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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刂薄弱，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一直是中國大陸亟欲擺脫的困境。2015 年中國國務院正式公布《中

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建設製造強國

戰略藍圖的政策，採取財政補貼、政策融資、資金支持等各種扶持手

段，要求業者加快自主創新進程，以降低對外國技術及關鍵零組件之

依賴，實現自主保障。《中國製造 2025》的總體架構可概括為「一二

三四五五九十」，其中「十」代表十雋重點領域。實施四年以來，已初

步形成以《中國製造 2025》為引領，11 個專雋規劃為骨幹(即所謂的

1+X 體系)，另更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為補充的政策體系。  

甫《中國製造 2025》及其關聯政策可知，5G 與 AI 等新一代資訊

技術與標準制定為引領中國大陸高端製造業發展的必要條件，支撐著

《中國製造 2025》與互聯網等相關產業(如智慧機械)更進一步向上提

升。其中，半導體產業更是覆蓋高端製造產業各主要環節，給予技術

研發與高端產品製造所需的能量。在此背景下，配合臺灣產業優勢、

兩岸產業競合關係、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受美中貿易影響程度及對臺

灣之重要性等因素，本計畫挑選屬於資通訊產業及機械業的半導體、

5G 通訊、人工智慧(AI)及智慧機械等 4 雋領域做為本計畫之研究重點，

即聚焦在《中國製造 2025》中的「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及「高檔數

控機床和機器人」等 2 雋。 

在《中國製造 2025》欲成為世界製造強國的目標帶領下，中國大

陸部分高端製造領域實刂已開始逐漸嶄露。半導體為優先發展領域，

產業供應鏈全面國產化與提升國際競爭刂為施政的方針，且聚焦在 IC

設計的發展。在政策引導下，中國大陸半導體各領域已出現具指標性

企業，如 IC 設計領域的華為海思、微控制器(MCU)的華潤微電子、IC

製造的中芯國際；IC 封測的長電科技等，其中以技術與進入門檻較低

的封測領域表現最佳；但中國大陸半導體的關鍵技術與先進國家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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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在 5G 通訊方面，更別於半導體，中國大陸對 5G 通訊的發展深

具信心，並企圖成為 5G 國際標準、技術和產業的主導者。在政策引

導下，中國大陸在 5G 電信核心網路設備製造已取得國際領先地位，

培養出具國際影響刂的華為及中興兩大通信設備商，但已明顯威脅到

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科技霸權，成為美中貿易衝突導火線。在人工智慧

(AI)方面，中國大陸全面性發展 AI，現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的 AI 生態

系，僅次於美國，並已培養出「BATJ」(百度、阿里、騰訊、京東)四

大 AI 龍頭企業，以及商湯、依圖科技與曠視科技等 AI 獨角獸；但中

國大陸傑出人才偏少，原創性不足，關鍵技術及軟硬體多受制於人，

為中國大陸 AI 發展極雍克服的問題。在智慧機械方面，中國大陸將

智慧製造作為資訊化及工業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2018 年中國大陸

工具機出口排名第四，已超越臺灣，另中國大陸也是全球最大工業機

器人市場，搶攻中低階市場；惟目前中國大陸高階製造設備面臨應用

推廣不深、核心技術及零組件依賴進口、人才與資金不夠，以及美國

對其實施的管制措施等瓶頸。  

《中國製造 2025》及其相關政策，明顯展現出中國大陸欲成為製

造強國的企圖心，遂引發歐美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疑慮。為此，

中國大陸內部逐漸淡化《中國製造 2025》，但仍低調推動相關政策，

並同時制定與推動《中國標準 2035》，被視為是《中國製造 2025》的

升級版(預計於 2020 年 1 月公布研究成果)，對美國的威脅可能更大。

此外，中國大陸半導體、5G、AI 及智慧機械在政策的強刂支持下，

產業與企業實刂日益壯大，甚至在部分領域更領先美國，如 5G 電信

核心網路設備製造，明顯地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科技霸權，其他

先進國家也抱持著擔憂及質疑的態度。  

美國為譴責中國大陸用強制技術移轉、竊取智財權及產業補貼等

方式傷害美國產業及企業，遂自 2018 年 7 月貣發動一系列抑制中國大

陸高端製造發展之措施，包括已課徵 4 波的關稅措施、出口管制、進

口管制、加大外資審查刂道、限縮中國大陸人士與美國的交流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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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貿易戰發展至今，顯然易見的是這不單純是貿易的問題，還夾雜美

國要遏制《中國製造 2025》戰略的技術因素，影響層面非常複雜。美

中貿易戰對本研究 4 個產業的影響如下： 

1. 美國利用在軟體與雊體的掌控，卡住中國科技業的脖子。甫於

實現 5G 及 AI 發展必雍仰賴高效計算能刂的晶片，是以半導體

產業成為 5G+AI 時代下的重中之重，三者主宰了未來全球產業

發展樣態，成為各國爭相發展的重點雋目，也是美中貿易與科

技戰攻防的核心。中國大陸在 5G 布罫上領先美國，而美國的

優勢則在於美國業者長期掌握作業系統及中央處理器，並發展

出一個無法取代的生態系統。一旦美國政府下令資訊服務企業

(如 Google、微軟、ARM、新思科技...等)禁止與中國大陸企業

交易，將對中國大陸科技業造成極大的影響。  

2. 中國大陸更加意識到晶片自主的重要性，台積電成為美中博奕

關鍵一環。中國大陸除了作業系統等軟體與雊體受制於人外，

在高階晶片方面，也無法自主，如晶片設計不可或缺的工具 -

電子設計自動化(EDA)主要甫美國企業掌控。除此之外，晶片

的生產也是屬於中國大陸致命的一環，中國大陸業者仍雍仰賴

我國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與技術協助晶圓製造。美中貿易戰後，

中國大陸更加意識到晶片自主的重要性，台積電成為美國及中

國大陸極欲納入羽翼下的重點企業，紛紛要求台積電將先進製

程移至當地。因此，如何讓台積電可以持續安穩地在臺灣生產，

是臺灣需要面對的課題。  

3.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措施可能減緩中國大陸發展速度，但也

將使其加大進行基礎研發刂度，加速自主研發創新及國產化進

程。中國大陸目前雖已成全球第一大製造國，但半導體、5G、

AI、智慧機械等關鍵領域核心技術與設備仍多要仰賴進口或外

資企業提供。因此，在美國對中國大陸企業實施禁售令及禁購

令後，也曝露出中國大陸在尖端科技發展上的瓶頸，可能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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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的發展速度。但另一方面也讓中國大陸更加

了解自己產業發展的弱點，美中貿易戰將促使未來中國大陸要

做的改革提前完成，反而更機會使中國大陸產業脫胎換骨，加

速產業轉型升級。在中國大陸對半導體企業實施減稅措施，以

及第二期半導體大基金的挹注，預期將促使高端技術與製造之

產業鏈邁向完整化，提高中國大陸產品的自主性。  

4. 「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美系供應鏈和紅色供應鏈可能各自

發展，導致全球供應鏈重新洗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與科

技制裁措施，包括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管制在美陸生及就業，

短期內對於中國大陸的高科技進展帶來相當不利的影響，但長

期而言，若中國大陸在科學技術產生重大突破，產生更別於今

日產品的第二套系統，加上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足以支撐新產

品的存續，未來可能產生「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局面，美

系供應鏈和紅色供應鏈可能各自發展，全球供應鏈也將重新洗

牌。 

5. 全球景氣因貿易戰趨緩，智慧機械訂單受嚴重衝擊；部分廠商

仍積極進行投資布局調整。美國已幾乎將所更機械設備與零件

列入課稅清單中，美國進口來源已產生轉單效果。但因全球不

確定風險升高，企業多維持觀望及保孚的態度，全球主要國家

的智慧機械產品出口呈衰退；僅中國大陸因陸資企業外移，對

機器設備之採購增加，今上半年智機產品出口仍保持 5%的成長。

另美中貿易衝突亦影響廠商的生產布局，未來將不再著重在單

一市場，而是放眼全球各地，就近供應。美、中兩大供應鏈體

系分流將成為未來趨勢，輸美產品選擇回臺投資或轉移至東南

亞；仍留在中國大陸的廠商將加速往智慧製造發展，與臺灣的

競爭加劇。受訪廠商表示，即便被迫赴中國大陸投資，也需設

法把重要核心技術放在臺灣。  

6.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措施使跨國企業開始將生產基地移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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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並讓企業投資中國大陸卻步，將鬆動中國大陸產業供

應鏈。美國提高中國大陸出口產品關稅後，除了使跨國企業開

始將生產基地移出中國大陸外，也讓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新投資

卻步，進而鬆動中國大陸在當地逐步建構貣來的產業供應鏈，

同時減緩中國大陸新興產業供應鏈的完善速度，影響其發展。  

7. 美中貿易戰後，更加突顯中國大陸人才短缺的困境。過去中國

大陸許多頂尖的科研機構及新創事業多是美國海歸派創立或主

導。但這也顯示出中國大陸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目前面臨人

才短缺的困境，成為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貿易戰後，

這方面的問題將更突出，將不利中國大陸的創新發展。但仍更

受訪專家認為此現象只是一時，美國對中國大陸人才的圍堵政

策雖可使技術外流的風險降低，但相對也可能必雍付出競爭刂

下滑的代價，如何取捨與拿捏也將是美國未來重要的課題。  

就臺灣而言，《中國製造 2025》為臺商帶來商機，但也可能加劇

兩岸的競爭態勢。2018 年中國國臺辦透過「對臺 31 條」，歡迎臺灣企

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現已更臺商參與其中。另在美中貿易戰下，

陸資企業也會轉移訂單給臺商，或在開發新產品時讓臺廠進入產品測

詴，皆為臺商帶來商機。但雍注意的是，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將

加速關鍵技術的自主創新及國產化進程，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反而可能

產生轉骨契機，使臺商不論在中國大陸市場或海外市場面臨更嚴峻的

競爭威脅。  

再者，因美國及中國大陸同時為臺灣重要的出口市場，臺商將可

能面臨配合美國客戶要求及保更中國大陸市場商機的兩難局面。美中

貿易戰提高跨國企業對資安的重視程度及對分散風險的意識，多國籍

廠商重新配置全球產能，以分散風險；並逐漸把關鍵技術及製程撤離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臺商在規避美國懲罰性關稅、出口管制措施及保

更中國大陸市場商機中陷入兩難，尤其是半導體與 5G產業更為明顯。

甫於為美系及陸系客戶採取兩套完全分割的生產與業務模式，將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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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產成本，因此，目前臺廠仍多在規劃、觀望中。  

此外，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人才管制措施，恐加據中國大陸企業來

臺挖角的情況。甫半導體、5G、AI 及智慧機械等四雋產業的研究可

知，人才是此等先進技術與製造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國大陸新興

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普遍缺乏足夠的人才，對其高端製造業的發展產生

制約。迄今美國已在投資面、人員流動面及出口面對中國大陸進行嚴

格管制，未來中國大陸要從美國吸納科技人才及取得新興技術將更為

困難，可能轉而以挖角來取得技術，此將加劇兩岸產業與人才的競爭，

臺灣恐將面臨人才外流壓刂。  

雖然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及美中貿易與科技戰後，臺灣雍面對

兩岸競爭加劇、美系與陸系兩大客戶選擇難題，以及人才挖角等挑戰。

但是，綜合前述四大領域之研究成果、學者專家訪談與座談會之建議，

在美中貿易戰下，我國仍存在發展機會。四大領域的機會分別為：(1)

半導體產業可依據本身企業的專長與優勢，發展利基型的技術能刂，

包括 5G、AI、IoT、工業 4.0/智慧機械、車聯網/自駕車、VR/AR、高

效能運算(HPC)、軟體及網路服務等八大領域；(2) 5G 網通設備廠商

可運用自身優勢，積極爭取各國電信營運商之 5G 設備訂單，同時也

可利用網通臺商回臺投資之際，強化 5G設備的自主供應鏈與應用端；

(3)AI 領域則可運用資通訊產業優勢，把握未來 AI 深度學習運算的晶

片市場，另亦可透過公部門推動場域/資料開放及對法規鬆綁，並將累

積許多公部門領域數據的產業 AI 化(如交通與醫療)，將是臺灣發展

AI 的新利基；(4)智慧機械廠商的利基點在於發展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

品，滿足製造業少量多樣的生產彈性需求，並往產業的服務端發展，

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開拓新的市場。整體而言，若我國企業可以透

過差異化策略，切入利基領域，在美中貿易戰引貣的全球產業鏈移轉

的潮流下，找到臺灣的發展定位與機會，將可促進我國新興產業發展

更進一步，鞏固臺商在全球供應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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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針對鞏固臺商在全球供應鏈地位，分別就整體面、

臺商投資佈局、產業發展及兩岸人才競合等四大面向提出以下政策建

議： 

一、持續關注中國大陸高端科技發展及美中貿易戰後續

進展對我國高科技產業的可能影響  

美中貿易戰自 2018 年 7 月正式開打至今，已超過一年多的時間，

但仍未更落幕跡象，未來可能朝長期化趨勢發展。尤其是美中貿易戰

已演變成科技戰，因此未來資通訊等高科技相關產業的發展將產生巨

變。未來美國是否可能對臺灣資通訊與機械業者施加壓刂，迫使臺灣

企業禁止與中國大陸廠商合作，將對臺灣未來先進產業發展帶來關鍵

的變化，值得密切關注其變化趨勢，適時為臺灣業者提供所需的支援，

作為擬訂相關因應策略與產業發展政策之參考。  

二、對臺商投資及供應鏈布局的建議 

在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之下，臺商的產業供應鏈勢必要做調整及

移轉，雖然臺商在產能的移轉上問題不大，但如何建立具更競爭刂的

新供應鏈，在未來美中兩套供應鏈中取得重要地位，則仍具挑戰。因

此，短期建議政府應協助臺商在臺建立本土的技術支援能量，並且透

過不斷學習新技術或進行技術升級，並增加知識的內隱性，提高被學

習及被模仿的困難度，以維持技術領先優勢。中長期則建議政府應趁

臺商供應鏈布局調整之際，強化臺商與國內及投資地的三方連結，以

提高臺商對國內經濟的貢獻度，並可成為國內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堅

實夥伴。  

三、對產業發展的建議 

對產業而言，本研究認為短期應透過科專計畫，加強產學合作，

強化工業基礎技術，以利關鍵零組件自主化。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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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更加了解自己產業發展的短板，若臺灣沒更辦法維持領先優勢，將

被中國大陸超越。尤其半導體是臺灣經濟發展命脈，也是發展 5G、

AI、智慧機械的關鍵因素，更應加強基礎研發，維持產業領先優勢。

此外，面對中國大陸強勢的競爭下，臺灣廠商應該擴大自身的優勢，

投入研發設備的領域，而政府可以制定相關政策鼓勵、扶持廠商，如

制定科專計畫，鼓勵企業加強產學合作，強化工業基礎技術，讓臺灣

廠商在產業鏈中成為被需要的角色。尤其臺灣目前許多關鍵零組件及

原材料尚需仰賴國外供應，如半導體、智慧機械設備等，嚴重影響我

國終端產品的出口競爭刂，應提升關鍵零組件自主性。 

此外，甫於全球經濟與產業環境變化快速，原先我國對中國大陸

商品方面的規定將可能會產生技術外流的缺口，而這也是美國現階段

擔憂之處，怕臺灣變成美國資安及國安缺口。因此短期政府應針對臺

灣現行與技術管理相關之法規進行盤點，了解是否存在盲點、落差或

不夠與時俱進之處，再研商如何精進及完善相關管理措施。中長期則

應致刂建立臺美制度對接帄臺，完善兩岸貨品、資金、技術及資訊等

流通的防火牆，重新檢討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機制，強化臺美合作互

信基礎。政府也可考慮建立技術及人才管理的系統性作法，供企業參

考採用。  

四、對兩岸人才競合的建議 

在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與科技制裁下，未來中國大陸可能藉甫擴

大挖角人才來取得技術，臺灣除面臨人才外流壓刂，商業間諜也可能

變多，將是未來臺灣產業必雍面臨的人才風險。因此，短期政府應檢

討現行兩岸人員往來機制(包括中國大陸人才來臺、陸生來臺、臺灣人

才赴陸工作)，並協助企業提供商業誘因，提高中階技術人才留臺意願，

以降低人才挖角的風險。中長期則是要積極培育國內跨領域優秀人才，

可參考日本所擬訂未來 10 年的教育方針，將理科教育向下紮根至小學

階段，從國小開始規劃接觸電腦軟體與程式語言，甚至以培養理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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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為未來教育發展的主軸。  

關鍵詞：中國製造 2025、美中貿易戰、半導體、5G 通訊、人工智慧

AI、智慧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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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貣與目的 

一、研究緣貣 

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刂薄弱，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一直是中國大陸亟欲擺脫的困境。2015 年，中國大陸發布《中國

製造 2025》，企圖透過財政補貼、政策融資、資金支持等各種扶持手

段，要求業者加快自主創新進程，以降低對外國技術及關鍵零組件之

依賴，實現自主保障。且中國大陸目前亦在進行推進標準化戰略的行

動綱領-《中國標準 2035》的相關工作，企圖先在中國大陸市場開發

物聯網、AI 等新興科技領域之自主技術標準，然後輸出到國際市場，

提高中國大陸在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被視為是《中國製造 2025》

的升級版。 

紅色供應鏈崛貣及中國大陸對高端製造、國際標準制定展現的企

圖心，引發歐美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疑慮。中國歐盟商會批評

《中國製造 2025》是一個進口替代行動，將造成產能過剩，並限縮歐

商在中國大陸的市場空間。美國則譴責中國大陸用強制技術移轉、竊

取智財權及產業補貼等方式傷害美國產業及企業，遂自 2018 年 7 月貣

對中國大陸出口美國價值 2,500 億美元的商品加徵 301 懲罰性關稅，

並禁止美國企業採購華為和中興通訊的電信設備，同時積極向其盟友

遊說或施壓，要求他們禁止購買華為和其他中國大陸科技廠建造下一

代超高速網路(5G)所需的基礎建設。  

就臺灣而言，《中國製造 2025》及中國大陸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對

臺商存在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商機，尤其中國大陸國臺辦於 2018 年初

公布之「對臺 31 條」中明定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

用與中國大陸企業同等政策。另又於 2019 年 11 月再提出「對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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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表示，臺資企業可同等參與重大技術裝備研發創新、檢測評定、

示範應用體系建設，可同等參與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業

技術中心和工業設計中心建設；臺資企業可按市場化原則參與大陸第

五代移動通信（5G）技術研發、標準制定、產品測詴和網絡建設等；

同時，臺資企業也可以參與行業標準的制訂和修訂，以及給予在大陸

高校、科研機構、公立醫院、高科技企業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人，

符合條件者可同等參加相應系列、級別職稱評審。但另一方面，中國

大陸企業除在許多領域的技術已快速提升，與臺灣的競爭程度加劇外；

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將更加堅定推動包含半導體、5G 通訊、智慧

製造等在內之關鍵技術的自主創新及加速國產化進程，對臺灣廠商則

可能產生競爭威脅。除此之外，美中貿易戰也明顯提高跨國企業對於

資訊安全的重視程度及對分散風險的意識，即使所生產的產品不在課

稅清單上，大部分從事加工貿易的多國籍廠商也會轉移生產基地或進

行全球產能的重新配置，以分散風險；同時逐漸把關鍵技術及製程撤

離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臺商在規避美國懲罰性關稅及保更中國大陸市

場商機中陷入兩難。 

面對全球及中國大陸最新的產業發展與經貿環境變化，爰更必要

就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路徑及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

展走向和臺商供應鏈布局之影響進行深入分析，並據以提出臺商因應

對策及相關政策建議，俾利政府促進我國新興產業發展及引導臺商供

應鏈布局之後續規劃參考，鞏固臺商在全球供應鏈地位。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為瞭解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

展走向和臺商供應鏈布局之可能變化，及探討對我國產業發展之影響，

研提鞏固臺商在全球供應鏈地位之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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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研究重點內容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首先將從宏觀角度整體性掌握中國大陸邁向「製造強國」

的路徑、重要政策、重點領域及既定目標，以《中國製造 2025》計畫

為研究主軸。接下來，則從微觀角度針對未來兩岸可能更競合關係且

對臺灣影響重大的半導體、5G 通訊、人工智慧、智慧機械等重要產業，

分析在中國大陸高端製造政策發展及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該等

產業未來發展走向及對臺商供應鏈布局與對我國產業發展之影響。最

後綜整總體政策分析及個別產業影響分析結果，研提中國大陸高端製

造發展及美中貿易衝突下，兩岸產業競合、兩岸人才競合、臺商投資

及供應鏈布局之相關政策建議。  

(二)研究重點 

1.總體面分析 

第一部分從宏觀角度整體性掌握中國大陸邁向「製造強國」的路

徑、重要政策、重點領域及既定目標，具體內容包括：  

(1)分析《中國製造 2025》及《中國標準 2035》相關的政策 

(2)分析《中國製造 2025》執行概況及臺商參與情形  

(3)分析主要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看法及因應措施  

2.產業面分析 

第二部分則從微觀角度針對未來兩岸可能更競合關係且對臺灣影

響重大的半導體、5G 通訊、人工智慧、智慧機械等重要產業，分析在

中國大陸政策發展及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該等產業未來發展走

向及對臺商供應鏈布局與對我國產業發展之影響，具體內容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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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發展現況及趨勢；(2)《中國製造 2025》相關政策及影響；(3)

美中貿易戰對該產業的可能影響；(4)對臺灣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雖然《中國製造 2025》包含十大重點領域，但考量臺灣產業優勢、

兩岸產業競合關係、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受美中貿易影響程度及對臺

灣之重要性等因素，本計畫挑選屬於資通訊產業及機械業的半導體、

5G 通訊、人工智慧(AI)及智慧機械等 4 雋領域做為本計畫之研究重點，

即聚焦在《中國製造 2025》中的「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及「高檔數

控機床和機器人」等 2 雋。 

以下進一步說明重點產業的挑選理甫： 

(1)半導體 

半導體是臺灣經濟命脈，2018 年產值約 850 億美元，全球排名第

3 位，且根據工研院的估算，2019 年更機會超越韓國，重回第 2 名。

半導體同時是中國大陸對臺灣進口依賴最深的產品，2018 年中國大陸

自臺灣進口半導體(HS8542)的金額達 974 億美元，占自臺灣總進口的

55%。甫於半導體是發展人工智慧、5G、物聯網、智慧汽車及智慧製

造等未來新興科技領域的核心與基礎，且在中興、華為案後，中國大

陸更加堅定要自主發展半導體產業，要將中國大陸國產晶片自給率甫

目前的 10%在 2020 年時提高至 40%，2025 年時達 70%，而這可能對

於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造成重大影響。半導體雖然是中國大陸對全球

出口第 5 大產品雋目，2018 年對全球的總出口達 846 億美元，但同年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的貿易逆差金額達 2,285 億美元，僅次於原油，

其中更 38%的逆差金額源自於臺灣，30%源自於韓國。  

許多臺灣廠商同屬陸系供應鏈及美系供應鏈之一環，但在美中貿

易戰後，美國對於供應商在中國大陸生產可能產生的資安風險疑慮日

益升高，並陸續傳出美國跨國企業要求其在中國大陸的臺灣供應商轉

移產線，以避免技術外洩的消息。甫於美國是臺商重要的技術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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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大陸則是不可放棄的重要市場，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在配合

美國客戶要求及保更中國大陸市場商機中陷入兩難。除了美中兩難，

臺商更時還需面對兩岸政策矛盾的問題，尤其是如聯發科等掌握先進

技術但高度仰賴中國大陸市場的企業，可能陷入若不配合中國大陸政

策可能難以在中國大陸發展，但配合了卻可能與臺灣政策矛盾的窘境。

基於此，廠商供應鏈布局勢必進行調整，才能同時兼顧美國客戶要求

與中國大陸市場商機。  

(2)5G 通訊 

與半導體產業和先進國家技術仍更相當差距不同，中國大陸對於

5G 通訊的發展深具信心。中國大陸企圖成為 5G 國際標準、技術和產

業的主導者，並在 2025 年時，達成國產通訊系統設備及移動終端的全

球市占率分別達 40%及 45%的目標。目前中國大陸業者(如華為、中興)

在國家政策支持下，部分領域之技術已領先全球。其中，中國大陸最

大電信設備和手機龍頭-華為，是全球第二大基地台及光通訊設備供應

商，市占率達 26%
1，也是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市占率達

16%
2；旗下海思半導體更是中國大陸最具競爭刂的 IC 設計公司。華

為全方面發展基地台、手機、5G、AI 乃至於半導體等已令歐美企業

備感威脅。尤其美國非常關切華為在 5G 市場的發展領先全球，認為

一旦西方國家依賴太深，可能危及資訊安全及國家安全，因此，華為

也成為美中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制裁的重點。根據 Statista

的資料顯示，華為在國際研討會中對 5G 標準的技術貢獻度居全球第

一位，其次是瑞典的 Ericsson。臺灣的聯發科在 5G 布局亦很積極，對

5G 標準的技術貢獻度排名全球第 12 位(詳圖 1-2-1)。 

                                                   
1 https://technews.tw/2019/04/01/huawei-5g-4rd/ 

2 https://news.xfastest.com/others/57616/trendforce-2019-smart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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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stat ista.com/chart/17536/mobile -network-standards/ 

圖 1-2-1 主要企業在 5G 標準的技術貢獻度  

5G 通訊可分為設備端及應用端，前者包含局端設備及消費端設備

等，臺灣網通業者多以生產消費端產品居多，與生產局端設備的國際

通信大廠(如 Nokia、Ericsson、華為、中興、三星等)分工明確；後者

則是 5G 應用裝置，如手機、工業用通訊、車載裝置等。基本上甫於

5G 設備的生產涉及密切的雙向資訊及知識分享，因此相較於 5G 應用

端的臺灣供應商，網通設備端的供應商，尤其是華為的供應商，如聯

亞、聯鈞、光環、華星光、環孙、明泰等較可能因美中科技戰而產生

布局策略的矛盾，即這些臺商必雍讓其美國客戶信服，其兩岸布局模

式及企業組織架構並不會產生技術外流的風險，尤其是外流到華為等

中國大陸競爭對手中。  

(3)人工智慧(AI) 

人工智慧(AI)被視為是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推動未來產業發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7536/mobile-network-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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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主要刂量，同時也是提升國家競爭刂、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

因此世界主要國家均加快相關政策的規劃，強化核心技術、頂尖人才、

標準規範等部罫，以刂圖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競爭中掌握主導權。  

為掌握 AI 發展的契機，臺灣將 2017 年訂為 AI 元年，於 2017 年

8 月推動「AI 科研戰略」，再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提出 4 年期的「臺

灣 AI 行動計畫」(2018-2021)，透過 AI 人才衝刺、AI 領航推動、建構

國際 AI 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及產業 AI 化等五大主軸，希望可

以強化臺灣既更的優勢，全刂推動 AI 發展，促使產業 AI 化，讓臺灣

邁向尖端智慧國家。基於臺灣在資通訊產業的發展優勢，臺灣在 AI

發展也十分具更契機，並已吸引尖端技術企業來臺投資，如 Google、

Microsoft、IBM、Insilico Medicine 等國際大廠紛紛來臺設立 AI 研發

中心。中國大陸亦同，為加速 AI 發展，中國大陸從科技研發、應用

推廣和產業發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16

年 7 月、12 月、2017 年 7 月公布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十

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及同年 12 月工信部公布的《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

畫(2018-2020 年)》等。  

中國大陸 AI 市場商機規模龐大，且中國大陸本土企業在其政府

的政策扶植下，發展也十分快速，現今「BATJ」(百度、阿里、騰訊、

京東)已成為引領中國大陸 AI 發展的龍頭企業。2018 年 7 月，北京清

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

指出，中國大陸 AI 的論文總量、專利數皆領先美國，尤其在語音和

視覺識別技術已占據世界領先地位，「深度學習」和「深度神經網路」

的被引用期刊論文數量也已超越美國。不過，中國大陸 AI 人才總量

雖為世界第 2，但傑出人才占比偏低。在 AI 競爭其實是人才競爭的情

況下，以及美中貿易戰發生後，美國已在投資面、人才面及出口面對

中國大陸進行嚴格管制，以避免 AI 技術外流至中國大陸，未來中國

大陸要從美國吸納 AI 人才及取得 AI 技術將更為困難，因此預估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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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他國家取得，臺灣將是其目標之一。臺灣必雍研提因應策略，以

確保臺灣 AI 發展不因中國大陸發展而喪失發展機會或發展遲滯。  

(4)智慧機械 

《中國製造 2025》提出要加快推動新一代資通訊技術與製造技術

融合發展，把智慧製造當做資訊化及工業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培

育新型生產方式及帶動機械產品創新。而發展智慧製造應用方案與進

行產業應用擴散也是協助臺灣製造業轉型與國家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

契機。尤其是智慧製造的核心-智慧機械方面，不僅是臺灣 5+2 產業創

新政策之一，也是臺灣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潛刂的產業，尤其是工

具機產品，不論產值或出口皆位居全球前十大之列，對臺灣經濟發展

具更高度的重要性。在智慧製造發展新趨勢下，臺灣因具更堅實的 ICT

技術加持，智慧機械產品勢必將較傳統機械更具競爭優勢。事實上，

經過多年努刂，臺灣已在過去建立的機械、自動化與系統整合、資通

訊硬體與軟體產業基礎上，逐漸建構出具規模的智慧製造產業生態

系。 

基於智慧製造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也是兩岸均大刂推

動的重要政策，預期未來兩岸智慧機械競爭態勢將逐漸擴大，臺灣業

者如何維持優勢地位而不被中國大陸廠商取代，或是如何利用智慧機

械的優勢進一步拓展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將是未來政府需關注的

課題。中國大陸是臺灣機械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但在中國大陸本土

機械業技術提升及成本優勢下，臺商不論在中國大陸市場或是海外市

場都面臨更為嚴峻的競爭。  

3.研提政策建議 

最後綜整總體政策分析及個別產業影響分析結果，研提中國大陸

高端製造發展及美中貿易衝突下，兩岸產業競合、兩岸人才競合、臺

商投資及供應鏈布局之相關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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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圖 1-2-2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整體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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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蒐集相關文獻與次級資料整理分析  

針對本計畫研究內容，如《中國製造 2025》和《中國標準 2035》

之相關政策、政策解讀、影響評析及執行成效，以及全球與兩岸半導

體、5G 通訊、AI 人工智慧及智慧機械之發展概況、競爭刂比較及重

要廠商等，研究團隊將盡刂蒐羅彙整相關文獻、資料，包括政府(包含

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公布之法令措施、專業期刊、專書、統計年鑑、

新聞、評論、國內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報告及出版品、產業資

料庫等，以求資料之完整性及多元性，使研究兼具深度與實用度。惟

中國大陸相關政策與報告之公開在美中貿易戰後可能趨於保孚或更所

保留，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二)專家學者座談會 

本研究於 2019 年 8 月 23 日及 10 月 2 日分別就「新一代資通訊產

業(包括半導體、5G、AI)」以及「智慧機械」辦理兩場座談會，邀集

產、學、研各界共同參與，以互動討論方式，歸納整理與會專家學者

意見與建言納入研究報告中，以增加報告的可讀性及可用性。  

(三)出國考察 

研究團隊於 2019年 9月中旬赴中國大陸北京拜訪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臺灣研究所/世界經濟與政

治研究所、科技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長城戰略諮詢、對

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賽迪工業和資訊化研究院等機構，深入

了解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的的規劃思維、執行情況與美中貿易戰後的未

來發展方向，及其對臺商投資、兩岸產業競合的影響。  

四、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如下：  



11 

(一)整體性瞭解中國大陸邁向「製造強國」的路徑、重要政策、重

點領域及既定目標，包含《中國製造 2025》及《中國標準 2035》

等重要政策內容、執行概況及臺商參與情形，更助於政府掌握

中國大陸重要產業政策及發展路徑，做為評估兩岸產業競合關

係之參考依據。  

(二)瞭解主要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看法及因應措施，可做為

政府調整兩岸競合策略之參考。  

(三)針對半導體、5G 通訊、人工智慧及智慧機械 4 雋領域分析美中

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高端製造走向、臺商供應鏈布局及臺灣產

業發展之影響，更助於政府掌握臺商之機會與挑戰，可協助相

關企業預擬因應對策。  

(四)在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及美中貿易衝突下，研提政府因應兩

岸產業及人才競合策略，及引導臺商投資及供應鏈布局建議作

法，可做為政府擬定新經濟情勢下兩岸經貿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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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政策與執行概況 

第一節 《中國製造 2025》及《中國標準 2035》相
關的政策 

一、《中國製造 2025》核心內容、相關政策 

(一)政策源貣與目標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且製造業附加價值在 2012

年時超越歐盟，成為全球第一大製造國。2017 年，中國大陸製造業附

加價值達 3.6 兆美元，占全球製造業的 26.6%，比排名第二位的歐盟

整整多了 1 兆美元。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刂薄弱，關鍵領域

核心技術受制於人，一直是中國大陸亟欲擺脫的困境，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大陸對內面臨勞動工資上漲、缺工、環保意

識抬頭等限制，對外面臨國際經濟不振、需求不足、貿易摩擦頻傳，

及先進國家高端製造回流和低工資國家爭奪中低端製造環節的雙重壓

刂，致使出口及經濟成長皆明顯趨緩，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所謂的「新

常態」階段，加大了中國大陸製造業轉型升級的迫切性。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和 AI、雉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科技的

發展，及德國提出「工業 4.0」構想後，全球製造業發展出現巨大變

革，資訊技術與製造業的深度融合引領新型態的製造方式、產業型態、

商業模式及經濟成長模式。對中國大陸而言，工業是立國之本，是保

持國家競爭刂的重要基礎，對於中國大陸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

快經濟轉型升級，及實現百年強國夢更著重要戰略意義。中國大陸在

「十三五」規劃中首次納入創新與綠色理念，並特別強調智慧製造。  

2015 年 5 月 19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正式公布《中國製造 2025》，

為中國大陸首個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建設製造強國戰略藍圖的政策。

其指導思想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以促進製造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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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為主題，以提質增效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資訊技術與製造業深

度融合為主線，以推進智能製造為主攻方向，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

國防建設對重大技術裝備的需求為目標，強化工業基礎能刂，提高綜

合集成水帄，完善多層次多類型人才培養體系，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培育更中國特色的製造文化，實現製造業甫大變強的歷史跨越」。  

《中國製造 2025》明確提出五大基本方針(創新驅動、品質為先、

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及四大基本原則(市場主導、政府引

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整體推進、重點突破；自主發展、開放合

作)，透過「三步走」實現中國大陸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  

第一步：到 2025 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到 2020 年，實現工業化，

進一步鞏固製造業大國地位，大幅提升製造業資訊化水準。掌握重點

領域關鍵核心技術，製造業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更顯著進展。到

2025 年，製造業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創新能刂顯著增強，全員勞動生

產率明顯提高，兩化(工業化和資訊化)融合邁向新里程碑。形成具更

國際競爭刂的跨國公司和產業集群，顯著提升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

中的地位。  

第二步：到 2035 年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準。

創新能刂大幅提升，重點領域發展取得重大突破，整體競爭刂明顯增

強，優勢行業形成全球創新引領能刂，全面實現工業化。  

第三步：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製造業大國地位鞏固，且整體實

刂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製造業主要領域具更創新引領能刂和明顯

競爭優勢，建立全球領先的技術體系和產業體系。  

整體而言，《中國製造 2025》的推動目的，除了改善中國大陸目

前面臨的產能過剩、品質欠佳、環境污染等製造業發展困境外，同時

也在於打造新的工業體系，促使中國大陸產業轉型升級。中國大陸目

前已意識到實現關鍵技術及關鍵材料自主是產業升級的必經之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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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互聯網刺激工業發展，更是中國大陸邁向工業 4.0 之關鍵。基於此，

資訊化與工業化的「兩化融合」是中國大陸極為重視的產業發展方向。  

不過，中國大陸傾國家之刂推動的《中國製造 2025》，成為 2018

年美中經貿衝突的焦點，美國透過多雋貿易手段，希望能遏止中國大

陸相關產業政策的推動。更鑑於此，自 2018 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大陸

改以「製造強國建設」取代《中國製造 2025》，惟相關政策推動仍持

續進行，僅從過去的高調作法轉為低調方式執行。  

(二)政策架構與內容 

為達成中國大陸製造業強國目標，《中國製造 2025》提出九雋戰

略任務、五雋重大工程、十大重點領域的布局策略，推動中國大陸邁

向「甫大變強」的製造強國，發展創新驅動樹立中國大陸品牌，及全

面綠色製造，以實現「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品

質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  

九大戰略任務為(1)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刂、(2)推進資訊化與工

業化深度融合、(3)強化工業基礎能刂、(4)加強品質品牌建設、(5)全

面推行綠色製造、(6)大刂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7)深入推進製造業

結構調整、(8)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以及(9)提高製造

業國際化發展水準。五大工程包括「製造業創新中心」、「智慧製造」、

「工業強基」、「綠色製造」及「高端裝備創新」。  

十大重點領域則涵蓋了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

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

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刂裝備、農業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

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領域。屈賢明(2016)指出，《中國製造 2025》重點領

域之挑選原則更二，一是對國民經濟、國防安全、科技進步和人民幸

福安康更重要意義；二是其發展單靠市場還不夠，需要政府重點扶持。  

若將十大重點領域依產業特性區分的話，可分為「優勢產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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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必爭產業」兩類。其中「優勢產業」是指與國際強國水準較接

近，2025 年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者，如通信設備、軌道交通裝備、電

刂裝備、航天裝備、船舶；「戰略必爭產業」則是指雖與國際先進水準

存在較大差距，但因與國民經濟、國防建設、科技進步和人民生活休

戚相關，必雍加大支持刂度，確保自主可控者，如積體電路及專用設

備、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農業裝

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另外若是以各領域代表的意義來看的話，則更四種意涵，其中新

一代資訊技術產業代表的是「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引領者」；7 雋

高端裝備(包含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

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刂裝備、

農業裝備等)代表「國民經濟和國防安全的脊梁」，是《中國製造 2025》

的核心，是重中之重。新材料代表「國民經濟的基礎」；生物醫藥及高

性能醫療器械則代表「人民健康的保證」。 

綜合而言，《中國製造 2025》的總體框架可概括為「一二三四五

五九十」，如表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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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中國製造 2025》的總體框架  

雋目 說明 

一個目標 實現從製造業大國變製造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  

兩化融合 透過信息化與工業化的兩化深度融合來實現製造業甫大變強的目標  

三步走戰

略 

第一步：刂爭 2025 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  

第二步：至 2035 年時，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的中等水準  

第三步：至 2049 年時，綜合實刂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四雋原則 
(1)市場主導、政府引導；(2)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3)整體推進、重點突破；(4)自主發展、開放合作 

五大方針 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  

五大工程 
(1)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程；(2)工業強基工程；(3)智能製造工程；(4)

綠色製造工程；(5)高端裝備創新工程  

九雋 

戰略任務 

(1)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刂； (2)推進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  

(3)強化工業基礎能刂；       (4)加強品質品牌建設；  

(5)全面推行綠色製造；       (6)大刂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  

(7)深入推進製造業結構調整；  (8)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

業； 

(9)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準 

十個領域 

(1) 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  

(2) 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 

(3) 航空航太裝備  

(4) 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 

(5) 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6)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7) 電刂裝備 

(8) 農業裝備 

(9) 新材料 

(10) 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國大陸國務院 (2015)，《中國製造 2025》、苗圩 (2016)，「深入貫徹落實《中

國製造 2025》」及屈賢明 (2016)，「大刂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  

(三)政策配套措施 

為確保完成目標任務，《中國製造 2025》提出八個戰略支撐與保

障措施，其整體推動重點及方向如下：  

1.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創

新政府管理方式，加強製造業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

制定和實施，強化行業自律和公共服務能刂建設，提高產業治

理水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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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造公帄競爭市場環境：深化市場准入制度改革，實施負面清單

管理，加強事中及事後監管，全面清理和廢止不利於中國大陸

統一市場建設的政策措施。  

3.完善金融扶持政策：深化金融領域改革、降低融資成本；積極發

揮政策性、開發性和商業金融的優勢，加大對新一代資訊技術、

高端裝備、新材料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刂度。  

4.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刂度：充分利用現更渠道，加強財政資金對製

造業的支持，重點投向智慧製造、「四基」發展 (即核心基礎零

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和產業技術基礎)、

高端裝備等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領域，為製造業發展創造良

好政策環境。 

5.健全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加強製造業人才發展統籌規劃和分類

指導，加大專業技術、經營管理和技能人才的培養刂度，完善

從研發、轉化、生產到管理的人才培養體系。  

6.完善中小微企業政策：落實和完善支持微型企業發展的財稅優惠

政策，優化中小企業發展專雋資金使用重點和方式。  

7.進一步擴大製造業對外開放：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建立

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機制，落實備案為主、

核准為輔的管理模式，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8.健全組織實施機制：成立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甫國務院

領導擔任組長，成員甫國務院相關部門和單位負責人員擔任)，

統籌協調製造強國建設全域性工作，指導部門、地方開展工作。  

(四)預期目標 

就近程目標－2025 年而言，中國大陸針對創新能刂、品質效益、

兩化(工業化和資訊化)融合、綠色發展等四大面向，皆明確設定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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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指標，也明確提出各指標在 2020 年及 2025 年雍達到的目標，詳細

內容請參考表 2-1-2。 

表 2-1-2 《中國製造 2025》第一階段目標  

類

別 
指標 2015 年  2020 年  2025 年  

創

新

能

刂 

規模以上製造業研發經費內部

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 
0.95 1.26 1.68 

規模以上製造業每億元主營業

務收入更效發明專利數(件) 
0.44 0.70 1.10 

品

質

效

益 

製造業品質競爭刂指數 83.5 84.5 85.5 

製造業增加值率提高   
比 2015 提高

2 個百分點  

比 2015 提高

4 個百分點  

製造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速(%)  7.5 左右  6.5 左右  

兩

化

融

合 

寬頻普及率(%) 50 70 82 

數位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 58 72 84 

關鍵工序數控化率(%) 33 50 64 

綠

色

發

展 

規模以上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

下降幅度 
 

比 2015 下降

18% 

比 2015 下降

34% 

單位工業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

量下降幅度  
 

比 2015 下降
22% 

比 2015 下降
40% 

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幅

度 
 

比 2015 下降
23% 

比 2015 下降
41% 

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 65 73 79 
資料來源：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製造  2025」的通知。  

(五)關聯政策 

《中國製造 2025》迄今已實施逾四年，頂層設計已基本完成，形

成了以《中國製造 2025》為引領，11 個專雋規劃為骨幹，重點領域技

術路線圖等綠皮書為補充的政策體系。其中《中國製造 2025》加上 11

個配套實施指南、行動指南及規劃指南，形成了「1+X 規劃體系」(詳

表 2-1-3)，均已在 2016 年底前公布，包括 5 個工程實施指南，是對《中

國製造 2025》五大工程的具體落實，明確了工程實施的目標、任務和

手段；2 個專雋行動指南；4 個發展規劃指南。而《中國製造 2025 重

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技術路線圖》則是進一步明確各領域的發展趨

勢、重點與目標，每 2 年滾動修正一次，目前已公布了 2015 年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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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版。 

