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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長期的貿易逆差、智慧財產損失、經濟與科技技術的全球領

先地位遭受挑戰，以及製造業工作機會持續流失等因素，美國總統川

普(Donald Trump)於去(2018)年正式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歷經幾回

合的磋商及衝突後，目前雙方雖然聲稱即將簽署「第一階段協議」，然

而因美中之間的結構性分歧仍未化解，未來仍存在情勢再次惡化的可

能。 

 多年以來，許多臺商企業以中國大陸作為生產基地，將零組件進

行加工製造後銷往全球。於貿易戰爆發後，「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外

銷美國」的貿易模式已受到威脅，臺商更面臨營運上的艱鉅挑戰。為

了解美中貿易衝突形勢下，中國大陸製造業臺商受到的影響，以及探

究廠商針對貿易戰的因應策略及所需協助之處，本研究以於中國大陸

投資的製造業臺商為對象，透過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等方

式，掌握大陸臺商當前之營運狀況及未來營運規劃，以提供政府擬訂

相關政策之參考，進而創造對臺灣最有利的經濟發展格局。 

壹、 研究發現 

一、 貿易戰影響範圍甚廣：超過半數臺商認為受貿易戰衝擊，影響範

圍更涵蓋各產業別，具體影響為因客戶轉單、市場需求下降等因

素導致訂單減少，以及因關稅、運輸成本增加，或產品被迫降價

等原因而致使業者的利潤減少。 

二、 未來存在高度不確定性：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廠商因認為貿易戰

無法在短期內結束，以及客戶備貨意願大幅降低等因素，已暫時

推遲在大陸的投資規劃，故有八成以上的受訪業者於未來兩年

內，不會增加在大陸的投資規模，顯示在陸投資態度趨於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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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廠商的因應策略以轉移市場及產能為主：面對美中貿易爭端對大

陸臺商營運所造成的衝擊，調查結果顯示臺商採取的策略以「開

發大陸內需市場」、「暫採觀望」，其次為「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及「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經研析，因未來情勢難以推斷，廠

商憂心投入資源開拓新市場，或將產能遷出大陸後，又面臨無法

預期的困境。因此，許多業者傾向以開拓較為熟悉的大陸內銷市

場，來彌補受影響的業績，或是轉為拓銷貿易戰爆發後，外國投

資大量進入的東協市場。至於生產基地的調整方面，多數業者係

以現有產線進行產能調整，將銷美產品轉移至臺灣及東協為主的

產線進行生產及出口，以避免遭課徵額外關稅。 

四、 整廠遷移困難重重：根據本調查，考慮撤出大陸的臺商不到兩成。

分析其中原因，包括中國大陸擁有完整的產業供應鏈，規模較小

的臺商無法自行轉出。此外，廠商多半仍認為大陸市場深具潛力，

且關廠需面對諸多困難，除非實在無力繼續經營，否則不會考慮

從中國大陸完全撤出。儘管如此，仍有部分業者考慮到大陸投資

環境日益艱鉅，加上貿易戰催化下，選擇將產線轉出，進一步觀

察後發現，從事勞力密集屬性的廠商（如紡織業）傾向撤出後，

遷至東協地區；至於資通訊業者考量到臺灣供應鏈較為完整等因

素，會優先考慮將產能遷回臺灣 

五、 勞動成本提高是業者考慮遷出大陸的主要因素：經統計，有高達

六成的業者認為勞動成本將影響未來在陸投資決策。進一步了

解，廠商認為近年來大陸工資快速提升，加上「五險一金」等費

用負擔後，用人成本已逼近於臺灣聘用新人水準，大幅壓縮企業

的利潤空間。除此之外，土地及租稅成本、當地業者惡性競爭及

環保要求提升等因素，也是許多業者認為在陸經營所面對的主要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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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陸內需市場是臺商繼續或增加大陸投資之主因：近年來，北京

當局積極推動擴大內需政策，試圖將大陸的經濟成長結構由出口

導向轉變為內需拉動，大陸民眾的消費能力亦不斷上升。同時，

因貿易戰因素，大陸積極發展自有技術，希望在 5G、人工智慧、

物聯網等高新產業領域佔據領先地位，也產生許多新的商機，促

使臺商業者繼續在陸投資布局。 

貳、 相關建議 

一、 整合民間資源，協助臺商產銷布局多元化：對於許多中小企業而

言，無論是移轉生產基地，或是開拓海外新市場均極為困難。故

許多廠商仍選擇加強開發大陸內銷市場，來分散銷售布局、降低

貿易戰影響。然而，因產品屬性、通路限制等因素，臺商很難憑

一己之力打入大陸內銷市場，建議政府應擴大運用產業公協會、

智庫等民間資源，協助中小企業臺商轉型升級，並拓銷大陸內需

市場，將傳統製造業進階為加值化的「製造服務業」。同時，因單

廠遷移不易，建議政府與產業界攜手，以「大帶小」方式，串聯

產業供應鏈由中國大陸向海外拓展，逐步形成群聚效應，並透過

現有政策資源及駐外單位力量，輔導臺商在海外建立產業發展聚

落及拓銷產品市場。 

二、 主動赴陸了解臺商需求，協助臺商回臺：目前，政府積極推動臺

商回臺投資，已逐漸取得成效；惟回臺業者如僅利用本地融資擴

充產能，並未自海外向臺灣注入資本，恐限縮此方案效益。為達

成重塑臺灣製造、鞏固我國產業鏈結的目標，建議政府適度調整

租稅政策，提升臺商將資金匯回臺灣的誘因。此外，受限於資訊

獲得不易，許多業者對政府的協助方案不甚了解，建議政府透過

民間平台，以「產業鏈」、「地區別」等多面相赴中國大陸協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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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臺商回臺投資，以期形成「大廠牽小廠」的供應鏈群聚返

臺投資效益。 

三、 優化投資環境、有利臺商在臺永續經營：許多在陸臺商雖有返臺

意願，惟仍憂心「五缺」問題。面對全球供應鏈的轉移浪潮，政

府作為企業發展的後盾，宜把握振興產業發展的契機，妥善解決

業界面臨的各項投資障礙。面對臺商回流的土地、水電、勞動力

供應問題，建議政府依產業別、企業規模等特性，全盤了解產業

界用地需要；規劃能源政策時，應兼顧產業界需求、電價負擔等

面向，並預留面對景氣情勢變化、極端高溫氣候應變能力，以確

保基載電力的穩定供應；而為解決基礎勞動力不足的缺工問題，

建議政府微調「預核外勞機制」，使廠商得先聘足外勞額度開工生

產，後續再補足本勞名額。 

 

 

關鍵詞：美中貿易戰、臺商回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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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自 2018 年 3 月，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啟動多次貿易調查，認定大

陸利用不公平貿易行為並侵害美國利益以來，美方迄今已啟動四波關

稅清單，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加徵鉅額關稅。對過去三十年以中

國大陸為生產基地、歐美為終端市場的臺商來說，此次的美中貿易衝

突呈現顯而立見的危機。然而，卻也是可能的轉機。本研究即是希望

透過調查與資料分析，了解當前中國大陸製造業臺商的投資經營概

況，以利政府擬訂相關政策，進而創造對臺灣最有利的經濟發展格局。 

 由於長期的貿易逆差、智慧財產損失、「中國製造 2025」在先進

製造業科技挑戰美國全球領先地位，以及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持續流

失至海外等因素，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去(2018)年正式對中

國大陸發起貿易戰。歷經幾回合的磋商及衝突後，目前雙方雖然聲稱

即將簽署「第一階段協議」，然而因美中之間的結構性分歧仍未化解，

未來仍存在情勢再次惡化的可能。 

 隨著美中貿易衝突的升溫，全球都將陷入兩大經濟體紛爭所造成

的經濟危機。對於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臺灣，自然很難置身事外。事

實上，去(2018)年中國大陸占我國對外投資比重約 37%，為我第一大

對外投資地區；占我國對外出口比重更達 41%，亦位列我第一大出口

市場。許多臺商企業以中國大陸作為生產基地，將零組件進行加工製

造後銷往全球。是故，中國大陸出口排名前 10 大的企業中，就有 4 家

為臺資企業。另根據大陸海關總署的統計資料顯示，由中國大陸銷往

美國的前 10 大企業，更由鴻海、廣達、仁寶及和碩等臺灣電子集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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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公司占據 8 名。1以當前川普政府陸續對中國大陸頒布的課稅清單

而言，臺商在大陸布局的各項產業供應鏈，悉數均受到直接或間接的

影響。事實上，根據多家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詳下表 1-1)，許多在陸

臺商在貿易戰的影響下，受到訂單流失、利潤減少等衝擊。因此，實

有必要針對貿易戰爆發後，大陸臺商所受到的實際影響，以及臺商業

者面對貿易戰所採取的因應策略與未來動向，進行更全面的掌握與分

析，俾為我國政府協助產業界應對美中貿易衝突之參考。 

表 1-1 貿易戰對大陸臺商影響及因應之相關調查 

調查單位/發布時間 調查結果摘要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2018 年 2 月) 

6 成的大陸臺商受貿易戰影響，主要影響包括訂

單流失、客戶下單猶豫期拉長，需吸收關稅成本

導致利潤下降等。採取之因應策略以分散出口市

場(36.5%)最多，評估回臺投資或設廠者占受訪廠

商之 15.3%。2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19 年 3 月) 

針對 50 家臺商進行調查後發現，對美中貿易衝

突的因應策略中，業者傾向採取策略依序分別為

「積極探索運用關稅措施」(42%)、「加大東南亞

布局」(42%)、「加大回臺布局」(39%)，以及「加

大美墨布局」(7%)。3 

商業週刊 

(2019 年 6 月) 

46%的受訪者認為，貿易戰衝擊與金融海嘯一樣

嚴重或更嚴重；43%表示貿易戰致使訂單減少。4 

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9 年 7 月) 

78.9%的製造業受訪廠商認為貿易戰對其營運造

成影響；其中，有 18%之大陸臺商考慮回臺投

資。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上所述，本計畫目的如下： 

 
1 許昌平，「四大臺商 撐起陸對美出口半邊天」，旺報，2018 年 7 月 1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01000134-260301?chdtv。 
2 「美中貿易戰對我整體產業影響」，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2019 年 2 月。 
3 「因應中美貿易戰新格局 臺商常用三大策略」，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9 年 6 月 24 日，

https://www.pwc.tw/zh/news/press-release/press-20190624.html。 
4 蔡靚萱，「7 位大老闆貿易戰突圍攻略」，商業周刊，2019 年 6 月 12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8850。 
5 林于蘅，「中經院：受貿易戰影響 鮭魚返鄉意願增」，工商時報，2019 年 7 月 17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93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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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討於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製造業臺商所受到的衝擊：貿

易戰爆發後，不論是因產品遭列入關稅清單，而受直接衝擊；或

因生產零組件(設備)，並供應給受直接影響的業者進行加工組裝，

繼而受間接影響等情況，均使臺商在陸經營面臨極大挑戰。本研

究將進行調查並蒐集相關資料，分析於美中貿易衝突下，大陸製

造業臺商受到的衝擊。 

2. 調查中國大陸製造業臺商，針對美中貿易衝突之相關應變措施及

動向：在掌握大陸製造業臺商受美中貿易衝突的實際影響後，進

一步深入調查業者採取何種措施進行應變。為降低美國加徵關稅

所帶來的衝擊，預期會有臺商藉由轉移生產地等方式，來降低所

受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亦將進一步了解業者的產能轉移動向，

以及未來的投資布局策略。 

3. 針對臺商業者期待受政府協助之相關事宜，提供政府策略建議：

本研究將調查臺商業者期待受政府協助事項，對如何協助業者回

臺投資、改善我國投資環境等相關事宜進行了解，據以建議政府

採取必要措施，以協助業者度過變局。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執行說明 

一、 研究方法 

 為了解美中貿易衝突形勢下，中國大陸製造業臺商受到的影響，

以及探究廠商針對貿易戰的因應策略及所需協助之處，以作為政府參

考，本研究以於中國大陸投資製造業臺商為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深

度訪談及文獻分析等方式，掌握大陸臺商當前營運狀況及未來營運規

劃，並邀請學者及專家就計畫執行情形提供其意見，以提升本案成效。

以下茲就本案研究方法進行概述。 



4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將蒐集有關美中貿易衝突相關次級文獻資料，包括國內外

政府機關、研究機構研究報告及統計數據，以及國內外媒體專題報導

等，以獲取研究議題最新資訊，藉以掌握美中貿易衝突發展趨勢，及

洞察美、中政府政策方向，以利進行後續研究及分析。 

(二) 專家諮詢會議 

 本計畫執行期間已召開兩次專家諮詢會議，邀集國內相關領域學

者及業界專家，針對有關研究議題及計畫執行情況進行座談。第 1 次

會議於今(2019)年 4 月 9 日舉行，會中針對本案調查問卷內容進行討

論，後續本案已依專家學者意見修正問卷內容；第 2 次會議業於同年

10 月 24 日召開，會中將針對本案問卷及深度訪談結果進行研析，並

以專家學者意見據以撰寫期末報告，以提升本案研究綜效。 

(三) 問卷調查法 

 為掌握美中貿易衝突對大陸製造業臺商確切衝擊，並了解相關業

者盼望政府提供的協助措施，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掌握受訪臺商

業者的整體基本資料，並進一步觀察其受貿易戰的實際影響及相關需

求。同時，納入大陸投資環境相關問項，以分析製造業臺商在當前形

勢下，最新的營運情況及未來動向。 

1. 問卷內容：係依據專家諮詢會議對於問卷設計建議，並經委辦單

位核可。內容包括（詳見附錄一）： 

(1) 受訪者基本資料：針對大陸製造臺商的基本資料，包括企業型

態、投資布局、在臺產業別及規模，並區別受訪廠商在臺是否

有母公司。 

(2) 大陸事業營運狀況：了解受訪者在大陸投資項目業別、累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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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額、投資區位、生產產品型態及銷售市場營業額占比等資

訊，掌握該公司在陸投資興業之概況。 

(3) 受貿易戰影響及因應措施：針對受訪廠商於美中貿易衝突發展

至今，所受到的影響程度、具體衝擊、未來發展預期及營業規

劃，以及該公司未來的投資布局策略進行了解。 

(4) 需政府協助事項：為掌握受訪廠商需政府協助事項，此部分將

當前政府推動之對臺商協助措施納入問卷，以了解臺商的相關

需求。 

2. 調查對象：本案發放問卷調查對象，以有在大陸投資的製造業臺

商負責人或有決策權的主管為主。本問卷透過本會 158 個團體會

員及其所屬會員，以及大陸各地臺商協會、廠商同業等組織網絡，

以便利抽樣方式進行發放。至於產業別方面，主要以遭美國納入

加徵關稅項目產業公會及其會員為主，尚未列入加徵關稅項目產

業公會及其會員為輔。 

3. 調查方式：調查問卷內容於本(2019)年 4 月 15 日經委辦單位核可

後，即以電子郵件、郵寄通信、傳真及面（電）訪等方式，於 4-8

月進行大多數問卷之發放與填答。為避免以電子郵件、郵寄通信、

傳真等途徑發放的問卷可能石沉大海，或問卷為不熟悉議題、不

具代表性的人隨意填寫，本研究於寄發問卷後，主動以面（電）

訪方式，透過直接詢問受訪廠商負責人或具決策權的高階經理人

填答問卷，以增加問卷填答品質與成效。 

4. 分析及整理：本問卷於開始調查後，逐批進行問卷回收，並輔以

電話催收訪談，以提高問卷回收率。資料整理部分，由人工逐案

進行註號、檢誤更正後輸入電腦，復由電腦進行處理，並使用「樣

本屬性分類」、「百分比分析法」等統計工具，進行交叉分析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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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究報告。 

(1) 樣本屬性分類：依受訪廠商所從事製造業業別等屬性進行分

類，以與其他問項進行交叉分析。 

(2) 百分比分析法：以選取調查題目之選項的受訪者家數，除以該

題全部有效樣本家數後，乘以百分之百得之。 

(四) 深度訪談法 

 美中貿易衝突對於臺商影響範圍相當廣泛，故對臺商的衝擊及其

因應策略，無法悉數以問卷調查從而得知。此外，由於研究議題存在

一定敏感度，部分調查問項不適合列入問卷題目中。因此，本調查報

告將透過「深度訪談」，由提問者與受訪人進行開放式交談，藉由受訪

人深入表達其意見進而獲得問卷調查無法得知的重要資訊，以進行相

關議題的分析與研究。 

1. 訪談對象：本研究已針對 41 家廠商進行深度訪談，對象包括： 

(1) 赴中國大陸投資，且生產產品以直接或間接出口至美國市場為

主的製造業臺商，其經營者或高階經理人。 

(2) 產業公協會或臺商協會正副會（理事）長、秘書長或重要幹部。 

(3) 大陸地方政府官員。主要目的是了解大陸地方對於美中貿易戰

對臺商的因應政策。6 

2. 訪談地點：除於臺灣地區進行訪談外，為確實掌握大陸製造業臺

商的營運情況，研究團隊已出訪華東（上海、江蘇）及華南（廣

東）地區製造業臺商生產聚落共三次，進行深度訪談及問卷發放

等調查，以了解在陸臺商面對美中貿易衝突的實際經營情況。 

 
6 由於訪談大陸官員時通常無法錄音，且大陸官員對此議題也較為敏感，因此相關重要訊息適度

彙整報告中，不列入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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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談內容：訪談內容主要以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的經營困境與

未來營運動向為主，參酌本案設計問卷題目進行開放式訪談，以

期獲得問卷調查時無法反映的產業界意見。除此之外，為了解面

對美中貿易戰，大陸政府是否針對臺商提出相關挽留或優惠政策

措施，本案進行深度訪談調查時，將一併蒐集大陸政府相關作為

以進行研析。 

二、 執行說明 

 本研究的各項重要績效指標執行進度詳如下表(1-2)。本計畫相關

的量化指標，包括回收問卷有效樣本數、廠商深度訪談家數及其他工

作項目，均符合委辦契約載明之規定。 

(一) 問卷發放及回收情形 

 本次「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及動向調查」至期中

報告截稿前共發放約 1,500 份，回收 304 份，去除不符基本條件、未

填答部分過多的 31 份問卷後，有效問卷達 273 份，問卷回收率約為

18.2%。 

表 1-2 研究計畫執行情況 

履約項目 重要績效指標 
執行情形 

（達成率） 

問卷回收 

（有效樣本） 
250 份 273 份/109% 

廠商深度訪談 25 家 41 家/164% 

資通訊產業分析報告 
1 份 

（併附於期中報告） 
完成 

專家諮詢會議 2 場 完成 

期末報告 12 份 完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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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執行情形 

 本案執行期間於兩岸共計訪談 41 家廠商（請見下表 1-3），臺灣及

大陸訪談業者數約各半。產業別方面，則以電子資通訊業者最多，占

比近五成。 

表 1-3 訪談執行情況（以訪問時間排序） 

序號 時間 附錄代號 產業別 訪談地點 

1 108/4/30 A 電子資通訊(公會) 臺灣 

2 108/5/02 B 車輛及零組件(公會) 臺灣 

3 108/5/03 C 機械(公會) 臺灣 

4 108/5/13 D 電子資通訊 大陸 

5 108/5/14 E 機械 臺灣 

6 108/5/14 F 機械 大陸 

7 108/5/14 G 石材製品 大陸 

8 108/5/14 H 紡織 大陸 

9 108/5/15 I 電子資通訊 大陸 

10 108/5/15 J 電子資通訊 大陸 

11 108/5/15 K 紡織 大陸 

12 108/5/16 L 造紙 臺灣 

13 108/5/16 M 電子資通訊 臺灣 

14 108/5/16 N 電子資通訊 大陸 

15 108/5/16 O 化學品 大陸 

16 108/5/17 P 資通訊 臺灣 

17 108/5/17 Q 家庭用品 大陸 

18 108/5/21 R 電子資通訊 臺灣 

19 108/5/22 S 紡織 臺灣 

20 108/5/30 T 塑橡膠 臺灣 

21 108/5/31 U 機械 臺灣 

22 108/6/05 V 電線電纜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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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附錄代號 產業別 訪談地點 

23 108/6/05 W 文具用品 大陸 

24 108/6/10 X 玻璃製品 臺灣 

25 108/6/10 Y 體育用品 臺灣 

26 108/6/12 Z 電子資通訊 臺灣 

27 108/6/12 A1 電子資通訊 臺灣 

28 108/6/13 B1 機械 臺灣 

29 108/6/17 C1 塑橡膠 臺灣 

30 108/6/18 D1 電子資通訊 臺灣 

31 108/7/01 E1 紡織 臺灣 

32 108/7/02 F1 家具 臺灣 

33 108/7/08 G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34 108/7/09 H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35 108/7/09 I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36 108/7/10 J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37 108/7/10 K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38 108/7/10 L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39 108/7/11 M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40 108/7/11 N1 電子資通訊 大陸 

41 108/7/19 O1 車輛及零組件 臺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赴大陸研究概況 

 為研析大陸臺商面對美中貿易衝突的實際經營情況及未來動向，

本研究已分別赴大陸華東地區（上海、南京）兩次及華南地區（廣州、

深圳）一次，除訪談當地製造業臺商外，亦與當地政府、臺商協會進

行交流，以了解當前大陸營商環境，同時進行問卷調查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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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限制 

受限於一些客觀條件，本案研究限制包括： 

1. 訪談執行不易：因本案研究議題對受訪者而言，涉及政治敏感性，

為避免遭陸方關切，受訪者對於遷移產線等核心問題往往不願正面

回答，影響相關議題的研究。 

2. 企業不願透露實際經營情況：本案問卷及訪談等調查，因涉及企業

經營策略，部分受訪者擔憂洩漏營業秘密，故有拒答或不予詳實答

覆的情況，影響研究成果。 

3. 貿易戰情勢變化迅速：本案研究議題情勢發展瞬息萬變，問卷及訪

談等受訪業者意見表述，僅能反應該時間點廠商對貿易戰衝擊範疇

之認知，進而影響其對企業未來經營策略的預判，爰可能無法代表

於調查結束後，因貿易戰情勢改變，受訪企業真實的營運決策。就

本案而言，因大部分受訪者主要於 108 年 4-8 月接受執行單位問卷

或訪談調查，故調查結果主要反應業者面對美國第 1-3 波關稅清單，

及對受訪當時國際情勢的意見為主。 

四、 預期效益 

1. 問卷具有效性：大陸臺商通常不太願意配合填答問卷，但本計畫多

是與臺商負責人直接聯繫後完成，因此本計畫雖然問卷回收率不到

兩成，且部分業別的填答次數並不多，但仍相當程度能夠反映大陸

臺商狀況。 

2. 訪談具代表性：本計畫深度訪談受訪人都為該公司負責人、亦或參

與公司決策的高級主管，例如董事長、總經理、副總，或大陸地區

廠長，有助提升本計畫的代表性。 

3. 調查具權威性：本計畫填答問卷及訪談的大陸臺商，大約有三成是

擁有許多家企業的集團負責人；或是該產業的龍頭企業。因此，透

過問卷及訪談的調查報告，具一定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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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中貿易衝突情勢之動態演變 

