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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盧森堡
位於交通要道、孕育各種創意與創新。

您是否正在尋找創業或拓展業務的理想地點？
盧森堡便是您的明智之選！

以下將一一說明選擇盧森堡的十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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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地處策略性樞紐位置，與歐盟主要市場間存在著緊密的文
化和商業連繫，使其成為企業在歐洲及其他以外地區經商的理想
基地。而在此發展的企業能借助盧森堡的優勢，將觸角伸進文化
各異且商業方法紛呈的市場中。

身為歐盟（EU）創始會員國和歐元區國家之一，盧森堡致力於建
立無國界、開放的歐盟。除了經濟高度仰賴出口外，作為主導全
球和歐洲境內跨國活動的金融中心，盧森堡在國際貿易方面擁有
完備的法律及法規架構，可快速應變並施行歐盟法規。

此外，盧森堡人口組成多元、土地面積小巧，且鄰近歐洲諸多科
技重鎮，不僅是開發新產品和服務並將其商業化的絕佳測試地
點，同時也是針對不同歐盟市場進行產品在地化的最佳基地。

資料來源：2020年歐盟創新計分板

名列

歐盟五大創新
領導國之一

1. 通往歐洲的門戶

第四名
經濟全球化程度排名世界第三

根據與GDP相關的跨國貿易、投資和
收入流等情況，以及貿易和資本交易
限制帶來的影響進行排名。
資料來源：2019年KOF全球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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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7個歐盟會員國組成的龐大市場

• 19個以歐元為通用貨幣的歐元區國家

• 4.45億消費者

• 可自由流動的資本、產品、服務
和勞動人口

以盧森堡為據點，將可輕鬆觸及：

歐元區

其他歐盟國家

盧森堡市到下列城市的距離：

巴黎：380公里

布魯塞爾：200公里
法蘭克福：2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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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擁有十分友善的經商環境，其健全的法律架構和有利於商
業發展的政策，更吸引許多國際企業紛紛進駐。此外，企業容易
與相關主管機關和行政管理部門直接接觸，且政治人物心態開
放、富有遠見，對有意在盧森堡創業或將業務轉移至此的企業而
言，這些優勢都十分具有吸引力。這也說明了為何眾多跨國集團
皆選擇在此設立其全球或歐洲總部、研發中心等等。

資料來源：2019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資料來源：思科《2019年數位能力整備指數報告書》

2. 友善的經商環境
第一名
經商環境開放度居全球之冠

第一名
全球新創環境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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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設立流程簡便

• 政府為新創公司推出的補助方案包括了
育成、獲得成就和加速成長等項目，使
新創生態系統十分活躍

• 輕鬆獲得盧森堡商務一站式服務機構
（House of Entrepreneurship）的專
業協助和建議：為企業家和成熟企業提
供一站式的完善服務

• 公司設立的相關文件均可使用英文（另
附法文／德文譯本）

營運據點部署容易

• 針對初次在盧森堡設立公司的新創公司
和國際企業，佔地16,000平方公尺的國
家育成中心Technoport提供如辦公空
間、共同工作空間和產業研討會等場所

• 國內擁有大量的私人和公私合營共同工
作空間、創業育成中心和加速器

• 現成的土地與辦公空間

商業導向的法規

• 便捷的官商溝通管道

• 簡化、透明的行政流程

• 公司稅率具吸引力

• 廣泛的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

• 較低的間接勞動力成本

• 有利的進出口法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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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勢穩定、值得信賴

在企業心目中，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性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
而盧森堡不但擁有健全的總體經濟基礎、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穩健
的長期發展前景，且其就業市場活絡，並持續創造就業機會。因
此，不難想像各國企業為何對入駐盧森堡趨之若鶩。

穩定

表現
• 成長趨勢穩定，且高於歐盟平均（2019年為2.6%）

• 低通膨（2020年2月為1.7%）

• 人均GDP居全球之冠
    資料來源：Statista，2019年

• 所有信用評級機構一致授予盧森堡AAA最高信用評等： 
總體經濟基礎十分健全

• 歐盟中政府債務比率第三低的國家（2019年佔GDP的21.3%）

• 全球最具經濟韌性經濟體排名第七
     資料來源：《2020年FM全球經濟韌性指數報告》

• 政策持續性：1945年以來僅換過八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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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氣開放競爭力