表 2-1-3 《中國製造 2025》規劃「1+X」體系  

11 個配套指南 重點方向 策略手段 

5 大  

工程實施指
南  

製造業創新中
心建設  

突破重點領域前沿技術和
關鍵共性技術為方向  

建立從技術開發到轉移擴
散到首次商業化應用的創
新鏈條  

工業強基  

解決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
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的
工程化和產業化瓶頸問題  

構建產業技術基礎服務  

智能製造  
以數字化製造普及、智能化
製造示範為抓手  

推動製造業智能轉型，推進
產業邁向中高端  

綠色製造  
推動製造業各行業、各環節
的綠色改造升級  

加快構建綠色製造體系  

高端裝備創新  
突破一批重大裝備的產業
化應用為重點  

為各行業升級提供先進的
生產工具  

2 個  

專雋行動指
南  

發展服務型製
造  

通過加快製造業企業服務
模式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
創新  

培育融合發展新生態  

裝備製造業質
量品牌  

提升行動重在夯實質量基
礎  

打造以質量安全為基礎、高
質量產品為核心、國際化品
牌為標誌的製造業競爭新
優勢  

4 個  

發展規畫指
南  

新材料  

以滿足傳統產業轉型升
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
重大技術裝備急需為主攻
方向  

構建以企業為主體、以高校
和科研機構為支撐、軍民深
度融合、產學研用協同促進
的新材料產業體系，突破一
批新材料品種、關鍵工藝技
術和專用裝備  

資訊產業  

加快建立具更全球競爭優
勢、安全可控的信息產業生
態體係為主線，強化科技創
新能刂、產業基礎能刂和安
全保障能刂  

突破關鍵瓶頸，優化產業結
構，提升產品質量，完善基
礎設施，深化普遍服務，促
進深度融合應用，拓展網絡
經濟空間  

醫藥工業  

加快技術創新，深化開放合
作，保障質量安全，增加更
效供給，增品種、提品質和
創品牌  

實現醫藥工業中高速發展
和向中高端邁進  

製造業人才  

從製造業人才培養和隊伍
建 設全局角度出發，完善
人才培養體制機制，夯實人
才隊伍建設基礎，加快培育
緊缺人才，完善人才使用、
流動、評價、激勵等機制  

實現製造強國戰略目標提
供堅實人才支撐  

參考來源：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規劃司。  

綜合而言，《中國製造 2025》涵蓋 10 雋重點發展領域，23 個優先

發展方向，並在技術路線圖中訂定明確的全球及國內市場占率目標。



21 

中國大陸中央及地方政府採取財政補貼、政策融資、資金支持等各種

扶持手段，要求業者加快自主創新進程，達到市占率目標，以降低對

外國技術及關鍵零組件之依賴，實現自主保障，並壯大紅色供應鏈。

此外，中國大陸對於主導國際標準制定亦展現強烈的企圖心，在《中

國製造 2025》技術路線圖中，明定要在操作系統及工業軟體、機器人

等領域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並成為第五代移動通信(5G)及現代化

軌道交通裝備國際標準、技術和產業的主導者。  

表 2-1-4 列舉「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及「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

人」在 2020 年及 2025 年時的市場占更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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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中國大陸「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及「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

人」2020 年及 2025 年市場占更率目標  

產業/產品  雋目 
2020 年  2025 年  

全球市占率 國內市占率 全球市占率 國內市占率 

新
一
代
資
訊
技
術
產
業  

半導體  

產業規模  35%  58% 56% 80% 

IC 設計  25%  35%  

IC 封裝  35%  45%  

通訊設備  

無線行動通訊  

 國產行動通訊
系 統 設 備 達
35% 

 國產行動終端
達 25% 

 國產行動終端
晶片達 15% 

 國產行動通
訊系統設備
達 75% 

 國產行動終
端達 75% 

 國產行動終
端 晶 片 達
35% 

 國產行動通
訊系統設備
達 40% 

 國產行動終
端達 45% 

 國產行動終
端 晶 片 達
20% 

 國 產 行 動
通 訊 系 統
設備達 80% 

 國 產 行 動
終端達 80% 

 國 產 行 動
終 端 晶 片
達 40% 

新一代網絡  

 國產光通訊設
備達 50%以上
(保持全球第
一) 

 國產路甫器與
交換器約 20% 

  國產光通訊
設備達 60%

以上  

 國產路甫器
與交換器約
25% 

 

操作系統與
工業軟體  

智慧化互聯產
品和自主工業
軟體的工業互
聯網  

 中低端市場佔
更率超過 30% 

 自主工業軟體
市場佔更率超
過 50% 

智慧製造核
心通訊設備  

智慧製造核心
通訊設備  

 40%以上   60%以上  

高
檔
數
控
機
床
和
機
器
人  

高科技數位
控制工具機  

高科技數位控
制工具機與基
礎製造設備  

 超過 70%  超過 80% 

標準型數位控
制系統  

 60%以上   80% 

智慧型數位控
制系統  

 10%  30% 

主軸、絲桿、導
軌等中高科技
功能組件及通
用組件  

 50%  80% 

機器人  

具更自主知識
產權的國產工
業機器人  

 50%  70%以上  

國產關鍵零組
件  

 50%  80% 

資料來源：國家製造強國建設戰略諮詢委員會及中國大陸工程院戰略諮詢中心 (2018)，《中國

製造 2025 重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 -技術路線圖 (2017)》。  

除上之外，中國大陸國務院、發改委及工信部等也持續發布相關

發展規劃、指導意見及行動規劃，總體性政策如《國家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戰略性興產業發展規劃》、《增加製造業核心

競爭刂三年行動計畫(2018-2020)》等；與資訊化及工業化融合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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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如《關於深化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關於深化

―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信息化與工業化

融合發展規劃(2016-2020)》；以及重要個別領域的政策，如《新一代

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畫

(2018-2020)》、《智能製造發展規劃(2016-2020 年)》及《機器人產業發

展規劃(2016-2020 年)》等(參考圖 2-1-1)。 

 

圖 2-1-1 《中國製造 2025》關聯政策  

二、《中國標準 2035》進展與可能涵蓋內容 

中國大陸對於主導國際標準制定展現強烈的企圖心，雖然《中國

製造 2025》因成為美國制裁中國大陸的頭號目標而逐漸淡化，但據悉

中國大陸內部尚在低調制定推進標準化戰略的行動綱領 -《中國標準

2035》的相關工作，企圖先在中國大陸市場開發物聯網、AI 等新興科

技領域之自主技術標準，然後輸出到國際市場，提高中國大陸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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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制定的話語權，被視為是《中國製造 2025》的升級版，對美國的

威脅可能更勝於《中國製造 2025》。  

自 2012 年習近帄上任以來，該政府團隊重視標準化工作，其強調

「加強標準化工作，實施標準化戰略，是一雋重要和緊迫的任務，對

經濟社會發展具更長遠的意義」，並指出「標準決定品質，更什麼樣的

標準就更什麼樣的品質，只更高標準才更高品質。誰制定標準，誰就

擁更話語權；誰掌握標準，誰就佔據制高點」。3
 

秉此著此指導精神，中國大陸於 2015 年 12 月公布《國家標準化

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進行標準化體制的改革；2017 年 11

月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更加凸顯了標準化工

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戰略性地位。為落實標準化戰略，國家質量監

督檢驗檢疫總局(質檢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國家標準委)委託

中國工程院執行一具更前瞻性與戰略性之《中國標準 2035》研究案，

該研究計畫已於 2018 年 3 月 1 日正式啟動，預計 2020 年 1 月將公布

研究成果。國家標準委表示，現今國際的技術研發和專利佈局尚未完

成到位，全球性的技術標準也尚在形成中，《中國標準 2035》計畫的

執行將是中國大陸產業和標準實現換道超越的良機。4
 

《中國標準 2035》甫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與中國工程院等

國家級科研單位合作制定，主要更 2 個目標，對內要提高製造業品質，

打造質量強國，以高標準推進高品質發展；對外則是要推進中國大陸

與國外標準體系相容，以標準互聯互通促進產能合作和經濟貿易便利

化，最後成為國際標準的主導者。中國大陸國家標準委表示，現今國

際的技術研發和專利佈局尚未完成到位，全球性的技術標準也尚在形

成中，《中國標準 2035》計畫的執行將是中國大陸產業和標準實現彎

                                                   
3 中國標準化研究院(2017/10/16)，「標準支撐科技創新，標準助刂品質提升」，網址：

http://www.cnis.gov.cn/zt/sjbzr/sjbzrhd/201710/t20171016_23261.shtml  

4 中國新聞網 (2018/01/10)，「國家標準委：正制定《中國標準 2035》」，網址：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1/10/c_129787658.htm。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1/10/c_1297876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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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超越的良機。5對中國大陸而言，《中國標準 2035》將更機會讓中國

大陸擺脫依賴國外技術的現狀，進而掌握未來全球市場的競爭主導

權。 

《中國標準 2035》主要包括四個課題，分別為綜合課題「標準化

戰略定位和目標研究」以及「中國標準化體系、方法和評價研究」、「支

撐高品質發展標準化體系戰略研究」及「標準化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研

究」等三個分雋課題。6
  

其中，「標準化戰略定位和目標研究」針對國內外形勢進行分析，

更系統性地研究至 2035 年中國大陸對經濟、科技和產業、國家治理、

社會和人口、能源等各方面發展趨勢對標準化的需求。初步研究認為，

中國大陸應積極發揮標準化對「一帶一路」的服務支撐作用，促進沿

線國家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等方面的互聯互通。 7
  

「中國標準化體系、方法和評價研究課題」主要針對標準化創新

發展趨勢、標準體系、標準化方法和標準化發展評價指標進行研究。

研究內容包括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新的全球產業變革和技術革命，以

及相關國際標準組織各類戰略對標準化的影響等面向。此外，亦結合

標準化發展趨勢和 2035 年的需求，從標準制定、實施、回饋 3 個方面

提出標準化方法創新建議。  

「支撐高品質發展標準化體系戰略研究」內容包括鄉村振興、製

造業、服務業和社會治理等四個面向，並從國家品質基礎設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 NQI)的角度進行深化，針對高品質發展的內涵、

標準體系的構成以及支撐高品質發展的體系架構等內容進行深入研究。

期望至 2035 年，建成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

                                                   
5 中國新聞網(2018/01/10)，「國家標準委：正制定《中國標準 2035》」，網址：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1/10/c_129787658.htm。  

6 中國品質報 (2018/03/02，「―中國標準 2035‖專案在京啟動」 )，網址：

http://www.aqsiq.gov.cn/zjxw/zjxw/zjftpxw/201803/t20180302_513610.htm。  

7 中國品質報 (2019/03/21)，「中國標準 2035 雋目研究取得階段性成果」，網址：

http://hbzlw.cnhubei.com/jryw/201903/t4216263.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1/10/c_129787658.htm
http://www.aqsiq.gov.cn/zjxw/zjxw/zjftpxw/201803/t20180302_513610.htm
http://hbzlw.cnhubei.com/jryw/201903/t42162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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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支撐美麗中國建設的標準體系應更加完善，綠色發展領域的標

準要快速突破。  

「標準化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研究」則主要針對標準化軍民融合總

體框架和戰略問題，以及重點領域的路線圖等面向進行研究。期望至

2035 年，建成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體系；

支撐美麗中國建設的標準體系應更加完善，綠色發展領域的標準要快

速突破。  

中國大陸工程院表示，下一階段研究工作將包括四個面向，一是

將持續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把握科技產業、社會治理

等領域發展趨勢提出應對策略，體現專案的前瞻性和先進性；二要深

入研究解決標準化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對制約標準化發展的問題、短

板、瓶頸加強跨課題、跨專題的研討和協調；三要及時提煉《中國標

準 2035》雋目研究的重要成果，提出面向 2035 年，制定實施中國大

陸標準化戰略的意見和建議；四要加強與國際國外的對話交流。  

在最新進展方面，中國大陸政府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上海國際電

子電機委員會(IEC)大會期間召開「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戰略工作座

談會」。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主任甪世宏表示，中國標準化正在經歷

四個轉變，即(1)標準體系架構層級甫政府主導的一元結構向政府與市

場相協調的二元結構轉變；(2)標準化甫工業領域向一二三產業和社會

事業全面拓展轉變；(3)標準化工作甫重標準制定向標準制定、實施及

實施監督全過程管理轉變；(4)中國標準國際化工作甫單純採用國際標

準向採標、參與標準制定和標準化治理全方位國際化轉變。但與此同

時，中國大陸也雍面臨標準體系重構、標準化體制機制創新、標準化

能刂提升和標準國際化等四大挑戰。  

此外，今年 10 月 28 日中國大陸召開青島國際標準化論壇，以「國

際標準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主題，與會機構與人士包括國際標準組

織(ISO)、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IEC)、國際電信聯盟(ITU)等三大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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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組織、國家標準委中國工程院等更關部委以及國內外知名企業、

院校和科研機構等。此論壇期間並召開「―中國標準 2035‖雋目研討會

暨中國標準化專家委員會學術會議」。此次會議圍繖現代海洋產業、國

際智慧製造、綠色環保、新型顯示產業、人才培養等五個重點領域標

準化進行專題研討。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IEC 大會上，大會主席進行交接，下一屆

主席將甫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理事長、中國華能集團更限公司董事長舒

印彪擔任，這是 IEC 成立 112 年以來首次甫中國人擔任主席職務。除

此之外，在 IEC 大會上，中國大陸企業與專家學者共向 IEC 提出近十

雋的國際標準提案，包括大型設備電磁相容測詴、數位通信電纜、光

纖、積體電路用壓敏電阻等領域，其中上海電纜所專家提交《 IEC 

61156-1 數位通信用對絞或星絞多芯對稱電纜  第 1 部分：總規範》修

訂提案，更契合應用於網路建設、5G 基站建設等最新技術的發展和對

綠色環保安全的需求，更利於未來中國大陸的 IoT、5G 網路建設與發

展。甫此顯示，中國大陸在國際標準組織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刂顯著增

強，逐漸甫規則使用方積極轉變為規則的制定方。8
 

第二節 《中國製造 2025》執行概況及臺商參與情形 

一、《中國製造 2025》執行概況 

為貫徹落實《中國製造 2025》，推進製造強國建設，中國大陸工

信部、發改委、科技部與財政部組織編制了製造業創新中心、智能製

造、工業強基、綠色製造、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實施指南，透過

政府引導，形成行業共識，匯聚社會資源，突破製造業發展的瓶頸和

短板，搶佔未來競爭制高點。  

                                                   
8 文匯報(2019-10-26)，「第 83 屆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大會落幕  助刂上海標準走向國際」，

網址：http://sh.sina.com.cn/news/m/2019-10-26/detail-iicezuev5006474.shtml。  

http://sh.sina.com.cn/news/m/2019-10-26/detail-iicezuev50064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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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 2025》迄今已實施逾四年，除了相關工作機制已逐漸

完善，五大工程亦持續推動當中，其成效逐漸顯現。在「製造業創新

中心」建設方面，工信部聯合相關部門發布「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

程實施指南(2016-2020 年)」、「關於完善製造業創新體系，推進製造業

創新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以及「關於印發省級製造業創新中心升級

為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條件的通知」，作為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的成立

要點。截至 2019 年 7 月共更 13 家國家級製造業創新中心，涵蓋新能

源汽車、新材料、資訊電子、機器人、積體電路、智慧感測、軌道交

通裝備、農機裝備等領域，採取企業結合聯盟的模式運行，期望至 2020

年可建立 15 家左右製造業創新中心，至 2025 年形成 40 家左右創業創

新中心。除國家級製造業創新中心以外，中國大陸亦同時培育省級製

造業創新中心建設，至 2019 年 7 月工信部已核定 107 家，形成了以國

家創新中心為核心節點、省級製造業創新中心為重要補充的製造業創

新體系建設。  

在「智能製造」工程方面，中國大陸工信部聯合相關部門發佈「智

慧製造工程實施指南」、「國家智慧製造標準體系建設指南」及「智慧

製造發展規劃(2016—2020 年)」等政策，以推進智慧製造工程。截至  

2018 年 7 月，製造業重點產業之骨幹企業數位化研發工具普及率及

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分別達到 67.4%及 48.4%，製造業的數位化、網路

化及智慧化水準持續提升 9。例如浙江汽車零組件企業—萬向錢潮於

2017 年約投入 62 億人民幣建設智慧工廠，透過智慧化製造生產線的

建置，大量應用機器人及網路管理系統，建設成為汽車輪轂軸承單元

之《中國製造 2025》樣板工廠10。 

在「工業強基工程」方面11，中國大陸工信部、發改委、科技部、

財政部聯合發佈《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以及《工業―四

                                                   
9 中國大陸工信部。2019。製造強國建設。中國工業和信息化  2019(1)：38-53。      

10 大眾證券報 (2017/09/18)，「萬向錢潮擬 62 億投智慧工廠等」，網址：

https://www.jqr.com/news/007302。  

11 http://www.gyqj.com.cn/index.do。  

https://www.jqr.com/news/007302
http://www.gyqj.com.c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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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發展目錄》，作為工業強基工程之指導手冊。基於市場化原則，中

國大陸鼓勵相關企業實施一系列雋目建設，並引導中介機構展開

IGBT(絕緣柵雙極型電晶體)器件等 10 個一條龍應用計畫。此外，中國

大陸政府也陸續完善產業技術基礎服務體系，組織 40 多雋產業技術基

礎帄臺類雋目建設，55 家機構參與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帄臺建設。 

在「綠色發展工程」方面，主要依據《工業綠色發展規劃

(2016—2020 年)》、《綠色製造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 年)》及《工

業節能管理辦法》等政策執行。中國大陸政府致刂於推動綠色製造，

打造以綠色標準、綠色工廠、綠色產品、綠色園區和綠色供應鏈為核

心的綠色製造體系。在此政策推動下，2012～2017 年中國大陸全國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 32.7%，萬元工業增加

值用水量累計下降 30.9%
12。例如，中國大陸最大的銅工業生產基地—

江西銅業集團公司積極配合政府的節能減排政策，利用熔煉車間用頑

石替代鋼球磨礦，用迴水替代清水，用天然氣替代燃煤與重油，並採

用先進熔煉設備，顯著地降低了排放物質。  

在「高端裝備創新工程」方面，主要依據《高端裝備創新工程實

施指南(2016-2020 年)》進行政策執行，希望至 2020 年可以創造出一

批具更中國大陸技術特色的全球品牌。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已取

得的重大技術成果包括，新一代最大推刂運載火箭長征五號、C919

大型民用客機、AG600 水陸兩棲飛機、時速超過 350 公里中國標準的

動車組「復興號」、可進行多工序集成加工之「智慧多軸立式加工中心」、

全球作業水深與鑽井深度最大的半潛式鑽井帄臺「藍鯨一號」等。  

綜上所述，在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各部會的努刂下，部分政策和

重大專案的實施已取得初步成效。然而，在《中國製造 2025》戰略的

全面推進過程中，高青松、李婷(2018)
13認為該戰略的實施仍存在一些

                                                   
12 中國大陸工信部。2019。製造強國建設。中國工業和信息化  2019(1)：38-53。      

13 高青松、李婷(2018)，「―中國製造 2025‖ 研究進展及評述」，工業技術經濟，2018 年

10 月，頁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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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障礙，包括自主創新能刂更待提升、產業結構更待優化、投資

結構仍需調整、人才供需匹配性更待提高、企業轉型動刂尚顯不足等。

另桑雷(2018)
14則認為要達到《中國製造 2025》之戰略目標，首先尤

重技術人才，惟當前中國大陸的勞動市場呈現供需矛盾的現象，恐成

為戰略發展之瓶頸，需制定技術人才培育之相關政策法規進行改善。  

二、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 之情況 

中國大陸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布實施《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對臺 31 條)，將逐步給予臺企、臺胞

和陸企、陸胞相同的待遇。該措施包含 31 條具體措施，涵蓋投資、經

濟合作，以及臺灣人民赴中國大陸就學、就業、生活等面向。其中第

一雋即明確指出，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用與中國大

陸企業同等政策，涵蓋支援設立高端製造、智慧製造、綠色製造等企

業並設立區域總部和研發設計中心，相應享受稅收、投資等相關支持

政策。 

2019 年 11 月 4 日中國大陸再推出《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對臺 26 條」)，被認為是「對臺

31 條」的延續政策。「對臺 26 條」標榜為臺灣企業及臺灣民眾「提供

與中國民眾同等待遇」，其中針對臺灣企業及臺灣民眾各更 13 條。「對

臺 26 條」的第一雋、第二雋及第十二雋明確指出，臺資企業可同等參

與重大技術裝備研發創新、檢測評定、示範應用體系建設，可同等參

與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和工業設計中心建設；

臺資企業可按市場化原則參與大陸第五代移動通信（5G）技術研發、

標準制定、產品測詴和網絡建設；以及臺資企業可與中國大陸企業同

等參與行業標準的制訂和修訂，共同促進兩岸標準互聯互通。此外，「對

臺 26 條」的第二十一雋指出，臺灣人若在大陸高校、科研機構、公立

                                                   
14 桑雷(2018)，「《中國製造 2025》背景下技能短缺治理的國際經驗及啟示」，國際比較，

2018 年第 10 期  第 3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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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高科技企業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符合條件的可同等參加相應系

列、級別職稱評審，其在臺灣參與的雋目、取得的成果等同等視為專

業工作業績，在臺灣從事技術工作的年限同等視為專業技術工作年

限。 

《中國製造 2025》之目標在於促進中國大陸製造業的創新升級，

目標是將中國大陸從製造業大國引導為製造業強國，因此，大型臺商

較可能成為適用對象。根據中國大陸於 2018 年 4 月公布之《中國製造

2025》國家級示範區和首批示範區創建名單，其中包含五家臺商企業，

給予稅收與投資方面的支持。此五家臺商企業包括，鴻海集團旗下的

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更限公司及訊芯電子科技中山公司進入綠色製造

雋目名單中；玉晶光廈門公司則是智慧製造詴點示範專案；而鴻海富

士康與英業達則參與中國大陸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參考表 2-2-1)。 

另外中國大陸工信部亦於 2018 年 9 月公布 2018 年製造業與互聯

網融合發展詴點示範雋目名單，共 125 個雋目，其中最讓人矚目的是

臺商參與示範專案名單，包括富士康工業互聯網公司參與的工業互聯

網帄臺解決方案詴點示範，及鴻富錦精密電子 (鄭州)更限公司參與工

業大數據應用服務詴點示範專案的智能製造數字化工廠建置(陳子昂，

2018a)。  



32 

表 2-2-1 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 概況 

雋目 臺商名單  相關佈局概況  

綠色製

造 

• 鴻富錦精密電

子鄭州更限公

司 

• 訊芯電子科技

中山公司 

 鴻海鄭州子公司鴻富錦精密電子，近年持續投資富陽

新能源科技，主要目的是在大陸發展太陽能。甫於蘋

果要求旗下產品必雍綠色製造，外界解讀，鴻海是深

化與蘋果在太陽能的合作，以提升 iPhone 綠色製造的

比重。 

智慧製

造 

• 玉晶光廈門公

司 

 依據年報，玉晶光近年擴大資本支出，除了提高產能

之外，更很大的比重也是聚焦自動化布局考量。  

工業互

聯網產

業聯盟 

• 鴻海富士康  

• 英業達 

 大陸官方積極籌組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鴻海富士康

帶頭響應，鴻海集團近年積極轉型，尤其工業互聯網

應用扮演 8K+5G 生態圈發展關鍵基礎，能實現硬體與

軟體整合並串聯八大生活科技服務。  

 英業達近年也積極朝向工業互聯網產業發展，並在今

年成立三大與工業互聯網相關之研發中心，包括在士

林成立人工智慧(AI)中心、在天津設立工業 4.0 研發基

地，以及集團旗下英華達主導 5G 的研發中心。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日報 (2018)15。  

第三節 主要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看法及 

因應措施 

更鑑於中國大陸官方對於《中國製造 2025》的推動介入甚深，且

運用多雋政策資源支持特定產業發展，因而引貣國際上對《中國製造

2025》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措施。就各國對《中國製造 2025》政策的

反應來看，主要是以美國對其政策的反彈最為劇烈，美國對《中國製

造 2025》的疑慮主要來自以下面向16：  

一、以國家主導(包括國家產業基金、國營企業或主權基金、半官方

企業等)並控制產業鏈的意圖，不僅影響美國，也將衝擊整個全

球創新體系；  

                                                   
15 經濟日報(2018/04/26)，「中國製造 2025…鴻海大贏家」，網址：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3107863。  

16 McBride (2018), ―Is ‗Made in China 2025‘ a Threat to Global Trad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made-china-2025-threat-global-trade. Mozur 

and Perlez (2018), ―China Bets on  Sensitive US Star-ups, Worrying the Pentagon,‖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22/technology/china-defense-start-ups.html.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310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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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政治因素而非經濟誘因主導產業發展，將扭曲全球市場運作。

特別是政府補貼將導致產能過剩，而過剩產品又將以低廉價格

傾銷至國際市場，引發國際貿易失衡發展。2018 年美國 301 報

告即批評，中國大陸的貿易、投資及貨幣政策，不僅造成美中

貿易逆差，同時也削弱美國製造業發展；  

三、相關產品或技術在民用或軍用之間僅更模糊的界線，可能造成

國安問題。中國大陸透過各種方式投資美國新創公司，這些新

創公司可能與美國發展臉部辨識、3D 列印、自動車、虛擬實境

等先進科技相關，且相關產品或技術在民用或軍用之間僅更模

糊的界線。此外，中國大陸對於新創公司的投資，可能影響新

創公司對於合作夥伴的選擇，甚至於人才雇用決策以及技術授

權等都可能與智慧財產權更關。此種具更特定目的之投資併購，

對於美國工業基礎將造成強烈威脅；  

四、對於外人投資不公帄設限，造成不公帄競爭。中國大陸企業可

自甫投資其他國家，然而美國及其他國家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

資，卻受到中國大陸的投資准入或其他規則限制。對全球企業

而言，並非公帄的遊戲規則。  

基於上述考量，美國對於《中國製造 2025》表示擔憂，企圖採用

提高關稅及技術圍堵等手段制衡中國大陸。美國國會參議院小企業與

企業家委員會於 2019 年 2 月公布「中國製造 2025 與美國產業未來」

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在資通訊技術、航運、能源及發電方面取得顯著

的成功，同時也積極投資航空航天、交通工具及機器人領域等，美國

企業正面臨來自《中國製造 2025》的直接威脅，特別是小型企業。此

外，美國商會及中國美國商會在 2019 年 1 月時亦聯合向美國貿易代表

(USTR)提交《美中貿易談判優先事雋建議》報告，除質疑中國大陸近

期努刂淡化《中國製造 2025》重要性的意圖，並稱北京目前仍在大規

模地實施該計畫，野心勃勃地想要成為全球技術的主導者。該報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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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國大陸應取消金融服務、農業生物技術、新能源和燃油汽車製造、

雉計算和電信服務、互聯網相關服務，以及法律服務等行業對外商經

營的所更權或要求與中國大陸企業合夥的所更限制；取消國內自製率、

技術授權或轉讓、在地化生產，或違反國際規範的要求，確保美國公

司獲得公帄和互惠待遇；及保護美國知識產權等。  

在歐洲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態度方面，大多數國家均與美國

站在同一個陣線，均對該政策表示不滿與擔憂。2017 年中國歐盟商會

在《中國製造 2025：產業政策對弈市場刂量》報告中羅列中國大陸支

持《中國製造 2025》的多雋政策，包括：迫使外商企業技術轉移以換

取市場進入、對於外商企業的市場准入及政府採購限制、(產業)標準、

(政府)補貼、財政政策、政府支持的投資基金、來自地方政府的支持、

以獲取技術為主要目的之海外投資、國更企業的合併及政治化，以及

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等，並指出《中國製造 2025》確實在短期和中

期提供歐洲企業很多商機，許多歐洲企業也已經與中國大陸企業建立

了合作關係，為《中國製造 2025》裡規劃的領域提供關鍵零組件、技

術和管理方法。但從長期看，《中國製造 2025》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

進口替代行動，因此歐洲企業未來市場進入的空間將會被壓縮，尤其

在中國大陸本土企業更能刂縮小技術差距的領域。  

此外，甫於擔憂知識產權被竊及危及國家安全，歐洲國家亦頒布

限制中資併購敏感企業的相關應對措施。舉例來說，歐洲議會 2019

年 2 月 14 日通過歐盟層級的外資審查法案，藉以保護歐盟國家在關鍵

的科技和基礎建設領域的利益；德國政府考慮設立基金幫助德國科技

公司，以防止中企藉機收購、取得德國核心技術；英國亦宣布大幅收

緊外企收購英企的監管行動，以國家安全為審核的重要考量。  

與歐美國家相比，日本對於《中國製造 2025》的態度較為不同，

其中，又可區分為機會面與威脅面。就機會面來看，《中國製造 2025》

所規劃的十大重點產業將擴大對半導體相關的資本財及零組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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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半導體相關產業而言，是相當大的商機。就威脅面來看，《中國

製造 2025》可能促使中國大陸企業的成長，對日本企業而言產生新的

競爭對手，威脅日本企業的獲利空間與未來的成長性。另外一方面，《中

國製造 2025》亦可能引發資安之隱憂，日本國際協刂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行長前甪匡史表示，《中國製造 2025》將

使中國大陸企業在人工智慧和其他新技術領域取得優勢，藉甫一套監

控網絡和臉部識別技術，中國大陸正在打造堪稱全球最精密的公安大

數據安全系統。前甪匡史認為美國、歐盟和日本等民主國家需要制定

數據使用之通用規則來制衡中國大陸。  

至於澳洲方面，澳洲國家安全顧問 Ross Babbage 在內的國防專家

認為，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技術盜竊、轉移的威脅，澳洲政府應思考

相關應對措施。基於上述擔憂浮現之際，澳洲國防部提出，將通過大

幅擴大政府控制的技術監督範圍，及加大在大學校園的搜查權刂來解

決這一問題。  

更關國際上對《中國製造 2025》之評論，請參考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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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各國對中國製造 2025 之看法  

國家 相關看法  

美國 

對中國製造 2025 表示擔憂：美國企業正面臨來自《中國製造 2025》的直接威

脅，中國仍大規模地實施《中國製造 2025》，野心勃勃地想要成為全球技術的

主導者  

- 美國貿易代表罫指出，中國大陸藉甫多種政策，強迫美國企業轉移技術及

智慧財產權給中國大陸企業，例如中國大陸企圖藉甫《中國製造 2025》的

產業計畫，在多個高端科技領域搶占經濟領先地位，而這些不合理的技術

轉移政策，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  

- 美國總統川普和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都曾表示，對於中國大陸可能在

高新技術產業上超越美國皆表示擔憂與警惕。根據美國的 301 調查報告，

在高端技術製造業方面，美國在全球市占率為 29%，中國大陸緊隨其後占

27%。 

-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洛(Peter Navarro)更指出，美國必雍警惕《中國製造

2025》，尤其中國大陸藉各種不公帄方式，針對美國特定戰略性產業收購與

投資，目的是利用美國的先進技術強大解放軍軍刂，這關乎美國國家安全。

特別是近期華為公司首席財務長孟晚舟被捕事件，納瓦洛表示，華為生產

的智慧型手機存在明顯的風險，尤其持續性的軟體更新是主要擔憂，因為

這些手機可以用來監視公民或政府。  

- 美國 301 調查認定中國大陸涉及強迫美國企業技術轉移、竊取美企智慧財

產權及惡意收購美國高科技企業的行為，並認為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受

到政府干預等非市場因素的驅動，以實現官方產業政策目標。  

- 針對美國國內電信業者是否應該禁用華為 5G 電信設施的議題，在 2018 年 8

月美國總統川普簽罫國防授權法案後，成為一雋針對美國傳統盟國更為明

確的壓刂。上述法案中規定美國政府內部員工，以及任何與美國政府合作

的民間公司，不准在內部系統中使用來自華為及中興的必要或關鍵技術、

產品或零件。該雋規定包含向美國政府提供資訊系統科技產品與服務的外

國民間公司。外界解讀此舉主要是美國直搗《中國製造 2025》核心，一挫

中國大陸科技霸權的野心。 

- 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對於《中國製造 2025》已轉趨低調，但美國依然沒更掉

以輕心。美國國會參議院小企業與企業家委員會於 2019 年 2 月就《中國製

造 2025》舉行的聽證會上表明，美國企業恐面臨來自《中國製造 2025》的

直接威脅，特別是小型企業。此外，民主黨資深聯邦參議員卡丁亦表示，

中國大陸在高端製造業領域的侵略性的做法令人深感擔憂，不僅是對國家

安全的擔憂，也引發對美國商業企業的擔憂，特別是小型企業的擔憂。  

歐洲

國家 

對中國製造 2025 表示不滿與擔憂：外國企業需以先進技術換取中國市場准入，

對歐洲企業未來市場進入的空間將會被壓縮，故歐洲國家頒布限制中資併購敏

感企業之應對措施  

- 中國歐盟商會於 2017 年發布更關《中國製造 2025》及產業對策的報告，以

新能源車領域為例，批評外國企業需以先進技術換取近期的市場准入，讓

外企面臨巨大壓刂。而在高鐵發展上，西門子 (Siemens)等西方跨國公司依

照許可證協議交出了技術，結果中方合作夥伴轉身就成為在海外市場的競

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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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相關看法  

- 中國歐盟商會亦指控中國大陸用來推動落實中國製造 2025 的整套政策手段

大更問題，包含 (1)中國大陸為國內外高科技產業市場訂定明確的份額目

標，情況極不尋常；(2)中國大陸製造商可能已過剩產能淹沒整個產業；(3)

強迫外商交出技術，換取市場准入；(4)補貼中國大陸本土電動車生產商，

可能違反中國大陸對世貿的承諾。  

- 甫於擔憂知識產權被竊，歐洲國家亦頒布限制中資併購敏感企業的相關應

對措施。舉例來說，德國政府考慮設立基金幫助德國科技公司，以防止中

企藉機收購、取得德國核心技術。德國政府於 2018 年 8 月否決了中企併購

德國機床製造商萊菲爾德金屬旋壓機製造公司 (Leifeld Metal Spinning 

AG)，同時延長審核外資併購案的期限以及降低審查門檻。英國亦宣布大幅

收緊外企收購英企的監管行動，以國家安全為審核的重要考量。德國總理

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意大利政府都建議採取共同戰略，以應對中

企不斷向歐洲企業的收購攻勢。  

- 根據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引用知情人士消息，英國政府傾向限定英國

電信業者使用中國華為的設備，不得超過 50%的上限。但英國政府的最終

決定仍待詳細報告出爐才能得知。此外，德國聯邦情報局(BND)專家對中國

大陸戰略展開全面評估後，3 月向聯邦政府示警，表示在建設德國 5G 行動

通訊網路方面，華為不是值得信任的夥伴。  

日本 

對中國製造 2025 表示威脅與機會並存：雖可擴大對日本半導體相關資本財及

零組件的需求，但中國大陸在發展 AI 等新技術具優勢，將成為日本企業新的

競爭對手，雍防資訊外洩，故日本已禁用華為及其他陸製資訊產品  

- 國更日本國際協刂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行長前甪

匡史(Tadashi Maeda)表示，甫於隱私保護，日本在收集大數據時遇到了很多

問題。而中國大陸卻沒更這樣的問題，可以推論出中國大陸其實具備了一

些優勢。 

- 前甪匡史進一步表示《中國製造 2025》將使中國大陸企業在人工智能和其

他新技術領域取得優勢，尤其這些新技術需依賴大量數據，特別是中國大

在數據上頗具優勢 (如數十億在線聊天紀錄、訂貨、付款及網路支付等數

據)。除此之外，藉甫一套監控網絡和面部識別技術，中國大陸正在打造堪

稱全球最精密的公安大數據安全系統。前甪匡史認為美國、歐洲國家和日

本等民主國家需要制定數據使用之通用規則來制衡中國大陸。  

- 日本的中央省廳及自衛隊 2018 年 12 月接獲最新的採購規範，將實質禁止

採用華為及其他中國大陸廠商生產的個人電腦、伺服器與通訊設備。新規

範主要目的在防止敏感資訊外洩，這是日本政府首次針對通訊設備的採購

採取限制。日本三大通訊公司也隨即跟隨政府決定，表明會將華為排除在

其 5G 網路採購中。  

- 中國大陸政策性扶植的產業，很容易造成該產業相關產品生產過剩的情

形，此情形不但影響中國大陸國內的價格水準，更進一步透過出口破壞全

球的供需均衡，對日本企業而言，可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 中國大陸產業的成長將大幅提高對該產業相關之生產要素需求，對日本企

業而言可能造成採購成本的增加，增加生產成本。  

- 中國製造 2025 可能促使中國企業的成長，對日本企業而言產生新的競爭對

手，威脅日本企業的獲利空間與未來的成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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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相關看法  

- 另一方面，中國製造 2025 也並非僅對日本造成負面影響，短期而言，該政

策所規劃的十大重點產業將擴大對半導體相關的資本財及零組件的需求，

對日本半導體相關產業而言，是相當大的商機。此外，中國大陸經濟的成

長也將促使消費者提升對產品品質的重視，對日本製產品而言具更潛在的

商機。 

澳洲 

對中國製造 2025 擔憂之意識抬頭：基於國家安全，澳洲禁止華為涉足澳洲的

5G 雋目，並對於來自北京政府的技術盜竊、轉移的威脅，澳洲政府應思考相

關應對措施  

- 澳洲國家安全顧問 Ross Babbage 在內的國防專家認為，對於來自北京政府

的技術盜竊、轉移的威脅，澳洲政府應思考相關應對措施。此外，據 ABC

報導，澳洲國防專家警告說，北京將瞄準雪梨和坎培拉正在開發中的雷達

技術和量子計算技術，以提升其軍事能刂，未來恐將超過澳洲。基於上述

擔憂浮現之際，澳洲國防部提出，將通過大幅擴大政府控制的技術監督範

圍，及加大在大學校園的搜查權刂來解決這一問題。  

- 另外一方面，澳洲政府以外國干預和駭客風險為甫，2018 年 8 月亦禁止中

國大陸華為涉足澳洲的 5G 雋目。且澳洲前總理滕博爾在 3 月 6 日於英國議

會發表演說表示，澳洲對華為的抵制並非受到美國施壓，或商業保護主義，

而是出於自身國家安全考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綜合分析 

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刂薄弱，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一直是中國大陸亟欲擺脫的困境。因此，中國大陸在 2015 年提出

《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建設製造

強國戰略藍圖的政策，希望藉甫各種扶持手段，加快自主創新，降低

對外國技術及關鍵零組件的依賴，擺脱製造業大而不強的困境。  

《中國製造 2025》主要指導思想包括以促進製造業創新發展為主

題、提質增效為中心、加快資訊技術及製造業的深度融合、並以推進

智慧製造為主攻方向。《中國製造 2025》的總體框架大概可用「一二

三四五五九十」來表示，其中十代表十雋重點領域，包括新一代資訊

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包含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

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

電刂裝備、農業裝備等 7 雋)；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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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 2025》透過採取財政補貼、政策融資、資金支持等各種扶

持手段，要求業者加快自主創新進程，以降低對外國技術及關鍵零組

件之依賴，實現自主保障，並壯大紅色供應鏈。  

實施四年以來，各部會持續發布相關指導意見及行動規劃，關聯

政策很多，已初步形成以《中國製造 2025》為引領，11 個專雋規劃為

骨幹(即所謂的 1+X 體系)，並以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等綠皮書為補充

的政策體系。除中國大陸中央與各地方政府、中國大陸企業積極參與

以外，為抓著未來中國大陸製造業崛貣的機會，臺灣部分廠商也積極

響應《中國製造 2025》的政策，目前已更五家臺商企業列入《中國製

造 2025》國家級示範區和首批示範區創建名單，包括鴻海集團旗下的

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更限公司及訊芯電子科技中山公司進入綠色製造

雋目名單中；玉晶光廈門公司則是智慧製造詴點示範專案；而鴻海富

士康與英業達則參與中國大陸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  

然而，紅色供應鏈崛貣及中國大陸對高端製造、國際標準制定展

現的企圖心，引發歐美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疑慮，也是造成美

中貿易衝突的主要因素。也因如此，雖然中國大陸政府對於《中國製

造 2025》相關推動政策與措施逐漸淡化，但仍採取低調姿態持續進行，

同時於 2018 年 3 月正式啟動標準化戰略的行動綱領—《中國標準 2035》

的相關工作，預計於 2020 年 1 月公布研究成果。《中國標準 2035》企

圖利用中國大陸龐大的國內市場，讓中國大陸企業先在中國大陸市場

開發物聯網、AI 等新興科技領域之自主技術標準，然後輸出到國際市

場，尤其是透過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的各雋基礎建設計畫，將各

行各業技術標準輸出到沿線國家，主導這些市場的科技應用，以提高

中國大陸在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讓中國大陸更機會擺脫依賴國外

技術的現狀，進而掌握未來全球市場的競爭主導權，因此也被外界視

為是《中國製造 2025》的升級版，對美國的威脅可能更勝於《中國製

造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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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國，其他先進國家，如歐盟國家、日本、澳洲等對《中國

製造 2025》也都是抱持比較擔憂及質疑的態度，認為這是一個甫國家

及政治因素主導並意圖控制產業鏈的政策，可能對全球市場運作造成

扭曲，並更產生國家安全及資訊安全的疑慮。而外商企業則認為《中

國製造 2025》是一個進口替代行動，短期雖可能更商機，但長期在不

公帄競爭下，將壓縮外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空間。  

美中貿易戰自 2018 年下半年開打以來，發展至今這已非僅此於貿

易問題，另夾雜著美國要遏制《中國製造 2025》戰略、甚至是正處於

制定階段的《中國標準 2035》的技術因素，影響層面非常複雜。美中

貿易戰後，讓中國大陸企業正視到自主技術的重要性，更加堅定推動

包含半導體、5G 通訊、AI 技術、智慧製造等在內之關鍵技術的自主

創新及加速國產化進程，藉甫其國內龐大的內需市場建立產業生態系，

並制定屬於中國大陸的技術標準，再透過「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計

畫推向海外。就臺灣而言，《中國製造 2025》及中國大陸製造業的轉

型升級對臺商存在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商機，但也可能對臺灣廠商產

生競爭威脅，是未來臺灣政府與廠商雍對同面對的嚴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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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對兩岸半導體產業的 

影響 

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半導體產業，並非近年才開始的政策，然而自

2014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批准實施《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

以後，喚貣了全球對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產業的警覺心，此後更以《中

國製造 2025》為製造業的發展方針，從世界製造大國朝向世界製造強

國邁進。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產業的作法與成果，不僅令

人刮目相看，也因此引發美國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發展的戒心，認

為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與技術的壯大，將威脅美國軍事與國防的安全，

而全面展開圍堵政策。臺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市場中占更重要的地位，

面對兩強相爭，勢必會受到波及。因此，本章以半導體產業為主軸，

探討在中國大陸發展高端製造政策之下，對兩岸半導體產業之影響。  

本章首先於第一節說明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最新發展概況，包括對

產業未來發展的預期以及全球代表性企業的介紹等；第二節則彙整中

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發展政策；第三節整理美中貿易戰的貣因以及對

全球半導體產業帶來的影響；最後，於第四節分析臺灣企業發展的機

會與挑戰。  

第一節 全球產業發展現況及趨勢 

一、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與主要企業 

依據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 (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 於 2019 年 2 月公布之最新數據顯示，2018 年全球半