  在雙方都有壓力的情況下，美中兩大國歷經多次折衝，在 2019

年 10 月的第 13 輪談判後達成初步協議。然而，由於美中之間的衝突，

已不僅侷限在貿易戰，還包括科技戰、匯率戰，甚至還升高到意識形

態的對抗。因此，美中貿易衝突情勢不但更為複雜，發展亦更難預料。

本章共分為兩節：首先，回顧自 2018 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大陸課徵關

稅的歷程；其次，針對美中貿易衝突影響與趨勢，進行分析。 

第一節 美中貿易衝突發展歷程 

一、 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四波關稅 

(一) 第一、二波加徵關稅過程 

    2016 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時為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的川普(Donald 

Trump)，在「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號下，

表示將改變過去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對中國大陸採取更為強硬的態

度。2016 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即重申美中之間長期呈現不公平的

貿易關係，醞釀啟動貿易戰。 

    2017 年 4 月，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

達州海湖莊園(Mar-a-Lago)的會面，達成「百日貿易談判」協議；但由

於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未能減少，中美雙方對於「百日貿易談判」未

能達成一致協議。同年 8 月 18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對中國發

起「301 調查」；2018 年 1 月 22 日，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外進口

洗衣機與太陽能電池板加徵關稅、3 月 8 日對中國在內的國外進口鋼

鐵和鋁製品分別徵收 25％、10％的關稅，美國開啟貿易戰已箭在弦上。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中國剽竊美國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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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和商業秘密」；在簽署備忘錄後，除了宣布對約 500 億美元中國大陸

進口商品課徵關稅，並限制中國對美國的投資，且將向世界貿易組織

(WTO)控告中國。伴隨而來中方的反擊，牽動全球經貿情勢的美中貿

易戰，正式揭開序幕。 

    2018 年 4 月 3 日，美國正式發布 500 億美元課徵關稅清單。爾後，

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領的代表團，與美方代表進行磋商後，美

中雙方曾一度於 2018 年 5 月達成「不打貿易戰、停止加徵關稅」共識，

雙方同意停止互相加徵新關稅、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國對中國

大陸貨物貿易逆差，並同意促進智慧財產權保護、增加美國能源及農

產品進口，且在「能源、農產品、醫療、高科技產品、金融」等領域

加強合作。7然而，距離雙方磋商僅不過 2 周，白宮仍宣布仍將對 500

億中國商品徵收 25%的關稅。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國政府公布 500 億元關稅清單中約 340 億

美元部分的品項，並宣布 7 月 6 日起開始徵收 25%關稅。同年 8 月 8

日，USTR 公布第二波價值約 160 億美元的關稅清單，並於 8 月 23 日

生效。相關的商品品項包括航空、資訊和通訊技術、機器人、工業機

械、材料及汽車等共 1,102 種產品。 

(二) 第三、四波加徵關稅過程 

 2018 年 9 月 17 日，美國正式展開第三波關稅戰，宣布自 9 月 24

日開始，對價值 2,000 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 10%關稅，且稅率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提升至 25%，課徵商品項目包括電信通訊、電路板、處

理器、金屬家具、電腦零組件、木製家具、整流器、塑膠地板、木腳

椅、汽車零組件等 5,700 多種商品。川普更指出，如中方報復，將對

 
7「陸美貿易戰暫時休兵、達成六項共識」，科政中心，2018 年 5 月 22 日，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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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然而，中方仍立刻對價值 600 億美元

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作為報復。 

 2018 年 12 月 1 日，美中雙方領導人於在阿根廷舉辦的 G20 會議

中達成貿易戰休兵共識，同意於 90 天的寬限期內，雙方均暫停互相加

徵新的關稅措施，且美方將不會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將價值 2,000 億美

元商品的關稅稅率上調。白宮發布的聲明中提及，中方同意從美國購

買大量的農業、工業、能源和其它產品，以減少兩國間貿易的失衡現

象。8後續雙方經多次磋商後，仍未在 90 天內達成協議，惟在寬限期

即將屆滿前，2,000 億美元商品的關稅稅率仍維持在 10%。事實上，雙

方在寬限期內的談判過程中，一再釋放協商良好、談判有所進展的消

息。例如於 2019 年 2 月第 6 輪美中經貿高級別磋商後，美方發表聲明

稱「中方承諾停止不當的補貼國內產業做法」，並提及中方同意進行貿

易政策的「結構性改革」。9此外，美中雙方在後續第 7、8 輪談判中，

也對文本內容進行商議。10 

 當雙方已進入第 10 輪談判，外界認為雙方已有進展，即將簽署協

議時，情勢卻急轉直下。據報導，美方雖於 2019 年 5 月 3 日收到北京

當局發出的貿易協議草案，但美國認為，中方在該份草案中刪除了每

一項美國主要關切的承諾，並且拒絕修改國內法令以解決結構性問

題，等同於推翻先前 10 個月的談判成果及協議內容。11川普總統於是

於 2019 年 5 月 5 日於推特(Twitter)宣布，將價值 2,000 億美元中國產

 
8 “Statement from the Press Secretary Regarding the President’s Working Dinner with China,” Dec, 1,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s-secretary-regarding-presidents-work

ing-dinner-china/。 
9 「中美貿易談判：美國助推的結構性改革會給中國帶來什麼」，BBC 中文網，2019 年 3 月 1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407829。 
10 「中美第 8 輪經貿磋商 討論協議有關文本」，聯合新聞網，2019 年 3 月 3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727670?from=udn-relatednews_ch2。 
11 「中國從貿易協議草案承諾上全面反悔 華盛頓震怒還以更多關稅」，美國之音，2019 年 5 月 8  

   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Backtracked-On-Nearly-All-Aspects-Of-US-Trade-Deal-     

   20190508/4908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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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關稅，由 10%調升至 25%，並於 5 月 10 日起生效；中方聞訊亦於 5

月 13 日展開報復措施，12雙方的談判又宣告破裂。 

 2019 年 6 月日本大阪舉行 G20 峰會，雖然美中雙方同意恢復高層

貿易談判，並暫緩繼續加徵額外關稅，惟後續在談判未有進展的情況

下，川普總統於 8 月 1 日在推特上，指責中國沒有兌現購買美國農產

品和禁止對美出口「芬太尼」(Fentanyl)之承諾，故宣布自 9 月 1 日起，

對剩餘價值 3,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課徵 10%關稅，13此舉將造成中國

大陸每年輸美之 5,500 億美元商品全部遭課徵額外關稅。 

    隨後，美國貿易代表署宣布，該份關稅清單將分兩階段實施。同

時，美國政府首次正式將中國大陸列為「匯率操縱國」。148 月 23 日，

中方宣布對價值 750 億美元商品加徵 10%、5%不等的關稅，亦於 9 月

及 12 月分批實施。15此舉措使川普大為不滿，即宣布前三波共計價值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關稅將由 25%提高至 30%，而 9 月 1 日生效的

首批 3,000 億美元商品關稅，則計畫由 10%提升至 15%。川普甚至在

推特中「命令」在陸美商「退出中國並尋找替代方案」。16 

為緩和急遽升高的局勢，美中雙方除敲定 10 月初在華盛頓續行

第 13 輪談判外，中方首先公布對美加徵關稅商品的排除清單表示善意;

川普亦表示基於中方請求，並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70 周年國慶的善意

表達，宣布原訂在 10 月 1 日將價值 2,500 億美元商品關稅提高至 30%

 
12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提高加征關稅稅率的公告」，中共      

   財政部，2019 年 5 月 9 日，http://gss.mof.gov.cn/zh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5/t2088.html。 
13 Katie Lobosco, “Trump says he will go ahead with new China tariffs that would hit iPhones and 

toys,”CNN, Aug. 1, 2019. 

<https://www.cnn.com/2019/08/01/economy/new-china-tariffs-threat-trump/index.html> 
14 Andrea Shalal, “U.S. designates China as currency manipulator for first time in decades,” Reuters, 

Aug. 6,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currency/us-designates-china-as-currency-manipul

ator-for-first-time-in-decades-idUSKCN1UV2BK。 
15 「國務院：對原產美國的約 750 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關稅」，觀察者，2019 年 8 月 23 日。  

   https://m.guancha.cn/culture/2019_08_23_514985.shtml。 
16 Alan Rappeport, “Trump Says He Will Raise Existing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to 30%,” New York 

Times, Aug. 23,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3/business/china-tariffs-tru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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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推遲至 10 月 15 日。17於後續的第 13 輪談判中，美中雙方在

智慧財產權保護、匯率與金融服務、擴大貿易合作、技術轉讓、爭端

解決等分歧領域有所進展，川普更表示雙方即將達成「實質性第一階

段協議」，將簽署第一階段協議，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協商。 

表 2-1 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之加徵關稅清單 

關稅 

清單 
實施日期 

商品價值 

/稅額 
商品項目 

第一波 2018 年 7 月 6 日 340 億美元/25% 航空、資訊和通訊技

術、機器人、工業機械、

材料及汽車等共 1,102

種產品。 第二波 2018 年 8 月 23 日 160 億美元/25% 

第三波 

2018 年 9 月 24 日 

2,000 億美元 

/10%→25% 

電信通訊、電路板、處

理器、金屬家具、電腦

零組件、木製家具、整

流器、塑膠地板、木腳

椅、汽車零組件等 5,700

多種商品。 

2019 年 5 月 10 日 

第四波 

2019 年 9 月 1 日 

(第一波生效日) 

12 月 15 日 

(第二波生效日) 

3,000 億美元 

10%→15% 

智慧型手表、藍芽耳

機、平板、電視和鞋類、

手機和筆電等產品。 

資料來源：整理自 USTR 301 專區。

https://ustr.gov/issue-areas/enforcement/section-301-investigations/tariff-actions。 

鑒此，美國將不會在 10 月 15 日將價值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的

關稅稅率上調至 30%。18然而，美國財政部長努欽(Steven Mnuchin)指

出，美方迄今並未針對 12 月 15 日將生效的關稅做出決定。19不過，中

國商務部發言人於 2019 年 11 月 7 日稱，美中雙方已同意，將分階段

 
17 Makini Brice, “Trump: U.S. agrees to delay tariff hike on some Chinese goods by two weeks,”   

Reuters, Sep. 12,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delay/trump-us-agrees-to-delay-tariff-hike-on-som

e-chinese-goods-by-two-weeks-idUSKCN1VW2X7> 
18 Ana Swanson, “Trump Reaches ‘Phase 1’ Deal With China and Delays Planned Tariffs,” New York 

Times, Oct. 11,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1/business/economy/us-china-trade-deal.html> 
19即價值3000億美元商品中之1560億美元產品，包括手機、筆記本電腦、玩具等。請見David Lawder, 

“U.S., China say they are 'close to finalizing' part of a Phase One trade deal,” Reuters, Oct. 25,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china-to-ask-us-to-remove-tariffs-in-exchange-for

-ag-buys-in-talks-friday-sources-idUSKBN1X40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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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互相加徵的懲罰及報復性關稅。20然而，未來如何，仍有許多變數。 

二、 美中衝突由關稅戰到科技戰 

 除關稅戰之外，美中貿易衝突易也延伸至科技與專利戰。為阻止

中國大陸持續在科技領域快速發展，進而對美國造成所謂「國安威

脅」，美國在啟動對中國大陸貿易戰的同時，以國家安全及防止陸企竊

取美國技術為由，對中國大陸企業設下「科技壁壘」，除禁止特定陸企

進入美國市場，以及在美國投資併購外，亦禁止美國企業對特定陸企

輸出關鍵技術與零組件，並遊說盟國採取相同措施，以有效抑制中國

大陸在特定科技領域的快速發展。 

(一) 對中興通訊、華為及其他陸企的圍堵行動 

 2016 年中興通訊因違反美國對伊朗出口禁令遭美處罰，後續於

2017 年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和解後，仍未能有效執行和解協議，且對美

國政府作出虛假陳述，故在 2018 年 4 月中興通訊正式遭美國政府列入

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中，對其採取限制出口措施。這項禁制舉措，

形同讓中興通訊無法繼續生產行動通訊產品，面臨倒閉的窘境。該事

件的發生，也促使美國國會於 2018 年 5 月 24 日通過《2019 年國家國

防授權法》(NDAA)，禁止國防部與使用華為及中興通訊生產的電信設

備之服務供應商簽訂合約。21爾後，在川普介入下，中興通訊接受美方

極為嚴苛的和解條件，包括 10 億美元罰款、容許美方人員加入公司法

遵團隊等，換取該公司可以重新向美國企業購買零件，恢復正常生產。

22 

 與此同時，美方亦極力敦促盟邦禁止中國另一家科技巨擘華為參

 
20任中原，「陸商務部：美中雙方將分階段取消懲罰性與報復性關稅」，聯合新聞網，2019 年 11  

 月 7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4150904。 
21「美推《國防授權法》明令禁止華為與中興危險產品」，法廣，2018 年 5 月 8 日，  

  http://www.rfi.fr/tw/20180508- %E5%93%81。 
22“ZTE inches closer to resuming business in US,” BBC, Jul. 12, 2019.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480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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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盟國的 5G 建設，致使包括澳洲、紐西蘭及日本均禁止國內通訊營

運商使用華為設備，惟歐洲各國政府多數仍同意營運商採用成本較低

的華為 5G 技術，顯示美國對華為的圍堵行動並未獲得全體盟邦的支

持。 

 2018 年年底，華為現任副董事長、創始人任正非長女孟晚舟，在

途經溫哥華轉機時被加拿大警方逮捕，罪嫌除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禁令外，美國政府更控訴華為進行金融及電信詐欺、竊盜商業秘密技

術等 23 項罪名；至此美國正式對華為展開圍堵。2019 年 5 月 16 日，

川普援用《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簽署行政命令，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賦予商務部權力禁止「對國家安全產生風險」的相關交易，為後續的

禁制措施鋪路。同時，美國商務部隨即宣布將華為及其 70 家關聯企業

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23即未經審批的美國公司，將不得銷售

產品及技術給華為。由於相關法令同樣規範於美國市場活動的海外公

司，故全球軟硬體科技大廠紛紛宣布暫停與華為的業務往來。川普政

府的禁制舉措對華為的衝擊甚大，包括博通 (Broadcom)、高通

(Qualcomm)、美光(Micron)、安謀(ARM)、谷歌(Google)等軟硬體大廠，

均宣布暫停與華為的業務往來。雖然華為宣稱將以本國零組件取代，

惟美國的設備、作業系統、晶片設計等專利技術，實難以在短期內尋

找替代品，對其銷售海外市場造成巨大衝擊。24不過，隨著美中貿易戰

趨向緩和，美國政府對華為的禁令，將可能逐步解禁。25 

 由於華為公司於 5G 技術中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外界認為美國的

制裁行動是為了打壓中國大陸在 5G 的發展。除了華為之外，在過去

一年中，尚有包括海康威視、科大訊飛等多家陸企遭列入實體清單，

 
23「特朗普針對通訊業宣佈緊急狀態 華為稱限制不會使美國強大」，BBC 中文網，2019 年 5 月  

  16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8290413。 
24黃慧雯，「未搭谷歌服務 華為低調宣布 Mate 30 Pro 預購日」，中時電子報，2019 年 11 月 4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104001949-260412?chdtv。 
25Justine Coleman, “Ross: Huawei licenses coming 'very shortly',” The Hills, Nov. 3, 2019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china/468753-ross-huawei-licenses-coming-very-sh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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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其購買美國設備與零組件。 

(二) 對中國大陸的技術輸出與投資管制 

 為保持美國在科技技術上的領先，美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已草擬出一份出口管制清單，內容含括人工

智慧與機器學習、生物技術、數據分析等 14 項先進關鍵技術。26除了

禁止美國企業提供產品及技術給特定陸企外，為防止中國公司透過併

購美國企業取得關鍵技術，美國國會亦於 2018 年 7 月通過《外國投資

風險評估現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擴大美國外來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 CFIUS)的職權，嚴審外來投資（請見下表 2-2）。27

雖未明確劍指中國大陸，惟外界普遍認為，該法案是美方針對中國大

陸藉投資及併購美企以取得先進技術而進行的防堵。 

 綜上所述，川普對中國大陸科技企業的眾多禁令，目標固然為打

壓中國大陸科技發展、保持美國科技領先。然而長期而言，勢必使中

國大陸更加堅定朝自主研發的目標邁進，甚至以另起爐灶的方式發展

「中國技術標準」，進而造成全球科技發展的「兩極化」，對未來全球

科技技術標準、產業鏈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我國為全球資通訊產

業重鎮，業界與美國技術及市場關係匪淺，同時又以中國大陸為製造

基地，未來如美中科技戰持續升級，業界未來在技術標準的依循、供

應鏈的調整等層面，所受到的影響將有增無減，值得政府與產業界審

慎因應。 

 

 
26林聰毅，「美對陸企再出手 管制 14 項敏感科技出口」，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1 月 2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2605/3490327?from=udn-hotnews_ch2。 
27宋承恩，「貿易戰中較受忽略的一塊：嚴審外來投資」，報呱，2019 年 4 月 12 日，  

  https://www.pourquoi.tw/2019/04/us-china-trade-war-firrma/ 



19 

 

表 2-2 《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要點 

修正特點 修正內容 

申報制度由自願申報 

改為強制申報 

新法修正了過去的自願申報制度，而要求特定交易須報

經主管機關始得進行。同時，新法也授權 CFIUS 得針對

涉及「關鍵科技」（critical technology）之交易要求強制

申報與審查。 

擴大涵蓋交易定義範圍 

1.特定房地產交易：擴大範圍包含對關鍵基礎設施(如美

國政府機構)和敏感個人數據的非被動投資。 

2.其他非被動投資：除以取得具投票權之股權的交易

外，任何使外國投資人取得對美國企業、股東或公司經

營人所持有，非公開的技術資訊、非關聯的美國關鍵技

術或基礎設施公司的投資均納入管轄。 

3.外國投資人與投資美國商業相關的權利變化：如果該

權利變化可能會導致外國對美國業務的控制，或者導致

外國對於非關聯的美國關鍵技術或基礎設施公司的控

制。 

智財權移轉審查 

在新法下，CFIUS 有權審查並拒絕美國科技公司將智慧

財產權移轉給外國公司的任何安排。另規定 CFIUS 有權

衡量「特定交易是否可能減低美國，相對於任何其他「受

關切國家」之科技與工業優勢。「受關切國家」，係指對

美國產生重大安全風險的國家。 

擴大「國家安全」之意義 

由舊法定義之傳統國防安全事項，擴張至所有涉及科技

與工業競爭優勢之情事，並授權 CFIUS 評估某一基礎設

施、能源資產、關鍵技術或材料，在外國人投資交易所

累積的市場占有率及投資模式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影響。 

資料來源：摘整自宋承恩，「貿易戰中較受忽略的一塊：嚴審外來投資」，報呱，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s://www.pourquoi.tw/2019/04/us-china-trade-war-firrma/。 

第二節 美中貿易衝突影響與趨勢 

一、 美中貿易衝突影響 

(一) 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美中貿易戰爆發迄今，已對全球經濟成長造成衝擊。根據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最新預測顯示，全球 GDP 成長率由今年 5 月預期的 3.2%調

降至 2.9%，2020 年的成長率也由原先預估的 3.4%，調降至 3.0%。此

外，今年度美國的經濟成長率下調 0.4%至 2.4%、中國大陸則下調 0.1%

至 6.1%。OECD 強調，這將是金融危機以來最疲軟的全年經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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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下滑的風險持續增加。28 

 美中貿易衝突同時也對企業經營造成衝擊，據研究機構 FactSet

指出，受貿易戰衝擊影響，美國製造業獲利呈現全面下滑趨勢，其中

科技業第三季獲利預估較 2018 年同期萎縮 10.1%，半導體產業受衝擊

最大，第三季獲利恐較去年同期驟降三成，而標普 500 大的企業預估

第三季獲利將較去年同期下滑 3.8%；29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nstitute of 

Supply Management)的調查亦顯示，因全球需求持續疲軟，美國 ISM

製造業指數(PMI)於 2019 年 9 月份跌至 47.8，為 2009 年 6 月以來的最

低水準。30上開數據顯示，美中貿易衝突已對企業營運造成打擊，因關

稅加徵導致的成本，可能會造成產品價格上漲、銷量下降，進而打擊

中國大陸的出口表現。 

(二) 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大陸今(2019)年第三季 GDP 增速

下滑至 6%，創下過去 27 年半以來的最低水準，外界認為肇因為貿易

戰導致大陸出口低迷，消費與投資的狀況也隨之下滑所致。至於製造

業經營情況方面，依中國國家統計局 10 月 27 日所公布的數據顯示，9

月工業企業利潤較去年同期衰退 5.3%，原因包括產品價格持續下滑、

銷售放緩等。而 9 月份中國大陸的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為 49.8，雖較 8 月的 49.5 微幅成長，惟仍連續 5 個月低於榮枯線。另

檢視大陸對美出口情況，2019 年 1-9 月，大陸對美國出口達 3,120 億

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10.7%。31對照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統計資

 
28“OECD sees rising trade tensions and policy uncertainty further weakening global growth,” OECD, 

Sep. 19, 2019. 

<https://www.oecd.org/economy/oecd-sees-rising-trade-tensions-and-policy-uncertainty-further-weake

ning-global-growth.htm> 
29 顏嘉南，「貿易戰衝擊美國科技業獲利 Q3 財測難看」，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0 月 2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02004761-260410?chdtv。 
30ISM (2019), “October 2019 Manufacturing ISM Report On Business,” ISM, Nov. 1, 2019. 