第二名
全球勞動生產力排名第二
資料來源：《2019年美國經濟諮商會生產力簡報》

• 全球經濟體競爭力排名第十五名
資料來源：《2020 年IMD世界競爭力評比報告》

• 議會民主制

• 君主立憲制

• 官僚體制造成的阻礙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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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吸引人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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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的勞動市場充滿了活力，不僅擁有大量令人心動的工作機
會，待遇也極具競爭力。其因此成為歐洲最理想的工作地點之
一，同時也是發展國際事業的理想據點 。

除了擁有多樣化的勞動市場外，盧森堡的徵才條件也十分具吸引
力。其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大宗，且失業率低於歐洲平均水準。
目前，當地近90%的雇傭關係建立在長期勞動契約之上。

為吸引擁有專業知識的海外技術人才，雇主有時候會分擔員工在
盧森堡生活的相關費用，例如搬家費、租金或學費等等。在特定
的條件與期限之下，高素質的員工還可因其外派的身分而享有免
稅優惠。

資料來源：盧森堡國家統計局，2018年

第一名
高技能就業度居全球之冠

資料來源：跨國外僑網站，2019年

第一名
經濟與就業穩定性居全球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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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不僅擁有技術純熟的勞動人口，更吸引了眾多來自鄰國和
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此外，當地多元文化的人口結構也讓居民
具備出色的語言技能。這項特色也意味著企業可輕鬆在此招募到
多語言人才，並以國際客戶所使用的語言進行溝通。

盧森堡的國際化社會有利於外籍人士在此安居落戶。而為了讓雇
主能夠輕鬆延攬全球各地具頂尖技能的專才，當地政府已針對歐
盟以外的合格人才簡化工作許可的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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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能純熟的多語言人才

第一名
歐盟各國中，

人民平均使用最多語言的國家（3.6種）
資料來源：歐盟民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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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620,00
居民

73%的
勞動人口為外籍人士

47%
為外國人*

超過 170種*

國籍

盧森堡語法語

德語
普遍使用

英語

高技能就業度

世界排名
第一

2020年全球人
才競爭力指數

第八名

國際化的人口組成

出色的語言能力

高技能的國際化勞動力

超過200,000名
跨國從業人士來自比利時、法國和德國

法國

比利時

德國

60%的職缺要求高等教育學歷
（Statista，2015年）

*資料來源：盧森堡國家統計局，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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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數十年來皆是公認的數位化先驅，並致力於成為全球最先進的資料經濟體。在網路安全（資安）、大數據儲存與處理、高效能運算
（HPC）等領域，皆具備一流的數位基礎設施和世界頂尖技術。此外，盧森堡是值得信賴的資料中心，致力於讓任何以數位化作為商業活
動基礎的企業，都能在此蓬勃發展。

6. 卓越的數位基礎建設

資料驅動的經濟型態

盧森堡目前擁有優異的資料儲存與管理基礎設施，而其出色的網
路基礎建設，則要歸功於超低延遲的極速連網能力，以及覆蓋全
國的超高速寬頻。

28條

國際光纖網路

連接歐洲主要樞紐 23座
資料中心中

有9座具Tier IV等級認證

Tier IV等級認證的
歐盟資料中心

有40%
設於盧森堡

資料來源：歐盟《2020年數位經濟與社會指數報告》

第三名
歐盟網路基礎建設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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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資安）專業知識

網路安全可說是盧森堡資料經濟的基石。投身此領域的多個參與
者在技能方面相輔相成，組成了成熟的網路安全生態系。該生態
系可為企業提供實用的工具，以協助其提升組織的網路安全等
級。

資料驅動的創新策略

盧森堡目前擁有的高效能電腦，是歐洲高效能電腦共同計畫 
（EuroHPC）所預計部署的八台petascale等級超級電腦之一。
雖然大多數的高效能運算電腦都屬於純粹的研究中心，但盧森堡
打算挪出65%的產能投入商業用途，並提供給國內外的公司使
用。此外，盧森堡大學更首開先例，與全球人工智慧領導品牌
NVIDIA建立了歐洲第一個人工智慧合作夥伴關係。

研究合作夥伴

盧森堡主要的資通訊技術研究中心十分重視與私人企業間的研究
合作。而盧森堡大學的安全信任跨學科中心（SnT）則專門從事
有關網路安全、金融科技、物聯網，以及安全合規資料管理等領
域的研究工作。