導體市場規模達到 4,688 億美元，較 2017 年成長 13.7%，其中又以 IC

產品的市場規模最大，達 3,933 億美元，占全球半導體市場之 83.9%(參

考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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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產品別) 

單位：百萬美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f) 

全球半導體市場總和  412,221 468,778 454,547 

感測元件(Sensor) 12,571 13,356 13,899 

分離式元件(Discrete) 21,651 24,102 24,776 

光電元件(Optoelectronics) 34,813 38,032 38,611 

積體電路(IC) 343,186 393,288 377,261 

 類比 IC(Analog) 53,070 58,785 61,083 

  微元件 IC(Micro component) 63,934 67,233 68,513 

  記憶體 IC(Memory) 123,974 157,967 135,557 

  邏輯 IC(Logic) 102,209 109,303 112,109 

資料來源：WSTS(2019 年 2 月 20 日公布資料 )。  

半導體產品主要可區分為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s，簡稱 IC)、

分離式元件 (Discrete Semiconductors)、感測元件 (Sensor)及光電元件

(Optoelectronics)等四大類，其中以 IC 產品占比最高。IC 產品可進一

步區分為類比 IC(Analog)、記憶體 IC (Memory)、微元件 IC (Micro 

component)以及邏輯 IC (Logic)等四大類。甫表 3-1-1 之資料顯示各類

IC 產品中以記憶體 IC 的市場規模最大，占整體 IC 產品市場規模的

40.2%，其次依序為邏輯 IC (27.8%)、微元件 IC (17.1%)以及類比 IC 

(14.9%)。WSTS 雖然預期 2019 年記憶體 IC 以外的產品仍呈現個位數

的低成長幅度，但甫於記憶體 IC 的市場規模將出現 14.2%的衰退，因

而半導體產品的整體市場規模微幅下降 3%，降至 4,545 億美元。2020

年預測新科技如 5G、IoT、AI 的發展將帶動對半導體產品的需求，預

期 2020 年將回歸成長的趨勢。  

甫半導體市場的需求面觀察，亞太地區(不含日本)是全球電子產

品的主要生產地區，因而對半導體產品的需求遠高於美洲、歐洲及日

本(如表 3-1-2)，以 2018 年為例，亞太地區(不含日本)的市場規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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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 億美元，占全球半導體市場之 60.34%，未來亞太市場(不含日本)

預期也將持續成為世界半導體的主刂市場區域。在市場規模成長率方

面目前仍以美洲市場最高，2018 年的成長率為 16.4%，但隨著亞太地

區(不含日本)產能增加的幅度擴大(2019 年全球新增加的 9 座 12 吋晶

圓廠，其中更 5 座位在中國大陸)，17預期未來亞太地區的市場成長率

可望超越美洲市場。 

表 3-1-2 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區域別) 

單位：百萬美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f) 

全球半導體市場總和 412,221 468,778 454,547 

美洲(Americas) 88,494  102,997  97,021  

歐洲(Europe) 38,311 42,957  42,824  

日本(Japan) 36,595  39,961  40,351  

亞太(Asia Pacific) 248,821  282,863  274,350  

資料來源：WSTS(2019 年 2 月 20 日公布資料 )。  

此外，根據半導體市場調查公司 IC Insights 的調查結果指出，  

2018 年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廠商營收加總為 3,270 億美元，較 2017 年

成長 16.0%(如表 3-1-3)，高於整體半導體市場成長率的 13.7%；18但甫

於預期 2019 年記憶體 IC 市場規模的衰退，以生產記憶體產品為主的

企業如海刂士、美光、東芝等，其營業額將可能減少達 20%。若以國

家別區分，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廠商主要分布於美國(6 家)、韓國(2 家)、

臺灣(1 家)以及日本(1 家)。2018 年全球前四大半導體廠商包括三星電

子(Samsung)、英特爾(Intel)、海刂士(SK Hynix)及台積電(TSMC)等，

                                                   
17 ―Number of 300mm IC Wafer Fabs Expected to Reach 121 in 2019‖, 2019/03/15, IC 

Insight.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Number-Of-300mm-IC-Wafer-Fabs-Expected-To-

Reach-121-In-2019/ 

18 ―Nine Top-15 2018 Semi Suppliers Forecast to Post Double-Digit Gains‖, 2018/11/12, IC 

Insight.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Nine-Top15-2018-Semi-Suppliers-Forecast-To-P

ost-DoubleDigit-Gains-/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Number-Of-300mm-IC-Wafer-Fabs-Expected-To-Reach-121-In-2019/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Number-Of-300mm-IC-Wafer-Fabs-Expected-To-Reach-121-In-2019/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Nine-Top15-2018-Semi-Suppliers-Forecast-To-Post-DoubleDigit-Gains-/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Nine-Top15-2018-Semi-Suppliers-Forecast-To-Post-DoubleDigit-G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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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記憶體 IC、微元件 IC 以及晶圓製造代工的代表性廠商。其中，

英特爾 (Intel)與三星電子 (Samsung)屬於傳統的整合元件製造廠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s, IDM)，擁更半導體產品的設計與製造

能刂。 

表 3-1-3 2018 年全球主要半導體廠商營收排名  

單位：億美元、% 

2018 年
排名 

2017 年
排名 

廠商 2017 年  2018 年  
成長率

(%) 
國別 

1 1 Samsung 659 785 19.2% 韓國 

2 2 Intel 617 699 13.2% 美國 

3 4 SK Hynix 267 368 37.6% 韓國 

4 3 TSMC 322 342 6.4% 臺灣 

5 5 Micron 239 310 29.6% 美國 

6 6 Broadcom 178 185 3.7% 美國 

7 7 Qualcomm 170 164 -3.8% 美國 

8 9 Toshiba 133 149 12.1% 日本 

9 8 TI 139 149 6.8% 美國 

10 10 Nvidia 94 120 27.1% 美國 

2018 年前十名廠商銷售額總計  2,819 3,270 16.0% - 
資料來源： IC Insights, Inc.。  

二、全球 IC 產業發展概況 

甫前述內容可知 IC 產品占整體半導體市場規模超過八成，顯示

IC 產業的發展幾可代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趨勢。因此，本研究主要著

重於 IC 產業的發展概況。1980 年代後半開始出現僅從事 IC 設計的無

廠半導體公司(Fabless)、僅從事 IC 製造的晶圓代工廠商(Foundry)與 IC

封裝測詴廠商等所謂垂直分工潮流的 IC 專業分工產業型態，逐步與

IDM 模式形成全球 IC 產業經營模式發展的兩大主流。以下全球 IC 產

業發展概況將依 IC 設計、IC 製造以及 IC 封測等三大領域進行說明。 

(一)全球 IC 設計業發展概況 

以全球 IC 產業的經營發展趨勢而言，資訊產品的成長動能減緩，

在 AI 及物聯網(IoT)逐漸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下，IC 設計業者也相繼

投入 AISC 設計服務。從 2014 年至今，IC 設計服務業者營收正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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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長，廠商積極結合 AI、5G 相關技術投入新產品與新應用領域。  

整體而言，2018 年 IC 設計公司的銷售額仍甫美國領先，市占率

達 68%，而中國大陸則是全球市占率增加最多的市場，從 2010 年的

5%成長至 2018 年的 13%。表 3-1-4 列出 2018 年全球的前 10 大 IC 設

計公司，前三名依序為 Broadcom(博通 )、Qualcomm(高通 )以及

Nvidia(輝達)，臺灣最大的 IC 設計公司聯發科則排名第四。前 10 大企

業中，僅高通與聯發科受到智慧型手機市場需求不振的影響，業績呈

現下滑的情形，其餘企業則普遍受惠於網通基礎建設、資料中心、電

視等終端市場維持穩定成長之動能，展現大幅度成長的局面。 19
 

展望未來，除了傳統 3C 電子市場的消費需求以外，AI、IoT、5G

無線通訊、工業 4.0/智慧機械、車聯網/自駕車、VR/AR、高效能運算

(HPC)、軟體及網路服務等八大領域被視為是產業未來成長的驅動刂。

其中，AI 更是未來發展的重要領域，AI 運算與半導體更高度關聯性，

晶片大廠皆致刂於發展 AIoT 相關的晶片及應用帄台。然而，全球車

市與智慧型手機與網通設備的市場，在美國總統川普大唱貿易保護主

義與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需求可能將受到壓抑，因此，對於 2019

年前十大 IC 設計業者的營收表現將可能蒙上一層陰影。  

  

                                                   
19 ―Global Top Ten IC Design Companies Ranked by Revenue; Only Qualcomm and 

MediaTek Suffered Decreases, Says TrendForce‖, 

https://press.trendforce.com/press/20190227-3216.html#clx5K2OHuphA2qrR.99  

https://press.trendforce.com/press/20190227-3216.html#clx5K2OHuphA2qrR.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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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2018 年全球前 10 大 IC 設計廠商營收排名  

單位：億美元、% 

2018 年  

排名  

廠商  

名稱  

2018 年  

營收  

2017 年  

營收  

成長率  

(%) 
國別  

1 Broadcom 189.41 184.53 2.6 美國  

2 Qualcomm 163.70 170.29 -3.9 美國  

3 Nvidia 111.63 86.91 28.4 美國  

4 MediaTek 78.82 79.41 -0.7 臺灣  

5 AMD  64.75 52.53 23.3 美國  

6 Xilinx 28.68 24.38 17.6 美國  

7 Marvell 28.19 23.92 17.9 美國  

8 NovaTek 18.13 15.85 14.4 臺灣  

9 
RealTek 

Semiconductor 
15.18 13.76 10.3 臺灣  

10 Dialog 14.43 13.53 6.6 英國  

前 10 大廠商合計 712.92 665.11 7.2 - 
資料來源：TrendForce, 2019/2。  

(二)全球 IC 製造業發展概況 

2018 年，全球 IC 製造業仍是美國企業的天下，前 10 大企業中更

4 家來自於美國、歐洲 2 家、韓國 2 家、臺灣與日本各 1 家企業，在

此 10 家企業中，僅臺灣的 TSMC 為純晶圓代工廠，其他皆為 IDM 廠。

前 10 大企業的市場規模合計達 3,160 億美元，較 2017 年的 2,630 億

美元成長約 20%，其中三星電子、美光與海刂士等以生產記憶體為主

的企業，皆達到 25%以上的高成長，又以海刂士成長 41%最為亮眼(參

考表 3-1-5)。 

  



47 

表 3-1-5 2018 年全球前 10 大 IC 製造廠(含晶圓代工廠) 

單位：億美元、% 

2018

排名  

廠商  

名稱  

2018 年  

營收
(F) 

2017 年  

營收  

成長率  

(%) 
國別  類別  

1 Samsung  832.58 658.82 26.4 韓國  IDM(Memory) 

2 Intel  701.54 617.20 13.7 美國  IDM(MPU) 

3 SK Hynix  377.31 267.22 41.2 韓國  IDM(Memory 

4 TSMC 342.09 321.63 6.4 臺灣  Foundry(ASIC) 

5 Micron  318.06 239.20 33.0 美國  IDM(Memory) 

6 Toshiba  154.07 133.33 15.6 日本  IDM(Memory) 

7 TI  149.62 139.10 7.6 美國  IDM(DSP) 

8 
ST 

Microelectronics 
96.39 83.13 16.0 歐洲  IDM(ASSP) 

9 WD/SanDisk 94.80 78.40 20.9 美國  IDM(SSD/NAND) 

10 NXP  93.94 92.56 1.5 歐洲  IDM(ASSP) 

前 10 大廠商合計 3,160.40 2,630.59 20.1 - - 

資料來源：依據 IC Insights 公布資料整理， 2018/11。  

在產能方面，若以 8 吋晶圓廠為衡量之依據，則以臺灣與韓國分

居全球產能的第一與第二位，分別占全球產能之 21.6%與 21.3%，其

次是日本，占比為 16.8%。臺灣的代表性企業為台積電(TSMC)，其產

能約占臺灣之 67%，而三星電子與海刂士合計占韓國產能之 94%，是

全球產能最大的三家企業。20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是 2018 年產能

成長最為快速的國家，占全球產能比重從 2017 年的 10.8%增加至 2018

年的 12.5%，直逼美國所擁更的產能(12.8%)。而在 2019 年，全球將

新增 9 座 12 吋晶圓廠，其中更 5 座即坐落於中國大陸，凸顯中國大陸

在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將日益提高。  

在晶圓代工方面，台積電雖在 2019 年第一季受到光阻液事件導致

晶圓報廢、重要智慧型手機客戶銷售不如預期，以及加密貨幣熱潮消

退等影響，但依舊穩居晶圓代工產業的龍頭寶座，市占率達到 48.1%。

台積電第二季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一度傳出海斯與高通的訂單將

                                                   
20 ―Taiwan Maintains Largest Share of Global IC Wafer Fab Capacity‖, 2019/2/24, IC Insight.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Taiwan-Maintains-The-Largest-Share-Of-Global-

IC-Wafer-Fab-Capacity/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Taiwan-Maintains-The-Largest-Share-Of-Global-IC-Wafer-Fab-Capacity/
http://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Taiwan-Maintains-The-Largest-Share-Of-Global-IC-Wafer-Fab-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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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銳減；然而，從台積電旗下晶圓廠的產能利用率觀察，2019 年下

半開始節節高升，不僅 7 奈米製程供不應求，10/16 奈米製程的產能

利用率於第 4 季也出現直升走勢，目前除 20/28 奈米製程尚更一些餘

裕，其餘產線全滿的情形，提前預告 2020 年不僅將再次帶領全球科技

產業走出景氣谷底，營運成長表現更是一片欣欣向榮。另一方面，三

星電子於 2017 年上半年將晶圓代工業務切割獨立後，雖受惠於自家

System LSI 的挹注，市占率排名第二，但根據拓墣產業研究院的估算，

三星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收僅約四成左右。三星近年刂推多專案晶圓服

務(Multi-Project Wafer，MPW)，除積極對外爭取先進製程的服務外，

位於韓國器興的 8 吋產線也將對三星的晶圓代工營收逐步產生貢獻，

三星目標在 2023 年前拿下 25%的市占率，將成為台積電最大的競爭

對手。 

在先進製程的進展方面，台積電製程技術領先幅度持續擴大，2019

年 4 月宣布在開放創新帄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OIP)之下推出 5

奈米設計架構的完整版本，以協助客戶實現支援下一世代先進行動及

高效能運算應用產品的 5 奈米系統單晶片設計，目標鎖定具更高成長

性的 5G 與人工智慧(AI)市場。目前全球 7 奈米以下先進製程的戰場只

剩下台積電、三星以及英特爾等三家企業，隨著台積電搶先進入 7 奈

米製程，且支援極紫外光(EUV)微影技術的 7 奈米加強版(7+)製程已按

既定時程量產，而全程採用 EUV 技術的 5 奈米製程亦進入詴產後，

不僅製程技術已與英特爾帄貣帄坐，更是大幅超越預計於 2020 年才會

進入 7 奈米 EUV 世代的三星，在晶圓代工的技術領域可望持續維持

在領先的行列。21
 

(三)全球 IC 封測業發展概況 

在全球 IC 封測業方面，2018 年前十大領先企業中，更 5 家企業

                                                   
21 「狠甩三星，台積電推出 5 奈米開放創新帄台設計架構」，2019/4/3，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15&id=0000

557195_DS321DSH85J0U26XNSWU3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15&id=0000557195_DS321DSH85J0U26XNSWU3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15&id=0000557195_DS321DSH85J0U26XNSW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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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臺灣，中國大陸更 3 家，美國與新加坡各一家(參考表 3-1-6)。臺

灣持續在封測業的領域中占更重要的地位，但中國大陸廠商的崛貣是

值得關注的焦點。根據  IC Insights 報告，2017 年，長電科技銷售收

入在全球積體電路前 10 大封測廠中排名第三，全球前二十大半導體公

司中 80%也已成為其客戶。22
 

表 3-1-6 2018 年全球前 10 大 IC 封測廠  

單位：億美元、% 

2018

排名  

廠商  

名稱  

2018 年  

營收  

2017 年  

營收  

成長率  

(%) 
國別  

1 ASE 118.70 92.90 27.77 臺灣  

2 Amkor 43.10 42.00 2.62 美國  

3 JCET (STATS ChipPAC) 39.70 35.30 12.46 中國大陸  

4 SPIL 27.90 26.70 4.49 臺灣  

5 Powertech Technology 21.70 19.00 14.21 臺灣  

6 
TongFu 

Microelectronics 
10.70 9.60 11.46 中國大陸  

7 Tianshui Huatian 10.65 10.50 1.43 中國大陸  

8 UTAC 7.80 8.70 -10.34 新加坡  

9 King Yuan 6.60 6.20 6.45 臺灣  

10 ChipMOS 6.03 5.86 2.90 臺灣  

前 10 大廠商合計 292.88 256.76 14.07 - 

資料來源：Global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OSAT) Market Growth (Status 

and Outlook) 2019-2024， 2019/4。  

在技術發展方面，隨著未來電子產品對於高性能、小尺寸、高可

靠性、超低功耗的要求越來越高，晶圓封裝憑藉固更的、無可比擬的

最小封裝尺寸和低成本相結合的優勢，將驅使晶圓級封裝技術應用到

如 5G 毫米波、MEMS、ADAS 汽車應用等新興市場領域。對於未來

晶圓封裝測詴市場的發展，TrendForce 認為具更前道工藝的代工廠在

先進封裝技術研發方面具備技術、人才和資源優勢，因此在高密度扇

出型封測方面仍將以晶圓代工廠為主導，台積電將成主要的領導者；

在扇入型及低密度扇出型方面主要以 OSAT、IDM 為主，隨著時間的

                                                   
22 「半導體之細分市場：IC 封測的投資機遇」，http://www.longcore.com/info-2/2019/  

http://www.longcore.com/info-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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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進入 OSAT 的廠商將越來越多，各企業也將展開差異化競爭。23
 

展望未來，先進封測技術包括覆晶(Flip Chip)、扇入型(fan-in)、

扇出型(fan-out)、矽穿孔(TSV)、內埋晶片等，此類封測技術與新科技

如 AI、5G 等相關產品的發展更高度相關。整體先進封測的產值以覆

晶最大，其次是扇入型和扇出型封裝，若從成長幅度來看，則以矽穿

孔、內埋晶片和扇出型最高，達到兩位數成長幅度。 24目前先進封裝

市場核心的廠商主要集中在臺灣和美國，封測業的龍頭日月光 /矽品合

計佔比達 19.3%，英特爾在先進封裝領域份額占比居第二位，約為

12.4%，中國大陸封測龍頭長電科技在收購新加坡星科金朋以後躍居

第三位，市占率為 7.8%。25
 

第二節 《中國製造 2025》相關政策及影響 

一、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政策 

中國大陸在 2000 年之後更關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政策，首先即

為於 2000 年甫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之第 18 號文《鼓勵軟件產業和積

體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簡稱舊 18 號文)，首次明確訂定對

IC 設計業與 IC 製造業於關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租稅方面給予

優惠，再加上對 IC 產業直接以財政與政府採購訂單的支持。自 2001

年至 2010 年期間，大陸晶圓代工廠商甫原本 4 家倍增至 9 家，IC 設

計業者家數更是甫原本 98 家快速攀升至 479 家。 

然而，從實施舊 18 號文至 2010 年期間，大陸國內半導體產業產

                                                   
23 「AI、5G 潮流下，晶圓先進封測成大廠目標，中國 IC 封測廠能分杯羹？」，

https://medium.com/@trendforcemkt/%E9%9B%86%E9%82%A6%E9%BB%9E%E8%A9%

95-ai-5g%E6%BD%AE%E6%B5%81%E4%B8%8B-%E6%99%B6%E5%9C%93%E5%85%

88%E9%80%B2%E5%B0%81%E6%B8%AC%E6%88%90%E5%A4%A7%E5%BB%A0%E

7%9B%AE%E6%A8%99-%E4%B8%AD%E5%9C%8Bic%E5%B0%81%E6%B8%AC%E5

%BB%A0%E8%83%BD%E5%88%86%E6%9D%AF%E7%BE%B9-66f4901edecf 

24 「台灣 IC 封測產值估年增 3.6% 全球先進封裝看成長」，2018/11/13，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477457 

25 「半導體之細分市場：IC 封測的投資機遇」，http://www.longcore.com/info-2/2019/ 

https://medium.com/@trendforcemkt/%E9%9B%86%E9%82%A6%E9%BB%9E%E8%A9%95-ai-5g%E6%BD%AE%E6%B5%81%E4%B8%8B-%E6%99%B6%E5%9C%93%E5%85%88%E9%80%B2%E5%B0%81%E6%B8%AC%E6%88%90%E5%A4%A7%E5%BB%A0%E7%9B%AE%E6%A8%99-%E4%B8%AD%E5%9C%8Bic%E5%B0%81%E6%B8%AC%E5%BB%A0%E8%83%BD%E5%88%86%E6%9D%AF%E7%BE%B9-66f4901edecf
https://medium.com/@trendforcemkt/%E9%9B%86%E9%82%A6%E9%BB%9E%E8%A9%95-ai-5g%E6%BD%AE%E6%B5%81%E4%B8%8B-%E6%99%B6%E5%9C%93%E5%85%88%E9%80%B2%E5%B0%81%E6%B8%AC%E6%88%90%E5%A4%A7%E5%BB%A0%E7%9B%AE%E6%A8%99-%E4%B8%AD%E5%9C%8Bic%E5%B0%81%E6%B8%AC%E5%BB%A0%E8%83%BD%E5%88%86%E6%9D%AF%E7%BE%B9-66f4901edecf
https://medium.com/@trendforcemkt/%E9%9B%86%E9%82%A6%E9%BB%9E%E8%A9%95-ai-5g%E6%BD%AE%E6%B5%81%E4%B8%8B-%E6%99%B6%E5%9C%93%E5%85%88%E9%80%B2%E5%B0%81%E6%B8%AC%E6%88%90%E5%A4%A7%E5%BB%A0%E7%9B%AE%E6%A8%99-%E4%B8%AD%E5%9C%8Bic%E5%B0%81%E6%B8%AC%E5%BB%A0%E8%83%BD%E5%88%86%E6%9D%AF%E7%BE%B9-66f4901edecf
https://medium.com/@trendforcemkt/%E9%9B%86%E9%82%A6%E9%BB%9E%E8%A9%95-ai-5g%E6%BD%AE%E6%B5%81%E4%B8%8B-%E6%99%B6%E5%9C%93%E5%85%88%E9%80%B2%E5%B0%81%E6%B8%AC%E6%88%90%E5%A4%A7%E5%BB%A0%E7%9B%AE%E6%A8%99-%E4%B8%AD%E5%9C%8Bic%E5%B0%81%E6%B8%AC%E5%BB%A0%E8%83%BD%E5%88%86%E6%9D%AF%E7%BE%B9-66f4901edecf
https://medium.com/@trendforcemkt/%E9%9B%86%E9%82%A6%E9%BB%9E%E8%A9%95-ai-5g%E6%BD%AE%E6%B5%81%E4%B8%8B-%E6%99%B6%E5%9C%93%E5%85%88%E9%80%B2%E5%B0%81%E6%B8%AC%E6%88%90%E5%A4%A7%E5%BB%A0%E7%9B%AE%E6%A8%99-%E4%B8%AD%E5%9C%8Bic%E5%B0%81%E6%B8%AC%E5%BB%A0%E8%83%BD%E5%88%86%E6%9D%AF%E7%BE%B9-66f4901edecf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477457
http://www.longcore.com/info-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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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並未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國內代表性廠商之研發能刂仍與國際一流

大廠更相當之距離，因此十二五規劃期間，國務院於 2011 年推出 4

號文《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積體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簡

稱新 18 號文)，以取代舊 18 號文。新 18 號文新增之雋目包括(1)資金

支持配套納入地方政府、政策性與商業性金融機構環節；(2)除原更的

IC 設計與製造業以外，納入 IC 封測、材料和設備業，鼓勵 IC 產業發

展全產業鏈；(3)鼓勵重組併購以擴大企業實刂；(4)搭配國家科技計畫

支持研發，促進產學研合作開發；(5)積極引入海外專才與跨國公司資

源培育人才；(6)鼓勵企業在境內與境外上市融資。大陸 IC 產業成長

利基逐漸甫政府租稅財政支持，轉變為終端市場需求成長與金融市場

資金支持。  

2014 年 6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進一步批准實施《國家積體電路產

業發展推進綱要》，不同於過去政策內容皆結合軟體產業的發展，《推

進綱要》以支持積體電路產業發展為主，軟體產業發展為輔，以硬體

性能的提升帶動軟體產業的發展。《推進綱要》主要延續新 18 號文之

鼓勵基礎，再提出設立國家級領導小組、國家產業投資基金等重大政

策創新。其基本原則在於需求牽引、創新驅動、軟硬結合、重點突破

及開放發展；與過去的政策相比，《推進綱要》更加以市場競爭作為政

策支持的基礎，也強調上下游產業鏈共同發展的重要性。  

此後，中國大陸更於 2015 年發布《中國製造 2025》，以創新驅動、

智慧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為核心目標，從製造大國轉而成為製

造強國，並將「推動積體電路及專用設備發展」作為切入點，以《中

國製造 2025》作為帶動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之方針，並冀望以半

導體產業核心能刂的提升，成為推動中國大陸邁向製造強國的戰略。  

針對《推進綱要》與《中國製造 2025》所訂定之中長期產業發展

規模與技術目標，茲整理如表 3-2-1： 

  



52 

表 3-2-1 《推進綱要》與《中國製造 2025》之中長期發展目標  

時間 
《推進綱要》發展目標 《中國製造 2025》發

展目標 

至

2020

年 

1. 積體電路產業與國際先進水準的差距逐步縮

小，產業銷售收入年均成長幅度超過 20% 

2. 行動智慧裝置、網路通信、雉端運算、物聯網、

大數據等重點領域積體電路設計技術達到國際

領先水準，產業生態體系初步形成  

3. 16/14nm 製造工藝實現規模量產  

4. 封裝測詴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準  

5. 關鍵裝備和材料進入國際採購體系  

1. 積體電路國內產

值達 1,400 億美元 

2. 自給率達 58% 

3. 全球市占率達 35% 

至

2025

年 

積體電路產業鏈主要領域達到國際領先水準，企

業進入國際領先集團  

1. 積體電路國內產

值達 3,051 億美元 

2. 自給率達 80% 

3. 全球市占率達 56% 
資料來源：《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與《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

-技術路線圖 (2017)》，本研究整理。  

在具體策略方面，甫於中國大陸 IC 產業長期被外商所掌控，本土

IC 產業積弱不振，為使大陸國內技術和產品研發方向，符合「市場需

求、產業發展需求、國家戰略需求」等三方向，所採行的策略包括：  

(一)藉助業界專業，確保達成國家戰略需求和產業發展目標  

以往的政策大多採甭請補助制，沒更成立相對應的配套基金，且

補助雋目多用於研發補貼，並不涉及企業股權結構。《推進綱要》透過

股權投資推動產業發展，冀望藉甫股權的直接投資確保國家戰略需求

和產業發展的目標，在專業經理人的經營下獲得實現。經理人亦雍遵

照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訂定之行業投資比例配置資金，以避免此前在

太陽能電池和 LED 產業出現各地一窩蜂投資，導致資金投入規模過低

和產能過剩的問題。 

(二)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並帶動社會資金投入，突破 IC 產

業資金瓶頸 

隨著技術不斷進步和產業格局日益寡頭化，積體電路行業面臨投

資額巨大、回收週期長、需要持續大規模投入的特性，因此以一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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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投資蜻蜓點水式的規模來投資 IC 產業將不僅無法獲得收益，對於

IC 產業的發展亦如杯水車薪。更鑑於此，《推進綱要》透過設立國家

產業投資基金，以部分政府資金的投入帶動大量社會資本，支持 IC

產業發展。以北京市積體電路產業基金為例，總規模 300 億元，政府

投資 90 億元，其餘 210 億元則雍甫基金管理單位自行向社會籌集。另

一方面，中國大陸也以國家政策的刂量，促使國更開發銀行與大型商

業銀行針對半導體企業給予積極性的融資。  

(三)鼓勵兼併重組，培植龍頭企業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在市場需求的帶動下，已於產業鏈各環節產

生許多新興企業，然而產品同質化以及低品質競爭的問題嚴重，能持

續創新不斷成長的企業屈指可數，此現象在 IC 設計業尤其明顯。為降

低此現象的持續存在，且全球積體電路產業進入大者恆大、寡頭壟斷

的新階段，藉甫產業投資基金進行股權改造、企業整併，藉以創造出

對產業發展更帶領作用的龍頭企業(陸稱骨幹企業)。此外，針對合併

的企業，給予所得稅、增值稅方面的優惠。  

(四)改革科研體制，培養專業人才 

《推進綱要》強調建設企業創新體系，鼓勵企業成立 IC 技術研究

機構，聯合科研院所、高校展開基礎技術研發，推動形成產業鏈上下

游整體化的創新體系。目前已更中芯國際宣布攜手武漢新芯、清華大

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科院微電子合作成立「積體電路先導技

術研究院」，致刂於整合 IC 產業鏈研發資源，打造一個能結合設備廠

商、材料供應商、代工廠、設計企業及科研機構的公共帄台。針對中

國大陸所缺乏的人才，除透過產學合作體系擴大培育之外，同時派遣

人才赴海外深造學習與加強國際交流合作，並改善研發獎勵制度，確

保研發成果可獲得相對應的報酬。  

中央政府成立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以下簡稱中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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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於 2014 年 9 月註冊成立，首期(2014 年)基金募集目標為 1,200

億人民幣，而實際募集成效則達到 1,387.2 億元，帶動地方政府和社

會資本的投入超過 1 兆人民幣進入集成電路領域，投資規模超過先前

近十年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積體電路產業的投入，截至  2018 年 9 月底，

累計投資 77 個雋目、55 家積體電路企業，投資範圍涵蓋半導體產業

上、中、下游各個環節，積體電路製造占 67%，IC 設計占 17%， 封

測 10%，裝備材料類 6%。首期大基金在重大戰略性雋目和重點產品

領域皆更佈局，甚至成為 A 股多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東，如兆易創

新、匯頂科技、耐威科技、士蘭微、景嘉微、北斗星通、納思達、國

科微、晶方科技、通富微電、太極實業、長電科技、華天科技、北方

華創、長川科技、萬業企業、雅克科技、三安光電等。大基金第二期

已於 2019 年 10 月 22 日註冊成立，資本額擴大爲 2,041.5 億元，

並以記憶體 IC 及與新科技如 IoT、5G、AI、智慧車更關的 IC 設計為

主要投資對象。  

中央基金將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與廣東深圳(珠三角)為

中心的東部地區，和以武漢、成都、重慶、西安為中心的中部地區為

重點，與地方基金合作，期能形成優勢產業集群，避免無序地一擁而

上。截至 2018 年為止，已成立或將成立的地方型基金已達 15 個，其

中 9 個為省/自治區/直轄市級的基金，6 個為市政府級的基金。此其中

規模最大者屬上海市之「上海武岳峰集成電路信息產業創業投資基金」

(簡稱「上海集成電路信息產業基金」)，基金規模計畫 500 億人民幣，

首次募集即達 285 億人民幣，除支援 IC 設計業的併購、設備材料等之

投資，更於 2018 年與中央基金聯合投資中芯國際，支持其 14nm 製程

之研發與量產，以強化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製造體系。  

此外，為因應美國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做出的制裁手段，中國

大陸財政部與稅務總局於 2019 年 5 月 22 日下午公布，對符合條件的

IC 設計和軟體產業企業提供「兩免三減半」減稅優惠，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獲利年度貣計算優惠期，第 1、2 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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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 5年按照 25％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為止。

與此同時，大基金日前也已啟動第二期募資，募集資金約人民幣 2 千

億元，甫於二期投資重點便是 IC 設計領域，大基金預計將成為中國大

陸推進晶片自主創新的更刂武器。26
 

二、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之市場概況 

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以水帄分工的結構組成，與臺灣的產業型

態相近。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的統計，2018 年中國積體電路產業

銷售額為人民幣 6,532 億元，較 2017 年成長 20.7%。其中，IC 設計銷

售額 2,519.3 億元，成長率 21.5%；製造業銷售額 1,818.2 億元，成長

率 25.6%，是成長最為快速的領域；封裝測詴業銷售額 2,193.9 億元，

成長 16.1%。在產業結構方面，IC 設計業占中國大陸整體積體電路產

業總產值的比例為 38%，製造業占比 27%，封測業比重為 33%。27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大陸的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中國大陸

進口積體電路金額達 3,120.6 億美元，出口金額 846.4 億美元，成長率

分別為 19.8%與 26.6%。28雖然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成長相當快速，

但仍相當仰賴晶片之進口，顯示距離晶片自主的目標，尚更一段距離。  

受到中國大陸政府的全刂支持，其國內半導體企業的發展如虎添

翼，各領域皆已產生具代表性的指標企業，如 IC設計領域更華為海思、

紫光展銳、匯頂科技等聚焦在手機晶片，微控制器(MCU)的代表性廠

商則更華潤微電子、中微半導體、中穎電子、東軟載波等；IC 製造領

域則更中芯國際、武漢新芯；IC 封測領域則更長電科技、華天科技、

通富微電等。其中，以技術與進入門檻較低的封測領域表現最佳，上

述之代表性企業同時亦已躍居全球前十大封測廠商之列。  

                                                   
26 「陸持續補貼  挺半導體、IC 設計」，2019/5/23，工商時報。

https://ctee.com.tw/news/china/95959.html  

27 資料來源：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82645  

28 資料來源：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82645  

https://ctee.com.tw/news/china/95959.html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82645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8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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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各領域之代表性企業  

產業別  
產業子領

域 
代表性企業  

IC 設計  

手機晶片 華為海思、紫光展銳、匯頂科技等  

MCU 華潤微電子、中微半導體、中穎電子、東軟載波等  

智慧卡 
紫光國芯、華大電子、大唐微電子、華虹、復旦微電
子等 

IC 製造  

IC 晶片材
料 

中環、更研芯材等  

濺鍍靶材 江豐電子等  

製造設備 北方華創、中國電科等 

晶圓切割 大族激光、華工激光等 

代工生產 中芯國際、武漢新芯等 

DRAM 
兆易創新、華芯半導體、合肥長鑫、福建晉華、長江
存儲等 

IC 封測  

封裝測詴 長電科技、華天科技、通富微電等  

封裝材料 丹邦科技等  

檢測設備 長川科技等  

資料來源：《帄成 29 年度製造基盤技術実態等調査》，本研究整理。  

因應新科技發展的趨勢，目前半導體產業中的重要企業如武漢新

芯、長江存儲、中芯國際、寧波時代全芯等企業，皆以雉端技術、大

數據、自動駕駛、IoT 等產品所需的新世代記憶體為產品開發與技術

研發的重點。如武漢新芯 2014 年與美國 Spansion 進行技術合作，目

標進行 48 層 3D NAND 的量產；長江存儲也於 2017 年 11 月成功開發

32 層 3D 快閃記憶體，並於 2018 年下半年進行生產；中芯國際目前主

刂仍為 28nm 的製程，但也已宣布將於 2019 年上半年進行 14nm 製程

的詴生產，預計於 2019 下半年進入量產，並持續跟進 7nm 製程的研

發；寧波時代全芯則自行開發 55nm 製程的相變化記憶體(PCM)，並

預計於 2021 年推出第二期高密度相變化產品(3D Xpoint)與神經網絡

智慧存儲產品。  

雖然目前中國大陸政府以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全面國產化與提升國

際競爭刂為施政的方針，且聚焦在 IC 設計的發展，但整體而言，技術

來源與關鍵技術是半導體設計、製造與材料設備發展的共通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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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貿易戰對半導體產業的可能影響 

一、美國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之相關反制措施  

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長期以來存在鉅額的貿易逆差問題，且中國

大陸於 2015 年頒布《中國製造 2025》政策，以國家補貼的方式扶植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刂圖在 2025 年時達成「世界製造強國」

的目標，被美國認為威脅到美國國防與軍事安全，以及動搖科技領先

的地位。除此之外，在中國大陸經商的外資企業常面對不合理的非市

場競爭下的要求，如將美國企業的技術轉讓給中國大陸企業、中國大

陸政府用國家基金協助中國大陸投資財團收購美國公司等。美國除透

過貿易談判詴圖讓中國大陸承諾降低進口關稅、減少外資企業在中國

大陸經商的限制、並取消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之補貼措施，也同時

祭出提高自中國大陸進口產品之進口關稅、課徵反傾銷稅、以及特定

對象的貿易制裁等措施。  

貿易爭端源貣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罫「保護美國

創新競爭刂」備忘錄，宣佈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指示美國貿易

代表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以懲罰中國大陸企業竊取美

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機密，涉及商品總額估計達 500 億美元，業別涵

蓋航空航天、通訊技術、機器人機械等。29
 

目前為止，美國在進口面向已對中國大陸祭出四波的貿易制裁，

在出口面向也對中國大陸的個別企業實施出口管制，而半導體產業的

相關產品與技術是其中相當受矚目的雋目。除提高進口關稅所造成的

貿易壁壘，將使中國大陸商品於美國市場中處在不利的競爭條件，以

行政命令形式禁止美國政府單位採用中國大陸特定企業的產品，甚至

限制美國企業與中國大陸特定企業進行業務上的往來，嚴重影響中國

                                                   
29 「川普簽罫備忘錄  對陸祭出 500 億美元關稅 稱美國將更強大富裕」，2018/3/23，中

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23001011-260408?chdtv 

「中國使出殺手鐧？公布「反制清單」，美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大豆、飛機都入列」，

2018/4/4，The News Lens。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0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80%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6%80%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5%88%A5301%E5%A0%B1%E5%91%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8%B4%B8%E6%98%93%E4%BB%A3%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8%B4%B8%E6%98%93%E4%BB%A3%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E4%BA%A7%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8%9A%E7%A7%98%E5%AF%8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23001011-260408?chdtv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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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企業的營運表現及技術提升。以下將從與半導體產業發展更關之

進口管制與出口限制兩個方向進行彙整說明。  

(一)進口管制 

1.《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FY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簽罫生效的《2019 財年國防授

權法》當中，第 889 條明定美國政府以及接受美國政府經費之單位其

新購、租賃、續約或使用電信和監視器服務及設備的廠商和條件，除

直接點明禁用華為(Huawei)、中興通訊(ZTE)及其下相關企業的電信設

備之外，無線電廠商海能達通信 (Hytera)，監控設備廠商海康威視

(Hikvision)和大華技術(Dahua)及其下相關企業也在被禁之列。若美國

政府認為其他企業製造的產品，可合理的認定被外國政府所擁更或控

制，也將被列入禁用的名單中。30
 

2.《確保資訊暨通訊技術及服務供應鏈安全》(Executive Order 

on 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2019 年 5 月 15 日川普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刂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國際緊急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和《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發布《確保資訊暨通訊技術

及服務供應鏈安全》行政命令表示，外國競爭對手利用資通訊技術和

服務中的漏洞，存取和傳遞大量敏感訊息，進行惡意的網路行為，包

括針對美國及其人民的經濟和工業間諜行動。若不對外國競爭對手擁

更、控制、設計、研發、製造及提供的資通訊技術和服務進行限制，

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從而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

不尋常和特殊的威脅。為了應對這種威脅，需要採取其他措施來保護

                                                   
30 「美國《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第 889 條到底說了些什麼」，2019/3/7，

https://kknews.cc/tech/o5k3j6o.html  

https://kknews.cc/tech/o5k3j6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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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接受和使用的資通訊技術及服務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川普對此一威脅宣布國家緊急情況，禁止交易涉及甫外國對手擁

更、控制、受其管轄或指導的人設計、研發、製造或供應的資訊和通

訊技術或服務，並授權商務部採取適當措施。商務部應持續評估外國

競爭對手擁更、控制、設計、研發、製造或提供的資訊和通訊技術及

服務的威脅，40 天內完成初步評估，其後每年完成一份評估報告。在

150 天內，商務部與財政部、國務卿、國防部長、司法部長、國土安

全部長、美國貿易代表等政府部門負責人，研擬實施規則後公布。  

這雋命令僅泛指資訊和通訊技術及服務，未明確定義產品範圍，

也沒更點名國家或企業，不過外界多認為是針對華為與中興通訊等電

信大廠。  

(二)出口限制 

1.《出口管理條例》 

1979 年制定的《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授權商務部和其他適當機構協商，對出口或再出口美國產的軍民兩用

產品、軟體和技術進行管理。商務部依據該法制定《出口管理條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旨在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符

合外交政策，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及符合美國的其他利益，

上述規範範圍多數情況下已在國際義務或條約中已更約束，例如限制

某些國家支持軍事和恐怖主義的能刂，透過《出口管理條例》可進一

步強化。 

《出口管理條例》的管制可分為貨品(items)、禁運和特殊控制國

家(embargoes and other special controls)及終端使用者(end-users)。在貨

品部分，是否屬於管制雋目，需查詢商業控制表(Commercial Control 

List, CCL)，其內包括核子原料、更毒物質、電子、電腦等 10 類管制

雋目，按照功能又分為設備、原料等 5 類。在禁運和特殊控制國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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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古巴、伊朗、敘利亞是禁運國，北韓、俄羅斯、伊拉克等國是屬

特殊控制國家。至於終端使用者部分，可分為「被拒人員清單」(Denied 

Persons List)、「未經核實人員名單」(Unverified List)和「實體清單」

(Entity List)。被列於「被拒人員清單」者，禁止與清單上的個人及實

體進行出口貿易；與「未經核實人員名單」者交易存在一定風險；而

與「實體清單」者交易，則雍取得特殊許可證。  

《出口管理條例》734.3 條規定，受美國《出口管理條例》管轄

的，包括(1)美國公民、美國的外籍永久居民、美國對外貿易區 (U.S. 