<https://www.instituteforsupplymanagement.org/ISMReport/MfgROB.cfm?SSO=1> 
31沈凡，「9 月出口同比下降 3.2% 對美出口降幅繼續擴大」，財新網，2019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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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今年 1-9 月美國對中國進口貿易額為 3,24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

少 13.4%；貿易逆差則為 2,632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2.8%。32自

貿易戰爆發至今，中國大陸已由美國最大貿易夥伴，退居至墨西哥、

加拿大之後，為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33 

 至於美國的各波關稅清單，對中國大陸出口的影響情形，根據我

國財政部分析美國海關進口資料顯示，美國進口商因應貿易戰有提前

拉貨的傾向，故各清單生效前的 2-3 月貿易額均有顯著成長。惟在三

波清單陸續實施後，清單項目內產品的貿易額便急遽衰退（請見下表

2-3），使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金額明顯滑落，2019 年 1-6 月各清單項

目合計劇減達 27%。34 

表 2-3 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關稅清單商品)年增率 

關稅清單 清單生效前年增率 清單生效後年增率 

清單一(340 億美元) +11.3%(2018 上半年) -20%(2018 下半年) 

清單二(160 億美元) +22.5%(2018 上半年) 
-7.7%(2018 下半年) 

-41.2%(2019 上半年) 

清單三(2,000 億美元) +11.3%(2018 年上半年) -24.1%(2019 第一季) 

資料來源：摘整自「近期美國對中國大陸貨品加徵關稅之相關影響分析」，財政部，2019 年 8 月 13 日。  

(三) 貿易戰對供應鏈的影響 

 當前，因美中兩大經濟體的貿易戰，對中國以外國家已帶來明顯

 

  http://economy.caixin.com/2019-10-14/101470935.html。 
32「美國 108 年 1-9 月整體貿易情勢」，經貿透視，2019 年 11 月 12 日，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56531&iz=6。 
33范振光、劉煥彥，「貿易戰商兩敗俱傷／美中進出口貿易 減少逾 1 成」，聯合新聞網，2019 年 8 

  月 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2639/3967469。 
34「近期美國對中國大陸貨品加徵關稅之相關影響分析」，財政部，2019 年 8 月 13 日。  

   https://www.mof.gov.tw/download/2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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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單效益。我財政部研究指出，第一波關稅清單以墨西哥、法國、

斯洛伐克為主要受益者、第二波則使日本、越南受惠，第三波則讓亞

洲各國普遍受益，其中以臺灣因臺商轉移產能而獲益最大。35另根據聯

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公布的最新研究，貿易戰已使 2019 年

上半年中國對美國出口減少 350 億美元，而課稅清單內的產品有六成

轉移至其他國家。同時，中國大陸出口商今年上半年透過降低出口價

格的 8%，來吸收部分關稅增加的費用。36數據顯示，包括大陸臺商在

內的在陸企業，不僅面臨訂單減少，其產品利潤亦遭受侵蝕。 

 反觀，2019 年 1-9 月我國對美出口年增達 17.7%，其中以資通訊

與視聽產品增幅最大(60.5%)。37事實上，因應美中貿易戰，臺灣產生

轉單效應；與此同時，大陸臺商將銷美產品轉移回臺灣生產，而使對

美出口大幅成長。對比中國大陸對美出口的衰退情形，顯示供應鏈確

有移轉現象。換言之，美中貿易衝突致使大陸臺商受害、但臺灣卻因

此受益。 

二、 美中貿易衝突的發展趨勢 

 如前文所述，美中貿易衝突已從原先的關稅戰升級成為科技與技

術戰，並對美中雙方、乃至世界經濟帶來傷害。中國大陸作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及全球供應鏈的核心，除了最終消費產品，大量中國大陸

生產的零組件等中間財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較大份額。隨著與關稅戰

的不斷升級，越來越多公司不得不以增加零組件的額外運輸成本為代

價，將產線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其他地區。而長期而言，因美國政府強

 
35 同上註。 
36“Trade war leaves both US and China worse off,” UNCTAD, Nov. 6, 2019.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2226。 
37「當前經濟情勢概況(專題：台日韓出口情勢比較)」，經濟部，2019 年 10 月 28 日。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2menu_id=10212&bull_id=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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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投資管制，阻止中國企業收購美國高科技公司取得先進技術，亦將

減緩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步伐。 

 此外，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制裁與壁壘，可能使全球

科技技術分裂為以美國和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兩個主要集團；且兩陣營

間交流受到嚴格管制，使跨國企業必須重新調整產品與供應鏈，以適

應美中貿易衝突產生的新環境。上述情況對全球貿易和經濟成長所造

成的負面衝擊，可能遠遠超過美中關稅戰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欲在科技領域稱霸、威脅美國科技龍頭

地位的舉措，引起了美國的重視與防備。美方認為，中共透過投入鉅

額的政府補貼強化企業技術實力，將自身打造成為半導體、機器人、

商用客機等產業的世界強國。38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 2018

年 10 月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演講強調，「中國製造 2025」的目

標是控制世界上 90%的最先進產業，包括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和人

工智能；為了贏得 21 世紀經濟的制高點，當局已經指示政府及民間企

業用任何方式獲得美國的智慧財產。同時，中國政府也要求許多美國

企業將其商業機密交出，作為美國企業得以順利在中國大陸開展業務

的條件。39 

    事實上，中國大陸自 2015 以來年即開始大力推動「中國製造 2025」

計畫。「中國製造 2025」主要目的，是中國政府希望中國大陸從製造

業大國轉型為製造業強國；在擺脫對外國技術依賴的同時，引領世界

科技技術。該計畫將大力發展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機器人、航空航

太裝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領域。近年來，中國

 
38Keith Bradsher, “U.S.-China Trade Talks Stumble on Beijing’s Spending at Home,” New York Times, 

May. 12.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2/business/china-trump-trade-subsidies.html?_ga=2.116753094.

1540541394.1573475493-290497211.1572963312> 
39“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Whitehouse, Oct.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 

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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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電子資通訊領域發展迅速，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社》全球「主

要商品與服務份額」調查顯示，中國企業已在行動通訊等多個電子產

品領域中，其市場佔有率居於第一（請見表 2-4），40顯示在電子資通

訊產業，中國已有挑戰美國科技霸主地位的能力。 

表 2-4 大陸企業於全球 ICT 產品的市占情況 

監視器 

排名 公司名 2018 年全球市占率 

1 海康衛視(中國大陸) 29.9% 

2 大華技術(中國大陸) 11.1% 

3 安訊士(瑞典) 3.7% 

太陽能模組 

排名 公司名 2018 年全球市占率 

1 晶科能源(中國大陸) 10.9% 

2 品奧太陽能(中國大陸) 7.6% 

3 天合光能(中國大陸) 7.3% 

個人電腦 

排名 公司名 2018 年全球市占率 

1 惠普(美國) 23.2% 

2 聯想集團(中國大陸) 23.2% 

3 戴爾(美國) 17.1% 

行動通訊基地臺 

排名 公司名 2018 年全球市占率 

1 華為技術(中國大陸) 30.9% 

2 愛立信(瑞典) 27% 

3 諾基亞(芬蘭) 21.9% 

資料來源：「中國企業在 10 品類全球市佔率居首」，日經中文網，2019 年 7 月 10 日。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36375-2019-07-10-05-00-30.html。 

三、 美中貿易衝突的未來分析 

(一) 美國認為美中兩國之間的矛盾在於「七宗罪」 

    一直以來，川普認為，多年來美國遭貿易對手占去太多便宜，尤

其是簽署過多不符美國利益的多邊協議。故在川普上任美國總統即立

 
40「中國企業在 10 品類全球市佔率居首」，日經中文網，2019 年 7 月 10 日，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36375-2019-07-10-05-0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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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退出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巴黎氣

候變化協定(Paris Agreement)等，改以雙邊談判的方式，以期達成對美

國更有利的結果。至於川普總統的談判手段，則是將關稅及貿易壁壘

措施作為制裁工具，逼使對手就範。早在競選期間，川普便提出要針

對進口鋼鐵及鋁材加徵關稅，以支持美國產業與工人，當選後確實於

2018 年對進口鋼鐵與鋁產品課徵 10-25%不等之關稅。川普亦以關稅作

為要脅，迫使墨西哥、加拿大與其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之

談判，最後三方達成「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使北美

自由貿易區得以繼續維繫。 

    在對中國問題方面，川普認為，過去美國「擁抱熊貓派」希望透

過與中國交往(engagement)而促使中共改變的政策不但失敗，還讓中國

予取予求，造成美國經濟的衰退。因此，川普多年來即控訴美中間存

在「不公平的貿易」，並誓言消除美國對中國大陸巨額貿易逆差。事實

上，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逐年上升。據

統計，2018 年美國出口中國大陸 1,203 億美元，而由中國大陸進口的

金額達 5395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美中之間的貿易赤字由 2001 年

的 830 億美元成長到 2018 年 4,192 億美元，41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額

將近五成。 

 此外，川普曾批判，中國大陸每年竊取美國的智財權價值達到

3,000 億美元。42另根據美國智慧財產權竊盜委員會(IP Commission)的

調查顯示，智財權的竊盜每年造成美國 2,250 億至 6,000 億美元的損

失。一項針對美國公司的民調亦顯示，有高達 5 分之 1 的美商指出，

曾在 2018 年遭中國大陸竊取智慧財產權。43 

 
41“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ugust 2019,” BEA. Oct. 4, 2019.    

  <https://www.bea.gov/news/2019/us-international-trade-goods-and-services-august-2019> 
42Maegan Vazquez, “Trump pushes back against market fears of trade war,” CNN, April. 4,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8/04/04/politics/trump-no-trade-war-china/index.html> 
43Eric Rosenbaum, “1 in 5 corporations say China has stolen their IP within the last year: CNBC 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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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來看，就如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今年 8 月

接受訪問時所說，對美國來說，中國必須終結竊取美國智慧產權、強

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入侵美國電腦竊取機密、向美國市場傾銷商品、

大量補貼國有企業、向美國出售毒品芬太尼、進行貨幣操縱等「七宗

罪」(Seven Deadly Sins)，進行結構性改革，美國才有取消對中國商品

課徵關稅的可能；然而，由中方屢次的回應來看，美中之間歧見仍大，

矛盾短期內很難化解。 

(二) 中國因應貿易戰的策略：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中共理解到，美中關係將不復以往。中方雖多次表明不挑戰美國

領導地位，但在美中之間戰略競爭關係格局形成的此刻，中共一方面

不可能／也無法不回應美國開啟的貿易戰；但在不可能對美國設下的

條件全面讓步的現實基礎上，在戰略層面，中共強調韜光養晦，以時

間換取更大的空間；在戰術層面，則在有所作為的前提下與美方不斷

周旋，亟力避免貿易戰擴大。 

    中共多次強調，對貿易戰這個顯而易見的「灰犀牛」不可視而不

見。習近平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經濟發展往正確方向前進；

同時要未雨綢繆應對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也就是說，面對

情勢多變的國內外經濟情勢，中共堅持的仍是「發展」、強調的則是

「穩」， 重要的是在「兩個一百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因

此，對中共來說，如何因應及減低美中貿易戰衝擊，是當前最重要的

工作之一。 

     2018 年 12 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七大任

務，其中推動製造業高品質發展、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以及推動

 

survey,” CNBC, Mar. 1,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2/28/1-in-5-companies-say-china-stole-their-ip-within- 

the-last-year-cnb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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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對外開放，被視為中方因應貿易戰的主要策略： 

    首先，在「推動製造業高品質發展目標」方面，中共指出，「要推

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要增強製造業技術創新能

力」。中共認為，美國以貿易逆差之名開啟貿易戰，但其實是擔心中國

透過「中國製造 2025」在技術趕超美國。因此，為了不刺激美國，「中

國製造 2025」這個詞在中國官方和媒體上逐漸消失。 但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仍將「推動製造業高品質發展目標」視為 2019 年首要任務，並

強調要「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44可以看出中共並未放棄「中國製

造 2025」，甚至將其設定為 2019 年的首要任務。 

    其次，在「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方面，習近平強調中國大陸

具有世界級的市場規模。因此，中國必須提升內需產品品質，改善消

費環境；同時加大製造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加快 5G 商用、加強

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加大城際

交通、物流、市政基礎設施等投資，以及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

務設施建設等。 也就是說，中共希望以中國大陸龐大內需市場為槓

桿，一方面解緩以美國為主的貿易逆差；另一方面，以消費化解可能

的出口衰退，以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事實上，為因應美中貿易戰，

中共陸續推動許多提振經濟措施， 希望藉此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可

以預期的是，今年中共勢將持續推動各項刺激內需政策，以落實「促

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政策，而政策方向將會由「供給側」發力，例

如提升城市消費、擴大鄉村消費、創新流通方式，以及發展服務消費

的消費升級等。換言之，中共將會想方設法促進投資及消費，形成強

大的內需市場作用。 

    最後，在「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方面，習近平強調要放寬市場

 
44「李克強報告未提《中國製造 2025》，但中國產業政策猶在」，華爾街日報，2019 年 3 月 11  

  日，https://cn.wsj.com/articles/-12155183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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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實施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特

別是智慧財產權、允許更多領域實行獨資經營、擴大進出口貿易、推

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削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以及共建「一帶一路」

等。然而，中共也認為，推動對外開放，還需要根據國際投資貿易規

則的新變化新趨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高中國大陸在國際經

濟舞臺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換言之，中共希望透過對外開放的過程，

提出強調多邊和區域合作的中國倡議／中國方案，以扭轉以美國為中

心的全球化、特別是現任總統川普強調的單邊主義政策。 

(三) 美中貿易戰的本質是強權競爭 

    一般認為，長期龐大的貿易逆差，是美國對中國開徵關稅以致引

發貿易戰主因。但對美國來說，有更深層的戰略目標。誠如美國副總

統彭斯演說的指控，北京正在使用一種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經

濟、軍事工具以及宣傳，在美國推進其影響和利益；中國也比以往更

活躍地使用其力量，來影響並干預美國的國內政策和政治。45彭斯認

為，中共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贏得 21 世紀的經濟主導權」。46 

    也就是說，雖然川普以貿易逆差、工作流失海外、智慧財產損失

等理由，發起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戰；但更深層的目的，仍是為了維持

美國霸權地位。美國必須透過對中國大陸先進製造業科技的抑制，以

維持美國全球領先地位。換言之，美中貿易戰的本質，可說是美國在

維質現狀霸權戰略思維下「以貿易戰為名的強權競爭」。47 

 
45原文為 But I come before you today because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to know… as we speak, 

Beijing is employing 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us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tools, as 

well as propaganda, to advance its influence and benefit its intere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also 

applying this power in more proactive ways than ever before, to exert influence and interfere in the 

domestic policy and politics of our country。請見 Hudson Institute 網站，2018 年 10 月 4 日，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

y-towards-china102018。 
46黃欣，「彭斯提 6 道底線 要中國讓步」，工商時報，2018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15000278-260202。 
47
陳蔚芳，「貿易戰下的美中關係走向與對臺灣產業的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12 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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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貿易戰發展仍難定論：中共優勢在於擁有「一帶一路」鏈結

的歐亞非市場的支撐，以及龐大的外匯和愛國主義的操作；至於美國，

則有奠基於自由主義基礎上的科技創新能量。無論結果如何，美中兩

大強權的競合格局，勢必將影響未來全球政經情勢。 

    總的來說，雖然目前美中雙方已達成「第一階段協議」的共識：

中方將會購買 400-500 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以及針對智慧財產權、

金融自由化的模糊承諾；美方暫緩 10 月 15 日 2500 億美元中國進口商

品關稅的上調。48然而，即便美中達成第一階段的協議，美中之間結構

性的矛盾仍無法解決。因此，可以預期的是，美中未來仍有可能爆發

新的衝突。由中美雙方的態度、特別是中共的策略來看，在強調經濟

至上的現代國際政治氛圍中，或許兩國雖不會發生軍事衝突，但美中

之間的巨大分歧，將可能落入如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

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美中之間未來層出不窮的

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及資訊戰，將成為未來美中之間的「新常態」。 

 

年 12 月，頁 121-123。 
48David LawderReuters, “U.S., China say they are 'close to finalizing' part of a Phase One trade deal,” 

Reuters, Oct. 25,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us-china-say-they-are-close-to-finalizing-part-of-

a-phase-one-trade-deal-idUSKBN1X40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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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影響 

    本章節主要以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次級資料，

討論大陸臺商業者在陸投資概況及營運情形；並了解業者受到美中貿

易衝突的影響。 

第一節 大陸臺商投資經營狀況 

一、 企業型態以非上市櫃為主，均在中國大陸有投資 

 檢視受訪廠商企業型態，其中 79 家為臺灣上市櫃公司，占比為

28.9%；190 家為非上市櫃公司，占比為 69.6%；4 家為在中國大陸上

市的臺商企業，占比為 1.5%（請見表 3-1）。由於本計畫主要訪問臺商

集中在華南、華東等地，華南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因此，呈現較高的

比重。 

表 3-1 公司企業型態 

投資型態 家數 有效百分比(%) 

臺灣上市櫃 79 28.9% 

非上市櫃公司 190 69.6% 

大陸上市公司 4 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本計畫主要對象是中國大陸臺商，因此填答的 273 家企業，

均在中國大陸有投資（請見圖 3-1）。然除此之外，填答的大陸臺商中，

有 20.1%同時在東協地區亦有投資；有 13.2%在北美地區有投資；有

7.3%在歐洲有投資；有 7%在日韓有投資。選填其他選項者則占 3.7%，

填答內容為非洲及南美洲。進一步分析後發現，超過七成的填答企業

投資地僅在中國大陸(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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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對外投資布局（複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臺灣母公司以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為主 

    分析填答的 273 家大陸臺商，有 55 家在臺灣已無營運(21.2%)49；

218 家在臺仍有母公司(79.8%)。這些仍在臺灣留有母公司的大陸臺

商，其所屬產業別以電子資通訊業為主(33.3%)，次為其他(23.9%)50及

機械業(10.1%)，其餘產業占比則約為 5~7%左右（如下表 3-2）。 

表 3-2 公司在臺所屬產業別 

業別 家數 有效百分比(%) 

電子資通訊 72 33.0% 

其他 52 23.9% 

機械 22 10.1% 

光學器材 15 6.9% 

化學品 14 6.4% 

塑橡膠製品 13 6.0% 

紡織 13 6.0% 

車輛及零組件 11 5.0% 

食品生技 6 2.8% 

註：本題如業者在臺無母公司則免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9本研究係依受訪廠商填答情況判斷業者在臺有無營運，惟實務上仍有業者表示在臺仍有設無營運

事實處所；至於外界所認為在臺完全沒有母公司的「在陸臺企」（無根臺商），一方面許多以陸企

自居，與臺商協會或其他聯誼組織較少聯繫，難以接觸；另一方面，並不符合政府鼓勵回台投資

的政策對象。 
50
業別勾選「其他」者，包含從事金屬、非金屬、家具製造等受訪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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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受訪業者在臺規模，資本額在 8 千萬新臺幣（以下同）以下

中小企業為大宗，占 33%；其次依序為 10 億以上者，占 31.1%、8 千

萬~3 億者占 15.6%、3 億~6 億者占 10.4%、6 億~10 億者占 9.9%（請

見下表 3-3）。 

表 3-3 公司在臺資本額 

資本額 家數 有效百分比(%) 

8 千萬新臺幣以下 70 33.0% 

10 億新臺幣以上 66 31.1% 

8 千萬~3 億新臺幣 33 15.6% 

3~6 億新臺幣 22 10.4% 

6 億~10 億新臺幣 21 9.9% 

註：本題如業者在臺無母公司則免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公司員工人數方面(見下圖 3-2)，人數在 200 人以下者最多，

占比達 43.1%，其次依序為 1,001 人以上(29.3%)、201~500 人(18.1%)，

及 501~1,000 人(9.6%)。 

 

圖 3-2 公司在臺員工人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數據來看，本調查樣本在臺母公司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其次

則為大型企業。由資本額來看，這兩者占全部問卷的 64.1%；由員工

人數來看，這兩者占全部問卷的 72.4%。換言之，此問卷統計結果除

可反映大型臺商投資經營情形，也可了解中小企業臺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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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大陸投資規模呈現兩極化，投資行業以電子資通訊為主 

 關於受訪廠商在大陸投資項目業別，以從事電子資通訊的業者最

多(33.3%)，其次為其他51(18.7%)及機械業(12.1%)，其餘產業別占比則

均為 5~7%左右(如下表 3-4)。 

表 3-4 公司在大陸投資項目業別 

業別 家數 有效百分比(%) 

電子資通訊 91 33.3% 

其他 51 18.7% 

機械 33 12.1% 

塑橡膠製品 19 7.0% 

光學器材 18 6.6% 

化學品 16 5.9% 

食品生技 16 5.9% 

紡織 15 5.5% 

車輛及零組件 14 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檢視受訪廠商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呈現兩極化傾向：投資金

額在 500 萬美金以下者最多，占比為 37.6%；其餘依序是 5,001 萬美金

以上，占 25.5%；2,001 萬~5,000 萬美金者占 15.2%；501 萬~1,000 萬

美金者占 12.5%；1,001 萬~2,000 萬美金者占 9.1%（請見下表 3-5）。 

表 3-5 企業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 

投資累計金額 家數 有效百分比(%) 

500 萬美金以下 99 37.6% 

5,001 萬美金以上 67 25.5% 

2,001 萬~5,000 萬美金 40 15.2% 

501 萬~1,000 萬美金 33 12.5% 

1,001 萬~2,000 萬美金 24 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近六成臺商投資大陸超過 10 年，投資地集中華南華東 

    關於受訪廠商在大陸投資時間，近六成臺商在大陸臺商時間超過

10 年(59.3%)；投資 5~10 年者居次(18.9%)；再者為投資 2~5 年(14.8%)；

 
51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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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投資者僅占 7%（投資時間在 2 年以下）。整體來看，近八成受訪

廠商在大陸投資至少已達 5 年以上（請見下圖 3-3）。 

  

圖 3-3 公司迄今於大陸投資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受訪業者在大陸投資的地域方面（複選），廠商有在華南地區

投資者高達七成(70.3%)，其次依序為華東 39.5%、華中 12.8%、華北

10.5%，西部及東北地區分別占 6.8%及 4.5%，顯示本次受訪廠商集中

於華南及華東等地。 

表 3-6 公司在大陸投資地域（複選） 

投資型態 家數 有效百分比(%) 

華南 187 70.3% 

華東 105 39.5% 

華中 34 12.8% 

華北 28 10.5% 

西部地區 18 6.8% 

東北 12 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超過五成臺商生產中間財，最終出口市場在中國大陸 

    受訪廠商生產產品的主要型態方面，生產包括半成品、設備及零

組件等中間財者超過五成(56.8%)，生產終端消費產品的業者則約四成

(43.2%)（請見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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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公司生產產品之主要型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受訪者主要銷售市場為何？據統計，受訪業者以「內銷大陸

為主要銷售市場」者居多，占 50.2%；其次依序為「外銷美國為主要

銷售市場者」，占 22.3%；以「外銷美國以外（日韓、東南亞、其他地

區等）為主要銷售市場」者則占 8.1%；「美國及中國大陸市場營業額

持平」者為 4.8%（請見下表 3-7）。進一步分析，本調查受訪廠商主要

銷售市場以大陸市場居多原因，主要是電子零件、面板等資通訊零組

件及機械、工具機設備等產品製造商，多以就近供應中國大陸境內的

組裝代工廠客戶為主。 

表 3-7 受訪廠商主要銷售市場情況 

主要銷售市場 家數 百分比(%) 

以內銷大陸為主要市場 137 50.2% 

以外銷美國為主要市場 61 22.3% 

以外銷美國以外市場為主 22 8.1% 

出口美國與內銷大陸持平 13 4.8% 

未填寫/不明確 40 1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大陸臺商受美中貿易衝突影響狀況 

一、 五成以上大陸臺商受關稅影響，遍及各產業 

 詢問受訪業者美中貿易衝突發展迄今，其在大陸經營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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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 16 %的廠商認為影響很大、40.1%認為受部分影響、22.7%表示