邁向工業4.0之路

盧森堡的數位創新中心（L-DIH）旨在協助企業實現數位化轉
型，進而邁向工業4.0之路。換言之，該機構主動扮演起供需之間
的橋梁，為需要高端數位技術和服務的公司，尋找可與之媒合的
數位解決方案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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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歐洲與國際物流樞紐

盧森堡致力於從事具有附加價值的物流活動，可說是極具競爭力
的洲際物流中心。此外，由於地處歐洲中心的地理優勢，加上卓
越的航空、公路、鐵路和水路網絡，使當地政府也將數位物流和
供應鏈管理業務視作其重點施政項目。

盧森堡物流產業所採行的多產品專業化策略，主要側重於需經特
殊處理、需配以特殊儲存解決方案的特定產品。而在盧國的重要
物流資產中，最具優勢的當屬其身處歐洲中心的天然地理位置、
創新的在地生態系，以及為第三方管理配送中心的專業物流服務
供應商。

主要物流樞紐

盧森堡坐落於德國和法國這兩大歐洲消費市場間，優越的地理位
置不但使其成為主要的物流樞紐，且跨境零售電商也多半會將商
品由此地直接送往歐盟消費者手中，或是在此設立電商訂單履約
中心。此外，盧森堡的物流服務供應商也會根據線上零售業者的
需求，為其提供量身打造的優質服務。

多元形式運輸樞紐，為物流產業創造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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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
歐洲第五大貨物空運平台
資料來源：國際機場協會，2020年

貨車可在1個物流工作天內 

抵達佔歐盟GDP

60%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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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4.0

盧森堡擁有一流的數位基礎設施，以及管
理和處理大數據的專業知識，促使當地政
府致力於將盧森堡打造成新一代的物流4.0
中心。不僅如此，該國的創新資助計畫及
公立研究機構所提供的合作支援，都有助
於推動物流產業向上發展、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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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盧森堡穩定發展的企業可運用當地具吸引力的政府資助計畫，
以拓展事業規模、發展創新概念及產品，並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新創加速計畫

盧森堡的 Fit 4 Start 新創加速計畫享譽國際，旨在為新創公司
提供客製化專業指導、具吸引力的資金補助、免費的共同工作空
間，以及在當地拓展關鍵人脈的寶貴機會。

股權融資

盧森堡未來基金（Luxembourg Future Fund）以歐洲創新科技
中小企業為對象，針對早期和後期發展階段提供所需援助；數位
科技基金（Digital Tech Fund）則為駐盧森堡的新創公司提供便
利的融資管道。

8. 獎勵與支持計畫

研發與創新補助計畫

在盧森堡進行實質商業活動的公司企業，可利用當地政府為新創
公司、中小企業，及大型企業提供的研發與創新補助，為自身組
織增添發展動能。

此外，在盧森堡發展的公司也可從眾多歐洲資助計畫中獲益，例
如「展望歐洲」計畫（Horizon Europe）、歐盟架構下的研究
與創新計劃等等。

政府貸款

盧森堡國家投資信貸公司SNCI，專門為設立在盧森堡的公司及其
專案項目提供中長期融資。

出口信貸

盧森堡出口信貸機構（Office du Ducroire）為設立在盧森堡的
貿易公司，提供海外貿易的相關支持，包括與業務相關的行銷補
助與出口信貸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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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能力

盧森堡的公共研究機構針對重要產業進行高階的研究
計畫，特別是針對網路安全和生物醫學等領域；此
外，研究機構也開放與私人產業合作，並樂於和企業
攜手進行產品開發和測試。

以研究為導向的盧森堡大學專攻計算科學、法律、金
融和教育科學等領域。而該國的頂尖研究計畫則由該
大學旗下的安全信任跨學科中心，以及盧森堡系統生
物醫學中心（LCSB）等機構主導。

盧森堡科技研究院（LIST）為一科技研究組織，專門
從事材料、環境和資訊技術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盧森堡衛生研究所（LIH）進行的研究則超越了個別疾
病的界限，並可實際應用到臨床實務中，致力於解决
至今仍待克服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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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兼容並蓄、文化多元

盧森堡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機制，以在經濟成長的同時兼
顧社會包容性。加上當地具有歡迎外國人並讓對方賓至如歸的悠
久傳統，讓盧森堡進而形成開放、平等的和諧社會。