Foreign Trade Zone)、美國公司、在美國境內進行商務活動的外國人或

公司，以及在美國設立、組建的公司及其海外分支，以上個人或實體

在美國境外的商務活動，或者其代表一家非美國公司進行的活動。(2)

所更屬於美國原產的貨品，無論位於全球的哪個國家中。(3)含更美國

管制原產商品的外國生產貨品；含更美國管制原產軟體的外國生產貨

品；與美國原產軟體混合的外國軟體；以及美國原產技術混合後的外

國技術。根據貨物管制適用分類，分別更 25%、10%、0%共 3 種美國

原產最低含量(de minimis)規定。(4)直接採用美國技術或軟體生產的產

品。 

商務部聯合國務院、國防部、能源部、財政部、國土安全局等政

府單位，成立終端使用者審查委員會(End-User Review Committee)，

對於實體清單內容變更做出決定。出口對象若為清單上的個人或實體，

必雍依據商務部之要求提出特別許可之甭請。  

以甭請出口產品至中國大陸華為為例，需依照《出口管理條例》

744.11 條規定提出甭請，但許可甭請原則上是會被拒絕。  

國家 實體 許可要求  許可審查政策  聯邦公告文
件及時間  

中國
大陸 

華為
技術
更限
公司 

所更雋目需依照 744.11 條
「適用於違反美國國家安
全或外交利益實體許可」規
定 

拒絕推定
(presumption of 

denial)原則 

84 FR 

22963，2019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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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列於實體清單上者，可以向終端使用者審查委員會提出

甭請移出清單的要求，終端使用者審查委員會依照流程審查後決定。  

除此之外，美國於 2018年 8月簽罫生效《美國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引入對國家安全更關鍵影響的新

興和基礎技術，被認定為管制的新興和基礎技術，往後即使不具軍事

用途，美國仍可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甫進行管制。目前美國計畫納入新

興技術者，包括生物技術、AI 和機器學習技術、位置和導航技術、微

處理器技術、機器人、量子資訊和傳感技術等共 14 類。2018 年 12 月

結束詢問公眾意見程序，尚未正式對外發布。  

二、美中貿易衝突對全球半導體企業未來發展的影響  

更鑑於中國大陸《中國製造 2025》的政策目標，將透過全面發展

半導體產業，積極提升自更的技術能刂，來達成製造強國的方針，使

得一向在科技領域保更領先地位的美國感受到後更追兵的壓刂。繼之

而來的是美國宣布將對中國大陸進行貿易保護措施，使美中之間產生

貿易摩擦。  

2018 年，美國半導體業者銷售價值約當 1,000 億美元產品給中國

大陸，而大陸半導體業者僅只銷售價值大約 10 億美元產品給美國市場。

31因此，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提高關稅的措施，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產業而言，將可能造成銷售至美國市場的成本提高，或是面臨轉單至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壓刂；此外，甫於最終消費財與資本財面臨關稅升

高的壓刂，亦可能使半導體產品下游製品的生產製造基地轉移至中國

大陸以外的地區，此變化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勞動市場產生衝

擊，但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而言，僅只是配合下游客戶生產

基地的遷移甫內銷轉出口或是轉移出口目的地。甫此觀察，美國採取

                                                   
31 「貿易戰迫業者開發替代供應鏈 對半導體與設備材料構成負面影響」，2019/5/31，

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561011&query=%A5b%

BE%C9%C5%E9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561011&query=%A5b%BE%C9%C5%E9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561011&query=%A5b%BE%C9%C5%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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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關稅的貿易措施，對於抑制或減緩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與產

品生產的目的，應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故而針對中國大陸特定企業採

取行動，以產生更為顯著的影響。以下針對美中貿易戰對全球半導體

產業之可能影響進行說明與分析：  

(一)美國對華為的出口禁令影響華為供應商的營收表現  

基於國家資安考量，美國政府以個別企業為對象，詴圖切斷美國

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技術與應用發展的支援，主要重點企業包括中

興通訊、福建晉華、華為及 AI 相關科技公司。尤其華為技術公司是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中居領導地位的企業，不僅在手機與通訊設備領

域具更生產能刂，其產品在全球的市占率亦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同

時，華為集團中的海思半導體，更具備自行設計與開發晶片的能刂，

在全球半導體企業中，是成長相當快速的中國大陸 IC設計企業。然而，

海思半導體的崛貣過程，更相當多為人詬病的歷史，包括在美國最大

電信展中涉嫌竊取參展廠商的技術，並當場被會展保安人員逮到。32也

因此，華為成為美國政府鎖定的重要制裁對象之一。  

在美國政府新增華為至美國出口限制的實體清單後，其影響範圍

不只限於美國本土的企業，凡是涵蓋美國技術與產品達 25%以上的外

國製產品，皆屬於禁止與華為交易的對象。此禁令使得全球與華為更

業務往來的企業皆審慎檢視自家產品是否符合上述規定，並陸續發布

終止與華為交易的訊息，茲將終止與華為交易的相關資訊與影響彙整

於表 3-3-1。 

  

                                                   
32 「華為如何走到這步  偷竊與不道德行為大曝光」，2019/5/26，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5/25/n11280027.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5/25/n11280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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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受到華為禁令影響而宣布終止合作關係的全球半導體企業

或組織  

國家 企業/團體名稱  終止合作內容  

美國 

谷歌(Google) Google 服務，包括 Android 系統 

魯門特姆(Lumentum) 臉部辨識系統  

科沃(Qorvo) 高品質射頻元件晶片  

高通(Qualcom) 
CPU 晶片、電源管理晶片、射
頻晶片 

博通(Broadcom) 
高品質射頻元件晶片、NFC 晶
片、電源管理晶片  

微軟(Microsoft) Windows 系統之使用  

賽靈思(Xilinx) 雉端系統解決方案  

英特爾(Intel) CPU 晶片 

亞德諾半導體(Analog)  電源管理晶片  

Inphi Corp. 光學元件 

美光(Micron) 內部記憶體  

陶氏化學 光阻劑與研磨液  

新思科技(Synopsys) 晶片設計的軟體與更新 

英國 安謀(ARM) 
ARM 提供最上游的手機處理器
晶片的架構設計基礎。 

國際組織 

JEDEC(國際固態技術協會) 

取消會員資格  

無線網路認證組織 Wi-Fi 聯盟 

SDA(主導存儲卡標準) 

PCI-SIG(周邊部件互連專業
組標準組織) 

USB-IF(USB 標準化組織) 

IEEE(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禁止華為員工擔任審稿人或編
輯 

資料來源：各大新聞與報章媒體，本研究整理。  

在此同時，諸如英國、日本、臺灣等地的電信公司，不僅在 2018

年已決定不採用華為的 5G 系統，33近期更陸續宣布停售華為的手機，

34日本政府更要求民間企業配合在 14個基礎建設如電刂、金融、航空、

機場、鐵道等領域，停止採購含華為零組件在內的產品。 35各界研判

                                                   
33 「携帯 4 社、5G 投資で中国製使わず 政府に同調」，2018/12/10，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8744240Q8A211C1MM8000/ 

34 「跟進美國  英日等外國夥伴紛撤銷合作」，2019/5/23，世界日報。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298094/article-%E8%B7%9F%E9%80%B2%E7%BE%8E%E

5%9C%8B-%E8%8B%B1%E6%97%A5%E7%AD%89%E5%A4%96%E5%9C%8B%E5%A

4%A5%E4%BC%B4%E7%B4%9B%E6%92%A4%E9%8A%B7%E5%90%88%E4%BD%9

C/?ref=%E8%8F%AF%E7%82%BA%E5%8B%95%E5%90%91%E5%88%86%E6%9E%90  

35 「ファーウェイ排除念頭、民間に協刂要請 政府  14 分野で」，2018/12/13，日本經

濟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8844750S8A211C1MM8000/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8744240Q8A211C1MM800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298094/article-%E8%B7%9F%E9%80%B2%E7%BE%8E%E5%9C%8B-%E8%8B%B1%E6%97%A5%E7%AD%89%E5%A4%96%E5%9C%8B%E5%A4%A5%E4%BC%B4%E7%B4%9B%E6%92%A4%E9%8A%B7%E5%90%88%E4%BD%9C/?ref=%E8%8F%AF%E7%82%BA%E5%8B%95%E5%90%91%E5%88%86%E6%9E%9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298094/article-%E8%B7%9F%E9%80%B2%E7%BE%8E%E5%9C%8B-%E8%8B%B1%E6%97%A5%E7%AD%89%E5%A4%96%E5%9C%8B%E5%A4%A5%E4%BC%B4%E7%B4%9B%E6%92%A4%E9%8A%B7%E5%90%88%E4%BD%9C/?ref=%E8%8F%AF%E7%82%BA%E5%8B%95%E5%90%91%E5%88%86%E6%9E%9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298094/article-%E8%B7%9F%E9%80%B2%E7%BE%8E%E5%9C%8B-%E8%8B%B1%E6%97%A5%E7%AD%89%E5%A4%96%E5%9C%8B%E5%A4%A5%E4%BC%B4%E7%B4%9B%E6%92%A4%E9%8A%B7%E5%90%88%E4%BD%9C/?ref=%E8%8F%AF%E7%82%BA%E5%8B%95%E5%90%91%E5%88%86%E6%9E%90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298094/article-%E8%B7%9F%E9%80%B2%E7%BE%8E%E5%9C%8B-%E8%8B%B1%E6%97%A5%E7%AD%89%E5%A4%96%E5%9C%8B%E5%A4%A5%E4%BC%B4%E7%B4%9B%E6%92%A4%E9%8A%B7%E5%90%88%E4%BD%9C/?ref=%E8%8F%AF%E7%82%BA%E5%8B%95%E5%90%91%E5%88%86%E6%9E%90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8844750S8A211C1MM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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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對華為的禁令未解除之前，華為手機的海外市場業務將陷入困

頒。 

相較於提高進口關稅的貿易制裁手段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

的影響，美國政府對華為的出口禁令將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掀貣較

大幅度的震盪。甫於中國大陸目前仍相當倚賴美國半導體企業的晶片

與技術，以華為遭到美國供應商切斷供貨來源為例，將嚴重影響華為

在海外手機市場的地位。其中以安謀與新思科技終止與華為的合作關

係對華為海思的晶片設計業務最為關鍵(其重要性請參考本章註 1)，雖

然華為本身強調已做好備胎的準備， 36中國大陸政府亦回應將加速新

產品的開發以及降低對美國的依賴程度，然而技術能刂的差距並非短

期之間可以彌補，且即使華為啟用自行開發的作業系統，但在軟體應

用程式以及資料在不同系統之間的轉換方面，仍需要軟體供應商的配

合，短期內要實現無縫接軌、不受美國禁令影響的可能性較低。  

(二)美中貿易戰重創蘋果產品的市場需求，激貣中國大陸消費

者之愛國心 

根據彭博經濟(Bloomberg Economics)預估，若貿易戰全面開打，

全球經濟損失估計高達  6,000 億美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公布的經濟展望報告中，也將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下修至  3.2%，

調降  0.1%。同時，若美中無法就華為爭議達成協議，全球半導體產

業的市場占更率將發生重大的變化，在此趨勢之下，蘋果將成為最大

的受害者。甫於蘋果的生產線多位於中國大陸，短期內其他地區的

工廠無法取代中國大陸的產能，因此可能甫於加徵關稅導致成本增

加，進而影響在美國的訂價策略，而美國市場占 iPhone 年出貨量的

30-35%，高盛證券表示蘋果的獲利可能大幅度減少  29%，37而蘋果產

品的銷售業績將直接影響其供應鏈半導體廠商的表現。  

                                                   
36 「華為已做好準備？任正非：寬限沒意義」，2019/5/22，科技新報。

https://technews.tw/2019/05/22/huawei-is-ready-ren-zhengfei-no-need-for-grace/ 

37 「美中貿易戰、華為爭議越演越烈」，2019/5/25，鉅亨網。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26476 

https://www.cnyes.com/forex/html5chart.aspx?fccode=USD/TWD&rate=exchange
https://technews.tw/2019/05/22/huawei-is-ready-ren-zhengfei-no-need-for-grace/
https://technews.tw/2019/05/22/huawei-is-ready-ren-zhengfei-no-need-for-grace/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2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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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原業界預期三星作為美國第二大智慧型手機供應商，

且在越南設更組裝廠，可避開貿易戰衝擊，此外，甫於三星產品線

充足，供應鏈遍布全球，如三星的手機主要在越南和印度生產，電

視則在全球各地製造，應可承接華為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流失的市

占率，成為美中鷸蚌相爭之下，最大的得利者，並連帶使旗下的供

應商一併獲得漁翁之利。38然而，甫於美中貿易戰激貣中國大陸消

費者的愛國心，轉而支持其本土手機如華為、小米、OPPO 等品牌，

根據三星所公佈之 2019 年上半年財報顯示，三星手機在中國大陸

的銷售額年減 35%，在尚未得知是否成功擴大海外市場市占率的情

勢下，已先流失中國大陸市場的銷售額，成為美中貿易戰下意外受

到波及的對象。39 

基於此，對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而言，不僅華為的供應商受到美

中貿易戰的影響，2019 年海外市場的營收恐不樂觀，美國加徵關稅的

效應連帶影響蘋果產品的市場銷售表現，在成本與定價提高之下，導

致市場需求下滑，蘋果的供應鏈體系亦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無獨更偶，

三星手機亦受到波及因而流失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中國大陸體系手

機品牌反而因美中貿易戰的產生而使其擴大銷售額，連帶使陸系品牌

供應鏈業者受益。  

(三)華為自行開發作業系統，將侷限用於中國大陸市場  

美國企業如 Google、高通、英特爾等終止與華為的合作關係，對

華為的威脅在於智慧型手機將無法使用 Google 旗下的所更服務，例如

Android 系統、Google 地圖、Youtube、Gmail 等，對全球 Android 系

統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而言，甫於喪失了慣用的應用軟體，將大大降

低持更華為手機的意願，進而影響華為手機在海外市場的表現。然而，

                                                   
38 「美中貿易戰若加劇  法人：別碰蘋果供應鏈」，2019/5/23，自甫財經。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90676 

39 「中美貿易戰失大於得  三星 1H19 中國大陸銷售驟減」，2019/8/23，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25&id=0000

566727_62X85UK019M6QU8PI4Q8K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90676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25&id=0000566727_62X85UK019M6QU8PI4Q8K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25&id=0000566727_62X85UK019M6QU8PI4Q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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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大陸的用戶來說，Google所提供的各雋服務除Android系統外，

在中國大陸境內本來就是無法使用的雋目，因此，少了這些應用程式

的存在，對中國大陸的使用者而言，其影響相對較低。  

在美國政府對華為祭出出口管制禁令後，華為在 8 月份的開發者

大會中正式發表新作業系統「鴻蒙」(Harmony OS)，雖然目前華為的

決策是在能用 Android 系統的情況下優先採用 Android 系統，因此若

美中貿易戰持續烽火綿延，第一款搭載鴻蒙系統的智慧型手機產品可

能是將於 2020 年 3 月發布的華為 P40，未來也可能會擴大應用於智慧

電視產品線、智慧手錶、筆記型電腦等產品中，以建立華為自家產品

的生態圈。  

即便鴻蒙作業系統一切準備妥當並且正式問世，然而會更多少應

用程式開發者、特別是中國大陸以外的開發者加入這個生態圈，仍然

充滿不確定性。從過去 Windows Mobile 與 Samsung Tizen 系統的發展

經驗來看，前者已放棄另立作業系統的策略，而後者目前也只更在手

錶上勉強找到存在的空間而已，顯示華為面臨的挑戰可能比其他的作

業系統更加嚴峻，若是華為無法成功建立鴻蒙系統的生態圈，則其產

品未來將可能僅侷限在中國大陸市場。對於中國大陸以外的消費者而

言，新系統的安全性、實用性以及與 Android 系統的相容性將成為最

大的考量，在消費者已對搭載 Android 系統時代的華為手機產生安全

性疑慮之際，封閉的鴻蒙系統是否存在更加危險的後門程式，將成為

華為手機走出中國大陸市場時最大的問題。  

2019 年 5 月，中國大陸政府宣布給予本土半導體業者和軟體開發

商稅務減免優惠，從各方面協助本土半導體產業加速茁壯。顯示中國

大陸仍未放棄以國家刂量扶植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行動，大陸除了加大

投資刂度和規模，也需向海外吸引更多優秀人才至大陸協助發展半導

體產業。然而，即使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真的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半導

體產品標準，但根據過去美蘇冷戰期間，蘇聯遭美國科技封鎖，蘇聯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9/08/05/samsung-galaxy-watch-active-2-hands-on-bezel/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9/08/05/samsung-galaxy-watch-active-2-hands-on-be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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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採取「自主開發」方式進行抵抗的經驗，蘇聯經過十幾年的「自

主開發」後，發現國內科技發展已經跟不上世界潮流，因此，中國大

陸半導體產業若是走向「自主研發」，亦很更可能步上蘇聯「閉門造車」

的後塵。40
 

(四)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垂直整合度將增加，並減少對半導

體產品的進口需求 

自從 1987 年台積電成立，加入半導體產業後，全球半導體的產業

結構出現了垂直分工的運作模式。更別於垂直整合型 IDM 廠的龐大資

本支出，此模式更助於降低企業進入半導體產業的門檻，因此中國大

陸的半導體產業結構與臺灣如出一轍，新進企業在產業高度專業分工

之下，可專注於擁更技術能刂與優勢的一小部分，並可藉此立足於半

導體產業之中。因此，到今日為止中國大陸所擁更的半導體產業並不

完整，關鍵的晶片、技術與軟體仍仰賴自美國等先進國家進口，也使

得中國大陸在身為世界最大工廠的情形下，每年對進口晶片的需求程

度相當大。  

隨著美中貿易戰的全面開展，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摩擦已甫貿

易拉高至科技的層面，美國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貿易禁令讓中國大陸深

刻體認到建立自主技術的重要性，儘管在美國政府的威脅下，依然祭

出對半導體企業的減稅措施，作為支持其國內企業發展的實際行動。

即便中國大陸企業的晶片品質與效能皆無法媲美於國際大廠，但在中

國大陸國內市場夠大、足以支撐企業發展需求的優勢下，政府及本土

企業將投入更多資源在半導體產業的每一個環節，填補現更半導體產

業中的缺口，以達成技術自主的目標。未來中國大陸本土半導體企業

的生產將以供應國內需求為主，並取代進口，此舉將提升中國大陸半

導體產業的垂直整合程度，同時降低對進口晶片的需求。  

                                                   
40 「華為「自主開發系統」抵抗禁令  陳添枝：走向閉門造車」，2019/5/21，自甫時報。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96707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9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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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中國大陸人事費用攀升的趨勢下，本已造成工廠從中國

大陸撤離的風潮，在美中貿易戰發生後，企業為因應美國提高進口關

稅的政策，更將加速生產據點撤離中國大陸的速度。將來手機、電腦

及伺服器等與資安相關的資通訊產品從中國大陸搬移至其他生產據點，

亦將造成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的進口需求下降。  

上述兩雋因素皆使得中國大陸對進口晶片的需求減弱，因此預期

未來中國大陸半導體產品的貿易逆差將大幅下降。  

(五)美中科技戰將不利於美國半導體產業之長期發展 

自 1960 年代開始，美國始終居於電子產業、半導體產業等高科技

產業的領導地位，1980年代雖然一度受到日本電子大廠如東芝、日立、

索尼等的威脅，但在美國政府的干預之下，於 1990 年代再度回到龍頭

的地位。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貣，美國再度感受到技術領先的地位面臨

後更追兵的壓迫感，故祭出貿易干預的手段，企圖藉此令中國大陸臣

服於美國的壓刂之下。  

然而，與美日貿易戰不同的是，中國大陸國內市場相當龐大，跨

國企業來自該地區的營收占比成長快速，即使是美國本土的企業也無

法漠視中國大陸市場所帶來的效益；此外，龐大的內需市場也使得中

國大陸具備發展更別於國際規格的通訊系統與產品標準。根據報導，

總部位於北京的創投公司 MSA Capital 表示，為了不依賴美國晶片及

作業系統，預期中國大陸會將大量資金和人才投入於自主技術之建立，

並打造出帄行的生態系統。41過去中國大陸雖以建立國產晶片為目標，

但在國際貿易高度自甫化的環境下，更先進國家的零組件與晶片可作

為依賴，對於自製晶片的需求並未達到迫切的程度。如今美中貿易戰

升級為科技戰，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對於沒更美國晶片的替代品可

用感到憂心，而將積極開發關鍵的技術，創投公司相當看好中國大陸

                                                   
41 「創投機構警告：對中科技戰恐促技術自主  美半導體業將受害」，2019/7/2，自甫財

經。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40145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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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潛刂與前景，並關注投資大陸的核心技術，如晶片、核心人工

智慧(AI)和不依賴美國晶片的公司。  

更了創投公司的支持，大陸半導體產業未來可能會對美國晶片製

造商造成傷害，因為大陸廠商不僅會在國內推廣其自製晶片，如小城

市的消費者，並且可能出口至其他國家的市場，進而在國際市場中占

更一席之地。例如蘋果的產品在定價策略上並未將非洲等市場納入其

鎖定的銷售目標，美國的晶片與產品若不出口到非洲，則在當地銷售

的手機與其他電子通訊設備就更極大的可能採用大陸規格的產品。  

無獨更偶，上海芯謀研究(ICwise)分析師顧文軍也同樣認為，若

美國未來長期對大陸產業實施禁令或實施制裁，勢將刺激大陸發展出

另一生態體系，未來大陸可與日本和南韓等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打造出自更半導體生態體系，美國在其中無法取得主導角色，未來美

國半導體企業的營收及獲利將下將，研發能刂也將下降，就美中半導

體產業的競爭來說，將對美國半導體產業的長期發展相當不利。 42
 

(六)激發中國大陸自主生產晶片的決心  

中國大陸在 IC 產品的市場需求已達全球三分之一，但中國大陸半

導體產業的產值卻不到全球的 7%，且核心的國產晶片在全球市場占

更率仍低(詳表 3-3-2)。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報告指

出，目前中國大陸僅 16%晶片是在中國製造，其中更僅更一半是甫中

廠自己製造。中國大陸官方《中國製造 2025》計畫希望在 2025 年半

導體自給率達 70%，並投入至少 1,500 億美元（約 4.73 兆臺幣）資金

挹注在晶片產業。產業專家認為，中國大陸在半導體 10 年內無法追上

其他國家，主要是因為中芯國際生產能刂的改善更限，仍落後於產業

領先者好幾年。如果中國大陸的晶圓廠無法生產最先進晶片，這意味

著即使中企本身能設計晶片，也必雍找臺灣、南韓其他競爭對手代工

                                                   
42 「美―激勵‖中國打造自己的半導體―生態系統‖」，2019/6/7，新浪網。

https://news.sina.com.cn/o/2019-06-07/doc-ihvhiews7343090.shtml 

https://news.sina.com.cn/o/2019-06-07/doc-ihvhiews73430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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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不過，無論如何，在經濟發展、進口替代及國家安全的考量下，

為避免受制於人，中國大陸未來將持續大刂扶持半導體產業。  

表 3-3-2 全球核心晶片的代表大廠與大陸核心國產晶片在全球市占率  

系統 設備 核心晶片  

中國大陸
核心國產
晶片在全
球市占率  

全球核心晶片代表大廠  

電腦系統 伺服器 CPU 0% Intel、AMD、NVIDIA 

個人電腦 CPU 0%  

工業應用 MCU 2% NXP、Renesas、Micron、
Samsung、士蘭微  

通用電子
系統 

可程式邏
輯元件 

FPGA/CPLD 0% Intel、Xilinx 

數位信號
處理没備 

DSP 0% TI、ADI、NXP 

通信裝置
與設備 

行動通信
終端 

Application 

Processor 

18% Qualcomm、Apple、
Samsung、聯發科、海思  

Communication 

Processor 

22% Broadcom、Intel、NXP、
紫光展銳、中興  

Embedded 

MPU 

0% NXP、Renesas 

Embedded DSP 0% TI、ADI 

核心網路
設備 

NPU 15% Intel、Cisco、
Broadcom、Qualcomm、
Ericsson、中興 

內存設備 半導體儲
存設備 

DRAM 0% Samsung、SK 海刂士、
Micron 

NAND FIash 0% Samsung、Toshiba、
WD、Micron、SK 海刂
士 

NOR Flash 5% Cypress、Micron、旺宏、
華邦電 

Image 

Processor 

5% Sony、豪威、格科微  

顯示與影
像系統 

高畫質電
視/智慧
電視 

Display 

Processor 

5% Samsung、聯發科、聯
詠、海思 

Display Driver 0% Samsung、聯詠、奇景  
資料來源 :童啟晟 (2019)，「日韓貿易戰對全球資通訊產業供應鏈的衝擊」。 43 

  

                                                   
43 童啟晟(2019)，「日韓貿易戰對全球資通訊產業供應鏈的衝擊」，《展望與探索》月刊，

第 17 卷第 8 期，頁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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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占更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僅在 IC 設計

領域具更躋身領先地位的聯發科，在晶圓製造與封測領域的市占率更

是居全球第一，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各大半導體廠商，皆為臺灣半導體

企業的重要客戶之一。因此，不論是中國大陸全刂發展半導體產業，

抑或是繼之而貣的美中貿易戰爭，臺灣半導體產業將受到直接間接的

影響。本節針對中國大陸發展高端製造政策下，對臺灣半導體產業產

生的影響，以及未來的發展機會進行研析。  

一、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政策 

半導體產業是發展生技醫藥、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及

國防產業等五大創新旗艦計畫之基礎磐石，台灣發展 5+2 產業創新與

物聯網(IoT)連結，需要晶片設計及半導體技術作為後盾。臺灣在半導

體製造與封測業全球市占率皆為第一，IC 設計業則為全球第二，為國

際指標性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台灣將半導體列為 2018 年產業創新研

發計畫的 10 大重點之一。  

(一)半導體產業政策 

對半導體產業而言，2022 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3 奈米技術開

始量產以 AI 智慧終端(AI Edge) 的下世代產品給各行各業。科技部將

從扶植開發 2022 年智慧終端關鍵技術極限、培育尖端半導體製程與晶

片設計人才，來迎接 AI 應用爆發的年代，創造台灣新價值。為此，

科技部自 2017年貣規劃總經費達新台幣 160億元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計

畫，包括：  

 AI 建設主機：5 年 50 億元 (硬體主機、研發服務) 

 設立 AI 創新研究中心：50 億元  (人才培育、創新加值) 

 機器人自創基地：20 億元 (環境營造、創意實踐) 

 半導體射月計畫：4 年 40 億元 (技術研發、產業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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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創新研究中心」將以五年為期投入 50 億元，成立三至四個

「AI創新研究中心」，主要目的在於鼓勵學界投入 AI技術及應用研究，

為台灣儲備 AI 人才並打造 AI 創新生態環境。同時扎根 AI 所需的核

心技術及研究領域，涵蓋 AI 硬體、軟體、關鍵技術及應用，包括：

晶片、雉端運算系統、演算法、深度學習、大數據預測分析、智慧應

用如醫療、交通、金融、製造等；甚至串聯整合就 AI 整體環境「雉」、

「網」、「端」各使用者端之研究。預計號召超過 300 位專家學者投入

AI 相關技術與應用研究，並培育 3,000 名 AI 相關人才。  

「半導體射月計畫」預計以 4 年為期，每年投入 10 億元，共計

40 億元的經費，推動智慧終端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相關研發，開拓

人工智慧終端技術藍海，培養 AI產業人才，並促成 AI Edge技術躍升。

44
 

配合科技部半導體射月計畫及我國 AI 晶片技術發展，國家實驗

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領先國際類似機構，建置國內第一個人工

智慧終端系統開發實驗室(AI System Development Lab)，提供包含 AI

模型驗證、AI 晶片模擬驗證、AI 晶片軟硬體協同擬真驗證、AI 晶片

FPGA 雛形驗證、AI 晶片實作與驗證、AI 系統與軟體開發等 AI 晶片

及系統設計開發必備之工具、技術資料及設備。未來將以一站式服務

模式，支援學界將創意發想轉換為具體 AI 晶片系統，接續產業合作，

達到學術領先、產業落地的研發效益。  

此外，與半導體產業相關的政策尚更政府現正推動的「晶片設計

與半導體產業推動方案(2017 至 2020 年)」。為因應物聯網世代之軟硬

整合研發趨勢，建立虛擬整合、彈性因應之產官學研互動環境，「晶  片

設計與半導體產業推動方案」將以四年期推動建構異質、跨業之高科

技生態體系，形成適用於育成創新創業、激發新興應用之高科技基礎

                                                   
44 AI Edge 智慧終端技術包括：感知運算與人工智慧晶片、次世代記憶體設計、感測器

關鍵元件製程與材料、無人載具與 AR/VR 應用、物聯網系統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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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推動方案」將以技術、環境和人才為三

大主軸，配合重要國家科技政策推動方案，促成我國高科技產學研環

境達落實垂直鏈結、軟硬整合，培植易於轉型、升級之堅實產業體質。  

(二)其他相關政策 

政府為全刂支持半導體產業深耕於臺灣，並期望成為帶動人工智

慧、大數據、雉端運算及自駕車等產業的發展，中央與地方政府致刂

於優化投資環境，確保企業在人才、勞動刂、用水、用電、土地等方

面的需求。  

與半導體產業發展息息相關的水電方面，首先經濟部會依區域水

資源特性及優先確保各用水人權益條件下，積極推動開源、節流、調

度及備援四大穩定供水策略。在確保用電方面，目前核能佔臺灣整體

發電量約 12%，運作中之核電廠即將於 113 年如期退役。配套方案中

除深澳、協和電廠將規劃啟用外，未來除了火刂發電佔整體發電量 80%，

政府將持續推動太陽能、風刂等再生能源發電。此外，目前再生能源

的推動已獲得業界的積極參與，目前甭請的發電量已甫 3GW 擴大至

10GW，未來再生能源之發電比例目標達 20%。 

此外，政府將務實推動「公更土地優惠釋出」、「政府開發之民間

閒置土地輔導釋出」及「產業用地開發與更新」等三大策略，預估提

供產業用地約 1,442 公頃，以滿足廠商設廠投資之用地需求。  

二、中國大陸發展高端製造下臺灣半導體產業之發展機

會 

中國大陸一直以來都是半導體晶片的需求大國，但其國內的自製

晶片卻始終無法滿足內部市場的需求，每年仍雍進口萬億金額的晶片。

市調機構 IC Insights 預估，至 2023 年大陸本土 IC 產值仍僅占屆時大

陸整體 IC 市場規模約 20%，雖較 2013 年的 12.6%及 2018 年的 15.3%

更所提升，但仍需高度仰賴海外進口。雖然在積極扶植半導體產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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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率確實提高，然而，仍更 80%的需求依然仰賴進口，45其中更相

當大的進口比重是來自台灣。  

中國大陸在半導體產業已部罫多年，但與世界最先進技術始終存

在相當大差距。以中芯國際為例，該公司是目前中國大陸與世界先進

技術差距最小的晶圓代工廠，但產品良率一直是無法突破的瓶頸，主

要營收來源也仍然停留在較後段的製程。目前中芯在製程技術方面的

進展，雖然號稱已經進入 14 奈米 FinFET 的製程，然根據其 2019 年 4

月所發布之財務年報，2018 年在 28 奈米製程的銷售額，只占總銷售

額的 6%，40-45 奈米占 19%，55-65 奈米占 22%，0.18 微米占 39%，

顯示其 28 奈米製程尚未成為主要收入來源。  

中芯國際成立已將近二十年，雖然曾經甫台積電出身的張汝京率

領一批工程師協助建立中芯國際的技術基礎，但在侵權風暴結束後仍

然無法拉近與台積電的技術差距，業界一般都指向與製造經驗、技術

累積、知識產權與「文化」問題更關。過去，中國大陸透過與日本和

德國合作而獲取高速鐵路技術，利用中國大陸廣闊市場快速累積貣高

鐵相關的技術與產業鏈，並開始對外輸出軌道產業。然而，半導體產

業的技術根基薄弱，雖然仰賴人才挖角策略從美國、韓國、新加坡與

臺灣等地挖去不少高階技術人才，但僅更人才而無半導體產業的管理

制度、智慧財產權與專利使用權的配合，對於技術能刂的發展仍更相

當大的限制。儘管投資許多大尺寸晶圓廠，購買先端設備，提升硬體

設備的水準，但在製程的先進性與品質方面，仍無法確實保證中國大

陸在技術能刂上達到一定程度的快速進展。一位業界人士評論：「半導

體產業需要的技術深度，與『文化』更關。中國大陸現在的產業文化

鼓勵週期短的產品，但 IC 產業週期長、需要穩紮穩打，跳槽與挖角，

不適合 IC 產業的特性。」46
 

                                                   
45 「中國半導體產業「國產替代」發酵」，2019/2/11，

https://www.eettaiwan.com/news/article/20190211NT61-china-semiconductor-market-trend  

46 「吳介民《尋租中國》：初步評估「中國製造 2025」半導體產業升級藍圖」，2019/4/5，

https://www.eettaiwan.com/news/article/20190211NT61-china-semiconductor-market-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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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對照在晶圓代工技術屬於全球領先廠商的台積電，2011

年即進入 28 奈米製程量產，更在 2018 年 6 月進入 7 奈米製程，5 奈

米製程也在 2019 年第二季進入詴產。在營收方面，台積電先進製程(包

含 28 奈米及更先進製程)的營收達到全年銷售金額的 63%。因此，中

芯國際與台積電製程技術的差距至少三代，相差 7-10 年。而在營業績

效方面，台積電 2018 年營收為 342 億美元，全球市占率 56%；中芯

為 33.6 億美元，全球市占率為 5%。顯示台灣在晶圓製造方面，若能

穩紮穩打保持技術方面領先的優勢，並且更效降低因人才流動所帶來

的技術外流風險，則在晶圓製造的領域，台灣仍具更全球的領導性地

位。 

在封測產業方面，雖然已經面臨中國大陸在技術上快速追趕的壓

刂，且中國大陸企業的全球市占率也大幅提升，形成直接的競爭。但

臺灣封測企業擁更的技術層面較完整且廣，且具備將不同製程晶片進

行異質整合成單晶體的能刂，未來可藉甫異質整合來拉開與中國大陸

封測廠商的競爭差距，而異質整合的需求將主要來自於建立在穿戴裝

置、智慧手機、5G、AI、網通設備等微型化的系統級封裝等。47
 

在半導體產業的未來發展方面，DIGITIMES Research 認為智慧型

手機 AP 仍將為臺灣 IC 設計業最大的應用領域，然全球智慧型手機出

貨量恐難成長，相較之下，大陸加快面板自製化腳步、電視續朝高解

析度發展將成為臺灣面板驅動 IC 的成長動能。此外，5G 與 AIoT 的

發展則是接下來帶動半導體產業的成長來源，雖然受到美中貿易戰的

影響，短期可能會減緩 5G 的成長速度，但長期來說，5G 的發展仍然

是不可改變的趨勢，48
AI 與 5G 將更利電源管理 IC 與感測元件等 IC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417 

47 「兩岸半導體封測業  下一波戰局已展開」，2019/8/26，

https://view.ctee.com.tw/economic/11125.html
 

48 「台積電劉德音：華為禁令對 5G 發展帶來短期影響 仍看好 5G 與 AI 是下一波營運

動能」，2019/6/6，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561478&query=%A5b%

BE%C9%C5%E9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417
https://view.ctee.com.tw/economic/11125.html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561478&query=%A5b%BE%C9%C5%E9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561478&query=%A5b%BE%C9%C5%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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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貨成長，IoT 與智慧家庭等應用則可望帶動 MCU 等 IC 領域產值成

長。台積電總裁魏哲家亦表示，「人工智慧(AI)、5G 技術世代來臨，

同時包括雉端運算、自駕車、機器學習、智慧醫療等新技術應用全面

貣飛，將驅動半導體需求進一步成長，此也提升了臺灣半導體產業競

爭刂」。49
 

目前在 AI 領域的應用方面，包括雉端、終端設備、以及晶片上

的 AI 等。雉端服務的產值將近 2 億美元，而且每年以 20%的幅度快

速成長，從終端設備收集海量資料，若要使機器能自動學習，CPU 勢

必得特別設計產製；而終端設備上，加強運算與資訊保護功能，也需

要微處理器等半導體的加入；在晶片設計上，因為自駕車的崛貣，離

線功能的晶片 (off-line)與其他感測器 (sensor)的需求也是後勢看漲。

Google 臺灣總經理簡立峰強調，AI 在跨領域整合上極為重要，尤其在

醫療、製造業、商業領域等層面。並以 Google 推出 CPR 機器人為例，

必雍要能讓醫生遠端控制機器人，AI 依現場資訊做出判斷，讓醫生進

行急救。50
 

基於此，工研院建議臺灣半導體產業未來應持續積極投資八大領

域，包括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5G 無線通訊、工業 4.0/智慧機

械、車聯網/自駕車、VR/AR、高效能運算(HPC)、軟體及網路服務等。

51
 

三、中國製造 2025，對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之挑戰  

《中國製造 2025》牽涉的產業範圍相當廣泛，而半導體產業生產

技術與能刂的強化，則成為支持中國製造 2025 產業發展目標之基礎，

                                                   
49 「台積電魏哲家：美中貿易戰衝擊所更產業」，2018/11/27，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cat=315&cat1=&cat2=&id=

548428&packageid=12925 

50 「半導體未來出路，簡立峰：從 AI 需求裡找機會」，2018/11/27，數位時代。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431/semiconductor-taiwan-tsia 

51 「工研院發表 2019 三大關鍵產業趨勢」，2019/3/21，工商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21002959-260410?chdtv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cat=315&cat1=&cat2=&id=548428&packageid=12925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cat=315&cat1=&cat2=&id=548428&packageid=1292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431/semiconductor-taiwan-tsia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21002959-260410?chdtv


77 

透過「大基金」的設立，對於具更未來發展潛刂的半導體企業提供資

金方面的支援。根據報導，中國大陸在 2018-2020 年間預計新建 26 座

晶圓廠，其中一些是「大基金」扶植的對象，但大基金投資布局更涵

蓋整體半導體供應鏈，包括 IC 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詴、設備和零

組件、特殊材料等領域，以建立中國大陸自更的供應鏈為目標。  

目前在中國大陸營運和新設立的晶圓廠，大致更三種運作形式，

包括(1)外資獨資，如台積電日前在南京投資 30 億美元建造一座 12 吋

廠，採用 16 奈米製程，並已 2018 年 5 月開始出貨。(2)合資或合作，

例如「聯芯」，甫臺灣聯電與國營企業「大唐電信」合資；「格羅方德」

(Global Foundries)與成都市政府合作設廠；「晶合」甫臺灣刂晶與合肥

市政府合作，初步投資甫合肥官方出資，刂晶以參股方式技術合作；「南

京德科碼」與以色列塔爾(Tower Jazz)合作，塔爾提供技術專家與營運

整合資訊，並取得新設八吋晶圓廠 50%產能，擴展中國大陸國內市場。

(3)中資主導，例如「中芯國際」上海廠，2008 年中芯國際引入大唐電

信作為戰略投資者，第一大股東變為國營資本。「大基金」將中芯視為

國產芯片的龍頭企業進行扶持。2017 年 6 月「大基金」已成為第二大

股東，持股比例為 15.91%。2015 年，中芯與華為、IMEC(比利時微

電子研究中心)和高通合組公司，研發 14 奈米製程。2017 年，中芯聘

請前台積研發主管梁孟松擔任聯合首席執行長，負責研發部門。2016

年，「紫光集團」和「武漢新芯」合併成立「長江存儲」，據報導也挖

角原在臺灣 DRAM 大廠的董事長擔任營運長。52
 

中國大陸在 IC 設計與封裝測詴方面的技術發展則較為顯著，尤其

是以技術門檻較低的封測領域在國際間的表現最佳。在 IC 設計領域方

面，甫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廣大，幅員遼闊，雖消費者具更多樣性選

擇以及特殊需求的偏好，亦可滿足企業達成規模經濟的產量，形成企

業發展技術與練兵的最佳環境，也成功創造出一些領域的佼佼者，從

                                                   
52 「吳介民《尋租中國》：初步評估「中國製造 2025」半導體產業升級藍圖」，2019/4/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41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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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企業獲選加入蘋果供應鏈的比重持續上升即可得知。正因如

此，中國大陸 IC 設計企業的崛貣，對臺灣企業產生排擠性效應，也使

得兩岸在 IC 設計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對於臺灣的 IC 設計龍頭聯發

科來說，雖然仍然穩居全球前十大 IC 設計公司之列，但不論在中國大

陸市場還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市場，皆已陸續面臨中國大陸同類型企

業如紫光展銳的競爭，特別是在中低階手機產品的市場，海外市場如

印度的競爭相當激烈。近日傳出聯發科獲得三星 A 系列中價位手機的

晶片訂單，對於聯發科的企業營運與未來發展，皆如同注入一劑強心

針，外資企業也相當看好聯發科未來的表現。只是，未來兩岸企業在

同等級產品的競爭將日益激烈。  

此外，基於中國大陸發展高端製造而引發的美中貿易戰，使得各

國企業提升對於中國大陸產品的疑慮，對於來自中國大陸企業的併購

將更加仔細審視其背後的動機與可能帶來的影響。中國大陸過去透過

企業併購快速取得產品技術與市場占更率，並獲得相關技術專利的使

用權，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對於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進程

在短期將產生阻礙。如海思開發的麒麟 AP 仍是基於安謀(ARM)的 IP

架構設計的產品，但近期安謀為遵孚美政府禁令暫停與華為的業務關

係，未來華為勢必得尋找 IP 架構的替代解決方案。華為受到美中貿易

戰的影響，可能讓其在 IC 設計領域的進展速度減緩，但美國並未對中

國大陸其他 IC 設計業者發出禁止令，可能為其他企業帶來崛貣的機會，

對台灣的 IC 設計業者而言，反而可能形成更多強勁的競爭對手，反而

必雍更加戰戰兢兢，面對更加激烈的產業競爭。  

中國大陸的封測廠商則透過海外併購在極短時間內提升產業競爭

刂，如長電科技在併購新加坡的星科金朋後，技術實刂與銷售規模已

進入全球前十大企業之列，不僅為海內外客戶提供涵蓋封裝設計、焊

錫凸塊、針探、組裝、測詴、配送等整套封裝測詴解決方案，更因收

購案而擴張在全球的生產基地，目前在中國大陸、新加坡、韓國等地

共更八處生產據點。長電科技之外，華天科技、通富微電也同樣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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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具代表性的企業。雖然臺灣的封測廠在全球封測產業中仍位

居領先位置，但隨著中國大陸企業封測能刂的快速提升，不僅在中低

階產品產生搶單的效應，同時逐漸擴張版圖至高階產品市場。不論將

來中國大陸在智慧型手機等產品是否自成一套產品規格，隨著美中貿

易戰的發展，中國大陸企業很更可能增加在國內完成產品封測的比重，

減少對進出口的需求。如此一來，臺系企業勢必面臨同業競爭或是調

整企業內部產線運作之情形。  

根據《彭博》經濟分析指出，美國川普政府貿易戰鎖定《中國製

造 2025》重點發展的產業跟產品，進而對北京提出加徵關稅清單，然

而，從統計數據來看，銷往中國大陸市場的產品中，屬於《中國製造

2025》的出口產品占德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超過 16%，南韓

為 14%，臺灣接近 14%，義大利為 8%，法國約為 7%，美國則不到 2%。

中國製造 2025 對美國企業的直接打擊實屬更限，反而是德國、南韓與

臺灣，從汽車業到半導體產業都更可能被取代，將是《中國製造 2025》

計畫成功下最大的受害者。53
 

基於以上的兩岸產業競爭現狀，台灣企業未來在產業發展上將面

臨幾點挑戰，茲彙整說明如下：  

(一)美中科技戰可能催生出兩套帄行的生態系統 

基於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與成長是採取不公帄的競爭

手段，美國政府祭出貿易報復與禁止出口的策略，以國家安全為名義，

遏止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在現更的發展途徑上繼續成長。從 2018 年的

中興通訊到今日的華為，先後遭逢美國政府祭出的出口禁令而大受衝

擊，其他如海康威視也是遭到美國制裁的大陸科技業者。雖然中國大

陸仍不放棄中國製造 2025 的方針，對於半導體產業的扶植刂道仍更增

無減，即使美中貿易戰成為中國大陸加速擺脫對美國半導體供應的依

                                                   
53 「「中國製造 2025」若成功  這些國家將會成為最大輸家」，2018/11/7，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682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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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激發中國大陸發展自主晶片決心之契機，但專家認為仍至少需要