影響很小，僅有 15.6%的受訪者認為不受影響（請見下圖 3-5）。調查

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美中貿易戰對公司經營有影響者，占全體受訪

者的五成六。52此外，當臺商為內需型產業，或是其產品具有不可替代

性時，面對美中貿易衝突時，其影響很小(22.7%)或不受影響(15.6%)。 

 

圖 3-5 貿易戰對公司在大陸經營的影響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分析，填答有影響的廠商中，幾乎涵蓋所有業別。可見貿

易戰對所有業別均造成影響（詳下表 3-8）。 

表 3-8 各業別受貿易戰影響較大者之比例 

業別 
填答「影響很大」及「部分影響」者

占該業別有效樣本數(%) 

車輛及零組件 84.6% 

光學器材 72.2% 

機械 66.7% 

電子資通訊 59.6% 

紡織 53.3% 

塑橡膠製品 52.6% 

其他 47.1% 

食品生技 40.0% 

化學品 2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即填答「影響很大」及「部分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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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成以上大陸臺商反應加徵關稅對輸美產品有影響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美中貿易戰對公司出口至美國有影響

者，占全體受訪者的五成(50.8%)，其中影響很大的占 18.9%，部分影

響的占 31.9%（詳下圖 3-6）。由於有些臺商產品具有不可替代性，進

口商會代為吸收關稅，因此美中貿易衝突對這些廠商的影響很小

(17.8%)或不受影響(21.9%)。 

 

圖 3-6 大陸出口至美國之產品，受貿易戰加徵關稅影響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產業別方面，認為受關稅影響程度較大的業別為車輛及零組

件(76.9%)、光學器材(72.2%)、紡織業(66.7%)及電子資通訊業(61.1%)，

這些產業的產品受關稅加徵影響者都超過六成(如下表 3-9)。 

      表 3-9 出口至美國產品，受加徵關稅影響程度 

業別 
填答「影響很大」及「部分影響」者

占該業別有效樣本數(%) 

車輛及零組件 76.9% 

光學器材 72.2% 

紡織 66.7% 

電子資通訊 61.1% 

塑橡膠製品 57.9% 

機械 51.5% 

其他 32.0% 

食品生技 25.0% 

化學品 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8 

 

三、 美中貿易衝突造成大陸臺商訂單減少及利潤略為減少 

 探究大陸臺商受美中貿易戰的具體影響，有 48.8%的業者表示影

響為「訂單減少」、35.7%受訪者認為「利潤略為減少」、10.7%受訪者

表示「利潤大幅減少」，僅有 5.3%表示「關鍵技術難以取得」(請見表

3-10)。而本題選填「其他」選項者(20.9%)，經綜整其意見大致為：「受

經濟衰退影響」、「內需型產業影響較小」、「終端客戶減少訂單計畫」、

「內銷競爭加劇」及「原物料成本上升」等。 

 調查結果顯示，近半填答大陸臺商認為貿易戰導致「訂單減少」。

事實上，在訪談廠商時，許多廠商皆表示在美中貿易衝突爆發後，美

國客戶會主動選擇大陸以外的供應商，造成接單減少。此外，利潤減

少的原因，包括美國進口商要求分攤加徵關稅的成本、供應鏈遷移導

致運輸成本增加等因素。 

表 3-10 貿易戰對公司在大陸經營的影響（複選） 

貿易戰對大陸經營影響 次數 有效百分比(%) 

訂單減少 119 48.8% 

利潤略為(<10%)減少 87 35.7% 

利潤大幅(≧10%)減少 26 10.7% 

關鍵技術難以取得 13 5.3% 

其他 51 2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分析，受美中貿易衝突影響，反映訂單減少的產業別，依

次分別是紡織(71.4%)、機械(63.6%)，以及車輛及零組件(61.5%)；許

多紡織業客戶將訂單轉到臺灣或越南，以致大陸臺商紡織業者普遍感

受到訂單減少；機械業則主要是因為美中貿易情勢不明，客戶觀望氣

氛仍濃，資本財投資仍相對低迷，以致市場需求疲弱；車輛及零組件

除了轉單效應之外，中國大陸車市衰退也是造成該產業訂單減少的原

因之一。 

    至於利潤減少在 10%以內的產業別，依次為光學器材(53.3%)、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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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製品(50%)，以及電子資通訊(42.9%)；利潤減少超過 10%的業別，

主要是食品生技(33.3%)及車輛及零組件(15.4%)。此外，認為貿易戰導

致「關鍵技術難以取得」的大陸臺商並不多，主要為機械業(15.2%)及

光學器材業(13.3%)。 

表 3-11 貿易戰對各產業的影響狀況 

受影響情況 占該業別比重(%) 

訂單減少 

1.紡織(71.4%) 

2.機械(63.6%) 

3.車輛及零組件(61.5%) 

利潤略為(<10%)減少 

1.光學器材(53.3%) 

2.塑橡膠製品(50%) 

3.電子資通訊(42.9%) 

利潤大幅(≧10%)減少 

1.食品生技(33.3%) 

2.車輛及零組件(15.4%) 

3.其他(14%) 

關鍵技術難以取得 

1.機械(15.2%) 

2.光學器材(13.3%) 

3.其他(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大陸臺商普遍認為美中貿易衝突難以預測、短期內不會結束 

    為了解廠商對美中貿易衝突未來發展的看法，經詢問受訪者對未

來美中貿易戰的發展情形。據統計，最多廠商認為貿易戰的未來「難

以預測」，占比達 35.9%，其次「短期(2-3 年)不易結束」(32.8%)。另

有 16%的業者認為貿易戰「將會長期持續發生」，僅有 14.5%的業者認

為貿易戰會在「近期(1 年)內就會結束」(請見下表 3-12)。本題調查結

果顯示，絕大多數受訪業者認為難以預測貿易戰未來走向，或評估無

法在短期內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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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業者對美中貿易戰未來發展評估 

貿易戰未來發展評估 家數 有效百分比(%) 

難以預測 94 35.9% 

短期(2-3 年)不易結束 86 32.8% 

將會長期持續發生(5 年以上) 42 16.0% 

近期(1 年)內就會結束 38 14.5% 

其他 2 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綜合分析 

一、 美中貿易衝突對各產業影響概況 

    如前所述，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大陸臺商各產業，特別是車輛及

零組件、光學器材、機械、電子資通訊、紡織，以及塑橡膠製品等。

為進一步了解美中貿易衝突對各產業影響概況，結合深度訪談資料，

分析美中貿易衝突對車輛及零組件、機械、電子資通訊、紡織，以及

塑橡膠製品等產業的影響。 

(一) 車輛及零組件業：若僅在中國大陸設廠，衝擊較大 

 經統計，貿易戰對八成以上車輛及零組件大陸臺商造成較大影響

(84.6%)，主要影響為訂單減少(61.5%)及利潤略為減少(30.8%)。 

    事實上，據美國汽車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對於美國而言，中國大

陸是僅次於墨西哥的汽車零組件供應國。中國大陸每年出口超過 700

億美元的汽車零組件，其中約 5 分之 1 出口至美國。53不過據車輛公會

表示，對於臺商業者而言，輸美的產品主要是從臺灣生產，中國大陸

廠區直接銷美的產品有限，主要以供應內需市場為主，並未直接受到

貿易戰的影響。然而，貿易戰下的中國大陸景氣情勢的變化，才是我

車輛產業在大陸經營受衝擊的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大陸汽車需求

 
53Anjani Trivedi, “Trump Has a Giant Wrench for China’s Auto Gears,” Bloomberg, May. 17,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9-05-16/china-auto-parts-are-vulnerable-to-trump-tr

ade-tar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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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斷下滑，雖車廠不斷採取空前的促銷跟優惠措施，買氣仍舊低迷。

以實際數據觀之，作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中國大陸，自 2018 年以來

開始走入寒冬，2019 年前 10 個月汽車產量較去年同期銳減 10.4%，54

導致相關車企及零組件業者，在經營上遲遲未能步出寒冬。 

 另一家在中國大陸投資超過 10 年、生產汽車地毯及配件的臺商，

於訪談時指出，該公司間接外銷美國占整體營收達八成，惟貿易戰開

打後訂單減少三成以上，迫使產線必須關閉三分之一。事實上，已有

美國車企為規避關稅，表示將會把零組件供應鏈網絡遷至臺灣。55因

此，分析這類型業者受影響較大的原因，除了因為其僅在中國大陸有

產線、無法轉移產能分散風險外，也有可能係因在貿易戰影響下，美

國採購客戶轉向其他地區供應商下單所致。 

(二) 機械業：內需型產業，客戶下單時間變長 

 經統計，有 66.7%的機械業大陸臺商認為美中貿易戰對其影響較

大，而其中又有超過六成反映其影響為「訂單減少」(63.6%)、有三成

反映「利潤略為減少」(30.3%)。 

    外界原預期機械業的臺商主要以供應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主，不

會受到直接衝擊。然而，經研究發現，因美中關稅戰範圍不斷擴大，

導致電子廠、汽車廠等大宗客戶暫緩擴建產能，進而使來自大陸客戶

的訂單大幅減少。一家以生產工業用離合器與煞車器的業者就表示，

其產品均銷售給大陸客戶（以汽車廠為大宗），就其營收表現而言，2019

年第 1 季大幅衰退，雖無法判斷是否直接受貿易戰影響，但業者認為

中國大陸住建、原物料的需求確實有所下降，故因下游客戶的生意變

 
54「2019 年 11 月中國汽車產量速報」，汽車產業平台，2019 年 11 月 11 日，    

  https://www.marklines.com/cn/statistics/flash_prod/productionfig_china_2019。 
55Sarah Gardner “Trump’s Tariffs Will Make Fixing Your Car More Expensive,” Bloomberg, Aug. 16,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8-16/tariffsforce-higher-prices-on-brakes-tire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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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致使自身的訂單減少：56  

    “就銷售數字而言，2017-2018 年間持平，但 2019 年第一季降幅甚

鉅，尚無法直接判斷是否與貿易戰有關。具體的例子是我們的大

陸客戶，他採購我們的離合器之後加工銷到世界各地（包含美

國、墨西哥、印度），從 4 月開始對我們的採購就呈現下降，…。

整體而言，這個行業在今年上半年呈現比較不景氣，理由是住

建、原物料的需求下降。舉例而言，有一些塑料模具在市場上很

難訂購，因為製程複雜所以交期很長，但是現在交貨突然變得很

準時，代表廠商的生意變差了。” 

另一家屬跨國企業、規模較大的機械業者則表示，公司在大陸生

產的產品，以供應大陸汽車廠客戶為主。而營運的產品以「叉車」、「機

床」的部分，受貿易戰影響所出現的訂單減少情況最為明顯（相對於

2018 年約衰退 2-3 成）。不過，由於該公司在全球多處皆有生產基地，

在貿易戰背景下，接到了不少轉來的訂單：57 

“因為我們是全球布局，所以每個區塊面臨的問題會不一樣，那大 

陸這一塊，本公司的工具機產品主要是用於汽車產業為大宗，其

他為工業產品或者是電子產品業者，如今因受美中貿易戰衝擊，

客戶那一端就會影響到我們大陸的生產事業的表現，因為我們大

陸生產事業只做內銷，沒有做外銷。從營收來看，相對去年的表

現，可能會有 2 到 3 成的降幅。…至於產品分別受到的影響，…，

一些以前我們沒有特別關注的客戶，剛好看到我們有一些他們需

要的產品，加上美中貿易戰背景下，就產生了一些類似轉單的效

益。或許是因為當前的時局，客戶在有需求的情況下，我們的產

品具備成本跟價格優勢、又有外國的技術層次，所以我們的訂單

最近還接的不少，1~5 月的營收還是呈現成長。” 

 
56臺商 U 訪談。 
57臺商 B1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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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家射出成型機大廠 E 則表示，雖然其產品並不是直接出口美

國，但仍受到一些影響：58 

     “由於輸美比重不高，主要影響客戶的投資信心，訂單決策時間

變長。” 

    生產大型空調馬達的 F 機械業者則認為雖然貿易戰短期一定產生

衝擊，但長期來說，反而是臺商汰弱留強的契機。：59 

“（美中貿易戰影響）…目前沒有，但若擴大項目（關稅）影響

就很大，倒是東協市場因中美貿易因素成長，公司反而利多。

大陸對中美貿易多所準備，相信會淘汰不優業者，反而體質好

的能存活下來，對公司反而是好事。” 

    綜上所述，大陸機械業臺商因主要供應內需市場，故其所受美中

貿易爭端的衝擊，主要來自於大環境轉壞、未來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致使客戶對投資及採購設備意願趨於保守，進而減少購買機械設備及

工具機產品所致。據機械公會指出，業者原期待出現因供應鏈轉移，

能夠出口東協市場的營收有所增加。60 

“去年第一波關稅清單中，對大陸工具機銷往美國已加徵 25％關

稅，不過臺灣工具機外銷美國是由臺灣出口，故沒有直接受關

稅影響。然而，臺灣工具業外銷大陸占營業額比重超過 30％，

在大陸企業暫緩下單的情況下，臺灣廠之工具機銷往大陸、或

是銷售大陸內需市場的臺廠也受波及。不過，臺商回流及赴東

南亞布局也帶來新的機械設備需求與商機。” 

    然而，因許多業者在轉移產線時，考慮時效或看壞未來景氣等因

素，仍以沿用大陸廠舊設備為主，使得業者盼望的供應鏈轉移商機尚

未浮現。同時，業者在臺灣生產外銷的產品，亦因日本、韓國、大陸

 
58臺商 E 訪談。 
59臺商 F 訪談。 
60公會 C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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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別受惠於匯率、FTA 關稅優勢與低價搶市等情況，在國際市場

上備受壓制，使前三季我國機械出口值較去年同期大幅衰退 8%。61截

至今(2019)年 10 月底，我國機械業重鎮臺中市更有 19 家廠商已主動通

報實施無薪假、500 家廠商列入異常列管。62顯見臺灣機械業者不論在

大陸或臺灣，於經營上皆面臨艱鉅挑戰。 

表 3-13 受貿易戰影響機械業者訪談重點 

訪談代號 產品類型 受貿易戰影響情況概述 

E 

各類精密注塑

機研發、製造、

銷售及整體解

決方案 

由於輸美比重不高故直接影響有限，間接影響主要

是客戶的投資信心下降，下訂的決策時間變長。 

F 
生產大型冷氣

之馬達、機械 

目前未受影響，但若關稅範圍擴大預估將會受到衝

擊。如未來東協市場因美中貿易爭端而成長，對公

司而言反而是利多。 

U 

生產工業用(沖

壓、鍛造、螺

絲、造紙等)之

強力氣壓煞車

離合器 

銷售表現於 2017 年-2018 年間持平，但 2019 年第

一季降幅甚鉅（部分產品達 4 成），尚無法直接判

斷是否與貿易戰有關。整體而言，行業在今年上半

年，因住建及原物料需求下降而呈現不景氣。 

B1 

機床、電動工具

及設備、堆高

機、建設機械、

電梯設備、停車

設備、氣動工具

等 

從營收來看，相對去年的表現有 2 到 3 成的降幅。

但因公司全球皆有佈局，受惠於轉單效應，今年

1~5 月營收呈現成長態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電子資通訊：全面受到影響 

    根據調查結果，對於資通訊臺商業者而言，認為貿易戰對其在大

陸經營影響較大（選填「影響很大」及「部分影響」者）將近六成

(59.6%)；而貿易戰對資通訊業者在大陸經營影響，主要為「訂單減少」

(46.4%)及「利潤略為減少」(42.9%)。 

 
61「2019 年 1~9 月臺灣機械產品進出口速報」，機械公會，2019 年 10 月 7 日， 

  http://www.tami.org.tw/news_week1.htm。 
62宋健生，「工具機業寒冬 陷無薪假風暴」，聯合新聞網，2019 年 11 月 6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14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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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徵關稅造成影響訂單及利潤 

    事實上，美中貿易衝突對大陸資通訊業者臺商的影響是直接的，

誠如業者所說：63 

“…美中貿易衝突對 ICT 產業的影響可以說是最大的，尤其是會

被課到關稅(列入美國關稅清單)的產品。除了手機、筆電，這些

列入 WTO 資訊科技協定(ITA)零關稅的項目外，其他的 ICT 產品

就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大陸臺商資通訊業者普遍反應，貿易戰課徵關稅的影響是直接

的：資通訊在江蘇投資超過 10 年、生產用於手機、汽車電子、電視等

電容器配件、其產品出口美國占比達 50%的臺商 D，直言美國課徵關

稅對其影響相當大，規模小或來不及應變的恐怕很難生存。64在昆山投

資生產 LED 基座等環保材料及電子產品環保耗材、產品出口美國占比

接近 50%的臺商 I，也提到因應貿易戰必須轉移生產基地，因此造成生

產成本增加。65自 2013 年在蘇州吳江生產電腦插件、連接器暨電子產

品封裝的臺商 J，其產品 80%出口，其中又有 80%出口美國。貿易戰

對其影響很大，利潤減少至少 10%，目前還在觀望中，已搶先生產運

往臺灣協力廠備料，以減少損失。66在南京出口加工區 12 年、主要生

產各類手機面板、汽車、電子顯示面板、出口占總生產 40%（其中美

國占 50%）的臺商 N，認為出口關稅課 25%，幾乎讓外銷美國產品無

法生產，而且短時間要重置生產線很難，難以因應（其它廠商意見請

見下表 3-14）。67 

    分析電子資通訊業者訪談內容，可以歸納得知：規模較小（海外

無生產基地），且產品型態以零組件為主的廠商，多半表示受貿易戰影

響較大。部分業者甚至指出，如關稅提升至 25%以上恐出現倒閉潮；

 
63公會 A 訪談。 
64臺商 D 訪談。 
65臺商 I 訪談。 
66臺商 J 訪談。 
67臺商 N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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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組裝廠因多半因規模較大，且於海外有其他生產基地，故在應變上

相對較具彈性，得將貿易戰所造成的損失降至最低。 

表 3-14 受貿易戰影響電子資通訊業者訪談重點 

訪談代號 產品類型 受貿易戰影響情況 

D 

用於手機、汽車

及電視之電容

器產品 

衝擊巨大，若美國開徵 25%關稅，則外銷電子廠

恐無一倖免。有規模者將產線外移，規模小或來

不及應變的恐有倒閉之虞。 

I 
LED 基座等電

子產品耗材 

影響極大，出口美國產品，訂單移轉情況嚴重，

本來交付大陸臺廠或陸廠出貨至美國，現在改為

出口至越南、泰國（曼谷）、臺灣，再出口至美國，

進而造成成本提高，交貨期推遲。 

J 

電腦插件、連接

器及電子產品

封裝 

影響很大，除了營業額下滑，利潤因自行吸收關

稅成本亦大幅下降。 

N 

各類手機、汽

車、電子顯示器

面板 

影響較大，因出口關稅遭課 25%後幾乎使外銷美

國產品，因不符成本而無法生產；而且短時間要

轉移生產線難度極高，無法因應。 

P 電子音響 
美中貿易衝突導致出口成本大幅增加，影響公司

經營，尤其鉅額關稅使企業無法負擔。 

R 

3C 產品用之連

接器、電源管理

模組等 

受衝擊較大的主要是第三波(2000 億美元)的關稅

清單。貿易戰之初，主要採取觀望態度，但後來

影響層面越來越廣，去(2018)年的營運情況，主

要還是受蘋果手機銷售衰退的影響，營業額衰退

達一成。 

A1 

筆記型電腦、液

晶監視器、液晶

電視及其他消

費性電子產品

之代工製造 

第三波（2000 億美元）的關稅清單主要衝擊電腦

伺服器及無線通訊產品。10%時，需跟供應商、

客戶等協調分攤關稅(減少利潤)，另外貿易戰所

產生的供應鏈遷移現象，也導致生產成本有所上

升。 

D1 晶圓代工製造 

貿易戰導致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使得消費性電子

產品需求降低，連帶影響半導體終端需求，並間

接影響客戶對公司的下單情況。 

H1 

電子零件、電

阻、積體電路測

試 

因客戶將訂單移轉至未受關稅影響的供應商(越

南、泰國的業者)，故造成訂單減少。 

G1 
顯示螢幕之觸

控面板驅動 IC 
整體客戶拉貨力道趨於保守，而導致訂單減少。 

J1 
印刷電路板測

試及檢驗 

2019 年第 1 季客戶因預期關稅而進行備貨，使業

績成長 4 成以上，但關稅加徵後，公司的業績也

會跟著下滑，第 2、3 季情勢恐難以樂觀。 

K1 筆電、面板、手 影響較大，為避免遭課徵關稅，客戶第 1 波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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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等電子產品

代工 

貨並拉高庫存。然而 25%實施後，電子業幾乎全

面受影響，只能將訂單移轉至其他生產基地，但

短期內很難全面取代大陸的產能。 

L1 
伺服器及刷卡

感應設備 

不論直接或間接出口，對於外銷美國電子產品影

響很大，且短期內很難全部轉移產能，估計將影

響 1 至 2 成的業績。 

M1 

電子產品、封裝

用配套條碼器

及驅動 IC 等元

件 

貿易戰造成美國市場的訂單有 3 成移轉至東協地

區。此外，匯率波動(人民幣不斷貶值)，也造成

一定程度的衝擊。 

N1 
小尺寸面板、背

光模組 

電子業影響很大，前 1、2 季因客戶優先備貨，故

相關影響研判到下半年才會比較明顯。整體來

看，若具規模者還可以藉由調整產能因應，規模

小的衛星廠若無法轉移，恐面臨關廠的命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兩波關稅的影響情況 

 就受訪業者所言，美中關稅戰的影響主要來自第三波（2,000 億美

元）及第四波（3,000 億美元）關稅清單。故以下就此兩波清單對業者

的影響，分述如下： 

(1) 第三波關稅清單：廠商透過轉移產能降低衝擊 

 第三波清單有關資通訊產品部分，包括網路通訊、工業電腦、主

機板、顯示卡、光碟機及電源供應器等產品。據本次接受訪談的 ODM

代工大廠表示，從事伺服器組裝的同業已在 2018 年第 4 季加徵 10%關

稅時，就開始積極進行產能調整，將受影響的產品產線，遷至臺灣、

東協及南美等地區，68而生產網路通訊產品的業者，亦已將輸美產品產

線轉移至臺灣及東南亞地區。69因此，上揭相關業者受 2019 年 5 月，

關稅稅率由 10%提升至 25%的衝擊已明顯降低。 

(2) 第四波關稅清單：對蘋果供應鏈業者衝擊最大 

 
68臺商 A1 訪談。 
69「川普提升 2,000 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關稅，法人說蘋果供應鏈衝擊大」，科技新報，2019 年 5

月 6 日。https://technews.tw/2019/05/06/trump-threatens-to-raise-tariffs-on-200bn-of-chinese-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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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稅額為 15%的第四波關稅清單則分為兩階段實施，已於 2019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4A 清單」(List 4A）內，涉及的電子資通訊產品