多語教育

盧森堡社會的國際化現象也忠實地反映在學校的教育系統中。公
立學校教學品質優良，提供盧森堡語、德語和法語等課程。部分
公立學校則為國際文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或
稱IB課程）和英國進階中學文憑考試（A-level）提供免費的英語
課程。此外，盧森堡境內也設有多所備受推崇的國際學校，如歐
洲學校（European School）、盧森堡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Luxembourg）、聖喬治國際學校（St George’s In-
ternational School）和盧森堡沃邦法國學校（French Vauban 
– École et Lycée Français de Luxembourg）。

盧森堡大學則以其國際化、多語言、跨學科的特色而聞名，授課
語言包括英語、法語和德語，且規定所有學士生均須出國交換一
學期。

盧森堡的經濟成長和就業表現穩健，具有高於平均水準的生活品
質，且環境政策控管嚴格、國家債務處於較低水平。

第三名
全球最具包容性經濟體排行第三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包容性成長
和發展報告》

第一名
歐盟中人口組成最國際化的國家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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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治安良好、生活品質高

近半數人口由外籍人士所組成的盧森堡，有著歡迎世界各地居民
的悠久傳統，是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化國家。對有意在此長住、建
立家庭或發展國際事業的人而言，盧森堡可說是再理想不過的落
腳地點。

具吸引力的醫療照護體系

除擁有全球名列前茅的醫療照護體系外，盧森堡的人均醫療保健
支出，也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榜上有名的
國家。此外，當地95%以上的居民皆享有醫療保險，而在其發展
成熟且健全的社會保險制度中，更特別納入了家庭年金、失業保
險、醫療保險、失能保險和退休金等項目。

探索歐洲的最佳起點

盧森堡擁有約50條直飛歐洲各地的航線，以及通往數座主要城市
的高鐵線路，這些便捷的交通優勢使其成為探索歐洲大陸的最佳
起點。如從首都搭乘火車或自行開車前往鄰國旅遊，不到半小時
便可抵達目的地。

人文薈萃的藝文中心

盧森堡的藝文生活多采多姿，集結了藝術、音樂、舞蹈和戲劇等
元素，並常有世界頂級藝術家帶來許多精彩表演。遊客可盡情參
觀盧森堡境內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遺產，並體驗源自
中世紀的埃希特納赫城跳步遊行（Hopping Procession of Ech-
ternach）傳統活動。此外，盧國的餐館總類繁多、應有盡有，
人均米其林星級餐廳的數量更是傲視全球。

在絕美自然環境中暢享戶外活動

盧森堡的鄉間風情與繁忙城市僅一步之遙，長達數千里的小道縱
橫交錯，蜿蜒在其多變且獨特的景色中。遊客不但可在此踏青和
騎自行車，也可體驗各式各樣的休閒娛樂和體育活動。

第四名
全球最適合外國人旅居的安全國家

資料來源：2019年跨國外僑網站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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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科技

推廣潔淨科技進而轉型為循環經濟，是盧森堡當前的首要目標。
在致力於實踐碳中和社會願景的同時，盧森堡也積極推行都市農
業策略，以降低自身對外部糧食供應的依賴。境內潔淨科技公司
主要從事的業務領域包括生態建設、可再生能源，以及廢棄物和
水資源管理。

金融與金融科技

身為歐盟前三大金融中心，盧森堡在基金管理和私人銀行領域長
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該國同時也是全球第二大投資基金中心，
擁有全球首個專注於永續、環保及社會責任的綠色證券交易平台
（Luxembourg Green Exchange）。其數位金融科技與服務
更是享譽國際，有不少新創公司和經營良好的企業投身其中。相
關領域包括行動支付和電子貨幣、法遵科技和大數據分析、分散
式帳本技術、保險科技、安全性與身分驗證，以及自動化投資服
務、替代性借貸等等。

醫療科技

盧森堡的醫療科技產業正逐步成長，並因此吸引許多來自世界各
地的新創公司進駐。此產業有望借助於快速成長的資通訊產業，
運用其中所累積的投資和專業知識推動自身發展。醫療科技產業
仍相對年輕，目前專攻的領域包括數位醫療、數位診斷、醫療資
料分析，以及穿戴式醫療裝置等等。