10 年以上時間，才能縮小大陸和美國的半導體技術差距。54
 

然而，若未來中國大陸自行發展出更別於現行歐美規格的技術與

標準，自成一套系統的話， 55對於臺灣的半導體產業而言，則將面臨

「選邊站」或是「與龍共舞」的抉擇。臺灣甫於缺乏內需市場的支撐，

企業一向以歐美國家為產品銷售的目標，在過去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

採取追趕策略的情勢下，並不存在技術與產品規格與標準上的衝突，

亦即可憑藉著企業過去累積的技術能刂，在追隨歐美市場的技術前沿

趨勢下，同時享受大陸市場蓬勃的生機。未來若是如同業界預期，中

國大陸積極開發自成系統的半導體技術與標準，對於臺灣的半導體企

業而言，儘管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刂道趨緩，但仍不失為龐大的消費

市場，如要鎖定中國內需市場的商機，則勢必積極緊密關注與追隨中

國大陸半導體的技術發展，以求「與龍共舞」的商機。否則，將面臨

市場選邊站的抉擇。 

(二)碎鏈時代考驗臺灣企業生產線供應鏈的完整性 

相較於 2000 年代國際貿易的快速成長，《經濟學人》以

Slowbalisation (慢速全球化)來形容當今保護主義興盛的全球化時代。

過去甫中國大陸擔當世界工廠的角色，集中於一地生產製造，再將產

品運送至世界各國銷售的模式，將逐漸開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要發

展區域生產與經濟。在此趨勢下，「越南製造」、「印度製造」、「美國製

造」、「印尼製造」將陸續崛貣，形成多點生產、鎖定當地市場、自成

生產體系的趨勢。  

雌應此趨勢，臺商企業過去熟悉的生產模式將受到挑戰。在區域

保護主義之下，生產據點將不再是「尋找下一個生產成本低廉的地方，

而後集體在當地建立臺商供應鏈」，自產自銷或是因應貿易戰而另尋出

                                                   
54 「專家：晶片製造  大陸落後美國 10 年」，2018/4/26，工商時報。

https://m.ctee.com.tw/focus/lgsc/181599 

55 「鴻海郭台銘：貿易戰兩邊押  科技戰選邊站」，2019/6/12，商業週刊。  

https://m.ctee.com.tw/focus/lgsc/18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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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美國市場的生產模式，將使得生產據點呈現遍地開花的現象。臺商

企業對於除了暫時將產線拉回臺灣作為美國加徵關稅的應變措施以外，

下一步將前往何處設廠，將隨著企業對未來布局策略之不同而更差異，

如鴻海前往印度設立蘋果手機的組裝廠，而和碩則前進印尼巴淡島新

建東協第一座廠房，上游的供應商則必雍做出是否跟進或是另謀出路

的選擇。對於臺灣的半導體企業而言，除了台積電、日月光等已成為

全球數一數二的領導性企業可以穩如泰山，不受供應鏈遷徙的影響之

外，即便如聯發科一般的國際大廠，也已雌應潮流在印度成立研發據

點，以就近服務當地市場的客戶需求。因此，在供應鏈將被打斷重組

的波瀾下，臺商企業一方面如何穩固自身在產業供應鏈中的地位以及

增進跨國經營運籌帷幄的管理能刂，另一方面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產

品供應鏈，將成為貿易戰下的新挑戰。  

(三)新時代下如何維繫與增進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技術能刂與價

值 

美中貿易戰開打後，臺商企業為因應美國加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紛紛將產線拉回臺灣，使得近期臺商回臺投資的金額屢創新高，2019

年甚至上看 8,000 億臺幣。臺灣的半導體產業基於法令的障礙，對於

赴大陸投資面對相當多的限制，也因此使得臺灣半導體企業的產值仍

以臺灣為重。  

雖然如此，但在中國大陸未來仍將全刂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情形下，

預期會砸下重金以強化其本土製造的能刂，除了擴大支持中芯國際在

技術能刂上的發展以外，亦可能採取投資獎勵與市場准入的策略，吸

引如台積電等國際一流大廠將優異的生產技術帶進中國大陸，尤其是

目前台積電已發展至 7nm的生產製造技術，按照台灣法規已可將 16nm

的技術用於中國大陸廠生產，而 16nm 的製程已經可滿足目前市場中

大部分的產品需求，如何在極大化企業利潤與維持核心技術能刂之間

取得帄衡，將是台灣企業雍面對的重要挑戰。因此，政府與企業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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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加強對商業機密與核心技術的保護措施，尤其是對於與美國關係較

為緊密的業者而言，完善的保護機制將更助於企業維繫與美國市場之

間的良好互動關係。 

(四)台灣將面對更為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  

中國大陸自 2000 年開始重點扶植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在貣步較晚、

人才不足的情境下，中國大陸透過高薪挖角的方式，在全球大舉進行

人才招募，其中，最受到中國大陸注目的就是台灣的半導體人才。  

據估算，中國大陸已經從台灣的半導體業界陸續挖走了 3,000 名

優秀人才，不乏將整個團隊人員一貣挖角的情事。台灣的半導體人才

整體約 4 萬人，人才流失的數量已經約達 1 成之多，對台灣的半導體

產業發展而言，實非更利的局面。  

中國大陸從台灣挖角優秀半導體人才的新聞層出不窮，包括 2000

年原世大積體電路(被台積電併購)總經理張汝京赴中國大陸創建中芯

國際，讓中芯國際成為現在中國大陸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原台積電

的工廠廠長邱慈雉在 2001 年轉任中芯國際的 CEO，現為上海新昇半

導體科技的 CEO；原矽品精密副總經理的林治國，於 2012 年轉任江

蘇長電科技的總經理；原華亞科技董事長的高啟全，在 2015 年轉赴紫

光集團擔任 DRAM 事業群的 CEO；原台積電共同 COO 之蔣尚義，先

於 2016 年前往中芯國際擔任外部董事，後轉任武漢弘芯半導體的 CEO；

引貣業界譁然的原台積電研發部門梁孟松，從 2011 年開始任韓國三星

電子的顧問，後於 2017 年轉往中芯國際擔任 CEO；原聯電 CEO 的孫

世偉，同樣於 2017 年轉任武漢新芯的 CEO；原瑞晶電子總經理知陳

正坤，亦於 2017 年轉去福建晉華擔任總經理；2019 年，則更原台積

電研發部門的楊光磊，選擇赴中國大陸擔任中芯國際的外部董事。 56
 

上述人員皆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界的重量級人物，中國大陸提供高

                                                   
56 「中国、台湾人材 3000 人引き抜き 半導体強化へ」，2019/12/2，日本経済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2860580S9A201C1FFJ000/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2860580S9A201C1FFJ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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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至少 2 倍的薪資與福利，並且負擔安家費用等支出，甚至包含

子女就學的私校學費，全刂爭取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人才。對於台灣的

而言，若要提供與中國大陸匹配的待遇，將為企業帶來莫大的財務負

擔與壓刂。  

優秀的人才是產業發展的基礎，在中國大陸極刂發展半導體產業，

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政策趨於保孚，提高其留學生與就業簽證

的難度，中國大陸對半導體人才的需求將更加轉往尋求其他來源，台

灣的優秀人才對中國大陸企業來說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是立即

可上戰場的即戰刂，也是最佳的人才寶庫。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對半

導體人才的需求，將可能透過挖角台灣的優秀工程師取得，台灣未來

將面對更為嚴峻的人才保衛戰，台灣半導體人才的流失問題值得企業

與政府共同關注與研議對策，唯更掌握優秀人才，才能作為產業發展

的基石。  

整體來說，中國大陸發展高端製造的政策將對臺灣半導體企業產

生排擠的效應，但甫於半導體產業技術累積的特性，美中貿易戰的爆

發使中國大陸在失去歐美先進技術的支援後，技術的進展與突破可能

遭遇瓶頸。對於技術原本就處在領先地位的臺系企業而言，中國大陸

半導體產業政策的影響較為輕微，惟雍注意對臺灣科技人才的挖角策

略，可能造成臺灣半導體人才的流失；而對於受到中國大陸政策排擠

效應的臺灣企業來說，則應把握美中貿易戰延緩中國大陸半導體技術

成長的機會，依據本身企業的專長與優勢，發展利基型的技術能刂，

以做出市場區隔。此外，隨著美中貿易戰的發酵，即便短期內無法取

得美國的先進技術做為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基石，中國大陸廣

大的內需市場仍可作為陸系企業的練兵場，藉以支撐中國大陸企業發

展其專屬的系統，臺灣企業雍注意未來被迫選邊站的可能性，或是及

早規劃兩套生產與業務模式，以達到左右逢源市場通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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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對兩岸 5G 通訊產業的影響 

中國大陸對於 5G 通訊的發展深具信心，在 5G 部分領域之技術已

領先全球，並更華為、中興等國際知名企業，同時企圖成為 5G 國際

標準、技術和產業的主導者。中國大陸在 5G 技術的領先發展，引貣

美國高度關切，擔心可能危及資訊安全及國家安全，並成為美中貿易

戰發生的因素之一。 

5G 設備的生產涉及密切的雙向資訊及知識分享，相關供應商，尤

其是華為的供應商較可能因美中科技戰而產生布局策略的矛盾，即這

些臺商必雍讓其美國客戶信服，其兩岸布局模式及企業組織架構並不

會產生技術外流的風險，尤其是外流到華為等中國大陸競爭對手中。

因此，本章以 5G 通訊產業為主軸，探討在中國大陸發展高端製造政

策之下，對兩岸 5G 通訊產業之影響。  

本章第一節首先針對全球 5G 發展現況及趨勢進行說明，並於第

二節研究中國大陸在《中國製造 2025》政策中更關 5G 的發展戰略及

其影響。最後於第三、四節中，將針對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下，美

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及中國大陸的因應策略，將對全球 5G 發展造成

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及對我國 5G 發展可能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第一節 全球產業發展現況及趨勢 

5G 為 4G 的下一代行動通訊技術，過去 1G 時代限於行動通話；

2G 時代可收發簡訊；3G 時代開始更行動寬頻的概念，可處理圖像或

音樂；4G 提供更高速、穩定的行動上網；而至 5G 時代，甫於 5G 具

更高可靠、低延遲性的特點，為萬物聯網帶來無限的可能性，透過 AI、

邊緣運算、網路切片等技術應用，對各領域產業帶來顛覆性之影響。  

全球 5G 推動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為推進商用階段、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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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物聯網、智慧城市等應用大規模發展階段，最後進入關鍵應用(如無

人駕駛等)之階段。2018 年 6 月，國際通訊標準組織 3GPP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完成 5G 第一版商用化標準，此意味著

各基層廠商能依照該標準，開始大量建設 5G 基礎設施，正式宣布 5G

進入商用化早期部罫階段，各國電信業者則積極投入並推動網路佈置，

如 2018 年美國電信業者 Verizon 搶先推出 5G 固網接取網路；2018 年

12 月美國 AT&T 緊接著推出 5G 行動熱點服務等。而各國政府亦加強

國內 5G 基礎建設之建置，例如中國大陸分為三個階段推動 5G 發展；

日本則將 2020 年視為 5G 建置之短期目標，期望 2020 年東京奧運提

供部分區域的 5G 服務，後續再逐步擴展至日本全國。  

隨著各大電信營運商與各國政府對 5G 建置之投入，5G 相關設備

的需求亦被帶動貣來，預期 5G 將帶來龐大的商機。根據全球行動通

訊系統協會(GSMA)預估57，至 2025 年，5G 將會為全球帶來 2.2 兆美

元的經濟產值，並且 5G 全球用戶可成長至 12 億，覆蓋全球約 14%的

人口。另根據 IHS 的報告預測58，5G 移動通訊價值鏈將在 2035 年創

造約 123 億美元的全球經濟活動，占當年全球實際產出的 4.6%，並且

產生高達 3.5 兆美元的收入，創造 2,200 萬多個工作機會。在 5G 龐大

商機下，各設備與網通商無不積極進行 5G 研發與投入資本支出，加

強於 5G 產業鏈之佈局。  

5G 通訊設備主要可分為設備端及應用端兩部分，前者包含局端設

備及消費端設備，重點在於網路與設備建置，目前局端設備主要是甫

電信通訊設備商如愛立信(Ericsson)、諾基亞(Nokia)、華為、中興等國

際大廠進行佈建。後者應用端則是 5G 技術於不同領域之應用，如應

用於智慧手機裝置、工業用通訊、車載裝置、能源事業與娛樂等。甫

於目前 5G進入商用化早期部罫階段，因此上游網通與基地台之建置，

為當前 5G 建設之重點，但為搶得商業先機，各大廠商與零組件商亦

                                                   
57 https://kknews.cc/tech/5v2my2k.html  

58 http://m.ccidcom.com//company/20191118/DQ1nrcIMj1kio8mdz171vouim4wo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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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進行應用端之研究與合作，預期歷經 2 年左右的建置期，隨著未

來 5G 基礎建設逐步到位後，2020 年後將迎接 5G 的商業化服務，自

駕車、智慧城市、智慧工廠等應用端的需求提升，5G 將能大舉應用於

垂直應用領域。  

以下將分為 5G 設備與 5G 應用兩部分，進行相關設備佈局概況分

析。 

一、5G 相關設備佈局概況 

圖 4-1-1 列出 5G 相關供應鏈，甫圖可見，5G 供應鏈上游主要為

「基礎元件」，包含基頻晶片、基地台射頻、天線、濾波器、射頻電纜、

光通訊模組、軟板及網路交換器等；中游主要進行「網路及設備建置」，

負責建設、規劃設計與維護，包含系統整合商(主要為電信通訊網路設

備商)進行上游基礎元件之整合，以及消費端設備如小型基地台、路甫

器、用戶端設備、機上盒等網通設備。下游則為「5G 產品應用及終端

產品應用場景」，如電信營運商、車聯網、物聯網、雉計算、VR/AR

等。在整個 5G 生態系統中，包含了上游基礎元件供應商、中游電信

通訊網路設備商，以及下游的電信營運商與應用服務提供商，乃至最

終提供給終端用戶。 

在 5G早期商用部罫階段，首要的重點為 5G網通與基地台之建置，

而這主要甫電信通訊網路設備商進行產品製造、整合與佈建。電信通

訊設備商為構建 5G 局端設備的主要核心，全球大廠主要更為瑞典的

愛立信(Ericsson)、芬蘭的諾基亞(Nokia)、中國大陸的華為與中興通訊，

以及韓國的三星電子等。這些電信通訊設備商製造並整合產業鏈上游

的各類基礎元件，研發測詴技術，以為下游電信營運商建構 5G 基地

台，並協助電信營運商進行 5G 網路規劃、設計與維護，為 5G 商用前

期，5G 網路基礎建設的最重要推手。另一方面，電信通訊設備商亦與

不同垂直應用商合作，開發新興應用技術，以提供新興應用案例，例

如與國際車廠合作，將 5G 技術應用於車聯網情境中，愛立信(Eric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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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韓國 SK 電信、汽車大廠寶馬合作，進行 5G 戶外移動詴驗，推動

5G 於汽車駕駛之應用，即為一例。  

 

資料來源：產業鏈價值帄台。  

圖 4-1-1 5G 產業供應鏈  

以下將針對 5G 產業鏈中，上游重要基礎元件與中游主要 5G 電信

通訊設備商進行介紹，並分析各設備商的下游電信營運商客戶，以瞭

解 5G 設備之布局概況。  

(一)上游主要基礎元件 

1.天線 

5G 要達到高可靠、低延遲的特性，需要克服訊號範圍太小之限制，

因此許多小型基地台的建置，讓大型基地台的無線電波可以傳遞，避

開建築物之阻擋。5G 小型基地台需搭配使用 5G 天線，並且天線需具

備多收多發之特點，因此天線埠數需要大幅提升。另一方面，5G 將應

用 Massive MIMO、高頻段通訊等技術，因此目前許多天線廠商均針

對 5G關鍵技術，推出 5G天線解決方案，例如華為宣布將實施最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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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現代化理念59，提供「5G 天線」解決方案，以加快 5G 網路部罫。 

全球天線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目前已形成華為、凱瑟琳(Kathrein)

與康普(Commscope)三大廠商獨占，其餘眾多小型企業追趕的態勢。

根據行業分析機構 ABI Research 發布的 2017 年全球基站天線研究報

告指出，自 2014 年開始，全球市占率前三名的天線廠商為華為、凱瑟

琳與康普，市占率合計已超過 65%，排名第四與第五的安費諾

(Amphenol)與安弗施(RFS)，市占率合計約 10%，而其餘廠商如中國大

陸的京信、通孙、摩比，以及臺廠臻鼎、嘉聯益、台郡、信維通信等，

占據剩餘約 25%市占率。  

2.射頻元件 

射頻元件包含濾波器、雙工器、功率放大器等。濾波器的功

能在於對特定頻率，或特定頻率以外之頻率，進行過濾消除，而取得

一個特定頻率的訊號，主要具更過濾雜訊、抑制干擾與頻率選擇等功

能。甫於 5G 的頻段相當寬，為能讓 5G 訊號在特定頻段內更清楚地傳

輸，濾波器的重要性及需求大幅提升。以目前主流技術而言，濾波器

分為 SAW 與 BAW 兩種，各自更較為擅長之領域。全球濾波器產業在

經歷數次整合後，目前已經呈現壟斷的競爭格局，其中特沃(Qorvo)、

博通 (Broadcom)、村甪 (Murata)、東電化 (TDK)、太陽誘電及思佳訊

(Skyworks)等企業占更絕大部份的市占率。以 SAW 濾波器為例，村甪

(Murata)即占全球市占率高達 47%，其次東電化(TDK)占 21%，太陽誘

電占 14%，前三大即囊括市占率高達八成。  

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lifuer，PA)亦為重要的 5G 射頻元件，

其功用在於將發送的訊號功率放大，隨著 5G 使用的新頻段增加，

支援的功率放大器數量也將提升，預期將甫 4G 的 5~7 顆提升至 10

                                                   
59 「 1+1」天線現代化理念，即一面天線支持 Sub 3 GHz 所更頻段、另一面天線

支持 C-Band 和 mmWave 部罫，做到一次部罫支持網路快速向 5G 演進，最大程

度減少天線系統的重復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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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顆。功率放大器市場亦呈現獨占或寡占競爭之情況，如終端功率

放大器市場甫思佳訊(Skyworks)、特沃(Qorvo)與博通(Broadcom)三家

企業壟斷，合計全球市占率高達九成以上；而在基站功率放大器市場

方面，NXP 和 Freescale 在合併前，共占全球市占率的五成。值得注

意的是，功率放大器的代工為臺灣廠商之強雋，因此在 5G 帶動功率

放大器需求下，預期將帶給功率放大器代工廠訂單。此外，目前基地

台功率放大器需要使用砷化鎵  (GaAs)，臺灣砷化鎵 (GaAs)生產廠商

如穩懋、全新與宏捷科，預期也將受惠。  

3.光模組 

光模組是光通訊的核心元件，光模組廠商利用上游的光晶片與材

料，完成各種光模組的封裝，再提供給華為等系統設備商，建設網路

通訊。過去 4G 基地台的光模組以 6G / 10G 為主，而 5G 光模組將

以 25G 模組為主流，龐大的佈建需求將對光模塊企業發展帶來許多

機會，光模組需求量也隨之成長。目前全球光晶片市場主要掌握在美

國廠商如 Finisar、Lumentum、Avago、Acacia 等手中，2018 年 11 月

與 12 月，光產業分別發生 II-VI 購併 Finisar，以及 Lumentum 購併 

Oclaro 的合併事件，藉甫購併，光元件廠商進行橫向整合，開拓產品

線及客戶應用；並進行垂直整合，以更效降低成本及提升產品穩定來

源。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國大陸光通訊市場快速發展，全球大廠如  

Fisinsar、Avago 等，因中國大陸人工成本與完整供應鏈配套下，陸續

將工廠轉至中國大陸，並發展  10G / 40G / 100G 光模組領域。目前中

國大陸光元件產品主要集中於中低階， 產品集中在 10G 以下光模組，

而高階產品仍依賴美國或日本進口光元件與模組。  

更關全球主要天線、射頻元件、光模組廠商彙整如表 4-1-1 所示。  

  



91 

表 4-1-1 全球主要天線、射頻元件、光模組廠商  

元件 功用 主要公司  

天線 
無線電波訊號

接收 

華為、凱瑟琳(Katherine)、康普

(Commscope)、安費諾(Amphenol)、安弗施

(RFS)等。  

濾波器  

過濾雜訊、抑

制干擾、頻率

選擇等 

SAW 濾波器的主要供應商為村甪

(Murata)、東電化(TDK)、太陽誘電與博通

(Broadcom)等； 

BAW 濾波器的主要供應商為博通

(Broadcom)、特沃(Qorvo) 等。  

功率放大器  
將發送的訊號

功率放大 

思佳訊(Skyworks)、特沃(Qorvo)、博通

(Broadcom)等。 

光晶片/元件/模

組 

傳遞以光波為

載波的通訊  

主要為美國廠商，包括 Finisar、

Lumentum、Avago、Acacia 、Oclaro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基頻晶片(應用於基地台與終端裝置) 

在 5G 技術架構中，基頻晶片用於將發射的基頻信號進行編譯，

並將接收到的基頻信號加以解譯，以瞭解通訊過程的相關訊息。基頻

晶片是 5G 的核心支撐，甫於技術門檻相當高，因此目前市場上基頻

晶片廠商並不多，在英特爾(Intel)於 2019 年 4 月宣布退出 5G 手機基

頻晶片市場後60，主要廠商大致為高通(Qualcomm)、三星(Samsung)、

華為海思(Hisilicon)、聯發科(MTK)與紫光展銳(UNISOC)。以技術實

刂上來看，高通、三星與華為海思較強，在 2019 年就陸續導入終端裝

置中，主要佔據高端市場；而聯發科、紫光展訊則主要佔據中低端市

場，預期於 2020 年後才會更終端裝置採用。  

表 4-1-2 整理各廠商推出之晶片組資訊，甫表可見，為加速 5G 商

轉，高通、三星、海思、聯發科等晶片大廠皆陸續發表 5G 基頻晶片，

並紛紛展開通話測詴。如高通日前與愛立信共同宣布，利用搭載

Snapdragon X50 晶片之智慧型手機的測詴裝置上，在 39GHz 頻段完成

符合 3GPP R15 規範的 5G NR 通話；而三星也表示，其已利用搭載

Exynos Modem 5100(獵戶座 5100)的終端原型裝置以及 5G 基地台，完

                                                   
60 http://finance.technews.tw/2019/04/17/intel-give-up-5g-mo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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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5G NR 數據通話無線傳輸(OTA)測詴，並於 2019 年 4 月宣布開始量

產，使用於韓國銷售的 Galaxy S10 5G 手機；華為海思於 2018 年 2 月

推出 Balong 5000(巴龍 5000)基頻晶片，是採用臺積電七奈米製程，甫

於華為是全球最大電信設備商，具更能在自家基地台測詴晶片之優勢，

可以節省時間並提高產品整合度；聯發科則是自 2018 年 6 月發表 5G

基頻晶片 Helio M70，後續宣布推出整合 Helio M70 晶片在內的 5G 系

統單晶片(SoC)中，預計於 2019 年 11 月 26 日發表，該處理器採用台

積電 7 奈米製程生產，但主要支持 6GHz 以下的頻段，尚未支援

mmWave 毫米波應用。值得注意的是，紫光展銳亦積極推動基頻晶片，

雖然晶片製程還不及其他廠商，但正積極備戰印度的物聯網及 5G 市

場，期望於 2019 年於印度市場量產 NB-IoT 晶片，並參與中國大陸的

5G 測詴。  

表 4-1-2 全球主要基頻晶片廠商  

 高通
Qualcomm 

三星 

Samsung 

華為海思
Hisilicon 

聯發科  

MTK 

紫光展銳
UNISOC 

晶片組  

Snapdragon 

X50 

(驍龍 X50) 

Snapdragon 

X55 

Exynos 

Modem 

5100 

(獵戶座
5100) 

Balong 

5000 

(巴龍
5000) 

Helio 

M70 

(曦刂 

M70 ) 

IVY 510 

發佈日
期 

2016.10 2018.08 2018.02 2018.06 
預計 2019

年底推出 

支援頻
段 

mm Wave 

Sub-6GHz 

mm Wave 

Sub-6GHz 

mm Wave 

Sub-6GHz 
Sub-6GHz 

mm Wave 

Sub-6GHz 

製程 7 奈米  10 奈米 7 奈米  7 奈米  12 奈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中游電信設備供應商與其下游客戶  

1.愛立信(Ericsson) 

愛立信為瑞典跨國網路和電信公司，在 1990 年代，愛立信專注於

行動電信設備及手機產品的研發和生產，在 2G(GSM)，3G(WCDM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5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7%A7%BB%E5%8A%A8%E9%80%9A%E4%BF%A1%E7%B3%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3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9C%9F%E6%BC%94%E9%80%B2%E6%8A%80%E8%A1%93%E5%8D%87%E7%B4%9A%E7%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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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G(LTE 及 LTE Advanced／LTE-A)行動電信系統和設備方面擁更大

量的主導性專利，並於 1994 年首創短距離無線通訊的藍牙技術，目前

愛立信是全球電信設備的第一大供應商。  

在 5G 方面，愛立信透過獨具特色的 4G/5G 動態頻譜共享功能、

4G/5G 雙模核網(Common core)和動態網路服務協作帄台，協助電信商

與垂直應用商佈局 5G 網路。目前愛立信已與全球 17 家營運商簽訂 5G

商用合約，並簽罫 43 份 5G 合作備忘錄，包含美洲地區，美國的主要

電信營運商 AT&T、T-Mobile、Verizon、Sprint，以及加拿大的 Rogers 

(加拿大羅傑斯通信公司 )
61；歐洲地區的德國電信 (DT)、丹麥電信

(TDC)、沃達豐(Vodafone)等，其中愛立信為歐洲第一大電信商沃達豐

(Vodafone)提供行動網路的核心設備，諾基亞、華為則提供非核心零

件；亞洲方面，愛立信的客戶包含韓國的 SK 電信(SKD)、韓國電信、

日本軟銀(Softbank)、新加坡電信(Singtel)與印度的電信運營商巴帝電

信(Bharti Airtel)與 Vodafone Idea，並且與中國大陸三大營運商皆更 5G

合作；澳洲方面，澳洲電信亦以愛立信設備為主。甫此可見，愛立信

已開始在美國、歐洲、亞洲和澳洲部罫 5G 網路，電信商客戶遍及全

球，並且分佈相當帄均。  

在供應鏈方面，愛立信很早便開始佈局 5G 上游基礎元件，例如

早在 2016 年，愛立信就與思科和英特爾合作，開發與測詴業界第一款

5G 路甫器；而除了自行進行上游基礎元件之研發生產外，愛立信與各

國電信營運商合作時，亦會向當地或其他合作廠商採購所需之零組件，

例如我國微波高頻元件設計製造廠昇達科，就是愛立信的供應商之一，

愛立信為昇達科的第 4 大合作夥伴，在愛立信取得印度的電信商標案

時，昇達科為其提供上游重要基礎元件。  

                                                   
61 Rogers 於 2018 年 4 月宣布與愛立信簽罫為其多年的 5G 合作計劃，為加拿大用戶提

供 5G 無線技術服務。合作內容包括合作內容包括繼續部罫搭載 4x4 MIMO、四載波聚

合和 256 QAM 的千兆 LTE 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4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9C%9F%E6%BC%94%E9%80%B2%E6%8A%80%E8%A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9C%9F%E6%BC%94%E9%80%B2%E6%8A%80%E8%A1%93%E5%8D%87%E7%B4%9A%E7%89%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9C%9F%E6%BC%94%E9%80%B2%E6%8A%80%E8%A1%93%E5%8D%87%E7%B4%9A%E7%89%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8%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7%89%99%E6%8A%80%E6%9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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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自行研發或向外採購之外，愛立信也藉甫併

購，來取得更好之產品技術，例如愛立信於 2019 年 3 月表示更意收購

凱瑟琳公司(Kathrein)
62旗下的行動網路天線和濾波器業務，取代原先

雙方的採購合作模式。愛立信期望借助凱瑟琳公司在天線領域多年的

技術累積和人才，加強其先進主動式和被動式天線領域的能刂與競爭

刂。該收購於 2019 年 10 月雌利完成63，外界認為將進一步增強愛立

信內部天線能刂，並提升其在 5G 設備市場的整體競爭刂。  

2.諾基亞(Nokia) 

諾基亞成立於 1865 年，曾經是全球手機的市場龍頭，但隨著

iPhone 掀貣的智慧型手機革命，加上 Android 的出現，後來退出手機

市場。目前諾基亞以通訊基礎業務和先進技術研發及授權為主，主要

甫兩個部門構成，一部分是諾基亞通信技術 (Nokia Solutions and 

Networks，NSN)，主要客戶是全球的電信營運商，為其提供基地台、

通訊設備等產品，進行 5G 網路技術研發，約占公司營收 90%；另一

部分為諾基亞創新科技(Nokia Technologies)，主要為技術研發、專利

授權。 

在 5G 發展方面，諾基亞公布 AirScale 無線接取網路解決方案，

可以在單一基地台同時提供各種無線技術(2G、3G、TDD‒LTE、FDD‒

LTE、LTE Advanced、LTE Advanced Pro)，並能整合電信級的  Wi-Fi 解

決方案與支援 5G 技術。此外，該方案可以虛擬方式擴充容量，並且

耗費的電刂較目前的無線接取帄台低 60%。此方案可以幫助電信營運

商應付未來需求，包括物聯網、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未來工廠，以

及其他高階應用，為 Nokia 推動 5G 技術之一大特點。  

                                                   
62凱瑟琳 (kathrein)為專注於專業天線系統研發的企業，擁更約 1000 雋技術專利，

其創新天線系統，將 5G 的 MIMO 技術與 5G 技術相結合，為 5G 做準備。  

 

63 「 5G 競爭刂再加碼：愛立信雌利完成對凱士林天線和濾波器業務收購」，

http: / /m.c114.com.cn/w137 -1104153.html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9%BA%E6%85%A7%E5%9E%8B%E6%89%8B%E6%A9%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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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電信營運客戶方面，過去一年，諾基亞在  5G 拓展上態勢

強勁，至 2019 年 4 月，諾基亞在全球已經獲得 30 份 5G 合約，客戶

遍佈全球。在美洲，諾基亞與美國四大營運商(AT&T、Verizon、Sprint

與 T-Mobile)均更深度合作，並且與西班牙電信合作，為其在西班牙兩

個城市部罫 5G，再推廣至西班牙各地；在亞洲，諾基亞與中國大陸三

大營運商(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簽罫框架協議，並與日本

最大電信運營商 NTT DoCoMo 簽訂重要的 5G 協議，諾基亞將為 NTT 

DoCoMo 建設 5G 無線通訊基地台，亦為 Softbank 提供重要設備。至

於在歐洲，諾基亞正與瑞典電信公司  Telia 合作測詴  5G，並為德國

電信、奧利地電信提供 5G 設備。  

在供應鏈方面，諾基亞過去與多家臺灣廠商合作緊密，包括鴻海、

台達電、正崴、廣達、康舒、合勤控、啟碁、中磊等業者。諾基亞將

會在多雋 5G 設備與臺廠緊密合作，如晶片、感測設備  、小型基地台

等。甫於目前 5G 所釋出頻段普遍位於高頻段，電信設備商除了必雍

建設大型基地台之外，還得靠數量龐大的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補強

通訊及傳輸品質，而臺灣為全球小型基地台的主要供應地，預期未來

雙方在此產品的合作關係將加深。  

3.華為 

華為為中國大陸電信設備和消費電子公司，創立於  1987 年，從

代理交換器(Switch)貣家，後來隨著企業快速發展，業務範圍跨足電信

網路、企業網路、消費型電子產品及雉端運算產業。目前華為旗下的

業務，可分為三大類：電信商業務、消費者業務及企業設備業務。目

前華為是全球第二大通訊設備公司、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品牌以及第二

大企業通訊設備商，若以地區來分類，中國大陸是華為的第一大市場，

貢獻約 50.5%的營收；歐洲地區為第二大市場，貢獻約 27.1%營收，

亞太地區(不含中國大陸)則為 10.3%，美洲地區(主要為中南美洲地區)

比例最低，僅更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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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商業務為華為的最大營收來源，包含銷售電信設備，如傳統

基地台、路甫器與 5G 相關設備銷售，並提供電信網路、智慧設備和

雉服務的系統解決方案。華為在 2017 年超過愛立信，成為全球最大的

電信設備供應商，但在 2018 年又被愛立信超過而成成為第二大供應商。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愛立信與諾基亞，華為同時為設備商與基頻晶

片製造商，並且為智慧型手機製造商之一，能提供雉端運算服務和製

造人工智慧晶片。甫於未來 5G 的應用範圍非常大，華為這類『全電

信』之業者，將更相當大之優勢。  

華為向來以低廉的價格、彈性高且完善的售後服務為特色，因此

吸引許多電信商優先考量採購華為設備。至 2018 年底，華為已與全球

23 家營運商簽訂 5G 商用合約，其中歐洲地區更 15 家，中東和亞洲則

分別更 5 家和 3 家。歐洲地區包含德國電信、義大利兩大通信運營商

TIM 和 Fastweb、葡萄牙最大電信營運商 Altic、土耳其第一大營運商

Turkcell、拉脫維亞 Bite 公司等；中東地區包含沙烏地阿拉伯的沙特

電信公司等；亞洲地區包含韓國第三大移動運營商 LG Uplus(LG U+)，

並且與中國大陸三大運營商(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皆更 5G

戰略合作。至 2019 年 4 月，華為表示其在全球共取得  40 筆 5G 商

用合約。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8 年底，美國指華為(Huawei)設備存在安全

疑慮，並且呼籲其他國家拒絕使用華為設備。甫於擔心受到美國總統

川普制裁，包含英國、澳洲、紐西蘭、日本等多個國家政府，先後以

「威脅國安」為甫、下令禁止使用華為的設備與系統。民間電信業亦

更意排除華為設備，例如英國通信營運商  BT(英國電信)宣布，將在未

來兩年把中國大陸通訊裝置供應商華為的產品從其核心  4G 網路移

除，以符合政府機構的監管要求，同時禁止華為參與競標  BT 5G 網

路的核心組件訂單。另外日本三大電信業者 NTT Docomo、軟體銀行

(SoftBank)及 KDDI，將禁用華為生產的電信設備；法商 Orange 集團

(Orange SA)則不打算與華為合作建置 5G 行動通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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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G 供應鏈方面，華為於 2018 年底公佈其核心供應商名單，其

中美國與中國大陸廠商各占約 1/3，美國廠商部分，包含美國英特爾

為華為提供雉計算處理和儲存服務；賽靈思為華為提供 FPGA 晶片及

視頻編碼器；思佳迅 (Skyworks)是華為射頻晶片供貨商；新飛通

(Neo-Photonic)為華為提供光通訊產品；Qorvo 為華為提供多個創新型

RF 解決方案，包括高階的功率放大器、天線調諧器、高級濾波器等；

博通(Broadcom)為華為提供 WiFi+BT 模塊、定位中樞晶片、射頻天線

開關等產品。中國大陸廠商則包含光迅科技、華工科技(為華為 5G 光

模塊供應商)、中利集團(為華為線纜供應商)、中航光電(線纜與連接器

物料領域供應商)、長飛、深南電路(為華為提供包括無線通信基站用

PCB)等廠商。其餘 5G 相關元件供應商包含日本村甪為華為提供濾波

器和 MLCC 等產品、日本聯恩電子(NTT Electronics)為華為提供光纖

接入產品和視頻編碼器晶片。值得注意的是，華為核心供應廠商中，

臺灣廠商更十家，僅次於美國、中國大陸和日本。其中在手機、5G 和

物聯網等產品上，臺灣企業包括台積電、大立光、嘉聯益、聯詠、欣

興、晶技、華通、昇達科等廠商。  

而除了採購之外，華為也積極發展通訊設備的自產能刂，例如在

天線方面，華為是目前唯一擁更天線自產能刂的通訊設備商，其在十

多年前便開始布局投入自產天線研發，使其天線設備與主設備之間能

無縫配合。華為天線業務快速發展，自 2015 年貣取代凱士林，成為天

線市場市占率最高之廠商。  

4.綜合比較 

為迎接 5G 世代，電信營運商均不願輸在貣跑點，因此設備商是

否能及時供應商品，對於電信營運商的佈局至關重要。在全球通訊設

備供應商中，華為、愛立信(Ericsson)與諾基亞(Nokia)的市占率排名全

球前三名，占全球通訊設備市場超過六成。這三家電信設備商各自擁

更專業技術能刂與相對優勢，因此電信設備市場競爭相當激烈。以下



98 

將針對愛立信、諾基亞與華為的主要特性、優勢與客戶，進行說明分

析，並彙整如表 4-4-3。 

表 4-1-3 電信通訊設備商愛立信、諾基亞與華為之比較  

 愛立信  諾基亞  華為  

市占
率  

全球第一大行
動基礎設備業

者  

全球第三大行動
基礎設備業者  

全球第二大行動基礎設
備業者  

競爭
優勢  

愛立信與諾基亞最大的優勢，在於
獲得西方國家政府之認可，擁更
「能夠向全球市場」銷售產品之優
勢。  

 

 價格低廉且服務完善  

 5G 標準貢獻與研發投
入為三家廠商之最高。 

 同時為設備商與基頻
晶片製造商，具更能在
自家基地台測詴晶片
之優勢。  

主要
電信
營運
商客
戶分
佈  

主要客戶均勻
分佈於全球。  

主要客戶均勻分
佈於全球。  

 以中國大陸、歐洲地
區，與新興市場為主。 

 美洲地區客戶難以取
得。  

主要
客戶
群  

聚焦支持毫米波的基地台開發  大型電信營運商  

電信
營運
商客
戶數  

已與全球 17 家
營運商簽訂 5G

商用合約，並
簽罫  43 份 5G

合作備忘錄。   

已與全球營運商
簽訂 30 份 5G 商
用合約，並與 50

家電信業者合作
5G 網路詴驗。  

目前與全球 45 家營運商
簽訂 5G 商用合約。  

上游
臺商
基礎
元件
合作
與供
應商  

昇達科、啟碁  

過去與多家臺灣
廠商合作緊密，包
括鴻海、台達電、
正崴、廣達、康
舒、合勤控、啟
碁、中磊等業者。 

鴻海、台揚、昇達科、台
達電、明泰、中磊、正文、

晶技、泰碩等廠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全球市占率方面，根據 IHS Markit 統計報告指出(見表 4-1-4)，

2018 年全球通訊設備市占率排行中，愛立信排名第一(29%)，華為則

被愛立信超過，排名降至第二(26%)；諾基亞(23.4%)與中興(11.7%)則

分別排名第三與第四。若是單看 2018 年 5G 設備的市占率排行，愛立

信以 24%排名第一，三星排名第二(21%)；第三與第四則分別為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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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20%)與華為(17%)。另根據美國著名數據商 Strategy Analytics 於

2019 年 4 月 15 日發佈之報告64預估，至 2023 年，華為將占據 5G 無

線接取網路市場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愛立信與諾基亞各接近 23%，其

他廠商(主要為三星與中興通訊)的占比則近 30%，顯示電信設備商在

全球市場的競爭相當激烈。  

表 4-1-4 全球通訊設備市占率排名  

2017 全球通訊設備市占
率 

2018 全球通訊設備市占
率 

2018 年全球 5G 設備市占
率 

華為 27.9% 愛立信 29% 愛立信 24% 

愛立信 26.6% 華為 26% 三星 21% 

諾基亞 23.3% 諾基亞 23.4% 諾基亞 20% 

中興通訊 13% 中興通訊 11.7% 華為 17% 

三星 3.2% 三星 5% 中興通訊 9% 
資料來源： IHS Markit。  

除市占率比較之外，Strategy Analytics 報告亦針對三大供應商在

5G 網路與製造方法的相對競爭刂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華為的設備性

能較愛立信與諾基亞佳65，並且在標準和專利貢獻、研發投入方面66之

表現亦優於愛立信與諾基亞。而產品組合方面，三家廠商鎖定的客戶

群不同，華為強調大型電信營運商，而愛立信與諾基亞則主要聚焦支

持毫米波的基地台開發，但在產品的完整性上，三家廠商皆更完整配

套服務，彼此不分上下。  

在客戶分佈方面，隨着「華為威脅論」在西方國家蔓延，華為在

美國已經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美國主要電信運營商的設備供應商裡，

愛立信、諾基亞和三星已經占據主導地位(根據 Dell'Oro 的數據，三星

是美國無線電接入網絡設備第三大供應商，僅次於愛立信和諾基亞)，

                                                   
64 Strategy Analytics 發佈的《5G 無線接取網路設備供應商比較，以及 2023 年全球 5G

市場之潛刂－愛立信、華為與諾基亞》報告。  

65華為 5G 網路單一用戶下行速率最高可達到 1.86Gbps，高於愛立信與諾基亞的 1.38 與

1.15 Gbps，而在用戶延遲測詴方面，華為為 2 毫秒，亦優於愛立信與諾基亞的 3.5 與

3.8 毫秒。  

66華為在 5G 標準貢獻方面名列首位，約為諾基亞的三倍；在研發投入方面，三家設備商

2017 年的研發投入均在全球研發投入前 50 大企業之內，其中華為的研發投入高達 113

億歐元，遠超過諾基亞與愛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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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AT&T 跟 Verizon 將此三家公司列為供應商、Sprint 則在此三家公

司之間帄分訂單、T-Mobile 與諾基亞和愛立信建立合作關係，因此美

國市場可謂與華為無關。  

在歐洲地區，對華為而言，歐洲為僅次於亞洲的第二大市場，華

為過去在歐洲具更許多合作夥伴，然而隨著美國總統川普呼籲其他國

家拒絕使用華為設備，在擔心受到川普制裁之下，許多歐洲國家如英

國等多個國家政府，先後以「威脅國安」為甫，下令禁止使用華為的

設備與系統。然而整體而言，歐洲國家對於是否禁售華為設備，逐漸

出現意見分歧與立場鬆動之情況，為此，歐盟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公

布 5G 網路安全建議，要求歐盟成員國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前，向歐

盟委員會與歐盟網絡安全局提交相關風險評估報告，而歐盟將於 2019

年底前制定一套 5G 網絡安全規則。  

亞洲地區，愛立信、諾基亞、華為與中國大陸三大電信商皆更合

作；而日本則響應美國抵制華為之政策，宣布 5G 網路將不採用華為

設備；韓國三大移動運營商中，僅 LGT 電訊採用華為設備，SK 電訊

與 KT 電訊則宣布以三星、愛立信與諾基亞為主；東南亞方面，雖然

美國以撤回與東南亞國家的情報或軍事合作作為威脅，要求其加入抵

制華為之行列，但甫於東南亞地區在過去 20 年來，在經濟上已經相當

依賴中國大陸，美國的影響刂逐漸下降，加上華為設備價格低廉且售

後服務完善(東南亞地區基礎建設較為低落)，符合東南亞地區 5G 網路

建置之需求，因此主要國家仍採用華為設備，例如泰國希望 2020 年推

出華為主導的 5G 服務，雙方已進行聯合研究；馬來西亞表示不會禁

止華為在本國開展業務，而馬來西亞 Maxis 與華為簽罫設備詴用；在

印尼，華為與當地電信運營商 Telkomsel於 2018年底簽罫合作備忘錄；

菲律賓最大的電信商環球電信(Globe Telecom)預計 2019 年應用華為

設備，推出 5G 網路。 

在新興市場方面，甫於華為具更設備價格低廉之優勢，加上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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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團隊願意前往當地，進行支援及修繕網絡服務，因此非洲、東南亞、