包括智慧手錶、數位相機、藍牙耳機、平板電視及鋰電池等，而訂於

12 月 15 日生效的「4B 清單」(List 4B），則包括智慧型手機及筆記型

電腦等品項。由於第四波清單內的資通訊產品屬於消費性電子產品，

對於代工組裝臺廠的衝擊較大，例如依賴中國大陸作為生產基地的蘋

果公司，其產品幾乎都是透過如富士康、廣達、仁寶、英業達和碩、

緯創等臺灣業者，在大陸設廠組裝代工相關產品。因此，臺廠參與甚

廣的蘋果商品如遭加徵關稅，勢必會對蘋果供應鏈的業者產生衝擊。 

i. 4A 清單受影響臺商：穿戴式裝置、電視（面板業）等 

    在「4A 清單」清單中，由大陸出口美國的蘋果產品，包括智慧手

錶 (Apple Watch)、耳機 (AirPods)、智慧音箱 (HomePod)等產品已遭

加徵關稅，70實際上，自 9 月 1 日針對穿戴式裝置加徵 15%關稅後，

據媒體報導，智慧裝置代工大廠英業達便表示，因銷美產能轉移，第

4 季的營收將會下修。71不過，本研究訪談的蘋果代工廠受訪者表示，

10%左右關稅仍在可負擔的範圍內，倘若未來提升到 25%以上，業者

才無法承受：72 

“如果關稅是 10%的時候，我們付一部分，我們的客人會吸收一

部分，我們的供運營商吸收一部分，大陸地方政府吸收一部分，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負擔的。但是 25%的關稅是所有人都沒有辦法

去接受承受的價格，如果用 25%，以 Apple 產品為例，大概會增

加 18%的市場售價。如果產品售價增加，消費者的需求勢必就會

降低。…就關稅的直接衝擊而言，2,500 億裡面對臺灣電子業有兩

個大項，一個就是電腦的伺服器，另外一個是通訊無線通訊產品

 
70“Tim Cook is optimistic about the US resolving its trade war with China,” Business Insider, Oct. 31,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tim-cook-optimistic-on-us-china-trade-war-and-tariffs-2019-10> 
71潘智義，「英業達銷美產能轉移 第 4 季營收恐下修」，聯合新聞網，2019 年 10 月 9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95159。 
72臺商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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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這兩個應該是在 2500 億課徵前大家已經開始做調整

了。…，一旦遭遇 25%的關稅，根本無法從中國大陸出貨。” 

    不過，因穿戴式裝置的成本主要是在軟體上，因此即使硬體部分

被加徵部分關稅，業者亦認為整體影響並沒有想像中的大。73 

    除此之外，由於平板電視等品項亦遭列入「4A 清單」，致使在大

陸布局甚廣的面板及相關模組件業者也連帶受到影響。根據本計畫的

訪談，廠商為規避關稅，今(2019)年前一、二季客戶已優先備貨因應。

以數據來看，美國進口中國大陸的電視產品，在 2019 年 3 月達到約

1,569 萬臺的高峰，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6 成。然而在美進口商備貨高

峰期過後，貿易戰導致終端產品需求放緩。74因此，在電視製造商削減

面板訂單，以及中國大陸本地企業產能不斷開出下，面板產品終因供

過於求致使價格下滑，進而侵蝕業者的利潤。 

    另根據國際研究機構 Gartner 預測，雖然智慧型手機尚未遭加徵

額外關稅，惟手機的需求於今(2019)年仍將持續下探，預計全球智慧型

手機銷售量為 15 億支，較去年同期下滑 2.5%，為史上銷量幅度下滑

最大一年，且在北美、日本、西歐及大中華等主要市場均呈現衰退。75

綜上所述，因貿易戰因素使得電視、智慧型手機等需使用面板的消費

性產品需求下滑，以及大陸本地企業產能過剩後的削價競爭是導致臺

灣面板業者在陸經營越趨困難的主要原因。更甚者，如未來 4B 關稅清

單生效，包括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等終端產品均將涵蓋其中，恐

將進一步衝擊面板、顯示器及相關模組業者的營運表現。 

ii. 4B 清單：智慧型手機(iPhone)及筆記型電腦 

 
73「蘋果穿戴裝置 9 月起加稅 台系供應鏈警戒」，台視新聞，2019 年 8 月 15 日。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808150020000F/699。 
74「全球電視價格持續下跌 起因在中國」，日經中文網，2019 年 10 月 21 日， 

   https://zh.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37789-2019-10-21-10-15-57.html?start=0。 
75「慘！2019 智慧型手機銷量大衰退，明年靠 5G 能得救嗎」，數位時代，2019 年 7 月 19 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4067/phones-shipments-face-their-worst-decline-ever-in-2019-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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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預期，「4B 清單」(List 4b）因涉及臺商在大陸的組裝製造的

智慧型手機及筆記型電腦等重點產品，預期將是美國對中國大陸歷次

的關稅清單中，對電子資通訊業臺廠衝擊最大的部分。 

    首先就智慧型手機而言，因蘋果手機在美國市占率達四成，且悉

數由在中國大陸臺灣代工廠進行生產，如 12 月 15 日美國如期課徵關

稅，則後續對相關業者的衝擊將難以估計。由於 iPhone 產品占蘋果公

司營收比重最大，故不排除蘋果公司可能以課徵關稅，將對美國經濟

利益造成嚴重損害為由，向 USTR 申請關稅豁免，故未來對臺廠的實

際影響，須視屆時關稅是否如期生效、生效後能否取得美國政府豁免，

以及消費者、蘋果公司及代工廠三者間如何分攤關稅成本而定。 

表 3-15 在大陸設廠的蘋果供應鏈臺廠（部分） 

4A 清單 

蘋果產品品項 

代工組裝 

臺廠 

4B 清單 

蘋果產品品項 

代工組裝 

臺廠 

Apple Watch 
仁寶、英業達 

廣達 
IPhone 

鴻海、和碩 

、緯創 

AirPods 英業達 iPad 和碩 

HomePod 英業達 MacBook 廣達 

零組件供應臺商 

品項 臺廠 

軟性印刷電路板 臻鼎、臺郡 

連接器 正崴 

標籤紙 正美 

包裝材料 正隆、明翔 

電聲元件 美律 

電源 臺達電、光寶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媒體報導。 

    至於筆記型電腦部分，美國市場三大筆電品牌即惠普(HP)、戴爾

(Dell) 與蘋果(Apple)，由於其產品近 9 成是在中國大陸組裝，如未來

關稅生效，恐使廣達、仁寶、緯創等筆電代工業者的接單情況受到影

響。即便部分業者已將產線遷至臺灣及東南亞，惟因零組件仍在大陸

生產，後續運輸到境外工廠衍生的費用與時間，將墊高整體生產成本

使利潤降低。因此，筆電代工大廠廣達就明確指出，筆電產品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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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極低，實在無力負擔額外的關稅。76 

3. 美中貿易衝突造成供應鏈顯著轉移，使廠商經營挑戰增加 

    總的來說，為規避鉅額關稅，整個資通訊產業正逐漸轉移至海外

其他地區。對於從事零組件製造大陸臺商而言，原來在大陸的組裝（代

工）廠客戶，逐漸分散至全球各地，供應鏈拉長後衍生出如物流、庫

存等成本，以及額外的通關耗時等，均造成生產成本的增加。而對於

供應鏈最後階段的組裝（代工）廠而言，因整條供應鏈的遷移需要花

上一段時間，故在海外第三地之供應鏈尚未完備前，部分零組件仍須

從中國大陸進口，亦導致生產成本從而上升。 

(四) 紡織業：出口衰退、內需市場更為競爭 

    根據調查結果，對於大陸臺商紡織業而言，認為貿易戰對其在大

陸經營，造成較大影響者達 53.3%，而影響內容大部份廠商認為是訂

單減少(71.4%)。事實上，中國大陸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占

全球紡織品和服裝外銷量約四成。此外，紡織和服裝業亦是大陸製造

業中業者數量最大的業別，擁有約 24,000 家相關企業。實際上，大陸

紡織業的產能僅有四成為供應內需市場所需，其餘均出口至全球其他

國家，而美國為其中最大的市場（占比達 16%）。77目前，美國市場有

約四成的服裝及鞋類產品係由中國大陸製造(如下圖 3-7)。 

 

 
76蕭君暉、謝艾莉，「中美槓上 廣達：筆電毛利很低 無法承擔」，今周刊，2019 年 5 月 15 日，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5150002。 
77Roi Ballin, “US and China Tariffs Impact on the Global Textile Economy,” IKAR, 2019.   

 <https://ikarltd.com/us-and-china-tariffs-impact-on-the-global-textil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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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2018 年美國進口紡織類產品來源 

資料來源：Esther Fung, “Apparel Companies Fear Tariffs Could Squash Profits,” WSJ, Aug. 22,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apparel-industry-works-to-blunt-impact-of-tariffs-11566293401> 

 至於關稅清單部分，對紡織業造成影響者，主要為第三波及第四

波(4A 及 4B)共計價值約 394 億美元的紡織產品(詳下表 3-16)。未來如

4B 清單生效後，幾乎所有大陸銷美的紡織產品，包括服裝、鞋類及家

用紡織品都會被課徵額外關稅。 

表 3-16 各波關稅清單涉及紡織品價值 

關稅清單 紡織品價值 

第三波(25%) 37 億美元 

第四波-A(15%) 310 億美元 

第四波-B(15%) 

(尚未生效) 
47 億美元 

資料來源：摘整自“US-China tariff war –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hit-list updated,” Just-style, Oct. 15, 

2019. 

<https://www.just-style.com/analysis/us-china-tariff-war-the-textile-and-apparel-hit-list-updated_id136

519.aspx> 

 以當前大陸紡織業出口市況觀察，以紡織業群聚聞名的蘇州市吳

江區，於 2019 年 1-4 月的出口較去年同期衰退 7.6%(其中出口美國下

降 12%)；原物料進口更下降 23.7%。反映紡織企業景氣的「盛澤絲綢

化纖 50 指數」，近期更跌至 2017 年 3 月以來的最低水準，78顯示以出

 
78Sidney Leng, “China’s textile capital Suzhou was struggling before the trade war tariffs rises, now   

 factories are closing their gat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 28, 2019.  

 <https://www.scmp.com/economy/global-economy/article/3016490/chinas-textile-capital-suzhou-was- 

 struggling-trad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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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為導向的紡織業者，在中國大陸的經營面臨重重困難。 

    根據訪談資料，投資上海 15 年、生產各式襪類、主要以內銷為主

的臺商 H 表示，貿易戰導致原來出口美國的業者轉至內銷，對原來就

以內銷為主的臺商紡織業者來說，無異增加了許多的競爭者：79 

“原本外銷的廠商因出口美國產品轉成內銷，致使價格下滑，競

爭使利潤下降。外銷產品返回內銷市場使通路大亂，存貨增加，

周轉期變長。” 

    一家在大陸已投資超過 10 年、替 Adidas、Nike、361°、安踏等知

名品牌商代工、50%市場在中國大陸的紡織大廠 K，也表示美中貿易

戰將造成中國大陸紡織業內需市場更為競爭：80 

“對紡織業出口美國影響很大，公司因在越南、非洲設廠，可調

整生產線，大陸廠主要負責內銷，越南及臺灣主要負責外銷，

所以分散生產反而讓公司得利。不過若整體內銷會更競爭，因

此產品競爭力及功能就更為重要。” 

    另一家製造手工禮服、在中國大陸投資 12 年的臺商 S 指出，目前

關稅尚未波及其產品，但因出口美國占其營業額的七成，倘未來產品

遭加徵關稅，客戶恐會將訂單悉數轉移，屆時將無力經營：81 

    “（貿易戰）影響很大，目前課 25%的項目尚未及於手工禮服，

但未來若包含則影響公司營運甚鉅。…若被課徵 25%關稅，會減

少大陸當地產能、員工(訂單將轉移)，一方面拓展其他地區市場，

但美國市場占比很大，不易取代。” 

    一家在大陸已投資將近 10 年的紡織業臺商 E1 表示，即使貿易戰

對紡織業衝擊很大，但仍會選擇持續深耕中國大陸市場：82 

 
79臺商 H 訪談。 
80臺商 K 訪談。 
81臺商 S 訪談。 
82臺商 E1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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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面對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也絕對不考慮去其他地方。因為工

料很多，量又不大，應該要深耕。產業鏈在新的地方很難建起來。

我覺得反而要勇敢的在大陸就地轉型擴大。…總結來說，要嘛關

廠，不然就是轉內需。因為大陸不管怎麼樣發展，潮流就是會進

步，早晚有一天會跟先進國家一樣的進步。如果是一個五十年、

百年的長遠規劃，應該要好好的全心全力經營大陸內需市場，從

製造到銷售及服務。如果外移的話，一切從頭開始只會更辛苦。”   

    總的來說，對紡織業大陸臺商來說，美國課徵關稅造成明顯的出

口衰退，原來出口的廠商轉向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使得內需更為競爭。

當然，對以美國為主、又沒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的紡織業小廠來說，

貿易戰衝擊最為巨大。 

(五) 塑橡膠及化學品業：大陸內需市場仍有需求 

    根據調查結果，對於大陸臺商塑橡膠業而言，美中貿易戰對其在

中國大陸經營有較大影響者達 52.6%，造成的影響主要為利潤略為減

少(50%)及訂單減少(44.4%)；至於化學品業者部分，認為貿易衝突對

大陸經營有較大影響者僅占 25%，影響內容為訂單減少(37.5%)及利潤

略為減少(25%)。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調查結果發現，認為貿易戰對在中國大陸經

營造成衝擊較小的業者，主要是從事民生必需品製造，其產品亦只在

大陸市場內銷售，故受貿易戰及景氣大環境的影響不大。83 

 至於輪胎製造業方面，與其他產業別不同的是，輪胎業早在美中

貿易衝突之前，就受到關稅壁壘的影響，故業界早在貿易戰前即有所

因應。受訪業者表示，原先在大陸生產的工業、自行車、機車胎等，

有外銷美國的部分，早在貿易戰前就已轉移至東南亞。實際上於貿易

戰開打後，美國自進中國大陸進口的輪胎，於 2019 年第 1 季驟降了近

 
83臺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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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越南則有約 141%的大幅成長。84誠如臺商 T 所說，在東南亞有

布局的輪胎廠，於貿易戰開打後反而受惠於轉單效應：85 

“…目前中國大陸生產主要以供應大陸內需、歐洲及中東市場為

主，美國則由臺灣及東南亞基地進行出口。…原來在大陸深圳、

天津及昆山廠的工業用胎、自行車胎及機車胎等胎別，均有外銷

美國，惟當美國自今年 5 月將橡膠製品關稅由原 10％再調至 25

％後，便開始將訂單轉移出去（臺灣、越南及印尼），並與進口

商協調各自吸收關稅。未來歐洲訂單也會從越南和印尼廠出口，

因為關稅仍較從中國大陸出口更為優惠。事實上，因為中國大陸

生產的轎車胎，輸美國過去本身就有雙反稅，所以早在貿易戰

前，公司就在東南亞地區布局甚久…” 

 石化及塑橡膠產業是各式塑膠與纖維製品的上游，2019 年受貿易

戰及油價及乙烯價格走跌等因素，導致相關業者營運不盡理想。86據受

訪廠商表示，雖然中國大陸廠以內銷為主，但因客戶後續向美國出口

終端產品，而在當前關稅衝擊下，電子材料客戶拉貨趨於保守，加上

因產業供應鏈劇變，單一零組件斷鏈後，其他塑化材料就會出現產能

過剩的情況，導致產品接單下降及利潤減少。87 

二、 美中貿易衝突加劇臺商大陸經營困難 

    本計畫問卷回收樣本，包含中小企業和大企業，在大陸投資規模

呈現兩極化，投資行業以電子資通訊為主；近六成臺商投資大陸超過

10 年，投資地集中華南、華東；超過五成臺商生產中間財，最終出口

市場在中國大陸。基本上符合臺商投資中國大陸趨勢，因此具有一定

 
84Lisa Baertlein, “U.S.-China trade war is rerouting U.S. import flows: report,” Reuters, Apr. 11, 2019. 

<https://ru.reuters.com/article/companyNews/idUKKCN1RM2W5> 
85臺商 T。 
86潘羿菁，「三大利空壓境 石化業苦日子還沒完」，財訊，2019 年 8 月 26 日。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1964。 
87臺商 C1 訪談。 



56 

 

的代表性。 

    事實上，臺商投資中國大陸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87

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到 2008 年，第二個階段為 2008 年 5 月迄今。臺

商投資中國大陸的主要特徵，呈現由中小企業、大企業到資本技術密

集產業的投資趨勢。88若從投資的區域分布，臺商投資中國大陸，可劃

分為試探階段 (1981-1987)、擴張性階段 (1987-1993)、調整階段

(1994-2001)及 2001 年之後等幾個階段；89這四個階段的變化，同時反

映了臺商由珠三角轉移到長三角的投資趨勢演變；與此同時，海西經

濟區、西三角及泛北部灣三個新的經濟區域逐漸成為臺商大陸投資的

新區位。然而，即便臺商投資已跨足中國大陸許多省市，但從投資總

額來看，華東和華南地區仍是臺商投資的重心。若從產業型態來看，

臺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主要由勞動力密集型加工工業向資本技術密

集型轉變、中小企業主導向大企業主導轉變。這樣的轉變，一方面是

經濟全球化下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產業政策及

產業環境的轉變，則對臺商的經營方式產生了很大的改變。 

    也就是說，隨著中國大陸的發展，雖然多年來保持高速的經濟成

長，但也面臨包括消費與投資失衡、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升值

壓力、勞動力不足、房地產價格泡沫化、產能過剩重覆建設等問題；

因應這些困境，中國政府自 2007 年起，即開始陸續頒布有勞工、稅務、

環保等相關經貿新措施，以期能夠讓中國大陸經濟從「量」的成長，

轉變為「質」的進步，藉此重新調整中國大陸在全球產業發展過程中

的定位，使得中國大陸臺商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 

    亦即近年來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環境已然轉變，臺商早已面臨許多

 
88劉震濤，「淺析臺商在大陸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田弘茂、黃偉峰主編，臺商與中國經濟  

 發展（臺北：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2010 年 11 月），頁 70-72。 
89在試探階段，臺商最先到福建、廣東兩省投資；擴張性階段，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成為臺  

 商投資熱土；調整階段，臺商投資熱潮由南向北延伸，並進一步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陸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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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根據本計畫調查，無論其產品是否直接輸美，2018 年美中貿易

衝突對中國大陸各產業臺商無不影響。然而，不可諱言的是，相較過

去，中國大陸投資經營環境早已越來越競爭、也越困難。美中貿易衝

突僅是加劇近年來臺商在大陸投資經營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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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製造業臺商因應策略及動向 

 本章以問卷統計及訪談資料，分析大陸製造業臺商，對於美中貿

易衝突未來發展的評估及營運規劃；並進一步了解其應對貿易戰的未

來的投資布局策略。同時，除貿易戰因素之外，亦了解臺商業者對大

陸投資環境變遷的看法，以及廠商需政府協助事項。 

第一節 大陸臺商因應貿易衝突策略 

一、 未來兩年大陸臺商採取觀望，但仍會持續在大陸經營 

    根據本計畫調查，多數大陸臺商普遍認為：美中貿易衝突難以預

測、短期內不會結束。因此，前景未明的情況下，也影響到大陸臺商

未來在大陸的投資意願。 

    經統計，臺商未來在大陸營運規劃，不論是在投資規模、產能，

或是雇用員工方面，表示未來兩年不會增加的業者（即填答「不變」

或「減少」者），占比均超過八成五，顯示在大環境不明朗的情況下，

廠商於大陸的投資與營運規劃較為保守（請見圖 4-1）。實際上，根據

經濟部投審會所發布數據，去(2018)年核准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年減達

8.12%，90今(2019)年 1-9 月對中國大陸投資更較去年同期衰退將近 6

成(-56.9%)。91此數據顯示，在美中貿易戰情勢未明的情況下，臺商不

僅赴陸意願降低，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規劃也趨於觀望。不過，在問到

未來是否「結束大陸投資事業」時，僅有 3.8%的臺商考慮在未來兩年

結束營業，顯見絕大部分業者仍會繼續在中國大陸經營。 

 
90許昌平。「美中貿易戰升溫影響臺商赴陸投資」。工商時報，2019 年 5 月 14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620002124-260410?chdtv。 
91馮建棨，「今年前九月臺商赴陸投資年減近六成陸資來台也驟減」。工商時報，2019 年 10 月 22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022000174-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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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公司未來兩年在陸營運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臺商主要策略：開發大陸及其它市場、轉移產能、採取觀望 

 面對美中貿易爭端對大陸臺商營運所造成的衝擊，部分業者已採

取因應措施以降低風險與減少損失。調查結果顯示，臺商未來採取的

策略以「開發大陸內需市場」及「暫採觀望」為主，分別占 44.5%及

43.3%。其次為「開發其他出口市場」(33.8%)及「增加其他地區產能

比重」(31.9%)，至於「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則占 16.7%（請見表 4-1）。

對於業者擬採取的產銷轉移布局的目的地區域，分析如下： 

表 4-1 因應貿易戰投資布局策略(複選) 

未來投資布局策略 家數 有效百分比(%)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117 44.5% 

暫採觀望 114 43.3%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89 33.8%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84 31.9%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44 1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經調查，「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為最多業者(44.5%)因應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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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取的策略。不少臺商指出，赴其他不熟悉的地區投資設廠，風險

難以評估，而開拓新的海外銷售市場亦不容易。此外，貿易戰打打停

停，臺商擔心花費鉅資遷出產能後，關稅制裁卻取消，甚至落戶的國

家未來成為美國新的制裁對象。諸多因素，驅使部分業者決定以提高

大陸營收占比來降低貿易戰的風險。不過，有不少業者指出，因許多

原以出口為主的中國大陸本地業者，在遭遇貿易戰後亦紛紛改經營大

陸內需市場，以致市場供給增加、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但由調查顯示，

對不同產業別的臺商來說，「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仍是因應貿易戰的

重要策略。 

表 4-2 各產業臺商採取「轉開發大陸市場」策略占比 

業別 占該業別樣本數(%) 

塑橡膠製品 57.9% 

光學器材 52.9% 

機械 51.5% 

電子資通訊 45.6% 

其他 42.9% 

食品生技 41.7% 

化學品 40.0% 

車輛及零組件 30.8% 

紡織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至於選擇「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的臺商，主要希望開發的市場

以東協地區居冠(57.3%)，其次為歐洲(29.2%)及其他地區(25.8%)。 

    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因為貿易戰導致全球產業供應鏈變動，其

中東南亞為全球產業鏈的主要轉移地，故對於生產中間財的大陸臺商

而言，在代工（組裝）廠等終端產品客戶移向東南亞後，必須將其產

品出口至東協國家。除此之外，由於東協市場具有人口、土地等紅利，

再加上是崛起的新興市場，因此許多業者看好東協地區的發展前景，

故以東南亞國家為未來的重點拓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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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希望開發東協市場的產業別中，以機械業比例最高。

