人化的教學方式，並且創造公平學習機會，強化學童自主學習與動手

實作的動機，朝向深度知識學習，進而為未來社會與公民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回應族群：滿足學童自我探索知識且能深入理解內容的需求，包含對於知識資訊、概念想

法、實作技巧與直覺等，並建立同儕認同感，以共同合作取代競爭觀念；提供橋接多元教

育及升學途徑之認證體系，緩減家長經濟負擔與學童學習壓力 

 國際標竿 

‒ 愛沙尼亞推動全面的數位科技教育應用，讓學生能充分獲得數位技能，例如「ekool」和

「Stuudium」能協助教師與家長討論學童學習狀況和教學方法的平台，「電子書包(e-

Scoolbag)」提供數位教材，如電子教科書、互動遊戲，且能蒐集學習數據 

‒ 新加坡自 2019 年開始逐步取消中小學考試，從傳統的菁英教育轉型為提供公平教育機

會、培育未來人才的搖籃，改為採用「課堂評估」瞭解學生學習狀況，讓老師能以彈性

的方式取代制式教學，注重每一個學生個體的成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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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推動方向 

‒ 科技輔助自主深度學習 

‒ 協助彌平城鄉數位落差 

 

(二)培育未來產業人才 

 策略說明：依據未來產業發展階段之可能需求，培養數位人才，並縮短學用落差。理解產

業需求脈絡，建置數位化勞動技能地圖，以科技強化職場與技職教育連結，讓學歷、技能

與資歷認證流程數位化。同時也應標靶式鎖定特定領域，強化延攬與留住專業人才，使人

才供應更活化多元 

 回應族群：回應中壯年面對自動化科技持續演進趨勢下，將被迫面臨專業或就業轉換的挑

戰，跨越技能落差，破除求職障礙；滿足青年族群預判職業發展所需具備技能，強化教育

與職場連結的人才培育；滿足產業界對於高階人才(如科技、數位人才)的需求，支持國內產

業轉型 

 國際標竿 

‒ 美國勞工部的生涯輔導網站 CareerOneStop，提供整合職業生涯訊息的網路平台，目的在

於幫助求職者、學生、勞工、人資單位及雇主，可以有效運用資源藉以達到自我發展，

並在新經濟環境下做出有效的決策。更提供美國地區的未來就業預測，針對不同教育程

度提供未來 10年就業的可能環境 

‒ 體驗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計劃：海內外共設有 9 個專門吸引外籍專業人士及海外學生

的據點，提供最新的就業規範及生活訊息。透過寬鬆的專業人士移民政策、外籍專業人士稅

賦優惠及親屬安置、個人化就業許可證、維持良好生活環境等，提高人才駐留入籍的誘因 

 建議推動方向 

‒ 創建勞動與數位技能地圖連結職場 

‒ 推動目標導向專業人才平台設置 

 

(三)營造終身學習環境 

 策略說明：協助建立終身學習平台，可記錄實體和數位技能學習的進程與軌跡，提供多元

微課程的推薦服務，能夠自主選擇培養興趣課程或累積培訓進修權利，可輕鬆參與學習社

群，分享學習資源或合作實踐成果，增加學習的持久性並促進社會參與 

 回應族群：滿足中高齡與高齡者終身學習與持續貢獻社會的需求，提供能按自有學習經驗，

連結吸收新知的管道或加入學習社群；同時，也提供教育工作者研究及交流數位教學方法

內容之設計，協助教師社群應用數位工具，發展創新的教學模式 

 國際標竿 

‒ 新加坡終身學習及培訓帳戶「SkillsFuture」提供 25 歲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每年新加坡幣

500元(約新台幣一萬元)的津貼，讓公民能夠選修超過 200堂技能加值與進修課程，另外

也提供額外 500元新幣協助 40到 60歲的勞工就業或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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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沙尼亞的教育資訊系統(EHIS)儲存 2005年以來，學生受教的資訊與統計數據，能夠協

助老師調整教學方法，成為政府確保未來勞動力的重要依據，也能促進老師和教育科技

廠商共同開發新的科技教材、教具，啟發學生自主學習動機 

 建議推動方向 

‒ 打造全齡個人學習帳戶 

‒ 推動數位師資培訓革新 

 

五、普惠科技 

(一)發展以人為本的智慧科技 

 策略說明：新興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衝擊舊有產業思維與顛覆人類生活型態，應促進新