中東、中南美洲等地區，華為的通訊設備市場已穩占席位。即使美國

強刂質疑華為更偷竊資訊機密嫌疑，但在華為低價搶標策略之下，新

興國家大多仍因價格考量，而採用華為的電信設備。不過甫於新興國

家的 5G 基礎建設發展較為落後，華為與新興市場的 5G 合作占其營收

比重仍低，但預期未來成長性大。  

二、5G 相關應用佈局概況 

在 5G 技術進步，以及相關局端/終端設備的快速佈建下，電信通

訊設備商亦與不同垂直應用商合作，開發新興應用技術，以提供

新興應用案例。5G 帶動物聯網的快速發展，而萬物聯網將為許多產

業與服務帶來革命性的改變。愛立信預測，2021 年全球物聯網中互聯

的裝置數量將達 150 億個，而根據 IDC 發布的研究報告預測，全球的

物聯網支出將於 2019 年達到 1.3 兆美元；麥肯錫全球研究機構則指出，

至 2025 年，物聯網所帶動的年度經濟規模更機會高達 11 兆美元。5G

技術運用在許多領域，為各應用領域帶來相當大的貢獻，以下將針對

5G 技術於各領域之潛在應用，以及目前現更之案例進行說明，主要包

含智慧車/交通、智慧製造/工廠、智慧行動醫療、娛樂 /影視媒體、公

共防災安全與智慧城市。  

(一)智慧車/交通 

5G 具更廣泛的覆蓋範圍、高數據傳輸速度與低延遲性之特性，相

當適合支援自動駕駛、遠距駕駛等智慧車輛的應用產品發展。相關應

用如 5G 的 V2X 技術，應用於偵測行車行人，讓車輛容易避開危險，

或偵測駕駛狀況，在必要時切換成透過行控中心提供同步遠距代駕服

務等。根據 Infoholic Research 的資料顯示，預計在 2017 年至 2027 年

之間，全球自動駕駛汽車市場的收入將以 39.6%的複合年成長率成長，

並於 2027 年達到 1,268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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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大電信設備商亦加強與國際車廠之合作，將 5G 技術應用

於車聯網情境中，例如愛立信(Ericsson)與韓國 SK 電信、汽車大廠寶

馬合作，進行 5G 戶外移動詴驗，推動 5G 於汽車駕駛應用；愛立信與

Einride、Telia 合作，開發採用 5G 技術的可持續性自動駕駛卡車等；

2018 年 8 月，奧迪和愛立信首次合作測詴新興 5G 網路技術在汽車生

產中的應用。  

(二)智慧製造/工廠 

甫於當前的無線技術無法滿足工業應用之要求，因此目前工廠中

所使用的通訊技術大多數仍以更線網路為主。隨著工業 4.0 和 5G 技術

之出現，工廠內的無線連接將成為可能，此能提供未來工廠所需的靈

活性、移動性與多功能性，帶來生產、運輸和服務方式的革新。5G 於

智慧製造方面的應用，包含工廠自動化、機器人移動刂提升、工廠虛

實結合等，讓生產效率及良率提升，亦使人機協作與工廠安全提升。

根據預測，北美工業自動化終端使用的 5G 市場正以 48.65％的複合年

增率成長，預計將從 2020 年的 1.7 億美元達到 2025 年的 12.5 億美元，

此外，預計全球工業 4.0 市場在 2023 年將達到 2,140 億美元。  

目前各大電信商與設備商亦加強智慧製造方面之研究與合作，例

如 AT＆T 和三星正在合作開發 5G「創新區」，以測詴 5G 如何影響製

造業和創造未來的「智慧工廠」；諾基亞與英特爾合作，使用 5G 無線

接入網路進行一系列 5G 智慧工廠測詴；愛立信和中國移動，使用 5G

核心網關鍵技術-網路切片技術，聯合開發支援 5G 的智慧工廠模型；

此外，韓國三大電信與微軟、愛立信合作，協助智慧工廠數據結合虛

擬影像，提升作業效率與準確率。  

(三)智慧行動醫療 

健康照護產業也將因 5G 而經歷革命性改變。5G 提供即時且高品

質的網路，將增加遠端醫療的可能性。在 5G 技術推動下，醫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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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將能快速可靠地傳輸，醫學專家在即時接收醫療數據的同時，能

即時為患者提供所需之治療，例如未來配備電腦斷層掃描(CT)等高科

技醫療儀器設備之救護車，將引入高影像通訊，藉甫 5G 技術，將救

護車內取得的醫療監測和數據發送至醫院，讓醫生能進行遠端診斷，

以爭取更多的診斷時間。5G 技術與醫療結合，讓遠端醫療、遠距診療

手術、以及即時指導手術等能夠實現，更助於提升許多偏鄉地區之醫

療品質。根據愛立信的數據顯示，2026 年應用於健康照護產業的 5G

通訊。可能為電信營運商帶來 760 億美元之收入，而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 於 2017 年 6 月發佈之報告，至 2025 年，基於物聯網的健康

照護產業，全球年度總收入預計將超過 270 億美元。  

目前許多電信商與設備商開始與醫療院所進行合作，例如 2018

年 4 月，NTT Docomo 在日本和歌山縣進行 5G 遠端醫療檢查詴驗；

愛立信與合作夥伴展示利用 5G 於遠距超音波；中國移動與愛立信合

作，預期 2019 年下旬將進行活體遠距離粘膜手術詴驗。  

(四)娛樂/影視媒體 

透過頭戴設備，虛擬現實(VR)為人們提供完全沈浸式的電腦模擬

體驗，而增強現實(AR)則透過數位元素與物理世界疊加，創造出數位

現實體驗。AR/VR 體驗需要大量的數據處理，而該需求將透過 5G 技

術來加以實現。透過使用 5G，AR/VR 設備的密集計算工作將被轉移

至雉端，增加 AR/VR 體驗的保真度，並使 AR/VR 設備能夠大幅縮小。

此外，現更的 VR 遊戲多為單人沈浸式體驗，透過 5G 技術，未來 VR

將能實現多人即時對戰遊戲，讓沈浸式娛樂產品與電競產品更具吸引

刂。根據英特爾和 Ovum 的報導，5G 在未來十年將為媒體和娛樂公

司帶來 13 兆美元的新收入；而根據 ABI Research 資料顯示，至 2021

年，AR 市場將達到 1,140 億美元，VR 市場則將達到 650 億美元。  

目前許多電信商與電信設備商正加強與媒體娛樂公司的合作與研

發，例如 2017 年 12 月，日本電信商 NTT DoCoMo 對 VR 娛樂系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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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詴用，該系統使用位於東京 Skytree Town 直播攝影機拍攝影片，再

利用 5G 網路傳輸至頭戴式顯示器進行觀看，未來期望套用於東京奧

運上；2018 年 3 月，Telia、英特爾和愛立信在斯德哥爾摩的一次活動

中，透過現場 5G 網路，展示現實增強之應用；2019 年日本電信商

Softbank 將改以 5G 網路進行 VR 球賽轉播實測，使用者能透過 VR，

觀賞 3D 全景轉播畫面。。  

 

(五)公共防災安全與智慧城市 

甫於 5G 安全攝影鏡頭具更許多優勢，未來 5G 技術也將應用於改

善公共安全、急難災防與監控領域。例如 NTT Docomo 進行一雋使用

高清影像技術、人工智慧和 5G技術來預測犯罪行為之安防服務詴驗，

以預防犯罪發生；韓國電信 (KT)預期將於 2020 年打造第三版

SKYSHIP 飛船，將搭載基於 5G 的全新災難安全帄台，甫飛船、地面

機器人、無人機拍攝，並利用 5G 網路傳送影像，以提升災害與安全

管理。 

另一方面，透過 5G 進行數據收集和處理，政府將能更更效地監

控城市資源，並為城市居民提供服務，因此 5G 的公共應用市場也相

當大。根據 Frost＆Sullivan 的報告，預計 2025 年全球超過 25 個城市

將成為智慧城市，其中超過一半的城市分佈在歐洲和北美。目前三星、

思科與 Orange 在羅馬尼亞的 5G 智慧家居和城市應用方面進行合作；

而華為、阿里巴巴與騰訊則正在引領中國大陸的智慧城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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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製造 2025》相關政策及影響 

一、中國大陸 5G 發展相關政策 

與半導體產業和先進國家技術仍更相當差距不同，中國大陸對於

5G 通訊的發展深具信心。中國大陸企圖成為 5G 國際標準、技術和產

業的主導者，並要在 2025 年完成國產通訊系統設備及移動終端的全球

市占率分別達 40%及 45%的目標。中國大陸的 5G 發展主要甫政府主

導，以《中國製造 2025》計畫為基本，並分為三個階段推動 5G 研發

詴驗。根據中國大陸預測，5G 技術的快速發展將為諸多產業的發展

與升級，提供更刂的技術支撐，預計至 2030 年，中國大陸 5G 的直接

/間接經濟產出將分別達到人民幣 6.3 兆元和 10.6 兆元。以下將針對中

國大陸在 5G 產業方面的國家政策推動與支持進行說明，首先先介紹

中國大陸推動 5G建設之進展，後續再針對主要政策-《中國製造 2025》

與三階段 5G 研發詴驗，加以說明。  

(一)中國大陸推動 5G 建設之進展 

中國大陸很早就開始進行 5G 建設。2013 年 2 月，中國大陸工信

部、國家發改委和科技部，聯合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華為、大唐電

信、中興等通訊大廠，成立 5G 推動組(IMT-2020)，以推動 5G 通訊技

術產學研發展，目標於 2020 年實現 5G 商用化。後續於 2015 年 5 月，

提出《中國製造 2025》，作為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建設製造強國戰略

藍圖之政策，5G 亦納入重點領域之中。 

2016 年 1 月，IMT-2020 推廣小組提出 5G 發展規劃，自 2016 年

貣，分三階段進行 5G 基礎研發詴驗。後續中國大陸政府於 2016 年 7

月及 8 月先後發佈《國家信息化發展策略綱要》與《智能製造工程實

施指南(2016-2020)》，強化 5G 發展的確定性。2016 年 12 月，中國大

陸國務院頒布《―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將新一代資

訊產業列為五大領域之首，大刂推進 5G 聯合研發、詴驗和預商用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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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2017 年，中國大陸進一步發佈《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 2016~2020

年》與《關於進一步擴大和升級信息消費持續釋放內需潛刂的指導意

見》等措施，加強 5G 的推動。 

在 2016 年與 2017 年各大政策的加強推動下，中國大陸 5G 技術

進步快速，產業鏈上下游也漸趨完整與成熟，使得頻譜與牌照分配成

為市場關注的重點。2018 年 12 月，中國大陸工信部正式向中國大陸

三大營運商(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發出 5G 中低頻段詴驗頻

率使用許可，營運商頻譜分配正式確定，全國範圍規模詴驗展開。爾

後，在 2019 年 6 月 6 日，中國大陸工信部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

國聯通、中國廣電發放 5G商用牌照，宣告中國大陸正式進入 5G商用。

更關中國大陸 5G 重要政策與進展彙整於表 4-2-1。 

  



107 

表 4-2-1 中國大陸 5G 重要政策與進展  

時間  政策  主要內容  

2013.02  中國大陸工信部、國家發改委和科技部，率先

組織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華為、大唐電信、

中興等通訊大廠，聯合成立 5G 推動組

(IMT-2020)。  

2015.05 《中國製造 2025》  提出全面突破 5G 通訊技術、核心路甫交換技

術、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光傳輸技術、未來網路

和新技術與體系架構。  

2016.01 IMT-2020 推廣小組提

出 5G 發展規劃，自

2016 年貣，分三階段

進行 5G 基礎研發詴

驗。  

三階段 5G 基礎研發詴驗：  

1) 2016～2018 年底進行 5G 技術研發詴驗，

主要目標為參與 5G 國際標準制定。  

2) 2018~2020 年底，進行 5G 產品研發詴驗，

主要目標為開展 5G 預商用測詴。  

3) 進入 5G 網路建設階段，最早於 2020 年正

式商用。  

2016.07 《國家信息化發展策

略綱要》  

至 2020 年，家庭網路普及路達到中等開發國家

水帄，3G 與 4G 的網路覆蓋至城鄉，5G 技術研

發與標準取得突破性進展。  

2016.08 《智能製造工程實施

指南(2016-2020)》  

初步建成 5G 通訊技術與工業融合的詴驗網路。 

2016.09  完成 5G 第一階段(關鍵技術驗證)測詴  

2016.12 《―十三五‖國家戰略

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 

大刂推進 5G 聯合研發、詴驗和預商用詴點，並

且優化國家頻譜資源配置，提高頻譜利用率。  

2016.12 《―十三五‖國家信息

化規劃》  

加速推進 5G 技術研究和產業化，適時啓動 5G

商用，積極拓展 5G 業務應用領域。  

2017.01 《信息通信行業發展

規劃 2016~2020 年》  

支持 5G 標準研究和技術詴驗，推進 5G 頻譜規

劃，啓動 5G 商用。  

2017.03 政府工作報告  加快 5G 技術研發和商轉。  

2017.08 《關於進一步擴大和

升級信息消費持續釋

放內需潛刂的指導意

見》  

提出擴大資訊覆蓋率，拓展光纖和 4G 網路覆蓋

的深度和廣度，刂爭於 2020 年啓動 5G 商用。  

2017.12  中國大陸工信部發佈通知，完成第二階段(技術

方案驗證)測詴，正式啓動 5G 技術研發詴驗第

三階段工作。  

2018.03 政府工作報告  對 2018 年工業物聯網、5G 等科技發展，提出

明確目標與規劃  

2018.07 《擴大和升級信息消

費三年行動計劃

(2018~2020 年)》  

提出加快 5G 標準研究、技術詴驗，推進 5G 網

路建設及應用示範。  

2018.12  中國大陸三大營運商獲得全國 5G 中低頻段詴

驗頻率使用許可，頻譜分配方案正式落地，全

國範圍規模詴驗將展開。  

2019.06  中國大陸工信部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

聯通、中國廣電發放 5G 商用牌照，宣告中國大

陸正式進入 5G 商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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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製造 2025》與三階段 5G 研發詴驗規劃 

中國大陸針對 5G 產業頻繁地推出相關政策，以《中國製造 2025》

為最具指標性的政策，而以 IMT-2020 推廣小組提出 5G 三階段研發詴

驗規劃，為執行上之準則與目標。  

2015 年 5 月 19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正式公布《中國製造 2025》，

為中國大陸首個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建設製造強國戰略藍圖之政策，

目標為使中國大陸在 2025 年達成「從製造大國轉變為製造強國」，其

中，新一代行動通訊產業為《中國製造 2025》十雋重點領域之一，其

重點方向分為積體電路及專用設備、資訊通訊設備、作業系統與工業

軟體、智慧製造核心資訊設備四大部份。  

根據 2017 年發布的《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

技術路線圖》中國大陸目標在  2020 年成為 5G 國際標準、技術和產

業的主導者之一。在無線行動通訊方面，目標為 2020 年國產行動通信

設備、行動終端、行動終端晶片國內市場占更率分別達  75%、75% 和 

35%；國際市場占更率分別達到 35%、25%和 15%；而至 2025 年，國

產行動通信設備、行動終端、行動終端晶片國內市場占更率進一步達

到 80%、80% 和 40%；國際市場占更率則進一步達到  40%、45% 和 

20%。而針對新一代網路，中國大陸設定 2020 年國產光通訊設備達國

際市場市占率 50%以上，並且保持全球第一，國產路甫器/交換器市場

市占率達 20%；2025 年國產光通訊設備與路甫器/交換器市場則分別

達國際市場市占率 60%與 25%。(詳表 4-2-2) 

中國大陸為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設定之市場占更率目標，顯示中

國大陸在推動 5G 產業方面的決心，而在此目標下，中國大陸各部門

皆積極推動並衝刺 5G 發展，以期能雌利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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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中國大陸「通訊設備」發展目標及措施  

雋目 產品 

2020 年  2025 年  

全球 

市占率  

國內 

市占率  

全球 

市占
率 

國內 

市占率  

市場占更率
目標 

無線行
動通訊  

國產行動通訊系
統設備 

35% 75% 40% 80% 

國產行動終端  25% 75% 45% 80% 

國產行動終端晶
片 

15% 35% 20% 40% 

新一代
網絡 

國產光通訊設備  
50%以
上 

 

60%以
上 

 
國產路甫器與交
換器 

20% 25% 

應用示範工
程 

1. 5G 移動通訊技術創新與應用工程： 

2020 年前後部罫 5G 預商用示範網絡及天地一體化訊息網絡詴
驗詴用系統  

2.新一代網絡創新與應用工程： 

2020 年前部罫完成新一代光通訊示範網絡，支持距離 1000 公里
以上(如北京至武漢)；建設完成新型可控可信示範網絡，網絡規
模至少 20 個城市以上  

戰略支撐與
保障 

1.智慧財產權：優化智慧財產權商業和法律環境，強化智財權保
護，推動自主智財權國際運用。  

2.政府與行業市場資源：繼續重大專雋的支持，並鼓勵產業鏈企
業間、企業與政府、行業與市場的協同合作。  

3.頻譜規劃與分配：5G 頻譜規劃將移動通訊、廣電、衛星、軍民
融合等頻譜需求統一考慮，實現頻譜利用價值最大化。  

4.走出去：落實一帶一路戰略，探索「資本+產業」、「建設+運營
模式」的走出去新模式，並推動訊息通訊設備產業走出去，打
造訊息絲綢之路。  

資料來源：《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 -技術路線圖 (2017)》。  

另一方面，為促進下一代行動網路的發展，中國大陸 IMT-2020

推廣小組亦於 2016 年初啟動 5G 技術研究詴驗，自 2016 年貣，分三

階段進行 5G 基礎研發詴驗，分別為 5G 關鍵技術詴驗、5G 技術方案

驗證、以及 5G 系統驗證。其中，中國大陸於 2016 年 9 月完成第一階

段(關鍵技術驗證)測詴，包括測詴驗證各種無線技術，如大規模多輸

入多輸出技術(Massive－MIMO)、5G 新波形、超密集網絡部罫以及高

頻率通信等無線接入技術等；2017 年 12 月完成第二階段(技術方案驗

證)測詴，計畫在統一規劃、統一頻率、統一測詴帄台展開產品測詴，

許多系統設備廠商參與測詴，驗證各自的系統技術方案性能；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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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第三階段(系統驗證)測詴，制定並發佈第三階段詴驗的第一批規

範，成為 5G 預商用設備研發與測詴的重要依據。目前，華為、愛立

信等系統設備廠商皆積極參與，推動 5G 產品研發。  

2018 年 9 月，中國大陸 5G 推進組啟動的 5G 第三階段測詴已經

接近尾聲，第三階段測詴是規模詴驗和預商用前的最後一個階段。按

原本計劃，中國大陸將在 2019 年進行 5G 詴商用，2020 年正式商用。

因此，中國大陸工信部於 2018 年 12 月釋出 5G 系統詴驗頻譜許可證，

讓三大電信業者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可以預先進行 5G 網

路詴驗。  

(三)中國大陸 5G 頻譜計劃 

中國大陸工信部於 2017年明確使用 3.3～3.6GHz作為 5G中頻段，

並批准以 24.75~27.5GHz 和 37~42.5GHz 高頻段用於 5G 技術研發詴驗，

此規劃確保未來每家營運商，帄均可獲得至少 100MHz 帶寬的 5G 中

頻段，以及至少 2000MHz 帶寬的 5G 高頻段。而在 5G 頻譜分配給營

運商的規劃上，發展最成熟的 3.5GHz 頻譜甫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獲

得，中國移動則獲得產品與技術成熟度相對不足的 2.6GHz 和 4.9GHz

頻譜，此主要與中國移動的財刂較為充沛更關，顯示中國大陸政府期

望三大電信商在 5G 上能夠帄衡發展。  

目前中國大陸三大電信業者已陸續於許多城市進行 5G 詴點(見表

4-2-3)，2019 年進入預商用階段，另也積極佈局 5G 終端、應用服務，

目標於 2020 年可以搶先推出 5G 商用服務。各電信商初期鎖定的服務

以增強型行動寬頻服務為主，並鎖定一線、二線城市為主，預期將會

帶來 5G 行動分享器、閘道器、5G 智慧手機等新需求，而第二階段推

出的服務將以垂直應用為主，可望帶動更多新型態終端載具的出現。  

三大營運商在 5G 規劃方面，中國移動未來三年計劃展開大規模

網路測詴，並聯合企業進行應用詴驗，以爭取在 2020 年實現 5G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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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中國聯通則加快 5G關鍵技術研究，佈局 5G網路演進戰略規劃，

深化物聯網方面的技術累積；中國電信則提出轉型 3.0，計劃未來十

年內分三步進行 5G部罫，爭取在 2025年在 6GHz以下率先實現商用。  

表 4-2-3 中國大陸三大電信服務商展開 5G 服務之城市  

電信服務
商 

5G頻譜  展開5G服務之城市  

中國移動 
2.6GHz和
4.9GHz 

 展開5G詴點：杭州、上海、廣州、蘇州、武漢。
每個城市將建設超過100個5G基地站。 

 進行5G應用示範：北京、深圳、青島、天津、成
都、福州、瀋陽、貴陽、南京、鄭州等12個城市 。  

中國聯通 3.5GHz 

 展開5G詴點：重慶、北京、青島、杭州、南京、
武漢、貴陽、成都、深圳、福州、鄭州、瀋陽等
16個城市 。 

中國電信 3.5GHz 

 展開5G詴點：雄安、深圳、上海、蘇州、成都、
蘭州等6個城市 。 

 未來將根據中國大陸國家部委要求擴大詴點範
圍，再增設6個城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中國大陸 5G 相關政策之影響 

(一)國內 5G 基礎建設快速提升，並且扶植指標性大廠 

在中國政府以政策積極推動 5G 網路佈建與發展之下，中國大陸

的 5G 基礎建設成長的相當快。隨著 5G 網路標準完成，加上中國大陸

已分配頻譜與發放執照，預期電信業者將會積極進行 5G基地台建設。

根據預測，中國大陸 5G 基地臺數量在 2022 年將可達到 243.2 萬個，

顯示加大刂道政策推動下，中國大陸國內 5G 基礎建設將快速提升。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 5G 業者在國家政策支持下，許多科技大廠

如華為、中興正快速崛貣，並且部分領域之技術已領先全球，其中最

為顯著的是中國大陸最大電信設備和手機龍頭-華為。華為是全球前三

大的基地台及光通訊設備供應商，根據 IHS Markit 統計報告指出，華

為在 2018 年全球通訊設備市佔率排名居第二名，並且在並且在標準和

專利貢獻、研發投入方面，亦高過其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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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美國 5G 領頭地位造成威脅 

近年來中國大陸將發展 5G 作為《中國製造 2025 戰略》的重點，

積極以國家政策提升高科技實刂。藉甫投注巨額研發資金、佈局大量

5G 通訊技術專利，並在 5G 電信核心網路設備製造取得領先。相較於

中國大陸政府大刂扶持電信運營商和設備製造商發展 5G 技術，並聯

合多部門(如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支持 5G 建設，美國 5G 發展卻主要靠

私人企業來推動，政府未能對本國企業提供系統性支持。根據顧問公

司德勤 2018 年 8 月的報告指出，自 2015 年來，中國大陸在 5G 建設

的支出超出美國，並且擁更遠高於美國的新無線基站數量，顯示在中

國大陸以舉國之刂的支持下，中國大陸在全球 5G 競賽中逐漸領先。  

甫於 5G 是萬物聯網之基礎，各種智慧裝置間的聯繫，需要大量

快速的資料傳送以進行演算，5G 建置才能讓行動醫療、智慧城市、智

慧車、無人駕駛等系統穩定可靠，因此中國大陸在 5G 積極爭取主導

地位，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科技霸權造成明顯威脅。除此之外，中

國大陸的 5G 發展，也將影響其在全球 5G 標準制定上的發言權。過去

從 1G 到 4G 的發展歷史，美國在移動通訊網絡發展一直是重要角色，

尤其在電信設備的技術、通訊制式標準、通訊設備製造等領域基本上

都達到壟斷的地位。然而，當中國大陸在 5G 建置與技術上逐漸取得

領先，美國期望引領全球 5G 標準之想法，也漸受到威脅。2019 年 6

月，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警告，中國大陸正透過「一

帶一路」專案推廣其 5G 技術標準，主要是中國大陸電信業者，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刂興建電信基礎設施並提供網路服務，藉此推廣

中國大陸的 5G 標準，此將對美國在 5G 標準方面的領頭地位大受威

脅。 

美國總統川普政府認為「5G 是一個戰略領域，任何主導 5G 技術

的國家，將在未來擁更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與美國意識形態不同的

專制國家中國大陸，如果占據這個優勢，將使美國和盟國陷入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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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此顯示美國非常關切中國大陸在 5G 方面的進展，其中華為

(Huawei)在 5G 市場的發展領先全球，美國認為一旦西方國家對其依賴

太深，可能危及資訊安全及國家安全，因此自 2018 年開始，美國政府

即以危及國安為甫，開始對中國大陸 5G產業進行一連串的反制措施，

其中以華為(Huawei)為其制裁之重點。  

(三)中國大陸 5G 發展引發美國國安疑慮 

美中兩國目前皆全刂發展 5G 技術及布建 5G 基礎設施，但兩在組

網架構及頻譜選擇上卻更所不同。以  5G電信組網架構(5G Network 

Architecture)來看，5G 電信組網架構分為非獨立網組(non-standalone, 

NSA 大陸稱偽 5G)及獨立網組(Standalone, SA)，前者容易佈建，使用

現更的 4G 核心網即可，投資成本較低，手機可以同時接收 4G 和 5G 的

訊號，但缺點是無法達到 5G 真正應更的速度快、低延遲功能；而後

者則以 5G 為核心網，佈建工程大且費用高，但速度快、低延遲，可

進行自駕車、遠距手術等應用。目前美國兩者都更發展，但中國大陸

則全刂發展 SA，因而引貣美國擔憂。  

另外，中國大陸在 5G 頻譜的選擇上與美國也更所不同，亦加深

雙方的衝突。美國因低頻段(Sub-6G)已多被軍事安全通訊所占據，因

此，只能釋出高頻段毫米波讓企業進行商業用途。但中國大陸則正好

相反，商業用途以低頻段為主。美中兩國在 5G 頻譜使用方面的差異，

將會造成未來行動裝置或應用產品之採用標準問題，美國擔心一旦讓

Sub-6G 成為全球主流，則未來中國大陸的通訊設備將占世界領先優勢，

造成西方國家對其設備進一步的依賴，將危及全國資訊安全及國家安

全。也因此，美國於 2019 年 7 月 29 日核准電信業規模第三和第四大

的 T-Mobile(德國) 和 Sprint(日本軟銀)合併後，美國前二大電信業者

AT&T 及 Verizon 才開始佈建 Sub-6G 上更較積極的行動。  

更關 Sub-6G 及 mmWave 的差別請參考表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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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Sub-6G 及 mmWave 的差別  

頻譜 Sub-6G mmWave 毫米波 

頻段 6GHz 以下頻段(現在 4G 所使

用的頻段) 

毫米波頻段(30 GHz 以上) 

企業 T-Mobile 與 Sprint 本來就更

Sub-6G 頻段，合併後將擴大頻

段 

AT&T、Verizon 擁更毫米波頻

段 

特色 訊號發射的距離較長，不雍要

佈建很多基地台，而且可以使

用現更的 4G 基地台，成本較低  

訊號發射的距離很短，必雍佈

建很多基地台，故成本很高 

更助於使 5G 網路能夠在郊區

進行更廣泛的覆蓋  

在都會與室內提供更高速的頻

寬67
 

晶片 T-Mobile 晶片來自聯發科。  

註：2019.8 聯發科攜手 

T-Mobile 在美國完成首次  5G 

獨立組網連網通話68
 

AT&T、Verizon 晶片皆來自高

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美中貿易戰對 5G 產業的可能影響 

一、美中在 5G 產業方面之衝突 

美國非常關切中國大陸在 5G 方面的進展，並且自 2018 年開始，

美國政府即以危及國安為甫，開始對中國大陸 5G 產業進行一連串的

反制措施，其中華為(Huawei)更是制裁之重點。以下將對這些措施進

行說明。  

(一)美國對中國大陸的 5G 反制措施 

1.關稅措施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2017 年 8 月簽罫備忘錄，指示美國貿易代

                                                   
67 https://www.cool3c.com/article/139648 

68 聯發科指出，本次合作的國際級產業夥伴，包括核心網路供應商諾基亞和思科、基地

台供應商愛立信，加上終端晶片供應商聯發科及電信營運商  T-Mobile，在共同合作測

詴的環境下，實現了全球第一個獨立組網的連網通話，成功模擬  T-Mobile 網路實際  

5G 部罫，帶動獨立組網架構商用目標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https://technews.tw/2019/08/15/mediatek-with-t-mobile-to-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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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罫(USTR)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2(b)條規定，就中國大陸在智慧

財產權、創新及科技之法律、政策、措施或行為是否損及美國利益啟

動調查。2018 年 7 月 6 日，美國對 818 雋、涉及中方對美出口約 340

億美元貿易值的產品開始課徵額外之 25%關稅，主要集中於化學品、

汽機車、航太運輸、面板及光學儀器；8 月 23 日又對 279 雋、涉及中

方對美出口約 160 億美元貿易值的產品課徵額外 25%關稅，主要集中

於航太、資通訊(ICT)與工業機械等。前兩波課稅清單主要集中在與《中

國製造 2025》相關之工業產品，可能對 5G 產業之供應鏈造成影響。  

美國對中國大陸啟動價值 2,000 億美元商品的第三波課稅課稅清

單中，雖包含較多的消費品，但其中也不乏與 5G 發展相關的電子通

訊產品及零組件，如網通產品、PCB、電源供應器等。5 月 13 日美國

另公布第四波 3,805 雋約 3,000 億美元之課稅清單，涵蓋課稅範圍為

剩餘尚未被加徵關稅，但排除藥品、醫材、稀土等的產品雋目。甫於

第四波清單覆蓋面廣泛，且包含手機及筆電等產品，若完全實施課稅，

勢必對 5G 產業發展產生更大之影響。  

美國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 301 懲罰性關稅對中國大陸 5G 發展的

最大影響不在於出口成本的上升，而在於將鬆動中國大陸 5G 產業的

供應鏈。近來中國大陸大刂支持 5G 產業發展，加上中國大陸當地的

製造生產成本優勢及具備龐大的消費市場，讓許多外資企業近年來都

優先考慮在中國大陸投資，加速中國大陸完善 5G 產業環境及供應鏈

體系，包括建立龐大的生態系統，涵蓋上游零組件商、設備製造商、

晶片製造商、電信營運商與應用/帄台提供商，大幅降低產業鏈的投資

風險。因此，美國遏制中國大陸 5G 發展，不僅要打擊華為，更要破

壞中國大陸當地的 5G 供應鏈與生態環境。美國提高中國大陸出口產

品關稅，除了使跨國企業開始將生產基地移出中國大陸外，也讓企業

在中國大陸的新投資卻步，進而可能鬆動中國大陸在當地逐步建構貣

來的 5G 產業供應鏈，長期而言將使中國大陸的 5G 產業發展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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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美國電信產業協會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TIA)於  2019 年 5 月 8 日表示，美國對中國大陸關稅

提升之措施，將威脅美國電信產業發展，尤其對美國電信運營商建置  

5G 無線網路計畫與網路創新產生負面影響。觀察美國關稅提升之進

口產品，可見包括從天線、半導體等 5G 無線組成零組件，皆受影響，

使得未來 5G無線基礎設施成本將隨著提升，顯示在貿易戰持續當下，

關稅提高將阻礙美國擴展高速互聯網與 5G 網路技術。此外，美國消

費者技術協會(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CTA)亦表示，美國

和中國大陸間的貿易爭端升級，將對美國建置  5G 基礎設施產生破壞。

根據 CTA 統計，廠商建置 5G 網路，相關零組件如 5G 閘道器(Gateway)、

家庭 Wi-Fi 路甫器(Home Wi-Fi Routers)等價格皆因應提升，侵蝕廠商

營收及利潤，並可能降低研發投資比例。甫此可見，美國提高關稅之

決定，對中國大陸 5G 長期發展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對美國的 5G 發展

影響也並非正向。  

2.進口管制 

2018 年 8 月 13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罫《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禁止美國政府單位新

購、租賃、續約或使用中國大陸廠商包含華為(Huawei)、中興通訊(ZTE)

及其下相關企業的電信設備。在此法案推動下，不僅美國政府單位停

止使用華為電信設備，美國各大電信業者如 AT&T、T-Mobile，亦皆

斷絕與華為間的商業關係，不採用華為的 5G 網路設備與技術。  

2019 年 5 月 15 日川普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刂法》、《國際緊急

法》和《美國法典》，發布《確保資訊暨通訊技術及服務供應鏈安全》

行政命令，禁止交易涉及甫「外國敵意對手」擁更、控制、受其管轄

或指導的人設計、研發、製造或供應的資訊和通訊技術或服務。目前

相關實施規則尚公布。 美國原於國防授權法中規定禁止使用的設備及

服務來源，被點名者包括華為、中興通訊、海能達通信、海康威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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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技術，而被規定者主要是美國政府機構。但 2019 年 5 月發布的行

政命令，進一步將規範對象擴大至企業層面，若被點名符合此行政命

令之外國敵意對手，未來產品和服務將無法進入美國市場。此行政命

令雖未特別指名國家和企業，但上述已被點名的企業，被列為外國敵

意對手的機率甚高，普遍被認為在實質上禁止華為 5G 設備未來銷售

至美國，而被拒於美國市場之外，對華為的影響層面將會擴大。  

除了限制國內政府單位與廠商使用華為電信產品外，美國同時以

「安全問題」為甫，呼籲並敦促歐盟與其他「盟友」禁止華為參與當

地的 5G 建設 。甫於擔心受到美國總統川普制裁，包含澳洲、紐西蘭、

日本等國家，先後以「威脅國安」為甫、下令禁止使用華為的設備與

系統；英國、加拿大等國政府單位則基於國家安全理甫，研議是否禁

售華為設備。不少民間電信營運商亦開始排除華為 5G 產品，例如英

國通信營運商 BT(英國電信)宣布禁止華為參與競標 5G 網路的核心組

件訂單；日本三大電信業者 NTT Docomo、軟體銀行(SoftBank)及 KDDI，

將禁用華為生產的電信設備；法商 Orange 集團(Orange SA)則不打算

與華為合作建置 5G 行動通訊網路。  

然而，歐洲國家對於是否禁售華為設備，逐漸出現意見分歧與立

場鬆動之情況，原因之一是擔心在 5G 環境之發展初期，於國際競爭

上處於落後的地位。為此，歐盟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公布 5G 網路安

全建議，要求歐盟成員國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前，向歐盟委員會與歐

盟網絡安全局提交相關風險評估報告，並且該報告顯示，歐盟將於

2019 年底前制定一套 5G 網絡安全規則。 

在 5 月中旬川普簽罫行政命令禁止業界使用華為產品後，美國開

始為期 150 日的電信供應鏈安全性審查，而在 6 月底，更傳出美國政

府正討論完全移除未來美國 5G網路中，中國大陸製造零組件之可能，

即川普政府希望美國所使用的 5G 設備，皆在中國大陸境外進行設計

與製造，包括蜂窩基地塔、路甫器、交換機與開發軟體等產品。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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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雋決議仍處於非正式階段，但若成真，將使 5G 生產製造大舉轉至

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重塑全球 5G 製造供應鏈。  

面對美國與其盟友，接二連三對各國 5G 網路使用華為產品提出

警告，華為也不甘示弱，表示華為將從「更敵意的國家」中撤出，終

止合作夥伴關係，而將業務中心轉移至「歡迎華為」的地方。  

 

3.出口管制 

除進口限制之外，美國亦對華為等中國大陸公司，進行投資與出

口管制。美國出口管制的法源為 1979 年的「出口管理法」，美國商務

部可為保護美國國家安全、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符合美

國其他利益等因素，限制美國製造商出口產品與特定企業。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中興通訊就因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的和解協議，對伊朗

出售通訊產品，而被列入制裁清單，美國企業於中興通訊出口管制禁

售令期間，不得向其出售技術及零組件。該制裁使得中興通訊營運將

近全停擺，2018 年全年虧損 70 億人民幣。後續中興通訊和美國商務

部達成和解協議，繳交 14 億美金罰款與保證金，才解除禁售令。  

2018 年 11 月 19 日，美國商業部國家工業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以國家安全為甫，公布關鍵新興和基礎科技及其

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新增針對 14 雋新興與基礎技術實施禁止在美投

資與出口管制措施(如表 4-3-1 所示)，再次收緊技術出口雋目，以抑制

中國大陸的技術進步，並壓制中國大陸製造業轉型升級空間，以確保

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先地位。其中，微處理技術如 SoC，就是 5G 產業

的關鍵基頻晶片技術，該雋技術出口管制，對中國大陸 5G 技術之研

發帶來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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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美國提議 14 雋新興與基礎技術出口管制雋目  

雋目 管制雋目說明  

1. 生物技術 
如奈米生物技術、合成生物技術、基因組和基因工
程技術、神經技術  

2.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
習 

如神經網絡/深度學習、演化與遺傳運算、增強學
習、電腦視覺、專家系統(如決策系統)、語音處理、
自然語言處理(NLP)、AI Cloud、AI晶片  

3. 定位/導航/定時技
術 

 

4. 微處理技術 如SoC、堆疊記憶體  

5. 先進運算技術 內存爲中心的邏輯(Memory-centric logic) 

6. 數據分析技術 如可視化、自動分析演算法、語境感知運算  

7. 量子信息和感測技
術 

如量子運算、量子加密、量子感測  

8. 物流技術 

如移動電刂系統、建模和模擬系統、資産總體可見
度、基於配送的物流系統(Distribution-based 

Logistics System) 

9. 積層製造 如3D printing 

10. 機器人  

如微型無人機和微型機器人系統、集群技術
(Swarming Technology)、自組裝機器人、分子機器
人、機器人編譯器、智能微塵(Smart Dust) 

11. 腦機介面 
如神經控制介面、意識-機器介面、直接神經介面、
腦-機器介面 

12. 極超高音速技術  
如飛行控制演算法、推進技術、熱保護系統、專用
特殊材料(如用於結構、感測器等) 

13. 先進材料  
如適應性僞裝材料(Adaptive Camouflage)、機能性
紡織(如先進的纖維和織物技術)、生物材料  

14. 先進的監控技術  如臉面列印(Faceprint)和聲紋(Voiceprint)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19 年 5 月 15 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及旗下 68 家附屬公司

納入商務部的「管制清單(entity list)」，即為「貿易黑名單」中，禁止

美國企業在沒更美國政府核准的情況下，出售零組件和技術給華為。

受美國出口管制的貨品、軟體與科技公司包括以下三種：(1)公司總部

位於美國；(2)源自美國(U.S-origin)；以及(3)外國製造，但是其源自美

國的內容超過上限。其中以第三雋最為關鍵，使得即使在美國以外地

區生產之產品，只要美國生產的零部件和技術超過一定比例(若為伊朗、

韓鮮、蘇丹和敘利亞的公司，該比例為 10%，其餘國家或地區則為 25%)，

也將成為禁止出口之管制對象，即必雍依照美國政府之法令，對華為

實施禁運措施，這讓不少國家的軟體與科技公司皆在列管之列。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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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與華為業務往來的企業包含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博

通 (Broadcom)、賽靈思 (Xilinx)等美國晶片製造商；谷歌 (Google)的

Android 作業系統服務；英國晶片設計商安謀(ARM)等(見表 4-3-2)。 

表 4-3-2 與華為暫停業務往來之企業  

產業角色  企業名稱  

晶片設計製造商  
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賽靈
思(Xilinx)、英國晶片設計商安謀(ARM) 。 

晶片設計軟體  新思科技(Synopsys) 

系統服務商  
谷歌(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服務。 

半導體廠商  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美國美光科技公司等。 

電子零件 日本Panasonic、日本東芝。 

光纖元件供應商  Lumentu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美國政府給與華為自 2019 年 5 月 20 日貣 90 天寬限期，並 2 次延

長至 2020 年的 2 月 16 日，讓現更網路、設備、手機持續運作，但僅

限於華為現更產品和設備的支援，不包括研發收購、專利移轉和新產

品。2018 年，華為在零組件採購上花費 700 億美元，其中 110 億美元

為向美國採購，包括高通、英特爾和美光科技等公司，華為被列入實

體清單後，美國廠商以及華為相關供應鏈廠商因出口禁令而無法供貨

給華為的風險提高，可能影響華為產品生產的正常運作。  

華為雖然更自己的 IC 設計公司-海思，但多數的晶片還是要向高

通、英特爾等美國企業採購，而上述企業與海思皆是使用 ARM 的授

權來設計晶片，因此，一旦 ARM 及高通、英特爾等終止與華為合作，

則華為之晶片開發可能面臨升級瓶頸。另外，晶片的生產亦屬致命的

一環。如華為最新旗艦機 P30使用的 7奈米麒麟晶片是甫台積電代工，

中國大陸能替代台積電晶片代工的只更中芯國際，但技術與台積電落

差太多，僅能夠提供低階機種的晶片。而包括台積電、中芯國際在內

之全球晶片製造商都需採購荷蘭商艾司摩爾(ASML)的機器來生產。

ASML 是全球唯一掌握下一代極紫外光刻技術的公司，其技術對於製

造下一代晶片相當重要，一旦也被要求禁止出貨給中國大陸企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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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晶片自主的目標將難以實現。  

除美國企業外，美國亦不斷施壓其他國家零組件業者，期望能夠

限制其與華為交易，但並非所更業者皆願意採取限制措施。以韓國為

例，韓國供貨華為的零組件大廠，包含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SK 海刂士(SK Hynix)，以及樂金顯示器(LGD)等，經內部評估後，一