除因業者預期東協地區的機械設備及工具機需求，將因供應鏈轉移而

成長外，中國大陸出口工業產品至東南亞國家，享有東協 10 加 1 的零

關稅優惠也是主因之一。 

表 4-3 廠商轉開發市場區域及主要業別 

主要轉開發 

市場區域 

主要業別(前 3 名) 

業別 占該業別樣本數(%) 

東協 

(57.3%) 

機械 33.3% 

車輛及零組件 30.8% 

塑橡膠製品 26.3% 

歐洲 

(29.2%) 

紡織 20% 

其他 12.2% 

機械 12.1% 

其他92 

(25.8%) 

塑橡膠製品 36.8% 

食品生技 16.7% 

車輛及零組件 1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即是所謂的「產能轉移」。經統計，選

擇「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策略的 84 家廠商中，選擇增加產能比重

的地區以臺灣最多(54.8%)，其次為東協(35.7%)。而從產業別來觀察，

從事電子資通訊的業者傾向擴充臺灣的產能；而紡織業、塑橡膠加工

等屬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業者，則較青睞將產能移至東協地區（如下表

4-4）。 

 

 

 

 

 

 
92包括非洲、大洋洲及南美洲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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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廠商增加產能比重區域及主要業別 

主要增加 

產能比重區域 

主要業別(前 3 名) 

業別 占該業別樣本數(%) 

臺灣 

(54.8%) 

電子資通訊 36.7% 

光學器材 17.6% 

車輛及零組件 15.4% 

東協 

(35.7%) 

紡織 26.7% 

塑橡膠製品 26.3% 

車輛及零組件 23.1% 

其他93 

(15.5%) 

紡織 20% 

食品生技 8.3% 

車輛及零組件 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經統計，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計有 44 家，僅占全體受訪者的

16.7%。其中，考慮遷到東協地區的超過八成(84.1%)；其次遷回臺灣

的占四成(43.2%)；最後有一成多考慮遷至美國(11.4%)。總體來看，大

陸臺商考慮遷出的比例不到兩成，根據訪談資料，其主要有以下幾個

因素： 

1. 大陸產業鏈完整：過去 30 年，製造業臺商在中國大陸建構相當完

整的產業鏈；因此，臺商若要轉出，必須考慮產業群聚、跟著整

個供應鏈一起撤出。 

2. 臺商選擇就地轉型：部分大陸臺商將產線結束後，會將廠房或土

地出租，或是配合地方政府的規劃進行地目變更後，進行土地開

發。意即雖然工廠關閉，但臺商業者不會全然撤出大陸，而是以

轉業（轉地產業、轉服務業或轉電商）方式繼續營運。 

3. 大陸地方政府勸留：雖然中國大陸目前全力扶植國內產業，但在

「穩就業」、「穩投資」的政策下，仍會盡量勸留臺商。對臺商來

說，目前比較明確的政策，包括：(1)減費降稅：2019 年初，大陸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將增值稅由 16%降至 13%、社保費率調降

 
93包括中東及非洲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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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減稅降費措施，對臺商來說具有實質助益；(2)對臺 31 項政策：

2018 年 2 月中國大陸頒布對臺 31 項政策後，各地陸續頒布升實施

細則，雖許多臺商表示雖然尚未見到具體執行方案，但仍有所期

待。 

4. 大陸市場仍具潛力：許多臺商表示，中國大陸仍是全球主要市場，

且臺商產品仍具一定競爭力。考量到大陸市場仍深具經營潛力，

為繼續保持與大陸市場連結及與當地政府間的關係，除非實在無

力繼續經營，否則不會考慮從中國大陸撤出。 

5. 中小企業資源不足：因應大陸投資環境變化，企業大小有不同的

因應方式，大廠有能力轉移訂單，但中小企業跑不掉。所以中小

企業策略上多採「以拖待變」或觀望，因為大陸工廠關停的手續

相當繁複，包括結清員工工資（含社會保險）、資產變賣、資金匯

出…等。也就是說，遷廠不但曠日廢時，還面需要大量資金（初

估大陸臺商中小企業關廠須 4,000-5,000 萬人民幣）。 

表 4-5 廠商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之動向及主要業別 

主要遷入區域 
主要業別(前 3 名) 

業別 占該業別樣本數(%) 

東協 

(84.1%) 

紡織 40% 

塑橡膠製品 26.3% 

化學品 20% 

臺灣 

(43.2%) 

電子資通訊 52.6% 

塑橡膠製品 15.8% 

車輛及零組件 10.5% 

美國 

(11.4%) 

車輛及零組件 7.7% 

機械 3% 

電子資通訊 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分析考慮將產線遷出中國大陸臺商的產業類別：希望遷至

東協地區的臺商中，有高達四成屬於紡織業。事實上，因大陸勞動成

本在過去數年來快速上升，紡織業臺商早在貿易戰前便前往勞動成本

較低的東南亞地區（主要為越南、印尼、孟加拉、柬埔寨等國）布局，

相較於其他產業而言，在東協地區的上、中、下游產業鏈較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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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貿易戰的催化之下，造成更多廠商選擇將大陸的生產基地關

閉，並將產能遷至海外。 

    至於回答考慮遷回臺灣的臺商，比例最高的是電子資通訊產業

(52.6%)，其次是塑橡膠製品(15.8%)、車輛及零組件(10.5%)；進一步

了解，規模較大的電子資通訊臺商可以透過轉移產能因應貿易戰，中

小企業大陸資通訊臺商，也希望隨著組裝廠的產能轉移，將產線轉回

產業鏈較為完整的臺灣。然而，由於這些臺商規模並不大，且受限上

述諸多無法遷出原因，因此仍多保持觀望。 

三、 各業別臺商因應美中貿易戰策略概況 

    如前所述，多數大陸臺商普遍認為美中貿易衝突難以預測、短期

內不會結束。因此，前景未明的情況下，超過八成五的臺商未來兩年

投資規模、產能、雇用員工均不會增加。至於因應貿易戰，臺商主要

採取的策略為「開發大陸內需市場」及「暫採觀望」、其次為「開發其

他出口市場」及「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則不到兩成。以下整合問卷及訪談資料，就車輛及零組件、機械、電

子資通訊、紡織，以及塑橡膠製品等幾個主要產業別臺商，因應貿易

戰策略進行概述。 

(一) 車輛及零組件業 

    經統計，因應美中貿易衝突，大陸車輛及零組件業臺商因應策略，

主要以「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46.2%)、「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46.2%)，以及「暫採觀望」(38.5%)（請見下表 4-6）。 

    經檢視，雖此題填答次數相近且不多，但輔以訪談資料後了解，

在大陸設廠的車輛零組件業者，多數為內需型業者。換言之，車輛產

業中國大陸廠輸美有限，故直接受貿易戰影響不大，銷售市場也因此

未有所調整。然而，貿易戰下的景氣情勢的變化，才是車輛產業受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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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的主要原因，例如中國大陸汽車需求量不斷下滑；據估算，2019 年

中國大陸車市銷量較往年至少減少 5%；雖廠商不斷採取空前的促銷跟

優惠措施，買氣仍舊低迷。未來如關稅造成車輛售價提升，需求進一

步下降，會進一步衝擊到臺灣的車輛及零組件產業。 

表 4-6 車輛及零組件業未來投資布局策略（複選） 

未來投資布局策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6 46.2%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6 46.2% 

暫採觀望 5 38.5%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4 30.8%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2 15.4% 

其他 1 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機械業 

    經統計，因應美中貿易衝突，大陸機械業臺商因應策略，主要以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51.5%)，以及「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48.5%)

以及「暫採觀望」(36.4%)為主（請見下表 4-7）。 

表 4-7 機械業未來投資布局策略（複選） 

未來投資布局策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17 51.5%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16 48.5% 

暫採觀望 12 36.4%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5 15.2% 

其他 3 9.1%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2 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由訪談資料了解，中國大陸機械業臺商除了開源節流以觀

望；與此同時，也積極開發其他市場。例如臺商 E 表示短期因應景氣

變動，將會採取嚴格管控非必要支出；但仍將持續在中國大陸投資，

持續儲備技術人員以因應未來需求。臺商 M1 則暫緩擴廠計畫，第四

季之前生產線部分暫不受影響。臺商 F 將加強東協（泰國）及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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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基地。臺商 U 則積極拓展新能源汽車市場，目前不考慮遷動產線。

另一家大廠 B1 則表示，公司在全球的據點都是獨立的子公司，擁有獨

立的研發、生產能力，故可進行全球產能的調配。同時，透過併購進

行水平的整合，提升品牌、技術實力與開拓封閉市場。94 

(三) 電子資通訊業 

  美國對中國輸美資通訊產品加徵關稅，主要多列於第三波(2,000

億美元)及第四波(3,000 億美元)清單中。由於電子零組件及消費性電子

產品的生產據點高度集中在中國大陸，經本調查統計，面對美中貿易

衝突，大陸資通訊業臺商以「暫採觀望」(50.0%)、「增加其他地區產

能比重」(48.9%)，以及「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45.6%)等策略因應（請

見下表 4-8）。 

    經了解，大陸臺商規模較小、無力轉移產能的資通訊業者，多選

擇觀望，期待貿易戰有所轉機；規模較大、具全球布局能力資通訊臺

商，則以增加其它地區產能因應。但無論企業規模，大陸臺商通訊業

者都希望透過增加內銷大陸市場、轉開發歐美及日韓客戶，透過將客

源分散及多樣化，以抵銷因關稅造成美國訂單的流失。此外，據了解，

客戶已要求資通訊業臺商將部分受影響的輸美產品，轉移至臺灣及東

南亞生產。 

表 4-8 電子資通訊業者未來投資布局策略（複選） 

未來投資布局策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暫採觀望 45 50.0%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44 48.9%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41 45.6%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25 27.8%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17 1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4整理自臺商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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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紡織業 

     經統計，因應美中貿易衝突，大陸紡織業臺商因應策略，主要以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46.7%)、「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46.7%)，

以及「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40.0%)（請見下表 4-9）。 

表 4-9 紡織業未來投資布局策略（複選） 

未來投資布局策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7 46.7%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7 46.7%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6 40.0%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3 20.0% 

暫採觀望 3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題和車輛零組件業者有類似狀況，填答次數相近且不多。但透

過訪談資料分析顯示，屬勞力密集型的紡織業，一方面因應關稅轉移；

但另一方面，則轉開發其他地區市場以減少衝擊。當然，轉開發大陸

內需市場也是主要策略之一，然而由於不少紡織業者由原來外銷轉為

內銷，因此中國大陸成為更為競爭的市場。 

    進一步來說，有業者在衡酌關稅優惠因素後，將產能遷至適用於

美國《非洲成長和機會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的非洲國家，享產品銷往美國的免關稅優惠。正如前所述，因

中國大陸勞動成本快速上升等因素，早在貿易戰爆發前，就已有許多

紡織業者將整廠遷至東南亞。然而，直至目前美國市場仍相當依賴中

國大陸出口的服飾、鞋類產品，故在今(2019)年 9 月 1 日起大部分紡織

類產品（服飾、鞋襪及手套等）遭加徵關稅後，預期將加速紡織供應

鏈遷移的速度。 

    此外，對於欠缺轉移產能或遷出產線能力的廠商而言，積極開發

大陸內銷市場往往是為數不多的選擇。決定是否能否在大陸市場存活

的關鍵，在於產品是否具備差異化競爭力、是否能與眾多競爭對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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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進行區隔，才能走出與同業惡性削價競爭。因此，許多業者表示

將開始切入機能服飾（布料）、智慧衣的研發製造，設法提升產品的附

加價值與核心競爭力。 

(五) 塑橡膠及化學製品 

    經統計，因應美中貿易衝突，大陸塑橡膠及化學製品臺商因應策

略，主要以「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50.0%)、「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38.2%)，以及「暫採觀望」(35.3%)（請見下表 4-10）。 

    從訪談資料歸納，目前塑橡膠業下游許多加工廠已遷往越南，為

服務客戶公司亦前往當地建立生產基地，臺灣廠則布局價格較高的產

品；同時，因美國石化業集高產能、低開採成本的優勢，故未來也將

加碼投資美國，當地產線生產的石化品將銷售至美國及歐洲市場。未

來，該業者便將以「市場導向」（產線遷至客戶群據地)及原料導向（就

近於原料取得地設廠）來進行投資布局。 

   表 4-10 塑橡膠及化學品業未來投資布局策略（複選） 

 未來投資布局策略 次數 有效百分比(%) 

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17 50.0%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13 38.2% 

暫採觀望 12 35.3%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11 32.4%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9 26.5% 

其他 2 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大陸臺商因應美中貿易戰動向 

一、 勞動成本提高是大陸臺商考慮遷出主因 

 當問及除美中貿易衝突外，業者考慮遷出大陸的因素時，選擇「勞

動成本提高」者超過六成(66.4%)，其次為「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32.8%)、「當地業者惡性競爭」(32%)，以及「環保要求提升」(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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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說明如下： 

(一) 勞動成本提高：從訪談資料中得知，許多製造業臺商反應，近年

來中國大陸勞動成本快速提升，尤其加上「五險一金」等業者所

需負擔的各類社保費用後，用人成本已逼近臺灣聘用新人水準，

大幅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 

(二)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受訪臺商多表示，因大陸土地價格持續墊

高，如經營利潤低於土地開發收益，臺商只能考慮遷廠，並將土

地用於商業開發，獲取更高的報酬。又如果臺商業者對當地稅收、

就業等指標貢獻不高，地方政府亦可能要求臺商遷廠，將土地回

收後另作他用。 

(三)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近年來由於「紅色供應鏈」的崛起，許多陸

企正逐漸取代臺商，成為歐美大廠供應鏈的一部分。不過，對於

臺商業者而言，當地陸企的「惡性」及「不對等」競爭才是最大

的威脅來源。事實上，在大陸當地政府的補貼政策下，許多行業

都面臨因陸廠產能開出削價競爭，而導致產品市價大幅滑落的情

況。此外，受訪業者亦指出，不論是勞動法令或環保規章，有時

存在陸企不需守法、臺商卻要完全合法的「選擇性執法現象」，致

使業者經營成本遠較當地陸企為高，此種不對等的競爭情形造成

臺商難以與當地陸企競爭。 

(四) 環保要求提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多次宣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下，環保政策成為大陸各級政府的顯學，地方政府無不加

強環保治理力度。對於從事資通訊上游（如玻璃纖維布、印刷電

路板…等）的臺商而言，由於其產品在製程中較易產生汙染物質，

故經常面臨地方政府的查核及限污措施，甚至被迫停工整改。近

年來，大陸官方就多次因環保要求，對企業祭出停工停產令。為

符合政府要求，業者須購入昂貴的處理設備，甚至需要遷廠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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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點，對資源較不豐厚的中小企業臺商而言，造成不小的負擔。

不過，業者亦指出，嚴苛的環保政策對於相對守法、願意投資在

環保設備的臺廠並非全然不利，只要當地政府公正執法，就會自

然淘汰許多規模較小、無力改善環保設備的當地業者，反而得到

健全市場的效果。 

表 4-11 考慮遷出大陸之原因（複選） 

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勞動成本提高 160 66.4%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79 32.8%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77 32.0% 

環保要求提升 73 30.3% 

大陸市場需求降溫 43 17.8% 

經貿政策不透明(變動太快) 42 17.4% 

融資困難 41 17.0% 

其他 26 10.8% 

有利取得歐美技術轉移 19 7.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擴大內需政策是臺商繼續或增加大陸投資主因 

 在詢問受訪者「考慮繼續或增加大陸投資原因」時，有超過五成

大陸臺商反應「大陸擴大內需政策」是主要原因(53.5%)；其次為「對

臺 31 項政策」(33.5%)；至於「大陸減稅降賦政策」、「配合地方政府

產業政策」及「參與中國製造 2025」均占兩成多(見下表 4-12)。以下

茲針對臺商考慮或增加大陸投資的兩大原因進行說明： 

表 4-12 考慮繼續或增加大陸投資原因（複選） 

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123 53.5% 

對臺 31 項政策 77 33.5% 

大陸減稅降賦政策 59 25.7%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53 23.0%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46 20.0% 

一帶一路商機 37 16.1% 

外商投資法利多 26 11.3% 

其他 20 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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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1. 近年來，因應國際經貿情勢的變化，中國政府多次強調要擴大內

需，希望透過擴大投資、消費升級，以即擴大進口等政策，讓中

國大陸經濟增長結構由出口導向轉變為內需拉動。因此，大陸政

府除了持續投資基礎建設，也藉由提高最低工資、減費降稅、強

化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及消費意願。與

此同時，也透過互聯網的普及鼓勵移動支付、網路購物等新技術

和新業態，讓消費更為方便。這些都提高了大陸內需市場的動能。 

2. 綜觀來看，中國大陸消費力逐年增長，也因此每年大陸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不斷上升，由 2000 年的 36800 億人民幣增長到 2018

年的 38 兆人民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幾乎都達兩位數。

而為了避免經濟放緩，去(2018)年 12 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

出「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戰略，希望以內需市場的拉動，平

衡美中貿易戰所遭遇的外貿困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8 年在

第一屆中國進口博覽會在會上強調，預估未來 15 年，中國大陸進

口商品將超過 30 兆美元、服務貿易則超過 10 兆美元；第二屆進

口博覽會上，習近平強調要透過「降低關稅和制度性成本」、「培

育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以及「擴大對各國高品質產品和服

務的進口」等舉措來持續擴大市場開放。95臺商認為，包括教育、

育幼、養老、醫療、文化、旅遊等服務業，以及 5G 商用、人工智

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城際交通、物流、

市政等基礎設施，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都

將是全球消費品與服務業的兵家必爭之地。 

3. 中國大陸龐大內需市場商機，是多數臺商願意或繼續投資中國大

 
95「習近平進博會演講 強調繼續擴大市場開放」，中央社，2019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105009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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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的主因。在當前貿易戰形勢下，中國大陸政府已頒布多項擴大

內需政策，包括減費降稅、發行基礎建設公債並規劃大型建設、

放寬融資限制等，並推出促進消費方案，這些對臺商來說都是利

基。 

(二) 對臺 31 項政策： 

1. 「對臺 31 項政策」其內容大致可分為對個人及企業政策優惠。有

關臺商企業部分，主要內涵包括符合條件的臺商可享稅收優惠、

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享有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以及臺資

企業可透過特許經營方式，參與交通、能源、環保及市政公用工

程等基礎建設項目。 

2. 此項政策利多，對於在中國大陸經營智能製造等重點發展項目企

業，得享有與大陸同等的政策優惠補貼，而經營內需型的業者亦

有參與中國大陸公共工程的機遇，許多臺商表示相當期待。 

3. 此外，繼「對臺 31 項」之後，中國大陸又於今(2019)年 11 月再公

布「對臺 26 項」，對臺灣個人及企業標榜提供「與大陸民眾同等

待遇」。針對大陸臺商的內容主要為，「可同等參與中國重大技術

裝備、5G、循環經濟（資源回收）、民航、主題公園、新型金融組

織等投資建設，並同等享受融資、貿易救濟、出口信用保險、進

出口便利、標準制訂等政策」。雖然該本計畫進行時該政策並未提

出，但經了解，大陸臺商仍高度關注此該政策，並期待能藉此更

進一步參與中國大陸市場。 

三、 各業別臺商因應美中貿易戰動向初探 

    歸納未來臺商動向，「勞動成本提高」是臺商考慮遷出主因；然而，

亦有多數的臺商反應，中國政府「擴大內需政策」，會使得他們繼續或

增加大陸投資。以下整合問卷及訪談資料，就車輛及零組件、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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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通訊、紡織，以及塑橡膠製品等幾個主要產業別臺商未來動向

進行概述。 

(一) 車輛及零組件業 

    經統計，車輛及零組件業臺商若考慮遷出中國大陸，超過八成反

應「勞動成本提高」(81.8%)是主因；其次為「環保要求提升」(36.4%)

及「當地業者惡性競爭」(36.4%)（請見下表 4-13）。 

表 4-13 車輛及零組件業考慮遷出大陸因素(複選) 

    遷出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勞動成本提高 9 81.8% 

環保要求提升 4 36.4%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4 36.4%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3 27.3% 

大陸市場需求降溫 2 18.2% 

融資困難 2 18.2% 

有利取得歐美技術轉移 1 9.1% 

經貿政策不透明(變動太快) 1 9.1% 

其他 1 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車輛及零組件業臺商考慮繼續或增加中國大陸投資原因，主

要為「參與中國製造 2025」(71.4%)；其次為「一帶一路商機」(57.1%)，

以及「對臺 31 項政策」(42.9%)（請見表 4-14）。 

表 4-14 車輛及零組件業考慮繼續投資大陸因素（複選） 

繼續投資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5 71.4% 

一帶一路商機 4 57.1% 

對臺 31 項政策 3 42.9%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2 28.6% 

大陸減稅降賦政策 2 28.6%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1 14.3% 

其他 1 1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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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整訪談資料，可以了解，對車輛零組件臺商來說，近年來中國

大陸汽車內需市場較為停滯、行業惡性競爭，再加上近年勞動力成本

急速上升，都影響在該地投資意願。但臺商仍認為包括「中國製造 2025」

政策的新能源汽車、「一帶一路」汽車市場向國際市場拓展、「對臺 31

項」對汽車行業投資的進一步開放，都是車輛及零組件業臺商考慮繼

續投資中國大陸的原因。 

(二) 機械業 

    經統計，機械業臺商若考慮遷出中國大陸，超過九成反應「勞動

成本提高」(93.5%)是主因；其次為「當地業者惡性競爭」(51.6%)及「土

地與租稅成本增加」(32.3%)；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機械業臺商表

示遷出中國大陸「有利取得歐美技術轉移」(29.0%)（請見下表 4-15）。 

表 4-15 機械業考慮遷出大陸因素（複選） 

遷出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勞動成本提高 29 93.5%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16 51.6%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10 32.3% 

有利取得歐美技術轉移 9 29.0% 

環保要求提升 8 25.8% 

融資困難 7 22.6% 

經貿政策不透明(變動太快) 6 19.4% 

大陸市場需求降溫 4 12.9% 

其他 1 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機械業臺商考慮繼續或增加中國大陸投資的原因，主要為「大

陸擴大內需政策」(45.2%)；其次為「參與中國製造 2025」(35.5%)，

以及「對臺 31 項政策」(32.3%)，以及「一帶一路商機」(29.0%)（請

見下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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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機械業考慮繼續投資大陸因素（複選） 

繼續投資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14 45.2%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11 35.5% 

對臺 31 項政策 10 32.3% 

一帶一路商機 9 29.0%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5 16.1% 

大陸減稅降賦政策 4 12.9% 

外商投資法利多 4 12.9% 

其他 4 1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彙整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對機械業臺商來說，除了勞動力上升問