資訊及通訊技術（ICT）

針對以歐洲市場為目標且具備强大數位實力的企業，盧森堡提供
了極具吸引力且充滿活力的經商環境。此外，該國的世界級數位
基礎設施和網路安全專業知識遠近馳名，近年來更積極推動資料
驅動的創新策略，並將「躋身全球主要資料經濟體之列」設為最
終目標。

物流

對國際企業而言，盧森堡地處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能帶來諸多戰
略優勢，在歐洲境內外都能協助企業成功拓展業務。除了特別重
視具附加價值的物流服務外，盧森堡也不斷在第三方物流、航空
和鐵路貨運等物流業務上，提升自身作為歐洲洲際物流中樞的地
位。

關鍵產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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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複合材料、多功能材料和高度客製化的生產技術是盧森堡製造業
的靈魂所在。不論是傳統材料或創新材料，該國都在製造與加工
處理方面樹立了穩定且良好的口碑；上述材料包括高性能鋼材、
塑膠和聚合物、高附加價值複合材料、功能性加工玻璃、木鑲板
與膠合紙等等。

海運

盧森堡為船東、營運商和其他海運業者提供各式航運服務，因而
成為眾人趨之若鶩的國際航運樞紐。將金融專長與具吸引力的企
業、營運及稅務架構相結合，企業便可在此發展全新的國際商
機。

智慧交通

盧森堡十分關注智慧交通產業的未來走向，而其境內目前設有
大型的一級和二級供應商研發中心。在ICT領域專業知識的影響
下，該國的智慧交通產業多側重於自動駕駛、5G連網、電動化和
複合式運輸（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此外，盧森堡是歐洲第一個
免費提供一流大眾運輸服務的國家。

太空產業

盧森堡的太空產業從無到有迅速發展，並在短短三十年間成為歐
洲最具活力者。在其太空資源計畫（SpaceResources.lu）的推
動下，盧森堡已然成為歐洲進行商業太空活動的中心樞紐。

新創公司

盧森堡的新創生態系在短短數年間便有茁壯的發展；對有意將版
圖拓展到歐洲的新創公司和創新企業而言，盧森堡可說是極具吸
引力的投資中心。目前，其境內有超過350間新創公司，分別活
躍於金融科技、工業科技、潔淨科技、醫療科技，以及汽車、太
空產業和網路安全科技等領域。此外，盧森堡境內有15間以上的
創業育成中心和創業加速器，並為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提供
財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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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竭誠協助您實現拓展國際業務的目標，以提供所有決策所
需的資訊作為起點，讓您深入了解盧森堡是否為發展自身業務的
理想基地。而無論是在設立公司、開展業務和拓展歐洲市場的過
程中，我們都將為您提供指引並適時給予協助。

詳盡的產業資訊

我們的產業專家能為您提供快速、可靠且全面的資訊，例如盧森
堡境內的經商要訣、如何以盧森堡為中心向外拓展業務，以及所
屬產業的各種發展機會。

量身打造考察計畫

我們將為您量身打造專屬的盧森堡考察計畫，讓您在短短兩、三
天內與所有相關聯絡人員進行面談，如政府官員、服務供應商和
潛在合作夥伴等等。主管機關的親民作風和合作態度想必會讓您
留下深刻印象。

輕鬆部署營運據點

盧森堡擁有不少創業育成中心和共同工作空間，有利於國際企業
在此設立第一個辦公地點。而在尋覓合適據點的過程中，我們將
引導您找到與自身需求最相符的解決方案。

我們提供的協助

協助設立公司

在與盧森堡商務一站式服務機構（House of Entrepreneur-
ship）合作之下，我們能為您在盧森堡設立公司的申請過程中提
供協助，並引導您透過可靠的管道快速完成相關手續。

引薦關鍵人脈

盧森堡貿易暨投資總局（Luxembourg Trade & Invest）的合
作夥伴是盧森堡經濟活動的核心參與者，在商界擁有廣泛的人脈
網絡。我們將為您引薦跨國企業、本地企業、新創公司，以及提
供高度專業化服務的服務商。

補助機制與獎勵方案

盧森堡的政府資助計畫有利於企業拓展業務、開發創新概念並強
化自身競爭力。我們的專家會根據您的業務策略，引導您選擇最
合適的資金補助方案，並協助您完成相關申請手續。

歡迎與我們聯絡：
www.tradeandinvest.lu/contact-us  

深入了解盧森堡如何成為拓展國際業務的基地

請至www.tradeandinvest.lu/invest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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