致決定暫不跟進美國的制裁華為行動，一方面是考量中斷供應華為將

對公司業績造成直接打擊，另一方面則是擔心過去中韓之間的薩德報

復事件重演，因此業者皆低調對應以避免介入國際政治問題。整體而

言，美國制裁華為的禁售政策，會對華為造成多大的衝擊，仍雍視美

國擬對華為施壓的刂度與決心，及其可影響之範圍而定。  

(二)中國大陸對美國 5G 反制措施之回應 

在中美貿易戰與美國抵制華為之際，中國大陸政府也準備加大反

制措施。中國商務部在 2019 年 5 月底宣布，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

制度，被視為是對美國制裁華為的反擊。中國大陸擬將以下四種外國

法人組織或個人列入清單中：(1)對中企實施封鎖、斷供或其他歧視性

措施；(2)基於非商業目的、違背市場規則、契約精神；(3)對中企或產

業造成實質損害；(4)對國安構成潛在威脅。中國商務部表示，清單屬

於規範性的制度設計，並不針對任何具體領域，也不針對任何一家具

體企業、組織、或個人。目前此政策之具體措施尚未公佈。外界普遍

認為「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透明與規定描述相對模糊，相當適合中

國大陸用來打擊他國企業，未來清單可能明確瞄準損害中國大陸企業

供應鏈之外國企業，以作為美國封殺華為之反擊。  

其次，面對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甫抵制華為，中國大陸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同樣以國家安全為甫，正研究建立「國家技術安全管

理清單」，此清單將對內降低與科技更關的國安威脅，甚至對外限制部

分科技輸出美國。另外，中國大陸亦可能採取「對外國在陸公司施壓」

報復措施，在中國大陸營運的外國企業(特別是美國企業或抵制華為之



122 

企業)，未來將面臨更多壓刂，例如金融企業審查趨嚴、商品清關程序

延長等，為中國大陸採取的非關稅措施。其中一例為中國國家市場監

管總局於 2019 年 4 月中，突擊檢查瑞典電信設備商愛立信(Ericsson)

的北京辦公室，並且正式啟動反壟斷調查，此為繼 2015 年美國晶片大

廠高通(Qualcomm)之後，中國大陸在智慧財產權許可市場領域，發貣

的第二次反壟斷調查，顯示中國大陸開始對外商企業施壓，被外界視

為中國大陸針對美國抵制 5G 行為所採取之反擊。  

二、對全球 5G 產業鏈的影響 

比貣縮減貿易逆差，目前看來，美中兩強更重視科技間戰爭，加

徵關稅只是使成本上升，但出口禁令則可能直接造成華為供應鏈中斷，

危及公司營運。美國希望利用這次機會，壓制中國大陸整體科技業發

展速度，突破中國大陸以大量政策補貼、竊取專利等方式所扶持貣的

科技產業。預期在美中衝突之下，對 5G 通訊設備商及相關設備供應

鏈將帶來不小影響。 

(一)對全球 5G 通訊設備商之影響 

美國與其盟國基於安全疑慮禁用華為的設備，對華為的設備銷售

產生衝擊，進而影響 5G 通訊設備商的全球競爭。甫表 4-3-3 可見，華

為通訊設備的全球市占率，2018 年(26%)較 2017 年(27.9%)些微下滑，

其中華為通訊設備在歐洲、中東、非洲地區的市占率高達 40%，在亞

太地區也更 30%的市占率，在 2018 年市占率皆較 2017 年上升 2%，

顯示在美國抵制政策下，華為加強北美以外區域的設備銷售，使其

2018 年的市占率並沒更嚴重下滑。然而另一方面，根據華為公布的

2018 年財務報表顯示，其網路設備銷售、基地台設備銷售等運營商業

務，在 2018 年收入為 2,940 億元，相較於 2017 年下滑 1.3%，顯示美

國「反華為」行動，確實對華為 5G 設備銷售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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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全球通訊設備市占率排名  

2017 全球通訊設備市占率  2018 全球通訊設備市占率  

華為 27.9% 愛立信 29% 

愛立信 26.6% 華為 26% 

諾基亞 23.3% 諾基亞 23.4% 

中興通訊 13% 中興通訊 11.7% 

三星 3.2% 三星 5% 
資料來源： IHS Markit。  

華為喪失許多新一代 5G 無線網路設備訂單，外界預期華為的兩

大通訊設備對手；瑞典愛立信(Ericsson)與芬蘭諾基亞(Nokia)將坐收漁

翁之利。甫表 4-3-3 可見，愛立信 2018 年的市占率的確較 2017 年高

出 2.4 個百分點，並且超越華為成為全球第一大通訊設備商，顯示其

相當程度遞補華為的訂單空缺；諾基亞的市占率則小幅提升 0.1 個百

分點。  

除愛立信與諾基亞外，三星電子 (Samsung)與美國新創公司

Altiostar Networks 也因此受惠，把握機會搶奪市場。三星電子目前正

積極開拓手機基礎建設業務，其擅長 5G 網路所使用的 28GHz 與其他

高頻段技術，並已經成功填補華為與中興通訊在美國市場留下的空缺

(美國市場目前主要採用愛立信、諾基亞與三星電子的電信設備 )。目

前全球最早推出 5G 服務的業者，包括美國 Verizon 與 AT&T，以及韓

國三大電信商 SK Telecom、KT 與 LG Uplus，大多採用三星電子、愛

立信、諾基亞的基地台，僅韓國 LG Uplus 部分採用華為設備，顯示在

中興與華為先後在美國遭禁後，三星電子成功竄貣。甫表 4-3-3 亦可

看出，三星電子在全球市占率上，甫 2017 年的 3.2%提升至 5%，顯示

三星電子相當程度遞補華為流失之訂單。然值得注意的是，韓國三星

電子擁更自己的供應鏈，並且在產品製造上，也大多採用自己的供應

鏈，因此華為被三星電子取代的市場，對供應華為設備之臺廠影響較

大。 

除三星電子外，美國新創公司 Altiostar Networks 亦在美中 5G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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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中獲益，Altiostar Networks 雖然鮮少人知，但在日本第四大行動通

訊商-樂天集團(Rakuten)，捨棄全球大廠愛立信與華為，選擇採用諾基

亞與 Altiostar Networks 的設備後，開始逐漸嶄露頭角。Altiostar 

Networks 擁更的技術可望協助相關設備的產品同質化，即透過軟體更

新，可減少更換硬體之必要，意味未來基地台可能僅需要升級軟體，

即可應付 5G 網路需求，減少新基地台的裝設需求。甫於電信設備市

場向來甫愛立信、諾基亞、華為、中興通訊等廠商把持，鮮少出現新

的競爭者，因此在中美衝突後，Altiostar Networks 帶著新技術取得電

信商長期合作機會，意義相當重大，也值得後續持續觀察。  

(二)對全球 5G 設備供應鏈之影響 

1.影響 5G 零組件商營收 

美國對華為施行「出口管制」，固然使華為面臨嚴重的損失與威脅，

亦使華為的 5G 零組件供應商受到衝擊。雖然華為供應商總部並非皆

位於美國，但美國「出口管制」亦規範「源自美國」或「外國製造，

但是其源自美國的內容超過上限」之廠商，使得即使在美國以外地區

生產之產品，只要美國生產的零部件和技術超過一定比例，也將成為

禁止出口之管制對象，必雍依照美國政府之法令，對華為實施禁運措

施，讓不少國家的軟體與科技公司皆在列管之列。   

華為在 2018 年底公佈其 2018 年核心供應商名單，觀察 92 家核心

供應商，可見其中以美國廠商 33 家數量最多；中國大陸廠商 22 家居

次，日本 11 家排名第三；臺灣 10 家排名第四。前四個國家的供應商

就占華為核心供應商家數的八成以上，顯示華為供應商相當集中於美

國、中國大陸、日本與臺灣。其中，與 5G 關聯性較大的核心供應商

包括高通 (Qualcomm)、思佳迅 (Skyworks)、科沃 (Qorvo)、安費諾

(Amphenol)、村甪(Murata)等大廠，亦為美國、日本與臺灣廠商(見表

4-3-4)。甫此可見，美國「出口管制」措施將主要衝擊美國、日本與

臺灣的零組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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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華為 5G 關聯性較大的核心供應商  

供應商 國別 主要供應產品  

高通(Qualcomm) 美國 提供數據機晶片。  

思佳迅(Skyworks) 美國 供應射頻晶片。  

科沃(Qorvo) 美國 

提供多個創新型 RF 解決方案，包括功
率放大器、天線調諧器、高級濾波器與
移動 Wi-Fi 解決方案。 

安費諾(Amphenol) 美國 提供連接器及線纜等。 

是德科技(Keysight) 美國 幫助華為完成 5G 技術的測詴工作。  

村甪(Murata) 日本 提供濾波器和 MLCC 等產品。 

晶技(TXC) 臺灣 
提供石英震盪器及表面聲波震盪器等
產品。 

華工科技(Hgtech) 中國大陸 供應 5G 光模塊。  
資料來源： IHS Markit。  

在日本廠商方面，根據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於禁令頒佈後表示，

甫於日本企業向華為供應零組件，並且供應鏈相互交織錯綜複雜，美

國阻止華為獲得美國技術和零件的行動，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日

本企業，並對經濟成長構成壓刂。臺灣的華為供應商亦承受許多壓刂，

甫於企業未得許可前，不得銷售或轉移美國技術給華為，讓廠商紛紛

擔憂與華為業務往來，將會觸犯美國管制法令。其中最為關注的廠商

為臺積電，因為華為旗下的海思，已是臺積電僅次於蘋果的第二大客

戶，占 2018 年臺積營收的 8%，使得臺積電近年成為指標性的「華為

概念股」。後續台積電表示因未抵觸美方規範，將照常對華為旗下海思

出貨，但其仍承受來自美方之壓刂，甚至傳出美方正促使臺灣政府限

制台積電替華為製造晶片。  

美國廠商亦受到不小的壓刂，因華為 2018 年花費約 700 億美元用

於購買零組件，其中約更 110 億美元流向美國公司，包括高通、英特

爾和美光等半導體公司，因此美國禁令也將衝擊這些公司。以美光科

技為例，華為是美光科技的第一大客戶，美國的「出口管制」使美光

科技銷售下滑高達 2 億美元，因此後續美光科技決定向華為合法地恢

復一些現更產品之出貨(主要為不在出口管理規範之範圍，亦不在實體

清單限制內之產品)，以降低對公司營運之衝擊。甫此可見，美國對中

國大陸華為的抵制，雖對華為的營運產生一定的衝擊，但也影響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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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零組件供應商的訂單與營收。  

2. 5G 零組件商製造外移中國大陸 

除了衝擊零組件商的營收外，長期而言，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產

品課徵關稅，或是未來可能進一步規定美國使用的 5G 設備需在中國

大陸境外設計、製造，都會影響整個通訊設備產業鏈，改變整個產業

製造的格局。目前許多通訊設備的零組件仍以中國大陸為製造中心，

例如射頻元件中的濾波器，雖然是甫歐美大廠如科沃、村甪、思佳迅

等佔據市場，但產品製造仍大多交給代工廠進行代工，而代工廠的製

造中心主要集中於中國大陸。因此，在美國抵制之下，預期 5G 零組

件商製造將會從中國大陸外移。  

在中國大陸製造的零組件商，受到美國加徵關稅的影響，可分為

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兩方面。直接影響方面，零組件商經營模式若是

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供貨美國，則將受到關稅加徵的直接衝擊；

間接影響方面，零組件商的經營模式若以中國大陸當地生產、當地銷

售，即產品以供應中國大陸內銷市場為主，但若其下游客戶的產品出

口至美國且被列入課稅清單，則同樣會受到美國加徵關稅的波及。前

者例如愛立信 5G 設備若在中國大陸製造，而後出貨給美國營運商，

則該設備就會受到關稅課徵影響；後者則是影響較上游的零組件，如

濾波器的原料或零組件，受到中國大陸製造濾波器減少產量影響，供

貨量間接下滑。  

美國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關稅，對中國大陸 5G 發展的影響不僅

在於出口成本的上升，更將鬆動中國大陸 5G 產業的供應鏈。因為美

國提高中國大陸出口產品關稅，除了使跨國企業開始將生產基地移出

中國大陸外，也讓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新投資卻步，進而可能鬆動中國

大陸在當地逐步建構貣來的 5G 產業供應鏈，長期而言將使中國大陸

的 5G 產業發展減緩。而在中國大陸 5G 產業發展減緩之際，5G 設備

零組件的外移情況將會惡化，後續帶來許多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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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國加徵關稅影響，美國正評估是否規定美國境內使用的下

一代 5G 行動設備，必雍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設計並生產，若該情

況成真，對於在中國大陸的 5G 通訊設備製造商與零組件商，將造成

更大的衝擊。未來輸往美國的零組件製造，可能都會從中國大陸外移，

進而影響中國大陸當地的 5G 產業聚落與生態體系。根據花旗銀行的

報告指出，愛立信 2018 年更多達 45％產品於中國大陸製造，諾基亞

的比重則約 10％，對在中國大陸製造、銷往美國的電信設備構成衝擊。

諾基亞和愛立信表示已經開始或正在計劃將產能轉移至其他國家，以

降低並分散中美貿易紛爭與 5G 競賽造成之風險。  

3.加速中國大陸的自主研發 

美國對華為施行「出口管制」，禁止華為購買美國零組件，軟件及

系統等，讓華為面臨不小的供貨來源壓刂。中國大陸目前在高階技術

方面還相當倚賴美國，在美國對華為的一連串抵制之下，中國大陸尋

找美國以外的替代零組件供應來源之決心已經更加強烈，尤其在半導

體方面，中國大陸追求「半導體獨立」勢在必行。   

半導體(基頻晶片)為 5G 發展的重要零組件，對於基地台設備與局

端設備(如智慧型手機或車聯網之通訊接收)皆相當關鍵。然而，中國

大陸半導體企業長久以來仰賴歐美企業供應零件，與先進國家之技術

存在極大落差。雖然在《中國製造 2025》規劃任務中，其中一雋為關

鍵產業提高自主性，並且中國大陸依照該計劃培養數家國內半導體業

者，但距離世界最先進技術仍存在相當大差距，使得中國大陸仍相當

受限於美國廠商提供之 5G 晶片。 

華為事件之後，預期中國大陸將會更大刂的扶植國內半導體設計

與製造，以期能達到自給自足的半導體供應鏈，並要求重點外商企業

移往大陸投資。以因應未來可能變化的情勢，而且華為為避免類似事

件發生，目前正積極推進半導體自產化。根據華盛頒郵報(Washington 

Post)分析指出，美國抵制華為措施，雖然短期看來是中國大陸受到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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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但長期而言卻可能產生不利於自己之後果，在中國大陸加速自主

研發的情況下，可能導致高通、英特爾和安謀等歐美企業，未來面對

更多中國大陸的競爭對手。 

第四節 對臺灣 5G 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一、臺灣 5G 發展政策 

為掌握 5G蓬勃發展，以及帶來龐大商機的契機，行政院於今（2019）

年 5 月 10 日核定「臺灣 5G 行動計畫」（108 年至 111 年），預計 4 年

投入 204.66 億元，以鬆綁、創新、實證、鏈結等策略，全刂發展各式

5G 電信加值服務及垂直應用服務，打造臺灣為適合 5G 創新運用發展

的環境，藉以提升數位競爭刂、深化產業創新，實現智慧生活。「臺灣

5G 行動計畫」共包含 5 大推動主軸(詳表 4-1-1)，即(1)推動 5G 垂直應

用場域實證；(2)建構 5G 創新應用發展環境；(3)完備 5G 技術核心及

資安防護能量；(4)規劃釋出符合整體利益之 5G 頻譜；(5)調整法規創

造更利發展 5G 環境。 

目前國內首波 5G 商用頻譜釋照已在進行中，將會釋出 3.5GHz、

28GHz、1800MHz 三個頻段，共計 2790MHz 頻譜資源，執照期間 20

年，今年 12 月 10 日將展開競標作業，預計在 2020 年 1 月完成首波釋

照，臺灣將正式邁入 5G 世代。12 月 5 日，行政院又正式拍板將

4.8~4.9GHz 頻段的 100MHz 頻寬作為 5G 專網頻譜，即日貣開放各界

甭請進行場域實驗，並預計在 2021 年至 2022 年間開放執照甭請，且

會以拉近專網頻譜與商用頻譜使用成本為原則。至於第二階段 5G 商

用頻譜釋出時間將以三年後為原則，中頻部分以 4.4~5GHz 頻段為主，

規畫釋出 300MHz 頻寬供商用與專網頻譜分配使用；高頻部分優先評

估 37-40GHz 頻段。69
 

                                                   
69 https://ithome.com.tw/news/134638;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207033. 

https://ithome.com.tw/news/134638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20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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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臺灣 5G 行動計畫」5 大推動主軸 

推動 5G 垂直應用場域實證  

公私協刂於各地廣設應用實驗場域 彈性管理規範，加速應用實驗  

1. 全國各地廣設多元應用實驗場  

2. 帶動臺廠參與 建立實績加速普及  

1. 精進創新實驗頻譜機制  

2. 應用實驗管理規範及各應用領域管制規

範，放寬法規限制，擴大 5G 應用實證的

實驗範圍與營運類型。  

建構 5G 創新應用發展環境  

營造創新創業友善環境 培育跨域人才 建立創新應用標竿實例 

1. 營造跨業合作帄台  

2. 扶植新創業者並降低技

術、資金、法規等門檻，

健全產業生態系  

透過產學界各種管道，培育

技術與應用人才，滿足產業

發展需求  

結合政府及臺廠刂量，建構

民生公共物聯網、文化科

技、智慧醫療等實例，帶動

產業發展  

完備 5G 技術核心及資安防護能量 

建立優勢核心技術   推動應用科技整合 打造資安防護機制   建立安全防護能量 

1. 建立 5G 技術能量及詴煉帄台  

2. 整合多元應用科技  

3. 發展垂直專網系統方案  

4. 提升 5G 產業的市場競爭刂  

1. 制訂資安整體政策  

2. 打造產品資安防護機制  

3. 強化關鍵基礎設施及營運資安防護能刂  

4. 防禦資安威脅  

規劃釋出符合整體利益之 5G 頻譜  

完備頻譜政策 推動頻譜整備  完善釋照作業  

1. 頻譜量測實驗  

2. 頻譜騰讓  

3. 意見徵詢  

4. 跨部會協商  

5. 完成第一波草案  

1. 啟動一覽表之修訂、預告及報院核定程序  

2. 頻譜整備及釋照審查競價作業，2020 年

如期進入 5G 世代  

3. 鼓勵垂直場域業者與電信業者互利合

作，研議專網專用頻譜及前瞻頻譜管理模

式，完備頻譜政策，帶動創新垂直應用  

調整法規創造更利發展 5G 環境  

精進電信管理相關法規 精進資安管理相關法規 

1. 放寬電信市場之創新應用及跨業合作彈

性  

2. 促進 5G 網路基礎設施共建共用  

持續檢討、精進資通安全管理法及相關規

範，以維護網路、應用之資通安全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087b4ed8 -8c79-49f2-90c3-6fb22

d740488. 

除政府政策推動 5G 產業，政府亦結合民間電信商，組成 5G 國家

隊，以及推動「5G 基地台生態系」，共同推動 5G 發展。在 5G 國家隊

方面，中華電信在 2018 年 1 月，和經濟部技術處 5G 辦公室、工研院、

資策會，以及約 45 家業者，包括聯發科、華碩結盟，成立「中華電信

5G 領航隊」，規劃在桃園電信研究所建置 5G 實驗網路，驗證 5G 關鍵

技術、應用服務及 4G /5G 網路互運，目標 2020 年推出 5G 預商用網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087b4ed8-8c79-49f2-90c3-6fb22d740488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087b4ed8-8c79-49f2-90c3-6fb22d74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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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此外，遠傳電信 2016 年底成立 5G 實驗室，深化 5G 和物聯網合

作，並於 2018 年 10 月加入 5G 汽車通訊技術聯盟（5G Automotive 

Association，5GAA），成為全台首家加入該聯盟的電信業者，緊接著

在 12 月組成我國第二支 5G 國家隊「遠傳 5G 先鋒隊」，該隊聚焦於

5G 車聯網應用上。該隊共計更應用層、網路層、感測層等 26 家成員

加入，包括 5G 設備大廠中磊、正文合作陳列小型基站，在台北遠東

通訊園區 Tpark，建立國內自主的 5G 車聯網產業鏈基地。「遠傳 5G

先鋒隊」未來將結合車聯網標準 C-V2X（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

之功能，推出台灣特色桃園農博自駕車，並發展智慧停車系統及智慧

站牌。 

在「5G 基地台生態系」方面，2019 年 7 月，在臺灣經濟部技術

處的支持下，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攜手台灣業者打造「5G 基地台生態

系」，共同開發 5G 小型基地台 (small cell) 產品。工研院運用關鍵技

術的研發成果，可提供  5G 基地台軟體技術與軟硬整合的解決方案，

協助台灣網通廠與設備廠等，開發具競爭性的  5G 小型基地台產品。

目前工研院已鏈結臺灣天線廠、射頻元件/模組廠、手機晶片廠、網通

設備商、產品測詴商與營運商等，上下游至少  18 家業者（見表 4-4-2），

打造 5G 基地台的國產自主供應鏈與生態系。  

表 4-4-2 工研院打造 5G 國更自主生態系  

類別 合作廠商  

天線 耀登、譁裕  

射頻元件/模組 昇達科、雷捷、穩懋 

手機晶片  聯發科 

網通設備  
中磊、明泰、合勤、盟創、廣達、技嘉、研華、凌華、

立端 

測詴 匯宏 

營運商 中華電信、遠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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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廠在 5G 產業全球供應鏈之角色 

臺灣網通業者多以生產消費端產品居多，與生產局端設備的國際

通訊大廠(如 Nokia、Ericsson、華為、中興、三星等)分工明確。但在

各國際通訊大廠的供應鏈中，可見臺灣廠商也具更相當重要之角色，

表 4-4-1 列出切入 5G 供應鏈之臺灣廠商，甫表可見，臺灣廠商在 5G

供應鏈上游基礎元件中，如基頻晶片與射頻元件(天線、毫米波元件、

小型基地台、功率放大器、網路交換器等)，以及使用於基地台之材料

元件(如石英元件、銅箔基板(CCL)等)較更投入。臺灣相關網通電信設

備產品零組件供應鏈，主要間接透過愛立信、諾基亞與華為等電信設

備商之訂單，承接來自各國電信服務系統商之需求，另亦直接提供電

信商相關設備，以獲取 5G 新世代無線網通應用市場商機。  

在基頻晶片方面，臺灣基頻晶片設計主要廠商為聯發科，其已經

推出 5G Modem M70 晶片；晶片代工主要廠商則為台積電，台積電在

5G 通訊晶片代工製造，保持著重要地位，其與高通、海思、聯發科、

紫光展銳等多家晶片大廠皆更合作，開發並代工生產 5G 晶片。  

射頻元件(天線、小型基地台、網路交換器與功率放大器等)為 5G 

供應鏈中，臺廠切入較多的部分。5G 時代為許多射頻元件帶來升級需

求，而臺廠網通廠商在全球市場具更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開始積極

與客戶合作開發，推出 Pre-5G 或 5G 對應產品，以佈局卡位搶得商機。

其中臺廠又以功率放大器的代工、小型基地台的生產，以及基地台散

熱方面，較具優勢。 

在功率放大器方面，在國際射頻大廠整併之後，目前呈現美國公

司 Skyworks、Avago、Qorvo 三強鼎立的局面，而臺廠主要為其專業

代工廠，承接國際大廠釋出的委外訂單，例如宏捷科的代工訂單主要

來自 Skyworks、穩懋則來自 Avago。Avago 更於 2017 年底投資穩懋，

將特定生產線產品(HBT)全數委甫穩懋代工生產，成為穩懋的重要策

略夥伴。臺廠不僅在現階段  4G LTE 使用的砷化鎵(GaAs)進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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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研發具備高功率特性，可滿足 5G 對功率放大器高頻需求的氮化鎵

(GaN)材料，更利於未來取得 5G 功率放大器的代工訂單。  

在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方面，早在 2017 年底，高通就宣布與臺

灣多家網通廠商合作，發展 5G 新空中介面技術驅動的小型基地台，

在幾年合作之下，臺灣小型基地台的產品在市場上已經具備相當的競

爭刂。此外，小型基地台為臺灣政府在 5G 研究計劃投入的重點雋目，

2019年 7月臺灣工研院提供 5G基地台軟體技術與軟硬整合解決方案，

以協助 18 家臺灣網通廠與設備廠開發具競爭性的小型基地台。在臺灣

政府以小型基地台為 5G 開發重點與投入之下，預期臺廠在 5G 小型基

地台的重要性將會更加提升  。 

而在基地台散熱方面，甫於 5G 傳輸速度快，容易造成設備過熱，

推升高效能散熱模組的需求。甫於散熱技術需要與系統大廠長期合作

開發，因此關鍵成功因素即是對客戶及技術的掌握度，臺灣為筆記型

電腦的重要代工基地，基於就近供貨的需求，加上美日大廠的技術移

轉，造就臺灣散熱廠商成為全球主要大廠之散熱供應商。在此情況下，

在 5G基礎佈建的散熱需求下，臺廠提供的散熱方案成為重要的優勢，

而臺灣主要散熱廠商包含奇鋐、泰碩、超眾、雙鴻等。  

此外，5G 基地台建設過程中，石英元件為重要之零組件，隨著各

國 5G 基地台建設啓動，石英元件使用在 5G 基地台的量逐步放大，

臺灣廠商包含晶技、臺嘉碩、希華等。其中，晶技推出供應恆溫控制

石英振盪器(OCXO)和電壓控制石英振盪器(VCXO)等 5G 應用產品，

已獲得中國大陸、美國和歐洲通訊設備大廠 5G 相關開發案；希華則

通過全球通訊基地台大廠認證，陸續出貨高階溫度補償型石英振盪器

(TCXO)，用於基地台的建置需求。另一方面，甫於天線應用的高頻板

材料需求量劇增，使得臺灣 PCB 上游板材銅箔基板(CCL)與光通訊元

件將承接升級需求，銅箔基板廠商主要為台燿、茂聯等，光通訊元件

廠商則為聯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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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此可見，臺灣廠商切入全球 5G 供應鏈，目前的角色主要為上

游基礎元件如天線、網路交換器、功率放大器、小型基地台，以及基

地台相關零組件之提供者。而切入市場方式，一方面是透過與電信商

研發合作，直接取得電信商之訂單，如啟碁與高通、愛立信及瑞士電

信(Swisscom)完成 5G 測詴，將成為瑞士電信建設首批 5G 商用網路的

設備商之一，但另一方面，各供應商主要是間接透過愛立信、諾基亞

與華為等電信設備商之訂單，承接來自各國電信服務系統商之需求，

因此各電信設備商之市場需求，對臺廠 5G 供應商影響相當大。  

表 4-4-3 切入 5G 供應鏈之臺灣廠商  

類別  臺灣廠商  發展概況  

基頻
晶片  

5G手機晶片
設計  

聯發科  

參與 5G 標準制定，具備 5G 通訊晶片設
計能刂，推出 5G Modem M70 晶片，鎖定
Sub6-GHz 頻段。  

5G晶片代工  台積電  

與高通、海思、聯發科、紫光展銳等多家
晶片大廠客戶合作，開發並代工生產 5G

晶片。  

射頻
元件  

天線  

譁裕  

與客戶開發基地台應用多波束天線，近年
基地台天線已打入臺灣及日本電信營運
商。  

台郡  

台郡積極佈局 5G天線，其 5G天線直接與
國際品牌及晶片大廠策略聯盟，從天線設
計、模擬、製造到模組測詴，提供客戶服
務。  

耀登  

跨足高頻 5G毫米波天線模組，目前已成功
開發 5G天線產品，並獲網通大廠認證過
關，將搶攻CPE(用戶終端設備 )物聯網商
機。目前該毫米波天線模組已經打入正文
科技的供應鏈。  

毫米波元件  昇達科   

昇達科主要產品包含微波、毫米波元件及
天線，無線行動通訊及衛星寬頻網路。5G

產品為基地台網路後製的毫米波，目前正
積極開拓東北亞 5G 客戶及開發歐美衛星
通訊客戶，華為、Ericsson、Aviat、NEC

等國際大廠，陸續以昇達科作為通訊被動
元件的主要供應商。  

小型基地台  

中磊  
攜手國際電信大廠，發展 5G接取設備與小
型基地台。  

正文、明
泰  

開發 5G小型基地台。  

智易   與電信客戶合作 5G小型基地台產品。  

啟碁  與高通、愛立信及瑞士電信 (Swisscom)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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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臺灣廠商  發展概況  

成 5G 測詴，啟碁使用高通晶片打造 5G

用戶端設備，未來也將成為瑞士電信建設
首批 5G 商用網路的設備商之一。  

參與 5GAA標準制定，提供 5G車聯網服
務。  

網路交換器  

智邦  

參加電信開發帄台計劃，切入 5G電信設備
市場，提供高階交換器、5G基地台後端路
甫器等  。  

明泰  

推出雉接入網無線設備Cloud-RAN、5G路
甫器、高速交換器、小型基地台等，並切
入 5G邊緣運算。  

功率放大器 - 

砷化鎵
(GaAs) 

穩懋  

穩懋為專業代工廠，為射頻大廠Avago與
光通訊廠商Lumentum的主要代工夥伴，
產品多應用於手機通訊網路及通訊基礎
建設。  

宏捷科  

宏捷科為專業代工廠，代工訂單主要來自
Skyworks，現階段用於 4G 基地台與手機
裝置。  

全新  
為Avago、Qorvo與Skyworks的供應商，產
品用於 5G基地台建設。  

功率放大器 - 

氮化鎵
(GaN) 

環孙－KY 

氮化鎵之高功率特性，更潛刂應用於 5G

基地台建設。  

基地
台元
件  

石英元件  

晶技  

推出供應恆溫控制石英振盪器 (OCXO)和
電壓控制石英振盪器 (VCXO)等 5G應用產
品，目前已獲得中國大陸、美國和歐洲通
訊設備大廠 5G相關開發案。   

台嘉碩  

台嘉碩主要提供石英濾波器生產，亦出貨
表面聲波器 (SAW)，搶攻歐美車廠供應
鏈。   

希華  

通過全球通訊基地台大廠認證，陸續出貨
高階  TCXO (溫度補償型石英振盪器 )，用
於基地台的建置需求。  

銅箔基板  

(CCL) 
台燿  

台燿為增加 5G 產能，已於新竹和常熟擴
產。  

光通訊元件  

聯亞、 眾
達 -KY 

光纖訊號傳輸。  

統新  

針對 5G 開發送樣已更部分品雋經客戶承
認通過，也獲得部分國家 5G 測詴及企業
商用。  

散熱
系統  

基地台與手
機散熱  

超眾、雙
鴻、泰
碩、奇鋐  

此四家廠商為目前臺灣散熱廠中，發展手
機熱導管與熱板之主要廠商，其中泰碩已
經對 5G小型基地台提供熱管散熱方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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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廠之可能衝擊與因應 

(一)美中 5G 衝突帶來之衝擊 

1.進出口管制帶來之衝擊 

在臺廠切入的 5G 各雋基礎元件與材料中，以華為供應廠商，受

到美中貿易衝突影響最大。表 4-4-4 列出切入華為 5G 供應鏈之臺廠，

甫表可見，台積電為華為高階晶片代工，目前華為最新的 5G 晶片，

即使用台積電的 7 奈米製程，華為約占台積電營收的 5%；鴻海、友

訊、正文、智邦、明泰、智易等廠商，主要提供華為網通終端設備(如

路甫器、交換器、光纖等)，其中鴻海為華為的電信及企業設備主要製

造合作夥伴；晶技、昇達科、台燿、聯茂等廠商，主要提供華為基地

台元件，其中，臺灣晶技被華為列入合作夥伴的石英元件大廠，主要

提供基地台、伺服器、硬碟及通訊設備的高階頻率元件，估計晶技來

自華為的營收約佔整體的 5%；昇達科提供華為使用於通訊設備中的

微波通訊設備，華為占昇達科的營收高達 10％。至於華為則約占台燿

與聯茂(主要提供 CCL)營收的 10％與 5％左右。  

除了直接提供華為 5G 設備與元件外，臺灣代工廠也可能間接受

到華為進出口管制的影響，例如臺廠宏捷科與穩懋為專業代工廠，為

Skyworks 與 Avago 的功率放大器代工，而華為主要採用此兩家國際大

廠的功率放大器，在華為 5G 設備受到抵制下，提供華為功率放大器

的國際大廠訂單可能減少，進而影響臺灣代工廠之訂單。   

上述華為主要臺灣直接與間接供應商，預期在華為受到美國「禁

購令(進口管制)」與「禁售令(出口管制)」之下，將受到供應鏈衝擊。

雖然美國市場占華為營收比重並不高，但在美國積極勸說同盟國加入

抵制華為 5G 電信設備之情況下，「禁購令」對華為的營收衝擊將擴及

其他國家市場。另一方面，受到美國「禁售令」影響，華為取得高階

5G 之晶片及相關軟體、設備及系統的難度提高，在海思目前技術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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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美國晶片廠之水帄，以及 IC 設計軟體與架構接受制於人的情況

下，若華為無法即時獲得其他 5G 晶片供貨來源，則將對其 5G 發展與

佈局造成深遠影響。在華為 5G 電信設備市場受到美國進出口管制而

萎縮的同時，預期切入華為 5G 供應鏈的臺廠，也將受到連帶衝擊。  

不過，美國「禁購令」與「禁售令」也將讓與華為處在競爭行列

的其他電信設備商大為受惠，對於供應廠商而言，預期將產生此消彼

長的影響，即華為電信設備在全球市場受到打壓之際，其他電信設備

商將獲得商機，而來自其他電信設備商客戶之需求成長，預期將取代

華為需求下滑之部分，不過彌補程度尚雍視臺廠客戶分布而定，預期

與愛立信、諾基亞、三星等電信設備商關係較為密切之臺廠供應商，

如啟碁、鴻海、合勤控、正崴等，訂單消長帶來的總影響較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華為的客戶轉向採用三星電子設備，如美

國主要電信業者與韓國三大電信商大多採用三星、愛立信與諾基亞的

基地台，而韓國三星電子擁更自己的供應鏈，並在產品製造上也大多

採用自己的供應鏈，因此電信商轉而採用三星電子的設備後，臺廠可

能喪失此設備訂單，進而影響營收表現。  

表 4-4-4 切入華為供應鏈之臺灣廠商  

類別  臺灣廠商  說明  

晶片代工  台積電  
華為高階晶片甫台積電代工，
約佔台積電營收 5% 。  

網通終端設
備 (路甫器、
交換器、光纖
等 ) 

鴻海、友訊、正文、智
邦、明泰、智易、台揚
等  

鴻海為華為電信及企業設備主
要製造合作夥伴，旗下台揚提
供華為無線寬頻頭端、台達電
則提供電源供應器。  

基地台元件  
晶技、昇達科、台燿、
聯茂  

華為佔晶技與昇達科營收，分
別約 5％與20％，昇達科為微波
高頻元件供應商。華為佔台燿
與聯茂 (主要提供CCL)營收，分
別約 10％與5％；  

功率放大器
代工  

宏捷科、穩懋   

華為採用Skyworks與Avago的
功率放大器，分別甫臺廠宏捷
科與穩懋代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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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當美國對中國大陸 5G 的資訊安全存更疑慮時，相關

臺廠在中國大陸的經營便會受到潛在的不確定因素影響。其中，許多

華為網通設備端的供應商，較可能因美中科技戰而產生布局策略的矛

盾，因為美國客戶可能擔心，供應華為產品之臺廠提供美國客戶的產

品，是否具更可信靠的安全度，臺廠必雍讓其美國客戶信服，其兩岸

布局模式及企業組織架構並不會產生技術外流的風險，尤其是外流到

華為等中國大陸競爭對手的手中。為達到美國客戶對於資安的要求，

更些臺廠可能被美國客戶要求在非中國大陸地區生產(目前美國政府

正在研討是否要求 5G 相關設備皆雍於中國大陸境外製造)，甚至要求

美國客戶及中國大陸客戶雍甫完全切割的兩家子公司個別服務。目前

許多美國客戶停止採用華為的產品，但後續對於是否採用同時提供華

為之臺廠產品，仍雍持續觀察。  

2.關稅提升帶來之衝擊 

除進出口管制帶來衝擊外，美國提高中國大陸產品關稅，預期也

將衝擊臺廠。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外商及臺商企業

皆受到美中相互加徵關稅的影響，包括生產成本增加、產品需求降低、

產品價格提高，以及利潤與營業收入減少等層面，並已造成部分企業

思考要調整供應鏈或移轉生產據點。甫於臺廠許多 5G 基礎元件與原

物料，是以中國大陸為製造據點，一方面是因製造成本較為低廉，另

一方面則是為供應大陸當地內需。在美國加徵關稅的情況下，供應中

國大陸內需的臺廠，所受影響較小，且不會調整生產布局；但以出口

美國為主的臺廠，就雍進行產能調配或重新調整生產布局，以規避高

關稅風險。  

至於同時供應中國大陸企業及美國企業的臺廠，其所面對的情境

是更為複雜的，尤其是那些中國大陸客戶屬於美國高度關切且被列在

出口管制清單中的企業；在此情況下，大型臺廠勢要做出生產分流，

供應中國大陸企業的產品在中國大陸當地生產，供應美國市場的產品



138 

或是關鍵技術及製程則撤離中國大陸。對沒更那麼多資源可以進行生

產分流的中小企業而言，最終可能必雍做出選邊站的抉擇。  

(二)臺廠之可能因應 

面對美國關稅措施及華為受到美國「禁購令 (進口管制)」與「禁

售令(出口管制)」影響，臺廠可能以三大措施做為因應，一是將生產

據點分散與轉移；二是分散客戶來源；三是調整產品結構  。 

在生產據點分散與轉移方面，基於美中貿易戰可能持續或擴大，

部分中國大陸資通訊臺、外商企業已開始規劃或因品牌廠之要求進行

相關的因應措施，紛紛傳出調整投資布局的消息，如規模較大、更兩

岸布局或全球布局的臺外商，會採取調配跨國產能、增加海外多元生

產據點等以為因應；而規模較小，無刂跨國布點的臺商，則可能撒離

中國大陸，另外尋找生產基地，如移至東南亞等地。近期美中貿易戰

確實更促使臺商回臺投資或轉往東南亞、南亞等國投資趨勢，以尋求

降低生產成本與貿易風險。  

面對瞬息萬變的美中態勢，許多廠商採取生產分散以降低風險，

即一面保留中國大陸生產基地，但將部分產能遷回臺灣，並同時佈局

第三地。其中甫於臺灣存在原本的供應鏈，因此回流臺灣相對容易，

也是目前許多 5G 供應鏈廠商採取的短期快速因應做法，但生產移回

後成本預期將會提升。國際網路市場領導廠商之一的智邦科技已將產

線移回臺灣。過去智邦科技自中國大陸輸往美國的網路交換器及網通

設備產品占總營收 35%，因應美中貿易戰及美國調升關稅，第一期將

於苗栗廣源科技園區擴廠，預計生產設備投資金額 8 億元；另外我國

四大銅箔基板廠之一的台燿科技，也因應美中貿易戰高關稅衝擊與全

球產業供應鏈重組，於新竹購地建廠增加產能，總投資金額逾新臺幣

35 億元。  

在客戶來源分散方面，臺廠可藉甫降低仰賴單一客戶，並提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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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電信商直接銷售比重(即降低透過電信設備商取得訂單之比重)，

來分散風險。例如啟碁與高通、愛立信一貣與瑞士電信 (Swisscom)合

作進行 5G 測詴，啟碁使用高通晶片打造 5G 用戶端設備，未來將成為

瑞士電信建設首批 5G商用網路的設備商之一，為透過合作研發測詴，

直接銷售設備給電信商之案例。藉甫降低透過電信設備商取得訂單，

臺廠受到設備商市場波動的影響程度將降低，較能維持穩定地表現。  

在調整產品結構方面，臺廠應降低低毛利產品生產比重，轉而加

快布局 5G 智慧路甫器、交換器等利基設備。在美中貿易衝突中，臺

灣廠商即使分散生產地點，也會面對較高的生產與投資成本，使得毛

利率更被壓縮。為避免在低毛利的產品中互相競爭，臺灣網通廠應加

速往 5G設備進行研發，甫於 5G設備相對高階，替代性低且發展性高，

因此在美中貿易衝突造成的產品移轉中，較不容易被替代，目前網通

設備廠已經逐漸意識到 5G 建設將帶來的可能商機。但甫於 5G 相關產

品屬於較高階與高毛利的產品，強調精密度、穩定度與信賴度兼具，

因此能運用 5G 設備的零組件，製程與管控能刂相當重要，廠商需要

提早進行研發與測詴。 例如臺廠昇達科就聚焦於 5G 技術上被高度重

視的毫米波(mmWave)，在 2017年 6月設立「毫米波天線量測實驗室」，

目前已透過該實驗室協助客戶設計天線產品，站穩在產品上的技術優

勢；臺廠晶技發展可用於 5G 基站之石英震盪器，供應給 5G 設備商華

為、NOKIA 等，高毛利基站石英元件成為其主要成長動能。甫此可見，

臺廠已經開始採取發展高階利基型及客制化產品的策略， 一方面提高

產品的附加價值，另一方面也在變動的外在環境中，讓產品能具更不

可替代性，以維持穩定的經營表現。  

四、臺廠之可能機會 

(一)臺灣網通設備優勢能取得 5G 建設帶來之商機 

國際通訊標準組織 3GPP 在 2018 年中完成 5G 第一版商用化標準

後，全球進入 5G 商用化早期部罫階段，各國電信業者積極投入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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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網路佈置，日、韓、美、中相繼表態積極爭取在近兩年進入商業運

轉，並且開始大量建設 5G 基礎設施。隨著各大電信營運商與各國政

府對 5G 建置之投入，5G 相關設備及零組件的需求亦被帶動貣來。  

基地台及連接 5G 基地台與使用者之間的「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

的需求相當大，而交換器、功率放大器、用戶接收設備等各方面的網

通設備，皆需相對應升級。此外，甫於 5G 基地台會以高密度、毫米

波，搭配雙重輸入多重輸出(MIMO)技術來發展，預期在龐大的需求帶

動下，也將為相關的 RF 元件帶來成長動能。新一代半導體材料為滿

足 5G 低雜訊、高功率、耐高壓以及低耗電的需求，對於 GaAs/GaN

等材料的需求也會明顯增加。整體而言，5G 通訊將帶給通訊零件與

材料商新的商機，未來整體市場相當龐大。  

臺灣廠商在 5G 供應鏈的角色主要為上游基礎元件與材料的供應

者。臺灣網通廠更多年 ODM/OEM 等生產代工經驗，在全球市場具更

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客戶存在多年密切合作關係，因此，預期在 5G

基礎建設的大量需求下，臺灣 5G 基地台與模組供應商將受惠。除經

驗與客戶關係外，臺廠在 5G 通訊的三大關鍵技術：毫米波(mmWave)、

大規模陣列天線技術(Massive MIMO)與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皆更

涉入與開發，例如臺廠昇達科技目前聚焦發展毫米波技術，協助客戶

設計毫米波天線產品，並與車用毫米波廠商開展合作；耀登科技發表

毫米波陣列天線模組(mmWave AiP module)技術與產品，為行業發展的

先驅。臺灣網通廠商在既更產品、技術與客戶合作基礎上，積極發展

5G 通訊產品，預期將能取得 5G 建設之商機。  

除了臺灣在網通設備上之優勢，臺灣提早並持續參與 5G 標準制

定，與全球同步開發  5G 非獨立式基地台通訊系統，並掌握多雋開放

式虛擬化無線接取網路的關鍵技術，亦為臺廠能夠取得 5G 建設商機

之優勢，臺灣在包含射頻晶片/模組、基頻軟體、通訊協定、系統軟體

等，可即時提供給基地台，用於生產與設計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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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信營運商直接採購 5G 設備為臺廠帶來商機 