題，當地業者惡性競爭也是機械業考慮遷出的原因。事實上，機械業

臺商反應，中國大陸本地企業產能已經趕上，且產品線亦相當豐富，

與臺廠的差別僅在於可靠及穩定度，故臺商必須以客製化及差異化迎

戰。但從動向來看，機械業較少進行遷移與移轉，主要是因為機械業

有供應鏈的群聚效應、固定的客戶及長期往來關係。此外，中國大陸

在機械軟體和人才方面很強，臺灣的優勢在於機床、機械製造的細節，

因此，中國政府積極希望兩岸機械產業能進一步合作，以利中國大陸

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因此透過政策讓臺商可以更多參與大陸市場，這

是機械業臺商考慮繼續投資中國大陸的原因。 

(三) 電子資通訊業 

    經統計，受貿易戰影響最大的資通訊產業，考慮遷出中國大陸的

主因為「勞動成本提高」(65.8%)是主因；其次為「土地與租稅成本增

加」(40.5%)及「環保要求提升」(34.2%)（請見下表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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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電子資通訊業考慮遷出大陸因素（複選） 

遷出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勞動成本提高 52 65.8%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32 40.5% 

環保要求提升 27 34.2%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20 25.3% 

大陸市場需求降溫 17 21.5% 

融資困難 16 20.3% 

經貿政策不透明(變動太快) 16 20.3% 

其他 10 12.7% 

有利取得歐美技術轉移 4 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資通訊業臺商考慮繼續或增加中國大陸投資的原因，主要為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48.8%)；其次為「對臺 31 項政策」(35.4%)，

以及「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25.6%)（詳表 4-18）。 

    表 4-18 電子資通訊業考慮繼續投資大陸因素（複選） 

繼續投資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40 48.8% 

對臺 31 項政策 29 35.4%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21 25.6% 

大陸減稅降賦政策 20 24.4%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18 22.0% 

外商投資法利多 10 12.2% 

其他 9 11.0% 

一帶一路商機 7 8.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彙整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對資通訊業臺商來說，除了貿易戰，勞

動力上升也是其考慮遷出中國大陸的主因。反之，可以參與中國大陸

內需市場，則會讓資通訊業臺商考慮繼續投資中國大陸。 

    目前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第三波價值 2,000 億美元徵稅清單中，包

含電子通訊設備、電腦相關零組件。96原先許多廠商於 10%稅率時選

 
96 產品包含顯示卡、主機板、伺服器、光纖電纜及光連接器、電路板零件等項目。請見吳筱雯，「貿

易戰烽火下臺灣資通訊受衝擊 5,800 億」，工商時報，2019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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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觀望，惟稅率提升至 25%後不得不對生產與銷售重新布局。尤其是

伺服器產品因投資規模較大，且全球的伺服器市場中，北美便占據全

球伺服器出貨量的四成，97課徵 25%關稅後便難以從中國大陸出貨。

因此，部分廠商已在去(2018)年關稅實施後將產能移出中國大陸。換言

之，無論是伺服器亦或被列入第四波(4B)清單的筆記型電腦，在歐美

客戶的要求下，臺商代工大廠早已將產能移轉到臺灣或東南亞當地。

但為考量經濟效益，資通訊業臺商銷往非美國地區的產線仍留在中國

大陸。 

    然而，因應貿易戰，在中國大陸以外有生產基地的資通訊業者，

可以藉由調整產能度過難關，但周邊規模較小的衛星廠或配套小廠，

因無法轉移產能，恐面臨關廠的命運，形成產業的洗牌及大者恆大的

現象。臺商亦指出，資通訊產業上下游供應鏈相當複雜，不太可能全

部遷移，且建置新產線的認證就需要耗時至少半年，故許多資通訊臺

商仍在觀察貿易戰後續發展。訪談資料顯示，一些資通訊業者生產以

供應組裝廠客戶為主，直接外銷美國的比例不大。然而，貿易戰仍影

響終端產品的需求，品牌商縮減訂單、加上中國大陸本地業者產能開

出，都讓競爭更為加劇，以致部分資通訊業臺商轉向開發內需型產品。 

    據了解，作為蘋果產品供應鏈的資通訊臺商，為避免被課徵關稅，

已被要求評估移轉產能到臺灣、越南、印度或緬甸等地。然而，雖然

蘋果產品有分散生產據點的趨勢，但仍約有五成的供應商在中國大

陸；且無論是組裝、印刷電路板、機殼或電聲元件等，蘋果產品前兩

百大供應商約有兩成是臺商，而這些臺商考慮到由於蘋果營收最高的

手機生產技術門檻較高，而由於語言相同等因素，在中國大陸較易培

植數量足夠且符合標準的產線人力，如遷移至臺灣或東南亞，則可能

 

https://ctee.com.tw/news/tech/94013.html。 
97 “Market View”, DRAMeXchange,    

  <https://www.dramexchange.com/WeeklyResearch/Post/2/7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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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人力不足或勞工素質、供應鏈銜接等問題，故在當前貿易戰前景

未明情勢下，蘋果供應鏈是否還大規模遷出中國大陸，仍有待觀察。 

(四) 紡織業 

    經統計，對紡織業臺商來說，除了貿易戰影響，該產業考慮遷出

中國大陸的主因是「勞動成本提高」(80.0%)；其次為「土地與租稅成

本增加」(33.3%)及「環保要求提升」(20.0%)（請見下表 4-19）。 

表 4-19 紡織業考慮遷出大陸因素（複選） 

遷出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勞動成本提高 12 80.0%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5 33.3%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3 20.0% 

經貿政策不透明(變動太快) 3 20.0% 

其他 3 20.0% 

環保要求提升 1 6.7% 

大陸市場需求降溫 1 6.7% 

融資困難 1 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紡織業臺商考慮繼續或增加中國大陸投資的原因，主要為「大

陸擴大內需政策」(41.7%)；其次為「大陸減稅降賦政策」(33.3%)，以

及「對臺 31 項政策」(25.0%)（請見下表 4-20）。 

表 4-20 紡織業考慮繼續投資大陸因素（複選） 

繼續投資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5 41.7% 

大陸減稅降賦政策 4 33.3% 

對臺 31 項政策 3 25.0%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2 16.7% 

其他 2 16.7%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1 8.3% 

一帶一路商機 1 8.3% 

外商投資法利多 1 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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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紡織業填答次數不高，但彙整訪談資料，仍可了解紡織業臺

商動向。事實上，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製造成本遽增，以及為享有

「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PP)優惠關稅，部分接美國訂單的大陸臺商紡

織業者，在 2017 年美國退出後 TPP 前，就轉移到東南亞越南等地；

2018 年美中貿易戰啟動後，品牌商為因應關稅，要求在大陸生產的紡

織業臺商轉移，否則就抽單。換言之，紡織業訂單從中國外移，已是

這幾年的趨勢；因此，對大陸紡織業臺商來說，如果海外有產線即配

合轉單，但若除了大陸並無其他地區有生產線，僅能透過削價賠錢來

保住訂單。整體來說，屬於勞力密集度高的大陸臺商紡織業，近年來

就因為勞工成本上升早已經營不易；美中貿易戰後這些業者更加積極

想要拓展其他地區市場，但仍有相當難度。 

(五) 塑橡膠及化學品 

    經統計，對塑橡膠及化學品臺商業者來說，除了貿易戰影響，該

產業考慮遷出中國大陸的主因是「勞動成本提高」(62.5%)；其次為「環

保要求提升」(56.3%)及「當地業者惡性競爭」(28.1%)（請見下表 4-21）。 

表 4-21 塑橡膠及化學品考慮遷出大陸因素（複選） 

遷出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勞動成本提高 20 62.5% 

環保要求提升 18 56.3%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9 28.1%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8 25.0% 

其他 5 15.6% 

融資困難 4 12.5% 

大陸市場需求降溫 2 6.3% 

有利取得歐美技術轉移 2 6.3% 

經貿政策不透明(變動太快) 2 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塑橡膠及化學品臺商如考慮繼續或增加中國大陸投資的原

因，主要為「大陸擴大內需政策」(77.8%)；其次為「配合地方政府產

業政策」(33.3%)，以及「對臺 31 項政策」(25.9%)（請見下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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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塑橡膠及化學品考慮繼續投資大陸因素（複選） 

繼續投資大陸因素 次數 有效百分比(%)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21 77.8%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9 33.3% 

對臺 31 項政策 7 25.9% 

大陸減稅降賦政策 7 25.9%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3 11.1% 

一帶一路商機 3 11.1% 

外商投資法利多 1 3.7% 

其他 0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勞動成本上升亦是塑橡膠及化學品臺商考慮遷出中國大陸的主

因，但近年來中國政府對環保要求的日趨嚴格，更讓該產業因環評趨

嚴而考慮遷廠。然而，整體來說，「接近市場」是該產業將來的主要動

向；由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具相當規模，因此即使移轉生產基地，大

陸塑橡膠及化學品臺商仍會保留在中國大陸的產線產能。 

第三節 臺商需政府協助事項 

一、 對政府「回臺投資方案」的熟悉程度 

 為協助大陸臺商順利返臺投資，政院推動「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

動方案」（以下簡稱回臺投資方案），從用地、人力、融資、水電及稅

務等五大面向，整合跨部會資源提供客製化服務，以吸引優質臺商回

臺。根據本計畫調查顯示，有 65.7%的受訪者表示知道此方案。然而，

仍有 34.3%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另於訪談過程中，絕大多數受訪廠

商知道政府正推動此政策，惟對內容還不夠了解，顯示政府在政策宣

傳上仍有持續努力的空間。 

    經交叉分析後發現（請見下圖 4-2），資本額達 10 億新臺幣以上

的臺商，知道「回臺投資方案」的廠商占比高達 81.5%、不清楚僅占

18.5%；反觀規模在 8 千萬新臺幣以下的中小企業，知道「回臺投資方

案」的業者僅占 54.3%、不清楚達 45.7%。調查結果顯示，大陸臺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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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仍有高達 4 成 5 的業者對「回臺投資方案」不甚清楚。進一步

了解，中小企業臺商由於資源、資訊有限，因此對政府推出相關政策

的細節不甚清楚，並不知道那種政策適用於自身企業。 

 

圖 4-2 不同企業規模對「回臺投資方案」的了解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業者認為需要政府協助項目 

 當詢問受訪者希望政府協助項目時，有近五成的受訪廠商表示需

要「協助回臺投資措施」(49.6%)；其餘依次為「加速排除雙邊投資障

礙」(39.5%)、「協助拓展海外市場」(38.7%)、「實施租稅豁免措施」

(33.1%)，以及「協助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設廠」(31.5%)等（請見下

表 4-23）。整體而言，廠商除返臺投資外，其遷移生產基地或轉拓銷市

場以東協國家為主。因此，有許多臺商期盼政府能儘速簽訂雙邊或區

域性自由貿易協定，以爭取關稅優惠，讓臺商以東協為跳板，進一步

拓銷全球銷售市場。此外，亦有已在東協設廠布局的廠商表示，部分

東南亞國家政府行政效率低落，致使臺商在投資興業的過程中，有時

會面臨如投資許可遲遲無法核發等投資障礙，亟需我駐外機關協助。98 

 
98臺商 T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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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業者認為需要政府協助項目（複選） 

協助事項 家數 有效百分比(%) 

協助回臺投資 123 49.6% 

加速排除雙邊投資障礙 98 39.5% 

協助拓展海外市場 96 38.7% 

實施租稅豁免措施 82 33.1% 

協助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設廠 78 31.5% 

其他 17 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交叉分析後發現，認為需要「協助回臺投資」的業別以電子資

通訊、食品生技業占比較高；「協助拓展海外市場」項目占比較高的業

別則為機械業及紡織業；需要「協助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設廠」以及

「加速排除雙邊投資障礙」占比較高的業別，均為化學品、紡織及塑

橡膠製品業；至於需要「實施租稅豁免措施」占比較高的業別則為食

品生技及化學品業（請見下表 4-24）。 

表 4-24 需要政府協助項目/占各業別樣本數比重 

協助事項 主要業別(前 3 名) 

協助回臺投資 
電子資通訊

(60.1%) 

食品生技 

(53.3%) 

光學器材、機械

(50%) 

協助拓展海外市場 
機械 

(56.7%) 

紡織 

(50%) 

光學器材

(43.8%) 

協助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 

/設廠 

化學品、紡織

(50%) 

塑橡膠製品 

(36.8%) 

車輛及零組件 

(36.4%) 

加速排除雙邊投資障礙 
化學品、紡織

(50%) 

塑橡膠製品 

(47.4%) 

食品生技 

(46.7%) 

實施租稅豁免措施 
食品生技 

(66.7%) 

化學品 

(41.7%) 

其他 

(3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問到「貴公司認為那些措施，將提升返臺或擴大在臺投資意願」

(複選)時，選填的協助措施前 3 名分別為「租稅減免」(58.2%)、融資

優惠(48.6%)及「土地取得」(46.2%)，顯示臺商業者較為關切租稅、融

資以及土地取得等相關議題（請見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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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5 業者認為得增進返臺或擴大在臺投資意願之措施（複選） 

協助措施 家數 有效百分比(%) 

租稅減免 146 58.2% 

融資優惠 122 48.6% 

土地取得 116 46.2% 

水及電力供應無虞 103 41.0% 

增加外勞配額 81 32.3% 

提高行政效能 75 29.9% 

其他 16 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根據訪談資料，就大陸臺商希望政府協助返臺投資的若干措

施進行說明： 

(一) 租稅減免 

 關於在臺租稅部分，有臺商認為，臺灣的稅制對於吸引高階技術

人才相當不利；其指出，中國大陸為吸引高階人才，會酌情負擔外籍

工程師的所得稅。以美籍工程師到深圳工作為例，其在美國需繳納 35%

的所得稅，至深圳僅需繳 15%。反觀我國制度，會使得高所得稅率的

專業人才（如 40%稅率）離開。除此之外，臺商認為股利所得課稅單

一稅率 28%、外資扣繳稅率卻僅有 21%，對本地企業而言相對不公

平，希望政府重視。99 

 亦有許多臺商建議，我政府應仿效中國大陸設立轉口或自由貿易

專區，區內鬆綁法令並提供稅賦政策優惠，藉由更靈活的政策，讓臺

商能快速建立上下游產業鏈，將零組件在專區組裝、加工，賺取產品

最後階段的組裝、（發貨）管理產值。而針對臺商資金回臺部分，有業

者認為，雖然《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已提供匯回資金

課稅優惠，但仍應盡可能放寬臺商資金回臺投資項目類別、期程等限

制，在不炒作不動產的前提下，使臺商得依其專業及意願自由投資，

以有效增加臺商將資金匯回臺灣的意願。100 

 
99臺商 X 訪談。 
100臺商 A1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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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取得 

 土地供應問題，往往也是受訪臺商認為當前最主要的返臺投資障

礙。廠商指出，在臺擴廠首先要考慮區位因素，通常會優先選擇鄰近

既有產線，或產業鏈群聚地區進行設廠。101然而，目前北部及中部的

工業區空間有限、地價昂貴，仍有閒置土地的工業區則可能太過偏僻，

難以與上下游協力廠進行整合。因此，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

讓有意願返臺投資的業者都能順利落戶投產，仍有待政府進一步提出

有效對策。 

 廠商亦反映，取得土地後，還需面對時間冗長、不確定性高的環

境評估程序，以及衍生的陳抗問題。臺商認為，政府往往在相關程序

中袖手旁觀，讓廠商獨自面對相關爭議，使得業者在選址設廠後，因

環評程序或地方抗爭，而被迫放棄投資計畫。102因此，政府應以整體

國土及產業規劃的角度思考，適度檢討環境評估程序，以免使廠商無

所適從。 

(三) 水電供應 

 水電的穩定供應亦是訪談過程中許多臺商關心的議題。雖然政府

再三強調臺灣不會缺電，但整體而言，受訪業者對政府的能源政策仍

過於樂觀。廠商認為，政府在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的同時，仍需確保基

載電力的供應無虞，如核電與火力發電均棄之不用，在臺商大量回臺

設廠的情況下，業界擔心電力供應存在隱憂。103此外，科技產業需要

使用大量的水資源，政府亦應及早規劃與因應，避免重演過去因極端

氣候導致的缺水危機。 

 

 
101臺商 Z 訪談。 
102臺商 T、Z 訪談。 
103臺商 C1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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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勞動及外勞政策 

    許多臺商指出，勞基法應針對當前工作模式重新修訂，賦予勞資

雙方彈性空間，使勞工得自由選擇要增加薪資或休息時間。另外，多

家受訪業者指出，臺商回臺經常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故應適度調

高外勞配額，進用本勞的比率限制也要賦予彈性，才能夠促進臺商返

臺的意願。 

三、 業者返臺投資形式 

 為了解當前臺商回臺投資的主要方式，本計畫進一步詢問受訪者

如返臺或擴大在臺投資，其形式為何？結果顯示，業者投資形式以「在

臺設立研發或營運中心」(47.7%)及「增設生產線」 (45.5%)居多，其

次依序為「與海外事業分工」(31.9%)及「回臺併購整合上下游」(19.1%)

（請見下表 4-26）。 

表 4-26 業者如返臺投資之方式（複選） 

協助事項 家數 有效百分比(%) 

在臺設立研發或營運中心 112 47.7% 

增加生產線 107 45.5% 

與海外事業分工 75 31.9% 

回臺併購整合上下游 45 19.1% 

其他 10 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關業者返臺投資形式，截至 2019 年 11 月下旬，申請「回臺投

資方案」通過審核的廠商已達 154 家，投資金額約新臺幣 6,977 億。

相關投資主要用於新建廠房、產線，以及研發與購置機械設備與原料

等。據受訪的電子資通訊廠表示，回臺生產的成本較高，且客戶最多

只會給予部分的補貼，故廠商多表示回臺生產的產品，會以高階高價

的品項為主。因此，在此波回臺浪潮中，許多臺商不僅擴充產線，亦

同步強化在臺的研發與管理能量，招聘更多的高階研發或管理人才，

將臺灣據點作為研發及營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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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美中貿易戰瞬息萬變、前景未明，即使雙方已達成所謂第一階段

協議談判，但在兩國各有堅持的情況下，協議是否如期簽署甚至落實，

及 4B 關稅清單是否於 12 月 15 日如期上路，仍充滿變數。對中共來說，

美國指控的「七宗罪」不但是莫須有的罪名，也是一種利益敲詐，更

是防止中國趕超的戰略。也就是說，中共幾乎不可能進行符合美國期

待的全面制度性改革；因此，可以預料的是，美國將持續透過各種方

式逼迫中共。美中局勢仍有再度惡化的可能，不僅在關稅、科技等領

域發生衝突，將可以擴大其他層面。 

 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經濟已造成明顯影響：宏觀層面來看，關稅增

加使得企業的訂單及利潤減少；而面對未來高度不確定性，亦使企業

的投資態度趨於保守，導致經濟成長動能減弱。再加上中國大陸生產

要素成本激增等因素下，美中貿易衝突成為壓到大陸臺商的最後一根

稻草，也讓多年來以中國大陸作為製造基地，已建構完整供應鏈體系

的臺商業者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一、貿易戰對臺商的影響 

(一) 超過五成大陸臺商訂單、利潤減少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是全面的：近五成的廠商表示訂單減少，原因

為受關稅影響，商品價格上升導致市場需求降低；有四成五的受訪臺

商反映利潤減少，原因主要為需與進口商分攤關稅，致使利潤受侵

蝕。總的來說，貿易戰對主要銷售市場為美國的臺商業者影響較為明

顯外，亦對生產中間財（零組件、設備等）的廠商衝擊大，原因是因

為客戶（終端組裝代工廠）對產品的需求下降、訂單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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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貿易戰不確定性高，多數臺商推遲在大陸的投資規劃 

 研究發現，近五成(48.8%)的受訪廠商認為貿易戰將持續至少 3-5

年，無法於短期內結束；三成五的受訪者甚至認為貿易戰的發展「難

以預測」。在未來情勢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未來兩年內，不論是在投

資規模、產能建置或員工招聘方面，超過八成五的受訪臺商表示不會

增加投入規模，原因是看壞未來景氣發展，暫緩投資計畫以避免閒置

產能。 

(三) 加徵 25%關稅後，規模較小的業者陷入困境 

    多數臺商表示，如第三波關稅清單稅率能保持在 10%，考量搬遷

成本、產業群聚及相關風險等因素，會設法吸收關稅成本並持續觀

望。然而，第三波關稅稅率提升至 25%，且美國又公布衝擊面更廣的

第四波清單後，規模較小的業者表示因無力負擔巨額關稅，經營上恐

難以為繼。如在中國大陸以外無生產據點的業者，僅能透過調整產品

銷售布局予以因應。 

二、臺商採取的因應策略及動向 

(一) 調整銷售布局：約四成五臺商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本調查結果顯示，有 44.9%的臺商擬以「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因應貿易戰衝擊。主因是調整生產布局較為困難、開拓新的海外市場

也需要較長的時間，故眾多業者選擇加快拓展大陸內需市場的腳步。

不過，業者反映太多廠商因外銷市況較差而轉向內銷，導致大陸市場

競爭更為激烈。另外，超過三成(33.8%)的廠商，選擇開發其他（海外）

出口市場來因應美中貿易衝突，其中絕大多業者傾向拓銷東協市場。

事實上，近期東協受惠於美中貿易戰吸引大量外人投資，預期將有利

於零組件、機械設備等臺商業者開拓新的客源。 

(二) 調整生產布局：三成業者擬調整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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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有生產基地的業者，會優

先增加海外產線的產能比重，以調節產能方式來因應貿易戰的衝擊。

而調整產能的海外產線則以臺灣及東協地區為主，臺灣地區係因電子

資通訊業者於去(2018)年便開始將受影響產品移至臺灣產線生產，今

(2019)因相關產品關稅稅率上調至 25%，爰業者更積極擴充臺灣既有

產線，務求將影響降至最低；至於增加東協地區產線產能的業別，則

以已在東南亞布局，並以勞力密集為主的紡織及塑橡膠加工業者為主。 

(三) 產線遷出：不到兩成臺商想撤出中國大陸 

  面對貿易戰衝擊，除進行產銷布局的調整外，僅有不到兩成臺商

(16.7%)想撤出中國大陸，撤出的地點以東南亞(84.1%)及臺灣(43.2%)

為主。據了解，廠商對撤出地點的考量，主要是產業供應鏈是否已經

建立。事實上，在貿易戰前，因勞動成本考量，例如紡織及其他勞力

密集型的大陸臺商業者，已關廠並轉移到東協地區建立產業鏈。至於

其他未在貿易戰前遷出的產業別，則考量大陸產業群聚完整、大陸擴

大內需政策、撤廠成本過高等因素，現階段仍多保持觀望。 

(四) 各產業別的策略與動向 

歸納幾個主要產業大陸臺商因應貿易戰衝擊所採取的策略；與此

同時，若不考慮貿易戰，各產業大陸臺商考慮撤出大陸主因，以及考

慮續留及投資大陸主因，可得知以下結論： 

1. 大陸臺商策略：因應貿易戰，除了暫時觀望，大陸臺商主要策略：

轉移產能、轉移市場。 

2. 大陸臺商動向： 

(1) 無論各業別，都反映近年來大陸勞動成本上升造成的經營壓力；

也多反映勞動力問題是其考慮撤出大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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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論各業別，都反映擴展大陸內需市場是其考慮續留或投資大陸