興科技普及應用，積極協助各領域導入智慧科技、持續發展增進人類福祉的幸福科技，以

及營造促進新興科技普及應用的友善環境等，為民眾帶來有感的智慧、幸福、便利生活 

 回應族群：高齡者期待透過智慧科技提升樂齡生活的品質；青壯年有熟悉數位工具運用以

強化職業技能的需求；年輕世代期望透過智慧科技吸收多元化資訊並拓展交友網絡；以及

各領域亦有新興智慧科技導入與應用的潛在需求 

 國際標竿 

‒ 日本提出實現超智慧社會(Society 5.0)的科技創新策略，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

機器人等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 4.0)先進技術發展為基礎，解決日本面臨的高齡少子化、

人口結構老化導致勞動力不足、能源、資源、糧食短缺、環境問題、自然災害、安全保

障等社會課題挑戰，將跨領域科技融合拓展應用到產業和社會生活中，提升產業競爭力

及生活的便利性，實現以人為本的超智慧社會 

‒ 德國提出高科技戰略 2025(HTS 2025)，做為未來高科技發展方向的指導方針，將「為人

類來進行研究與創新」為主題進行技術創新與社會創新，以達成國家繁榮、永續發展及

提升生活品質為目標，制定一系列跨部門任務、指標性目標及重點領域 

 建議推動方向 

‒ 協助各領域導入 iABCDEF等智慧科技並落實應用 

‒ 持續發展增進民眾福祉的幸福科技 

‒ 營造友善環境促進新興科技普及應用 

 

(二)強化新興科技的治理與應用 

 策略說明：強化科技的治理與應用，正視科技應用可能帶來的威脅與疑慮，透過適度規範，

如建立科技與社會的溝通機制，弭平科技發展與社會價值觀之間的落差；建構健全的資安

法規並鏈結國際標準、普及資安意識與強化因應措施，避免科技發展帶來的衝擊並保障民

眾隱私安全，讓科技實現安心便利生活 

 回應族群：期待能降低民眾對新興科技發展的疑慮(如科技倫理問題)，以及提升個資與隱私

安全的保護，如滿足高齡者對老人安養環境監控的隱私安全需求；滿足各年齡網路族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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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網路犯罪的需求，包括杜絕網路詐騙的威脅、提高網路資訊安全、提升電子支付的安

全交易防護等，同時也提升對資訊真偽的辨別能力 

 國際標竿 

‒ 歐盟提出人工智慧白皮書，論及在確保道德前提下的人工智慧使用規範。包括：訓練 AI

的數據資料應避免偏見；須詳實記錄 AI訓練過程；須告知使用者正在與 AI系統互動；

非歐盟開發的 AI可能須重新訓練才能進入歐洲市場，以確保符合規範 

‒ 新加坡推出人工智慧監管模式框架，提供私人企業詳細指導原則，針對內部監管、人工

智慧風險管理、營運管理及消費者關係管理等四方面，擬定道德指導原則及相關措施 

‒ 美國提出網路安全框架，此為一基於風險為基礎的架構，涵蓋網路安全風險管理的生命

週期，包括識別、保護、偵測、回應與復原，能提供不同領域的組織或企業的適用彈性，

協助其建立通盤的網路安全管理策略，進而提升資安防禦水準 

‒ 美國提出國家資安行動計畫，重點在提升美國公部門與各產業的資安能力，建立聯邦政

府的資安協調機制、全面檢修過時的電腦系統、簡化聯邦網路系統及提高效率、推動連

網設備的認證、投資資安研究，以及培育資安人才 

 建議推動方向 

‒ 建立科技與社會的溝通機制 

‒ 建構健全的資安法規並鏈結國際標準 

‒ 普及資訊安全意識與強化因應措施 

 

(三)完善新科技運用所需基礎環境與驗證場域 

 策略說明：新科技運用驅動著產業轉型，並加速創新產品、服務、商業模式發展。新科技

運用首先需要建構兼顧數據安全和隱私權保護的資料運用和交易環境，以釋放數據價值提

升企業經營效率。此外，透過提供具解決實際問題需求之新科技試驗場域，方能加速促進

新科技運用商業化 

 回應族群：產業聯網趨勢下，滿足製造業與服務業數據安全保障之需求；另外企業的創新

商業模式亦需要透過試驗場域的驗證，加速新科技運用商業化 

 國際標竿 

‒ 美國證據基礎決策委員會針對政府面臨之資料取用、隱私權保護及證據建立(Evidence 

Building)能力三大問題，建議立法建置國家安全資料服務(National Secure Data Service，

NSDS)機構，以建構資料串連與安全取用之服務環境 

‒ 日本推出「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透過指定特定區域和產業領域，利用鬆綁法規制度和