的主因。值得討論的是，即使大陸提出的各項所謂「惠臺政策」

仍有待落實，但特別是中小企業大陸臺商仍有所期待。 

(3) 從希望獲得政府協助的項目觀察，電子資通訊業因主要遷移動向

為臺灣，因此最希望獲政府「協助回臺投資」；機械業雖欲以拓銷

大陸市場應對當前局勢，惟因大陸內需市況不振，亟需將產品轉

移至東協及歐洲等地區銷售，因此認為較希望「協助拓展海外市

場」；而較需基礎勞動力的紡織、塑橡膠等業者，則在考量勞動力

成本下，主要希望前往東協地區投資布局，因此希望政府能協助

「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設廠」以及「加速排除雙邊投資障礙」。 

表 5-1 大陸臺商各產業策略與動向 

產業別 因應貿易戰主要策略 考慮撤出大陸主因 考慮繼續投資大陸主因 

車輛及零

組件 

1. 轉開發其他出口

市場 

2. 增加其他地區產

能比重 

1. 勞動成本提高 

2. 環保要求提升 

3.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1.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2. 一帶一路商機 

3. 對臺 31項政策 

機械 

1. 開發大陸內需 

2. 開發其他市場 

3. 暫採觀望 

1. 勞動成本提高 

2.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3.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

加 

1.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2.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3. 對臺 31項政策 

電子 

資通訊 

1. 暫採觀望 

2. 增加其他地區 

3. 開發大陸內需市

場 

1. 勞動成本提高 

2.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

加 

3. 環保要求提升 

1.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2. 對臺 31項政策 

3.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

策 

紡織 

1. 增加其他地區產

能 

2. 將大陸產線遷出 

3. 轉開發其他市場 

1. 勞動成本提高 

2.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

加 

3.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1.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2. 大陸減稅降賦政策 

3. 對臺 31項政策 

塑橡膠及

化學製品 

1. 開發大陸內需市

場 

2. 轉開發其他市場 

3. 暫採觀望 

1. 勞動成本提高 

2. 環保要求提升 

3.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1.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2.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

策 

3. 對臺 31項政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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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商面臨困難及希望獲政府協助事項 

 經統計，臺商面對美中貿易衝突時，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的意願

不高(不到兩成)，且在考慮撤出大陸的業者中，廠商的遷廠目的地首選

為東協地區而非我國。經綜整訪談資料後發現，廠商遷出大陸及回臺

意願不高，係因無論是遷出大陸或返臺投資，均尚須面對以下許多困

難。 

(一) 遷出大陸面臨的困難 

 研究發現，受訪廠商面對貿易戰衝擊、大陸投資環境惡化（勞動

成本上升、環保要求提高）等因素，許多業者曾考慮將部分產線遷出。

然而，根據調查，業者遷出須克服許多困難： 

1. 單廠遷移不易：規模較小的臺商受制於資源限制，沒有能力逕自

赴海外建立新據點。更重要的是，多年來大陸已建立完整之產業

群聚，單一廠商如離開大陸將立即面臨原物料及零組件斷鏈的風

險，需俟上下游同業同步轉移後，才有遷移的可能性。 

2. 新設產線耗時甚鉅、經營成本上升：對電子產品組裝廠而言，新

設產線多半需要通過歐美客戶的產線認證，平均需耗時 6 個月至

1 年不等。如遷至東南亞國家，除需重新熟悉當地的社會及官僚

文化，以及與全球供應商、客戶重新建立聯結外，當地基礎建設

不若大陸完備，恐拉長交貨時間並提高運輸成本，上揭因素使部

分臺商卻步，對於遷移產線與否繼續保持觀望。 

3. 來自大陸政府關切：多數業者已在大陸經營已久，歷年來受惠於

當地政府之政策優惠（土地、稅賦等），故不會輕易讓臺商撤資離

開。為因應貿易戰對企業的衝擊，目前大陸以「減稅降費」（調降

增值稅、社保費率）方式降低企業負擔，並針對政策項目業別提

供政策補貼。有臺商反映，陸方以到廠訪視等方式，關切臺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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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情況，以及有無可能進行遷廠等情事。此外，臺商如要關廠，

需面臨員工工資及社保等清算程序繁複，資金匯回亦須經過嚴格

審查，甚至恐須補繳過去的稅賦優惠後才能放行。如企業規模及

知名度較大的業者，還需評估如遷移消息見報後，後續遭大陸民

眾抵制的可能性，使臺商對於產能轉移或遷出等事宜均相當低

調，深怕觸動陸方的敏感神經。 

(二) 返臺或擴大在臺投資的困難 

1. 土地取得及開發不易：返臺或擴大在臺投資臺商選擇設廠地點，通

常要考慮區位、產業鏈、價格等許多因素，故目前雖仍有許多閒

置用地與產業園區，但未必符合廠商需求；另因臺商返臺投資熱

烈，導致近期工業用地全面上漲，許多資源較不豐厚臺商無法負

擔。除此之外，環境評估問題亦是許多臺商的夢魘，部分業者反

映環評的過程中，企業須獨自面對來自社會的壓力，而政府在無

力介入的情況下，使過去許多在臺投資案因陳抗因素而無疾而終。 

2. 缺工及缺才問題嚴重：研究發現，返臺投資廠商所面臨的勞動力問

題大致分為兩個層面，包括基礎勞動力缺乏，以及專業人才流失

嚴重等問題。 

(1) 基礎勞動力缺乏。主要是因為國人工作選擇取向已改變，產線

作業員等崗位招聘不易。而當前的外勞聘用規定，仍須補足聘

足本勞人數，才能招聘一定額度之外勞。對廠商而言，要聘足

法定本勞人數以順利開工生產，仍為十分艱鉅的挑戰。 

(2) 專業人才流失嚴重。臺灣近年因低薪問題導致專業人才流失嚴

重，此次臺商回流潮，亦有許多業者擬將研發能量遷回臺灣，

惟廠商反映高階研發人才的招募並不順遂，進而影響回臺投資

廠商的未來研發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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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供應疑慮未解：水電的穩定供應是臺商最為關心的議題，尤其

當前將產能轉移回臺的臺商主要以電子資通訊業者為主，須耗費

大量水資源及電力。調查發現，多數廠商對於政府當前推動的能

源轉型政策仍高度擔憂，亦即政府雖一再保證臺灣水電供應無

虞，但尚難完全化解臺商業者的疑慮。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加速掌握大陸臺商動向 

      在國際及內部環境改變的雙重影響下，大陸臺商面臨前所未有的

困境。無論是轉移或轉型，臺商都需要政府的協助。然而，大陸臺商

廣布中國大陸各地，產業型態各有所異，面臨的問題各有不同，所需

要的協助各有不同。因此，政府應加速掌握大陸臺商動向，切實了解

臺商狀況，才能更精準制定相關政策。 

(二) 協助臺商產銷多元布局 

 經本研究調查，大陸臺商除暫採觀望舉措外，因應貿易戰衝擊廠

商主要採取轉移銷售（「轉開發大陸內需市場」或「轉開發其他出口市

場」）及生產布局（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然而，以中小企業為主

的大陸臺商業者，因資源有限而難以有效因應變局。因此，政府應儘

速採取適當措施，協助臺商進行產銷布局的多元化。 

1. 政府民間共同合作，協助業者開發大陸內需市場：對於許多中小企

業而言，移轉生產基地幾近「不可能的任務」。考量中國大陸具 14

億人口，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消費力仍相當可觀，故許多廠商仍

選擇加強開發大陸內銷市場，來分散銷售布局、降低貿易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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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調查結果亦顯示廠商高度期待大陸「擴大內需政策」所帶來的

商機。然而，大陸臺商以從事零組件製造為主，即便是生產終端

消費產品，主要仍為代工形式，缺乏品牌行銷實績。尤其中小企

業臺商在缺乏經濟規模與通路優勢的情況下，實難以打入大陸內

銷市場。因此，除了現有的政府平台，政府可擴大運用民間力量，

包括產業公協會、智庫等，針對大陸「擴大內需政策」所倡議的

「消費升級」行動，協助各業別臺商針對其生產產品，融合「健

康」、「文娛」、「綠色」、「品質」、「時尚」…等消費升級領域之元

素，並將傳統製造業進階為加值化的「製造服務業」104，俾增加

生產產品的附加價值、拓銷大陸內需市場。而地方政府亦可透過

赴陸舉辦推介會等方式，協助臺灣品牌打入大陸通路及市場。除

此之外，大陸近年來陸續頒布「對臺 31 項」及「對臺 26 項」措

施，其中涉及臺商之商機部分略為同等「參與重大政策項目」及

「參與公共建設招標」兩大層面，惟因各地政府的實際推動情況

不一，爰建議政府透過各地臺商組織持續關注政策推動情況，協

助臺商業者掌握陸方政策的最新動向與商機。 

2. 協助臺商轉赴他國投資、建立產業聚落：隨貿易戰的興起，全球產

業鏈正開始重組，擺脫以中國大陸作為唯一的製造中心。然而，

眾多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臺商業者，無法獨自赴他國設廠、分散

生產布局。因此，建議政府與產業界攜手，以「大帶小」方式，

協助串聯產業供應鏈自中國大陸向海外拓展，並逐步形成群聚。

同時，調查顯示，臺商赴海外布局，主要是前往東協地區，故政

府應評估在東協設立臺商專屬園區的可能性，有效輔導臺商在東

協地區建立產業發展聚落，並結合當前推動新南向政策相關資

 
104意即將企業之價值鏈由以製造為中心，轉變為以服務為中心，以增進競爭優勢與營運收益。 

  參見：「製造業服務化的模式與商機」，科政中心，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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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依東南亞各國產業環境特性，引導適合的業別廠商於東協各

國投資或拓銷市場。此外，因業界反映在東協地區投資，仍有遭

遇來自當地政府的刁難或卡關情事，政府應強化駐外單位排除投

資障礙功能，並儘速與有關國家簽訂或更新雙邊投保協定，以保

障海外投資臺商權益。 

3. 加強經貿資訊推廣、協助臺商因應各類風險：部分受訪廠商指出，

在大陸因資訊取得受限，很難得知我政府當前政策及大陸與國際

商情資訊。同時，中小企業亦較缺乏因對地緣政治、匯率波動等

風險的認識與因對能力。因此，建議政府採取更積極的宣導措施，

如透過既有民間平台深入大陸臺商聚落，讓業者能得到即時的經

貿與商情資訊，並針對大環境影響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內需

疲弱等現象，及早輔導臺商業者即時進行因應與調整營運策略。 

(三) 協助臺商回臺投資 

    過去數十年以來，中國大陸憑藉低廉的生產要素及投資優惠政

策，吸引大量臺商投資。然而，大陸近年投資環境改變甚鉅，加上美

中貿易衝突的催化，臺商確有將產能轉移至臺灣的需求。目前，政府

推行的「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已取得階段性成效，大陸臺商

將產能轉回臺的承諾投資金額已接近七千億元。然而，因廠商投資有

七成以上為國內資金（自籌及貸款），僅三成為境外匯入，105使外界

質疑「臺商回臺方案」與「境外資金匯回」等政策，影響大陸臺商回

流的實際效果。事實上，如回臺業者僅利用本地融資擴充產能，並未

將境外資金帶回臺灣，無疑將限縮上揭協助回臺方案的政策效益。為

提升上開政策協助臺商回臺的成效，本研究研提建議如下。 

 
105仝澤蓉，「臺商回台投資統計 6971 億元 經濟部：還未見「境外」資金匯入」，聯合新聞網，  

  2019 年 11 月 19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17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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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協助臺商「回流」而非企業「擴廠」：我國過去數十年來，由

於產業外移嚴重，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比重不斷走高，使我國面

臨產業空洞化、資金及人才不斷外流等危機。當前因貿易戰產生

產業鏈轉移現象，或可成為我國重塑產業鏈的機遇。然而，現階

段申請「回臺投資方案」的熱潮，尚難分辨是因該方案促使廠商

在臺的新增投資，還是業者純粹利用既有的產能擴充計畫，來獲

得政策的利息補貼。因此，建議政府將有限的政策資源，用於協

助欲將產線自大陸遷回臺灣、卻欠缺「臨門一腳」協助的業者，

以達成重塑「臺灣製造」、鞏固我國產業鏈結的目標。 

2. 主動赴陸協助中小企業返臺投資：中小企業受制於資源有限、產

業聚落限制等因素，往往無法獨自遷移，且對政府當前推動的政

策不甚了解。囿於現今兩岸關係，政府雖不便赴陸，但可透過既

有平台，例如貿協、產業公協會、智庫等，赴中國大陸協助中小

企業臺商；同時以「產業鏈」、「地區別」等多層次特性，透過產

業公協會、各地臺商組織進行「全產業鏈」招商，以形成「大廠

牽小廠」的供應鏈群聚返臺投資效益。 

3. 調整租稅制度以增加臺商將資金匯回之誘因：據外界推測，目前

臺商在海外資金規模大約為 10 兆臺幣，目前政府所推動之「境

外資金匯回專法」，雖已提供匯回資金優惠稅率。然而，除稅率

之外，有充分的投資標的及誘因才是影響該措施成效的關鍵。雖

然專法已降低臺商將資金匯回的成本，惟為管制資金去向，仍在

相關規定中設置許多條件及投資限制，例如需投資於創投或政策

性產業、未參與投資的資金將被閉鎖一段期間等。如此一來，專

法提供的誘因，便難以與新加坡、香港等稅制較優惠地區、資金

進出更便捷之地區競爭。因此，建議政府在引導資金投入實體或

政策性產業等領域的同時，亦可思考適度放寬投資商品的相關限

制，在不讓資金流入資產炒作的前提下，讓臺商得依自身專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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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進行投資，俾有效增加臺商將資金匯回臺灣的誘因，並為我

國的經濟發展注入活水。 

二、 中長期建議 

(一) 規劃產業及招商戰略、引導返臺企業轉型升級 

 面對貿易戰導致的產業遷徙浪潮，東南亞等亞洲新興國家已競相

爭取低階產品市場。我國資源有限，應專注於提高產品創新及附加價

值，接軌先進國家發展新興科技產業供應鏈，以擘劃我國下一世代產

業藍圖。據此，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1. 輔導臺商回臺投資前瞻產業：依當前「回臺投資方案」之申請資格

限制，已規定申請者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及符

合至少一項之「特定資格」106。然而，對許多有心返臺、從事傳

產的中小企業臺商，很難達到此需求。因此，政府應檢視產業發

展藍圖，除輔導傳產臺商回臺投資高附加價值、前瞻性產業外，

亦應優先引導如 AI 與大數據、5G 與物聯網、自動化及機器人，

亦或高質化的服務業等產業回臺投資，以此加速我國產業升級轉

型，並建構臺灣高附加價值產業鏈。 

2. 強化臺美產業鏈整合：美中貿易衝突已上升至科技戰層級，由於美

方對中國大陸於高科技產業領域有所防備，產生了我資通訊業進

一步接軌美國科技產業供應鏈的契機。因此，政府應持續協助臺

商增進對資安、智財權及營業秘密保護的認識，將臺灣打造為外

界所信賴的高科技產業研發與製造基地，進而促進臺廠與美國科

技業的連結及互賴關係，亦帶動更多美商及其他國際大廠來臺投

資。同時，於對美出口因轉單效應上升的此刻，政府應持續推動

 
106 即屬 5+2 產業創新領域、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國際供應鏈居於關鍵地  

 位、自有品牌國際行銷，或經認定回臺投資項目與國家重要產業政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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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洽簽雙邊貿易協定，以提升臺美的經貿關係。 

(二) 重啟兩岸交流機制、增進臺商經營空間 

 雖然美中貿易衝突帶動臺商回臺布局，使臺灣對中國大陸、美國

兩地出口呈現消長趨勢，長期以來的三角貿易模式亦受到挑戰。然而，

誠如本調查顯示，絕大多數臺商在進行產能轉移的同時，並未規劃撤

出中國大陸。許多臺商的策略，從原來將中國大陸視為「製造及出口

基地」，轉變為「重要銷售市場」，臺商更與在地陸企逐漸形成互相交

織的產業鏈接、共同競逐全球市場，也導致如華為等陸企遭美制裁後，

作為其供應鏈一環的臺廠連帶受到衝擊。有鑑於此，建議政府應從產

業發展角度思考，如何創造兩岸產業合作空間，以解決大陸陸臺商所

面臨的經營障礙。綜上所述，相關建議如下： 

1. 建立兩岸合作溝通管道，解決在陸臺商經營障礙：許多受訪臺商反

映，當前臺商在大陸營運常面臨勞動、環保、資金及稅務方面的

經營障礙。受制於兩岸交流與協調機制停擺，既有兩岸協議無法

發揮效益，致使政府無法直接提供臺商協助。與此同時，大陸當

局不斷推動單方面的「對臺」政策，吸引臺灣資金人才，更可能

加速兩岸經貿的失衡。因此，建議政府仍應思考如何重構兩岸對

話機制，以共同促進兩岸投資貿易環境，讓臺商在大陸投資創造

兩岸雙贏。 

2. 規劃美中科技戰下的產業因應方案：貿易戰可能加速科技技術發展

脫鉤，出現分別由美國及中國大陸主導的技術標準陣營。實際上，

中國大陸當前亦全力推展科技產業標準，希望能在各項新興科技

技術領域，成為市場的主導者。因兩岸產業鏈結甚深，大陸除為

我業者的重要銷售市場外，近年來亦有許多廠商已成為陸企供應

鏈的一員。面對美中貿易衝突已朝向科技與技術之爭，政府應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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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臺商規劃因應方案，確保我國產業鏈具備在多元技術標準下布

局的能力，才能於未來在不同的市場與陣營中，持續為臺灣創造

最大利益。 

(三) 持續優化投資環境，增加企業投資動能 

 面對全球供應鏈的轉移浪潮，世界各國均強化招商力度，試圖在

此波企業大舉調整生產布局的形勢中取得先機，臺灣亦不例外。為使

臺商回臺不至於成為短期的產能移轉及擴充現象，政府作為企業發展

的堅實後盾，宜妥善解決業界面臨的各項投資障礙，創造優質的投資

環境，才能使回流的產業根留臺灣，壯大我國的經濟發展。因此，建

議政府針對業界長期擔憂的「五缺」、FTA 覆蓋不足等問題，務實提出

決方案，以利企業在臺永續經營。 

1. 活化土地資源、滿足產業用地需求：面對因臺商回流而遽增的工業

用地需求，建議政府依產業別、企業規模等特性，全盤了解產業

界用地需要。據了解，目前全臺仍可供使用閒置工業用地眾多，

惟業者反映多數位於偏遠地區，不僅距離公司據點或產業聚落偏

遠，地處邊陲也使人員招募不易。尤其對於高價值資通訊產業而

言，貼近市場與人才匯聚之都會區往往才是廠商首選。因此，當

前營運條件較齊備的工業用地價格無不水漲船高。要解決此類問

題，仍需從源頭之供需著手。針對產業需求，政府宜優先盤點熱

門之工業用地，其閒置（指未完成建廠、歇業等情事）、誤用及錯

用（變更為住商用地，如工業宅）、囤積炒作等情況，以政策手段

推動用地活化並解決囤地情事。同時，提供容積獎勵或其他誘因，

鼓勵更新老舊工廠設備，使廠房往兼具研發及製造功能之高容積

廠辦型式發展，俾充分利用有限的熱門工業用地空間。此外，針

對資金不豐厚的中小企業，建議政府持續規劃「只租不售」、面積

大小適合中小企業設廠之工業用標準廠辦、廠房，以滿足中小企

業的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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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能源政策、確保水電穩定供應：對大陸臺商來說，臺灣電力供

應是否足夠，一直是其投資的重要指標。雖然政府多次強調臺灣

供電無虞，但產業界仍擔憂我國能源轉型過程中，產業用電的穩

定度。因此，企業界無不希望政府規劃能源政策時，應兼顧產業

界需求、電價負擔等面向，並預留面對景氣情勢變化、極端高溫

氣候應變能力，以確保基載電力的穩定供應，使業界無須面臨缺

電或限電危機，亦能提高臺商返臺投資意願。同時，面對愈發頻

繁之極端氣候。與此同時，建議政府持續興辦水利建設，強化區

域水資源分配及調度能力，確保得穩定供應產業用水，以因應臺

商回流時對於缺水的擔憂。 

3. 調整勞動政策、提供企業用人彈性：因應臺商回流導致的基礎勞動

力缺工潮，建議政府持續應賦予「預核外勞機制」更大的彈性空

間，使業者得先聘足外勞額度開工生產，後續再補足本勞名額。

長期而言，則是透過職訓及技職體系，配合返臺產業推介本勞。

然而，廠商除基礎人力需求外，也需要技術專業的人才，因此，

建議政府從媒合的角度著手，強化學界與業界的人才接軌管道，

深化產學合作機制、設立產業專門學校，來解決技術人才不足的

問題；同時，在各國競逐專業人才的此刻，亦應思考調整稅負制

度，增加高階專業人才的留臺誘因，並延攬優秀的外籍專才。 

4. 積極洽簽貿易協定、增加產業出口優勢：目前臺灣貿易覆蓋率僅只

9.69%，遠低於我國主要貿易對手。而 2010 年兩岸簽署的《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其中的《兩岸貨品貿易協議》遲遲

未完成。對臺灣來說，產品出口若無關稅優惠，則可能影響外來

投資。舉例來說，日前，全球最大的區域經貿組織，《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定》(RCEP)已談判完畢，於明年將進行簽署，對臺灣出

口及外來投資將造成衝擊。由於 RCEP 係由中國大陸主導，以目

前情勢我國加入的可能性不大；而已於 2018 年 3 月生效的《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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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我國參與的時程迄今仍遙遙無

期。當我國貿易競爭對手陸續取得關稅優勢後，不僅我國廠商立

刻面臨不對等競爭，被排拒於區域整合之外，更使我國面臨邊緣

化的危機。因此，建議政府應針對 RECP 及 CPTPP 陸續生效後的

各種情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行分析與評估，俾使產業界

得提前因應。除此之外，因無論是 ECFA、CPTPP 或 RCEP，我國

是否得參與的關鍵都在中國大陸。因此，政府亦應思考如何改善

兩岸關係，以創造臺灣更大的國際經貿空間；與此同時，政府也

應加速與 CPTPP 成員國針對貿易障礙進行溝通，並加快與國內產

業的溝通與法規修正。以此創造更具競爭力的投資環境，讓更多

投資動帶臺灣經濟成長，並促成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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