稅收優惠政策，以國家經濟與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在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戰略特區中

全面深入推進法規改革等措施，協助產業發展之法規鬆綁制度與實證場域結合 

 建議推動方向 

‒ 健全資料基礎建設環境 

‒ 完善創新商業模式試煉與驗證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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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展望 2030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每 2.7 名工作人口需扶養 1名高齡人口。在此種

社會結構與生活型態下，台灣將面臨多元挑戰：在社會面，高齡少子化帶來人口結構失衡與

分布不均問題，考驗政府資源配置；在科技面，持續強化的 AI、機器人、生物醫學等創新科

技，將改變未來生產、生活、消費模式；在經濟面，跨界創新加速帶來生產力提升，也對產

業及勞動帶來轉型挑戰；在環境面，極端氣候與能資源短缺，造成環境永續威脅；最後在政

治面，台灣對外面臨地緣政治風險，對內則遭遇網路帶動社會與政治風向，加劇政治波動。 

為因應台灣未來發展挑戰並提前進行布局，「台灣 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廣納包含行政

院吳政忠政委、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及科技會報辦公室，與台大社會學系陳東升教授、中

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台經院林欣吾所長、商研院戴元峰所長等國內社會、經濟、

環境等領域專家，以及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國研院科政中心等國內

政策智庫，採取多層多軌之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以研擬因應台灣 2030 挑戰之政策措

施。 

2019年重要執行成果包括： 

(1) 初擬台灣 2030 科技願景：為回應台灣社會需求，指引台灣未來發展方向，亦為呼應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強調台灣經驗在國際上可扮演的角色，讓國際可以和台灣對話。鑑此，

提出台灣 2030科技願景為「台灣 2030—創新、包容、永續」，並已列入科技會報施政方

向，引導相關計畫之 2030 目標設定。 

(2) 提出 2030 全球趨勢與台灣挑戰：透過全球趨勢掃描、國內現況與政策盤點、智庫數據推

估、並輔以專家意見，以社會、科技、經濟、環境、政治等 STEEP構面提出台灣未來 30

年將面對的全球趨勢與關鍵挑戰。 

(3) 明晰台灣社會各世代、群體等關切議題：透過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的不同利害關係團體，

包括青年意見領袖、地方及產業專家、國際專家、各世代公民、線上問卷調查等，了解不

同世代、群體對 2030 之需求與建議，並提出台灣民眾認為未來 10年政府應該優先解決的

需求，有助於辨識未來科技布局與產業優先性。 

(4) 研提策略及面對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建議推動方向：為回應台灣社會各世代、群體對 2030

之需求，並達成「台灣 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科技願景，本研究於社會、經濟、環

境、教育、科技等面向，透過國際標竿，並結合國內專家建議，擬定策略及建議推動方向。

期待透過引導以人為本科技的正向發展，使我國未來科技政策與社會、經濟與環境更相輔

相成、產生有效且有感的施政作為，並實現樂活社會、高值經濟、強韌環境、普惠科技、

創新教育等五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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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台灣 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由社會需求出發，透過願景及目標的設立，以及策略及建議推

動方向的提出，引領科技及產業透過提早布局，因應 2030趨勢與挑戰，滿足國內社會期待，

並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隨著創新科技持續滲透人民生活，並翻轉產業樣貌與就業型態。2030科技願景成果僅是

階段性里程碑，建議後續仍應持續進行前瞻觀測，以掌握對我國科技潛力、社經發展與國際

地位有關鍵影響之重要趨勢變化，使我國能持續因應未來情勢動態，提前布局並掌握發展契

機，以達成共同的 2030願景目標。 

透過台灣 2030跨智庫集思平台，將過往科技及產業思考的範疇，擴大至社會、經濟、環

境等領域，為建立跨領域系統性思維之第一步。善用科技做為觸發各領域投入的火種，可以

擴大科技政策的外溢效果。未來，應持續思考將社會需求納入科技規劃之中，讓科技和產業

政策可以跟社會需求「介接」、從社會與環境價值引導科技政策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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