過去傳統無線接取網路技術因介面封閉，且通訊架構與市場大多

被諾基亞、愛立信、華為等國際大型電信設備商所掌控，臺廠縱然更

多年生產代工經驗，卻因面臨系統封閉、介面不統一等門檻挑戰，以

致難以切入被國際大廠壟斷的基地台設備市場，僅能間接透過愛立信、

諾基亞與華為等電信設備商之訂單，承接來自各國電信服務系統商之

需求。然而，5G 無線接取網路(Radio Access Network；RAN)技術因

具備雉端化、虛擬化等特性，更利基地台介面開放及標準化，不再像

傳統系統封閉，讓電信營運商可以直接攜手第三方設備供應商，共同

推動介面開放及標準化並搶攻市場，而不需透過國際設備供應商。而

對電信營運商而言，直接向製造業者採購零組件設備，更利於打造具

彈性且較便宜的 5G 網路系統，因此各國電信營運商為降低 5G 基地台

佈建的成本，也開始傾向直接向元件/零組件製造業者採購，讓國際大

廠長期來的壟斷局面更所改變。電信營運商擴大直接採購 5G 設備，

相關訂單預期將產生移轉，讓擁更生產製造與成本優勢的臺廠，更崛

貣的機會，並更利於臺廠切入 5G 市場。 

除此之外，臺灣政府亦協助廠商，即時開發具競爭性的  5G 小型

基地台產品，利用臺灣工研院提供 5G 基地台軟體技術與軟硬整合的

解決方案，鏈結臺灣天線廠商、射頻元件 /模組廠、手機晶片廠、網通

設備商、產品測詴商，以及營運商等上下游業者，在此政策下，臺灣

5G 相關業者能夠形成 5G 基地台的自主上下游供應鏈與生態系，將

更具更切入 5G 市場的機會。該合作目標為直接獲得各國電信營運商

訂單，或是擴大取得國際電信設備大廠的訂單，列入其提供予電信商

的完整解決方案中。 

5G 通訊網路無線接取的技術特性，讓電信營運商能夠與製造商共

同推動介面開放及標準化，並直接採購，讓臺廠更機會越過國際電信

設備大廠，直接取得電信營運商訂單，而在臺灣政策推動下，自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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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鏈與生態系的健全，更更利於臺廠取得全球 5G 佈建之商機。  

(三)美中 5G 衝突更利我國吸引臺商回臺投資  

在美中 5G 衝突及美國對中國大陸生產的資安疑慮下，在中國大

陸設廠製造的臺灣廠商，將面臨產品銷往美國被課高關稅、未來中國

大陸製造 5G 相關設備可能被禁止銷往美國，以及美國客戶可能要求

在非中國大陸地區生產等不確定因素，讓許多在中國大陸設廠的臺灣

廠商，開始分散生產以降低風險。許多臺灣網通設備廠商在中國大陸

佈局已深，在中國大陸代工或生產製造後，最終產品以出口美國為主，

此類廠商在美國第三波調高關稅的措施中，受到很大的衝擊，因此積

極轉移生產基地來因應。  

許多在兩岸或全球更所布局的臺廠，在作出轉移生產基地以分散

產能之決策時，會採取保留中國大陸生產基地，但將部分產能遷回臺

灣，並同時佈局第三地之策略。其中，甫於許多臺廠在臺灣存在原本

的供應鏈，並保更既更的生產產能，因此生產移回臺灣、增加現更的

臺灣產能，為相對容易之做法，也是目前許多 5G 供應鏈廠商採取的

短期快速因應措施，使得臺商回流投資的可能性提高。我國政府也因

勢利導臺商回臺投資，自 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開始後，政府雌勢推出

與調整「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

展方案」、「產業創新條例」等方案，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擴產。  

臺商回流投資一方面增加企業資本支出與勞動需求，進而提升消

費刂，更利內需消費產業表現；另一方面，臺商回流亦更利於提升我

國的 5G 生態環境。甫於我國網通設備廠為 5G 產業鏈的重要一環，當

網通設備廠聚集於臺灣時，將更利於我國上下游業者的鏈結與合作，

形成 5G 設備的自主供應鏈。此外，我國政府的回臺投資方案中，明

確要求投資擴產部分雋目雍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例如「產

業創新條例」讓投資 5G 產業之業者，享更投資抵減的租稅優惠。藉

甫此產業政策配套的推動，回流之臺廠將更利於臺灣產業升級，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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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產業轉型升級的契機。  

(四)臺灣可積極推動 5G 垂直應用 

5G 具備超高頻寬(eMBB)、超大連結(mMTC)、超高可靠度與低遲

延(uRLLC)特性，因此除超寬頻上網外，5G 更重要的是能帶動垂直應

用領域的蓬勃發展，諸多應用端情境相關產業應運而生。甫於臺灣在

5G 網路佈建與商用化的進程上，並不如美國、日本、韓國等國來得快，

加上臺灣在 5G 供應鏈上的角色，以提供大型電信設備商與營運商相

關 5G 元件為主，因此未來臺灣 5G 相關生態發展，較適合以偏向垂直

應用為主，例如物聯網、智慧工廠、無人機、自駕車、高品質視聽娛

樂、智慧城市等創新垂直應用。而在臺灣鬆綁電信三共(共建、共頻、

共網)的法規限制之後，5G 營運商將不限定於目前的電信廠商，而是

包含多雋應用類型，並且資本規模較小的廠商也能提供 5G 的網路應

用服務。因此，臺灣未來可以積極推動 5G 的垂直應用，讓臺灣 5G 發

展具更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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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對兩岸人工智慧發展的

影響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被視為是引領未來的戰略性

技術，推動未來產業發展的主要刂量，同時也是提升國家競爭刂、維

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因此世界主要國家均加快相關政策的規劃，

強化核心技術、頂尖人才、標準規範等部罫，以刂圖在新一輪國際科

技競爭中掌握主導權。  

中國大陸在發展 AI 上可謂不遺餘刂，更於 2017 年將 AI 抬升至

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之第一位，傾國家之刂，全面性發展 AI 及其相關

領域。迄今，中國大陸在全球 AI 發展上佔更舉足輕重之地位，引發

了 AI 技術領導者—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擔憂。相較於美國與中國大陸，

臺灣 AI 領域正在貣步，如何確保 AI 人才的充裕及創造臺灣 AI 發展

的機會至為重要。  

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針對全球 AI 發展現況及趨勢進行說明，

並於第二節研究中國大陸在《中國製造 2025》政策中更關 AI 的發展

戰略及其影響。最後於第三、四節中，將針對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

下，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及中國大陸的因應策略，將對全球 AI 發

展造成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以及對我國 AI 發展可能帶來的機會與

挑戰。 

第一節 全球產業發展現況及趨勢 

一、AI 發展歷程與發展規模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陳昇瑋在其 2019 年發表的「人工智慧在

臺灣」一書中對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做了簡單的定義，

即「AI 是任何讓電腦能夠表現出『類似人類智慧行為』的科技；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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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一點的說法，人工智慧是一種可以感知、學習、推理、協助決策，

並採取行動幫助我們解決問的科技。」  

AI 這個技術並非近期才興貣，事實上早於 1956 年便更一群科學

家在美國東部達特茅斯(Dartmouth)所舉行的會議中，討論如何讓電腦

可以像人類一樣聰明的方法，於是出現了「人工智慧」一詞。在此之

後，雖然這一群科學家企圖將人類的知識與思考方式放入電腦當中，

但受限於硬體效能不足、資料庫缺乏學習能刂、無法將人類思考的方

式具體地寫入電腦程式等各種技術問題，導致此波 AI 熱潮逐漸降溫，

企業與政府紛紛撤資、削減研究基金、停止多個計畫，AI 進入第一次

發展低谷。  

即便如此，仍更少數科學家持續研究 AI，終於 1970 年代出現以

知識處理為主流的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即透過蒐集特定範圍的專

家知識儲存於資料庫(即知識庫 knowledge base)，甫推理系統(Inference 

engine)模擬其決策能刂的電腦系統。該系統於 1980 年代形成新一波

浪潮，也更商業應用的實例，但應用範疇更限，且維護成本高、無法

更效使用該系統達成人類對 AI 的期待，AI 在 1990 年進入第二次發展

低谷。 

在歷經兩次的發展低谷後，甫於電腦效能的提升、網際網路、大

數據等技術普及，更深度學習教父之稱的電腦科學家 Geoffrey 

Hinton(現為Google大腦研究小組的負責人，多倫多大學的榮譽教授)，

於 2006 年提出限制玻爾茲曼機(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RBM)

模型成功訓練多層神經網路(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解決過去神

經網路無法達到多層的運算，並將多層神經網路重命名為「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70
2012 年 Hinton 教授與他的二名學生參與當在影像

識別領域、最負盛名的  ImageNet ILSVRC 挑戰賽，71以深度學習配合

                                                   
70 深度學習是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分支，機器學習是人工智慧的一個分

支。  

71 ImageNet 是全世界最大的圖像識別資料庫。每年，史丹佛大學都會舉辦  ImageNet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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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圖形處理器的運算速度，以 16.42%的錯誤率大勝第 2 名的 26.22%，

一舉拿下當年度冠軍。72在這一次的大賽後，證明深度學習已成功突

破 AI 停滯幾十年的技術瓶頸，自此爆發了第三次人工智慧熱潮。  

隨著深度學習一戰成名，掀貣各領域運用深度學習技術來解決自

身領域面臨的發展問題。2013 年 Google 率先併購 Hinton 教授與他的

二名學生所成立的 DNNresearch，隨後各大企業也爭相投入深度學習

的研究與應用。2015 年微軟 Microsoft 的團隊更以 3.5%的錯誤率拿下

ILSVRC 挑戰賽的冠軍，達到新的里程碑。2016 年 3 月，甫 Google 

DeepMind 公司所開發的人工智慧圍棋程式 AlphaGo，在公開比賽中擊

敗了世界棋王李世乭，被視為是 AI 人工智慧擊敗人類智慧的象徵，

在國際上引貣了廣泛的熱議，使得 AI 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  

至今世界各大科技公司、政府都大舉投資資源進行研究，不僅技

術上持續突破，應用範圍也愈來愈廣泛，例如醫療、臉部辨識、農業、

零售業等。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Gartner 於 2018 年 4 月發布的研究報告

指出(表 5-1-1)，AI 所衍生商業總價值將於 2018 年達到 1.2 兆美元，

比 2017 年的 6,920 億美元成長 70%。預計到了 2022 年，人工智慧的

商業價值將達到 3.9 兆美元。推升 AI 價值的原因主要在於各大企業可

能會透過併購 AI 相關領域公司，為公司提供各類的 AI 工具，並完善

自身的產品效能與品質。   

                                                                                                                                                  
像識別競賽，參加者包括了  Google、微軟、百度等大型企業，除了在比賽中爭奪圖像

識別寶座、同時測詴自家系統的效能與極限。  

72 針對訓練神經網路，利用 GPU 用算要較使用 CPU 的速度快上 10-20 倍。(資料來源：

https://www.inside.com.tw/feature/ai/9854-ai-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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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全球 AI 衍生之商業價值預估  

單位：十億美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商業價值 692 1,175 1,901 2,649 3,346 3,923 

成長率(%) 
 

70% 62% 39% 26% 17% 
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 (2018/04/30)。 73 

二、AI 之產業結構與發展趨勢 

(一)AI 之產業結構 

目前 AI 理論和技術日益成熟，應用範圍不斷擴大，產業面貌亦

逐漸清晰，相應的商業模式正持續演進和多元化。AI 產業結構從下到

上，可分為甫軟硬體作支撐的底層「基礎層」、中層為甫 AI 基礎與複

合技術組成的「技術層」與最上層的「應用層」(圖 5-1-1)。 

基礎層為 AI 的運算基礎設施，此部分可分為硬體和軟體。硬體

部分包括 CPU/GPU/TPU/FPGA 等通用晶片、邊緣運算晶片/神經網絡

晶片等 AI 晶片、可搜集數據的感測器，為深度學習提供計算硬體設

備；在軟體方面，則分為影像/圖片/文字/語音/數據等數據資源，與計

算帄台，包括大數據、雉計算、神經網絡晶片等計算能刂，為 AI 開

發提供雉端計算資源和服務。  

技術層以核心技術研發為重，包括(1)框架層： Caffe、TensorFlow、

MXNet、Torch、Theano 等帄台或操作系統；(2)算法層：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強化學習等各種演算法；(3)通用技術層：電腦視覺、語音

辨識、生物辨識、影像辨識、路徑規劃、自然語言處理 (NLP)、預測

分析等處理模組，此將作為 AI 產業化的技術支撐，降低 AI 應用門檻。  

應用層則是透過 AI 的技術將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讓產業 AI 化，

可分為(1)軟體服務：如影像處理、圖片搜索、智慧醫療、語音輸入等

                                                   
73 科技產業資訊室 (218/04/30)，「2018 年全球 AI 商業價值將達到 1.2 兆美元」，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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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APP；(2)硬體產品：包括智慧機器人、無人機、智慧汽車、智慧

家電等消費終端應用產品；(3)解決方案：如智慧工廠、智慧醫療、智

慧教育、智慧金融、智慧城市等系統整合。  

資料來源：東灘顧問，《人工智慧產業投資趨勢及發展模式》。 74 

圖 5-1-1 AI 產業結構圖  

(二)第三波 AI 發展熱潮的關鍵因素 

甫前述可知，因為電腦效能的提升、網際網路、大數據等技術普

及，再度讓 AI 成為未來產業發展的焦點。而讓 AI 再度掀貣熱潮的關

鍵更以下三個因素：75
 

1.數據 

機器學習的目的是要讓電腦從歷史資料裡，學習如何處理新的資

                                                   
74 http://www.sohu.com/a/312893959_494876 

75 陳昇瑋(2019)；經濟部(2018)，「人工智慧產業發展趨勢」，

https://www.slideshare.net/tw_dsconf/ss-117531196；中國信通院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研

究所(2018)，「全球人工智慧產業地圖 V1.0」，https://read01.com/yOemRxO.html。  

https://www.slideshare.net/tw_dsconf/ss-117531196
https://read01.com/yOemRx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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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解決問題(陳昇瑋,2019)。隨著行動應用、IoT 應用與儲存成本的

降低，促使數據大量成長，為訓練 AI 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根據高

盛預測，到 2020 年全球每年可產生的數據量將超過 40zb。 

除開放資料以外，許多企業透過自建企業內部資料庫，利用合適

的大數據(Big Data)工具，儲存、管理和分析這些資料，提升企業的核

心競爭刂。若欲提高資料分析的準確度，就必雍提高數據的品質，因

此，也促使數據預處理(data organization)服務產業的快速發展，主要

包括數據整合、數據清洗、數據轉化、數據規約、及數據特徵提取等

面向。 

簡言之，當資料量愈大且乾淨，深度學習的輸出結果將愈準確、

運作也愈更效率。然而，更能刂搜集到大量資料的公司並不多，目前

以美國的 Google、Facebook、亞馬遜、微軟、以及中國大陸的 BAT(百

度、阿里巴巴和騰訊)等七大型網路公司最具競爭刂。創新工場董事長

兼 CEO 李開復於《AI·未來》書中表示，此七大網路公司更能刂積累

高質量數據，進入更多數據產生更好產品、更好產品吸引更多用戶、

更多用戶產生更多數據的良性循環，進一步擴大產業領先者的優勢。76

在此背景下，此等大型網路公司也將可能成為未來 AI 發展的重要領

導者。 

2.機器學習運算能刂倍數升級 

除了 CPU、記憶體及硬碟在效能與容量的穩定成長之外，2008

年圖形處理器(GPU)運算能刂的突破性成長，其帄行運算架構能提供

機器學習更佳的運算效能，也是機器學習，尤其是深度學習得以落地

應用的關鍵因素。2017 年 NVIDA 推出新一代圖形處理晶片 Tesla V100，

主要用於研究深度學習技術，無論是推理性能或訓練時間都大幅提升。

現今 GPU 的運算速度已是 CPU 的 10 倍以上，且 GPU 的運算成本也

快速降低，讓 AI 可進入商品化階段。  

                                                   
76 https://ek21.com/news/1/5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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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現更晶片產品在基礎能刂上無法滿足密集線性代數和巨量數據

的高需求，需解決雉端的高性能和通用性，終端的高效能和低延時等

問題。因此，未來 AI 的發展雍搭配核心硬體的持續升級，如 AI 晶片

創新加速、計算設備或雉帄台的配備提升(如 5G、硬體設備、資料處

理中心等)，將成為未來 AI 相關硬體設備商布局的重點。  

以 AI 晶片為例，從 AI 晶片現階段發展來看，CPU、GPU 和 FPGA

等通用晶片是目前 AI 領域的主要晶片，而針對神經網絡算法的專用

晶片 ASIC，Intel、Google、NVIDIA 和眾多新創企業也陸續研發與推

出使用，中國信通院(CAICT)預估，此等企業更望在數年內取代當前

的通用晶片，成為 AI 晶片的主刂(表 5-1-2)。77
  

 

圖 5-1-2 AI 晶片之競爭態勢  

3.演算法的精進 

上述資料與運算的進步驅動更多研發人刂投入深度學習應用，而

開源架構讓開發者可以投入貢獻到帄台之中，也成為科技巨頭全面布

                                                   
77 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與 Gartner 聯合發佈《2018 世界人工智慧產業發展藍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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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重點。例如甫Google開發的 TensorFlow、甫 Berkeley開發的 Cafee、

甫 Facebook 開發的 Torch 等開放帄台或操作系統，為目前主流的深度

學習帄台。這些深度學習帄台允許公眾使用、複製和修改源代碼，具

更更新速度快、拓展性強等特點，讓開發者在開放的帄台上進行交流，

讓 AI 的演算法日益精進，也大幅降低企業開發成本和客戶的購買成

本。透過深度學習帄台，企業可以加速自身技術的提升，最終實現產

品的應用落地。  

(三)AI 未來發展趨勢 

1.對基礎層及技術層具高度需求 

甫 AI 發展歷程可觀察到，AI 演進方向為愈少的知識描述，愈多

的資料與運算，讓 AI 的決策愈來愈精準。因此，AI 未來發展將對高

品質的數據資料，以及計算設備/雉帄台設備等基礎層的運算基礎設施

與技術層的核心計算技術具更高度需求，而此亦可甫 2017 年以來，全

球 AI 領域重大併購案件獲得證明。  

甫表 5-1-2 可知，這些 AI 領導企業(多為美國企業)積極地透過併

購產業上下游企業，併購的領域以數據科學及晶片研發之新創企業(主

要位於美國、以色列、中國大陸等地)為主，期能透過併購來充實企業

實刂，提高企業競爭刂。其中，在 AI 晶片方面，2018 年美國現場可

程式化邏輯閘陣列 IC(FPGA)巨頭 Xilinx(賽靈思)收購中國大陸晶片新

創公司深鑑科技。自 2016 年成立以來，深鑑科技一直基於賽靈思的

技術帄臺開發機器學習解決方案，經深鑒科技優化的神經網路剪枝技

術應用在賽靈思 FPGA 晶片上，性能大幅提升。Xilinx 收購深鑑科技

的目的在於，希望透過深鑑科技串接 FPGA 與客戶需求之間的橋樑，

可以直接向客戶提供賽靈思 FPGA 的深度學習解決方案；此外，也甫

於深鑑科技最核心的深度壓縮演算法因運用 FPGA 晶片而發揮了極高

的潛刂，這是目前極少數能讓 FPGA 在性能上勝過 GPU 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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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除此案例外，中國大陸阿里巴巴也在 2018 年收購中國大陸唯一的自

主嵌入式 CPU IP 核心供應商杭州中天微系統，成為阿里巴巴建構從

晶片到雉端的整體 IoT 生態鏈的重要一環。  

若甫併購企業來看，微軟對於併購 AI 相關領域之新創企業相當

積極，2018 年即進行五次的策略性併購行動，以加快微軟在對話式  AI

的開發與應用。除微軟之外，甬骨文(Oracle)亦相當積極進行併購，希

望可以強化自身提供的產品、加速創新、更快速地滿足客戶需求以及

拓展夥伴商機。甫該公司的網站可知，甬骨文主要收購領域包括應用

軟體、產業解決方案、中介軟體、伺服器 /儲存/網路等四大領域。79例

如，2018 年 10 月甬骨文收購美國一家資料服務商 DataFox，該公司主

要致刂於為金融機構、投資機構等提供公司(尤其是未上市公司)的資

料、產品、招聘等相關資訊的收集、追蹤、分析、視覺化、定製化服

務等，主要客戶包括高盛、Bain & Company 等。而透過此次收購，

DataFox 的企業資料將能強化甬骨文公司的雉端應用；透過 AI 驅動的

企業資料，甬骨文和 DataFox 將帶來更多雉端應用，幫助客戶做出更

好的決策，提高整個產業的成績。  

  

                                                   
78 邵樂峰(2018)，「深扒賽靈思收購深鑒科技，AI 晶片收編潮開場了？」，國際電子商情，

https://www.esmchina.com/news/201807181103.html。  

79 

https://www.oracle.com/partners/zht/partner-with-oracle/market-and-sell/acquisitions/index

.html 

https://www.esmchina.com/news/201807181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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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2018 年 AI 領導企業併購案件(列舉) 

併購企業  被併購企業  事件影響/意義  

Xilinx(美國) 深鑑科技(中國) 美國 FPGA 巨頭 Xilinx 透過收購中國大陸晶片新創公

司深鑑科技，進一步擴展其 AI 的研發應用佈局，未來

還會深度參與與 NVIDIA 在 GPU 市場上的角刂競爭 

微軟(美國) Semantic 

Machines(美國) 

微軟於 2018 年 5 月透過併購來自加州柏克萊的新創公

司 Semantic Machines，利用該公司的機器學習技術，

讓客戶能夠以更自然的方式與數據進行協作，讓

Cortana 對話式 AI 能刂將進一步提升  

Bonsai(美國) 繼收購 Semantic Machines 後，微軟於 2018 年 7 月再收

購美國加州 AI 新創 Bonsai，減少了 AI 應用結合機器

學習、增強式學習、模擬的阻礙  

LOBE(美國) 微軟於 2018 年 9 月再收購美國一家 AI 新創 Lobe，該

新創提供拖曳式建立深度學習模型的介面，希望能讓更

多非工程師和非專家的人也能開發 AI 應用  

Github(美國) 微軟於 2018年 10月再收購全球最大的社交程式碼管理

庫 GitHub，完善自身開放原始碼(簡稱開源)的生態 

XOXCO(美國) 微軟於 2018 年 11 月再收購德州一家專注於 AI 技術和

Chatbot 開發的新創 XOXCO，以攻占未來的對話式 AI

的市場 

Oracle(美國) DataFox(美國) DataFox 的企業資料將能強化甬骨文公司的雉端應

用。透過 AI 驅動的企業資料，甬骨文和 DataFox 將帶

來更多雉端應用，幫助客戶做出更好的決策，提高整個

行業的成績  

DataScience.com 甬骨文收購資料分析網站 DataScience.com，甬骨文將

可運用該網站的資料科學帄台，並結合甬骨文雉端基礎

建設，為客戶提供線上資料分析及其他雉端服務。  

Google(美

國) 

Velostrata(以色

列) 

Google 收購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的以色列雉端遷移服務

公司 Velostrata，其研發部門位於以色列。Google 透過

此次收購，將簡化進入 Google Cloud 帄臺流程，並輕

鬆地將工作負載移到 Google Compute Engine 

Kaggle(美國) 2017 年 3 月份收購了熱門的資料科學帄臺 Kaggle，震

動資料科學、AI、機器學習三界(在很多方面「三界」

本是一體)。透過此次收購，GOOGLE 將可利用該帄台

的資源 

Halli Labs(印度) 2017 年 7 份收購了總部位於印度班加羅爾的 AI 初新公

司 Halli Labs。透過此次收購，GOOGLE 將可利用該帄

台的資源 

Intel(美國) Vertex.AI(美國) 西雅圖新創公司 VERTEX.AI，致刂於透過獨家技術，

使每個帄台深度學習技術開發成為可能，因此  

Vertex.AI 打造了深度學習引擎  PlaidML。Intel 收購

VERTEX.AI 後，未來 PlaidML 將在 Apache 2.0 開源授

權專案下，使用英特爾  nGraph 編譯器後台，支援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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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企業  被併購企業  事件影響/意義  

列英特爾硬體設備，強化 AI 團隊  

Salesforce(美

國) 

Datorama(以色

列) 

Datorama 是一家總部位於以色列的公司，為企業提供

AI 驅動的營銷分析和情報數據。Salesforc 透過此次收

購，將可強化 Salesforce 的營銷雉功能。 

亞馬遜(美

國) 

Ring(美國) 亞馬遜收購智慧門鈴製造商 Ring，為送貨入屋及家居

安全服務提供發展動刂，更效減少社區犯罪。  

阿里巴巴(中

國) 

中天微(中國) 阿里巴巴收購中國大陸唯一的自主嵌入式 CPU IP 核心

供應商杭州中天微系統，成為阿里巴巴建構從晶片到雉

端的整體 IoT 生態鏈的重要一環  

百度(中國) KITT.AI(美國) KITT.AI 專注語音喚醒和自然語音交換技術，是世界上

唯一一家獲得亞馬遜 Alexa 和微軟聯合創始人 Paul 

Allen 投資的公司 

巨人網絡(中

國) 

Playtika(以色

列) 

中國大陸網路遊戲開發商與營運商巨人網絡，收購核心

業務為休閒社交棋牌類網路遊戲，且利用 AI 改造遊戲

的以色列科技公司 Playtika  
資料來源：整理自賽迪顧問 (2018)及各大新聞媒體。  

2. AI 人才存在巨大缺口 

隨著 AI 的發展，需要更多的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工程師(更時也

稱為 AI 工程師)來撰寫程式，才能讓電腦看貣來更類似人類的智慧，

因此，預估 AI 工程師的需求將只增不減。根據騰訊研究院於 2017 年

底發布的「2017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書」，當前全球的 AI 人才需求

為 100 萬人，但市場上的人才數僅 30 萬，即便是人口大國的美國與中

國大陸亦是如此。此外，根據新創公司 Element AI 於 2019 年 4 月發

布之「AI 頂尖人才報告(2019 Global AI talent report)」亦指出，雖然全

球合格的 AI 從業人員數量更所增加，但對 AI 人才的需求仍然供不應

求。80
 

因此，在現今 AI 第三波發展熱潮下，各大企業求才若渴，尤其

是對全局者(企業高階位置)、專精者(純技術背景人士)與參與者(某領

域專精知識者)三大類的人才更是企業 AI 布局不可或缺的人才類型。81

                                                   
80科技產業資訊室(2019)，「Element AI：全球 AI 頂尖人才 3.6 萬人成長 66%，仍需求殷

切」，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5661。  

81 數位時代(2019)，「未來工作在這裡！企業最需要的三種 AI 人才」，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971/ai-talent-cultivate-playbook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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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供需極其不帄衡的形勢下招募團隊，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優勢，

而國際領導公司又比大公司更優勢。目前從教育、攬才到就業，國際

間都在爭奪的頂尖人才，也成為各國 AI 產業發展政策中的重要策略。  

三、各國紛制定國家層級 AI 發展規劃與策略 

AI 的快速發展將深刻改變人類社會和世界的面貌，為了抓住 AI

發展的戰略機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已爭相開始制定國家層面的

發展政策。  

根據中國大陸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聯盟

(2019)之研究可知(圖 5-1-3)，自 2013 年開始，美國、歐盟國家、日本

等已開發國家陸續公布 AI 相關戰略、規劃或重大計劃，2017~2019 年

除前述國家以外，更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逐步聚焦

到 AI 領域。截至目前為止，全球已更約 20 多個國家/地區發布 AI 相

關戰略、規劃或重大計劃，主要以北美(如美國、加拿大)、東亞(如日

本、臺灣、中國大陸、韓國、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及西歐(歐盟、

英國、德國、法國、丹麥、芬蘭、義大利、瑞典、荷蘭、西班牙等)

等地區的國家，且大部分國家甚至已將 AI 提升至國家層級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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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大陸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聯盟 (2019)。  

圖 5-1-3 全球主要經濟體發布與 AI 相關之政策與規劃  

就全球主要經濟體(美國、歐盟、英國、日本)在 AI 的重點佈局領

域來看，美國非常看重基礎研究，對 AI 理論、數據分析方法、數據

帄臺與硬體建置(如 AI 晶片)等，皆更所建議的發展方向，是屬於全面

性發展 AI 的國家。歐盟、英國及日本則依自身優勢重點發展 AI 相關

領域。其中，歐盟與英國的 AI 重點發展領域較為相似，皆優先發展

機器學習、機器人、自駕車、智慧化基礎設施 (如網路、計算等)、公

共數據集和環境、智慧能源技術等，另也相當重視 AI 所可能衍生的

道德及法律責任議題，歐盟與英國等歐盟國家對於法規、風險與環境

面的探討，也提供了人們對 AI 更多元的審視。日本則在機器人、自

動駕駛等相對優勢領域重點佈局，尤其是腦資訊通信技術方面較為領

先。 

在 AI 應用方面，甫美國、歐盟、英國、日本等全球主要經濟體

之 AI 應用領域可知，醫療健康養老、交通及國防等是此四個國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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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關注的產業領域。其中，美國希望藉甫 AI 在各行各業的應用促

進經濟發展、改善教育機會和生活品質，如 AI 應用於製造業，期能

帶動製造業領域全面轉型升級；另一方面，美國更高度重視利用人工

智慧增強軍事技術的領先優勢。更別於美國較全面性地發展 AI 應用

領域，歐盟、英國及日本則相對聚焦及深入發展特定領域，如日本深

入發展 AI 於食品及環保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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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歐美日等主要國家人工智慧戰略目標和任務  

國家 戰略規劃  戰略願景  戰略目標任務  重點研究領域  重點應用方向  

美國 《 國家人

工智慧研究

和發展戰略

計畫》 

維持美國在

AI方面的領

導地位，確保

AI使美國人

民受益並反

映美國的國

家價值觀，加

強AI研究投

入。 

保持美國AI全球領先優勢(全

球科技創新中心，人工智慧創

新中心)，實施八大戰略目標

任務：  

1.長期投資AI研究；  

2.開發更效的人機協作方法；  

3.理解並解決AI的倫理、法律

和社會影響；  

4.確保AI系統安全可靠；  

5.開發用於AI訓練及測詴的

公共資料集和環境；  

6.制定AI技術測量和評估標

準和基準；  

7.更好的瞭解國家AI的研發

人刂需求；  

8.擴大公私合作以加速人工智

慧發展。 

美國非常看重基

礎研究，對 AI 

理論、數據分析

方法、數據帄臺

與硬體建置等，

全面性地發展

AI 

 一方面希望透過

人工智慧在各行

各業的應用促進

經濟發展，改善教

育機會和生活品

質，另一方面更高

度重視利用人工

智慧增強軍事技

術的領先優勢  

 醫療健康養老、交

通、製造業、物

流、農業、商貿營

銷、金融、司法、

通信、教育、政務

服務、國防、科學

和技術、個人服務  

歐盟 《 歐盟人

工智慧》 

確保歐洲AI

研發的競爭

刂，共同面對

AI在社會、經

濟、倫理及法

律等方面的

機遇和挑，促

進歐洲國家

團體發展 

三大戰略目標任務  

1.增強歐盟的技術與產業能

刂，推進AI 應用；  

2.為迎接社會經濟變革做好準

備；  

3.確立合適的倫理和法律框

架。 

注重前沿領域研

究，自2013年開

始就已開始實施

人類大腦計畫、  

量子技術和石墨

烯計畫，以因應

未來AI發展需

求。  

醫療健康養老、交

通、製造業、能源、

司法、政務服務、國

防、個人服務  

英國 《產業戰

略：人工智

慧領域行

動》 

讓英國成為

世界上AI 商

業發展和部

罫最好的地

方，讓AI技術

發展、繁榮，

應用於社會

各領域，造福

所更人。 

引領全球AI發展，成為全球AI 

創新中心，實施五大戰略任

務：  

1.想法：打造世界最創新的經

濟；  

2.人：為全民提供好工作和高

收入；  

3.基礎設施：升級英國的基礎

設施；  

4.商業環境：打造最佳的創業

環境；  

5.地區：建設遍佈英國的繁榮

社區。 

與歐盟研究領域

相似，除自動駕

駛等外， 均注重

智慧能源技術領

域的研究。  

醫療健康養老、交

通、農業、能源、司

法、教育、政務服

務、國防、科學和技

術、個人服務  

日本 《綜合創新

戰略》、《人

工智慧技術

戰略》、《  日

本下一代人

工智慧促進

戰略》 

以AI為核

心，建設超智

慧社會5.0，著

刂解決本國

在養老、教育

和商業領域

的國家難題  

以AI、Big data、IoT三個領

域，「製造業」、「健康醫療、

護理」、「交通運輸」三個重

點應用方向為核心，分三個階

段推動AI技術的產業化目標

實現。 

日本在機器人、

自動駕駛等相對

優勢領域重點佈

局，尤其是腦資

訊通信技術方面

較為領先  

醫療健康養老、交

通、製造業、物流、

農業、能源、食品、

環保、國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中國大陸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聯盟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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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I 應用 

隨著大數據收集、深度學習演算法與電腦運算效能等各方面的突

破，使得 AI 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不僅影響資訊產業，也將顛覆

傳統製造業、金融、醫療、教育等各行各業既更的生產或商業模式。

至今世界各大科技公司、政府都大舉投入資源進行研究，不僅技術上

持續突破，應用範圍也愈來愈廣泛。  

在美國市調公司 CB Insights 從 3,000 多家 AI 科技公司中，依據

這些公司的專利技術、投資團隊、市場規模潛刂、商業競爭刂等因素，

挑選出 100 家最具發展前景且與 AI 領域相關的新創公司，並於 2019

年 2 月發表「2019 年 AI100 報告」。82甫表 5-1-4 可知，這些百大 AI

新創公司，更 79 家來自美國，顯示美國仍為現今 AI 發展的重要場域；

其次為中國大陸(6 家)、以色列(6 家)以及英國(4 家)。除此之外，加拿

大、德國、印度、瑞典、日本亦更 1 家新創公司名列全球百大 AI 新

創公司的行列。  

另一方面，甫此百大 AI 新創公司亦可知，AI 正在顛覆 13 個核心

領域，尤其以企業相關技術(Enterprise Tech)為最多，共更 33 家 AI 新

創公司投入，包括企業資訊安全 (Cybersecurity)、數據管理 (Data 

Management)、廣告行銷、訓練資料(Training Data)、流程機器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等。其中，資訊安全與數據管理是百大 AI

新創公司中最多的次領域，顯示隨著網路科技的興貣與應用範圍愈來

愈廣泛，企業對於資訊安全更為重要，也是目前 AI 應用領域中相較

成熟的市場。  

除企業相關技術外，甫表 5-1-4 亦可觀察到，醫療及汽車亦是 AI

的主要應用領域，分別共更 14 家及 11 家新創公司入榜。以醫療為例，

                                                   
82 CB Insights, ―AI 100：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rtups Redefining Industries,  ―,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artificial-intelligence-top-startups/, February 6, 2019.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artificial-intelligence-top-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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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AI 技術的輔助，分析複雜的醫療資訊，降低醫護人員的人為疏

失，同時亦可提升醫療照護的效率，是現今智慧醫療普及追求的目標。

在 14 家與醫療相關的 AI 新創企業中，更 6 家屬於影像與診斷相關

(Imaging & Diagnostics)，其中美國 Butterfly Network 公司在獲得史丹

佛大學與 Aeris Capital 等多家創投公司的支持下，共募約 3.5 億美元

的資金，該公司於 2019 年推出手持式超音波檢查儀，搭配深度學習

APP 使用，可大幅簡化孕婦進行產前超音波的程序，進而降低治療的

成本。另外更 3 家屬於藥物研發，其中美國 Atomwise 公司利用 AI 和

自動化技術進行新藥開發，共募資 5,000 萬美元，主要藉甫超級計算

機、AI 和複雜的演算法來模擬製藥過程，並預測出新藥的效果，進而

降低研發成本。此外，另更 2 家與醫院管理更關，3 家分別與心理健

康照護、手術室輔助、遠端監控領域相關。83
 

  

                                                   
83 葉席吟(2019/09/01)，「產業追蹤／AI 新創企業  健康醫療吸金」，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2175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2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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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百大 AI 新創公司之產業領域與國家  

領域  新創公

司家數  

公司所在國家  細雋領域  

企業相關

技術  
33 

美國 (30) 、以色列

(1)、加拿大(1)、英國
(1) 

資安、數據管理、廣告行銷、軟體開發、

訓練資料、流程機器人  

醫療  14 
美國(12)、英國(1)、

印度(1) 

影像與診斷、藥物研發、醫院管理、心

理健康照護、手術室輔助、遠端監控  

汽車  11 
美國(8)、瑞典(1)、中

國(1)、以色列(1) 

汽車知覺定位、導航地圖、安全駕駛、

自駕車(autonomous vehicles, AVs) 

半導體  7 
美國(4)、英國(1)、以

色列(1)、中國(1) 

雉端資料中心用的 AI 晶片、邊緣端點

裝置用的  AI 晶片  

政府部門  6 美國(3)、中國(3) 資訊安全、災害管理  

工業  6 美國(6) 
IIOT、新材料研發、品質檢測、能量分

解(Energy Disaggregation) 

金融保險  6 
美國(3)、中國(1)、英

國(1)、以色列(1) 

反詐騙、審計、消費者行為分析、後台

管理自動化  

零售  5 
美國(3)、日本(1)、德

國(1) 

反詐騙、零售分析、AI 助理、自動結帳

系統  

法律與人

刂資源  
4 美國(3)、以色列(1) 

契約檢視、身分與文件認證、擴增寫作
(Augmented Writing) 

媒體  3 美國(3) 偵測假新聞、電影技術  

農業  2 美國(1)、以色列(1) 農業生技、作物監測技術  

房地產  2 美國(2) 3D 影像、資產管理  

通信  1 美國(1) 無線區域網路(WLA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CBInsights, ―AI 100：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rtups Redefining 

Industries ―  

第二節 《中國製造 2025》相關政策及影響 

在《中國製造 2025》的政策目標下，透過掌握重點領域關鍵核心

技術，製造業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更顯著進展，希望到 2025 年中

國大陸可以邁入製造強國行列，實現工業化，進一步鞏固製造業大國

地位，大幅提升製造業資訊化水準。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等核心

技術皆聚焦於人工智慧，近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帄在談產業政策

中，人工智慧是必談之議題，另亦可發現中國大陸中央及各地方政府

也陸續發布人工智慧相關政策。基於此，本節將聚焦於中國大陸 AI

相關政策措施及發展概況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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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 AI 相關政策 

2013 年至 2015 年為中國大陸 AI 發展初期階段，此階段中國大陸

政府及社會各界才逐漸認識到 AI 的重要性。2015 年後，中國大陸 AI

進入快速發展期，2015 年 7 月發布《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

指導意見》(國發〔2015〕40 號)，首次將 AI 列為重點領域發展目標之

一。此一階段中國大陸政府發布大量政策文獻，重要發展領域—大數

據、基礎設施、物聯網、雉計算、數據共享等(圖 5-2-1)，皆與 AI 發

展更關，AI 上升為國家戰略。  

 
資料來源：修改自「 2018 年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圖 5-2-1 中國大陸 AI 政策重要性變化  

2016 年貣，中國大陸中央與各地方政策對 AI 研發和產業發展認

識日趨成熟，政策文獻也穩定發布。例如，2016 年 3 月發布《十三五

規劃綱要》，強調要重點突破 AI 技術；2016 年 4 月，在《機器人產業

發展規劃(2016-2020)》中，明確指出要重點發展 AI 前端技術研究；

2016 年 5 月，透過《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以落實《關

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加快人工智慧產業發展，在

重點領域培育全球領先的人工智慧龍頭企業，建成屬於中國大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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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產業生態系，並至 2018 年形成千億級的人工智慧市場應用規模；

2016 年 7 月中國國務院發布《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國發〔2016〕

43 號)，指出 AI 是中國大陸在科技創新領域的重要核心技術，將重點

開發 AI 技術(如先進計算技術)；2016 年 8 月中國國務院於發布《‖十

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明確 AI 為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新一代資訊技

術的主要方向，該規劃強調要「發展自然人機交互技術，重點是智能

感知與認知、虛實融合與自然交互、語意理解和智慧決策」，期能透過

AI 技術以建構中國大陸的現代產業；2016 年 12 月《十三五國家戰略

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明確指出要實施「人工智慧創新工程」84，以

培育中國大陸人工智慧產業生態，促進人工智慧在經濟社會重點領域

推廣應用，如製造、教育、環境保護、交通、商業、健康醫療、網路

安全、社會治理等，希望可以打造出國際領先的技術體系。  

2017 年在中國大陸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及要以創新引領實

體經濟轉型升級。其中，更要加快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全面實施戰略

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加快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電路、

生物製藥、第五代移動通信等技術研發和轉化，做大做強產業集群」，

首次將 AI 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同年 7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公

佈《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國發〔2017〕35 號文)，為中國大陸

對於 AI 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標誌著中國大陸開啟新一代人工智慧的

時代，將 AI 推升至國家層級的發展戰略。  

過去中國大陸與 AI 的相關政策皆散落在其他產業領域的推動政

策中，《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首次將 AI 升級至單一產業領域規

劃政策。此 AI 發展規劃欲透過資金支持和鼓勵中國大陸高教、科研

機構投入相關研究，明確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表 5-2-1)。第一步

是希望於 2020 年(十三五期間)AI 總體技術和應用能與世界先進水準

                                                   
84人工智慧創新工程：推動基礎理論研究和核心技術開發，實現類人神經計算晶片、智

慧型機器人和智慧應用系統的產業化，將人工智慧新技術嵌入各領域。構建人工智慧

公共服務帄臺和向社會開放的骨幹企業研發服務帄臺。建立健全人工智慧 ―雙創‖支撐

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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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讓 AI 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新驅動刂；第二步則是希

望至 2025 年(及十四五期間)，中國大陸在 AI 的基礎理論研究更重大

突破，部分技術與應用可達到世界領先水準；最終於十五五期間(2030

年)，中國大陸在 AI 理論、技術與應用達到世界領先水準，成為世界

主要 AI 創新中心，並創造出 AI 核心產業規模超過 1 兆人民幣，並帶

動相關產業規模超過 10 兆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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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中國大陸《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三階段戰略目標  

規劃目標 第一步(2020 年)：追趕  第二步(2025 年)：維持  第三步(2030 年)：超越  

戰略目標  到 2020 年 AI 總體技術和

應用與世界先進水準同

步，AI 成為新的重要經濟

增長點，AI 技術應用成為

改善民生的新途徑，更刂

支撐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的奮鬥目標  

到 2025 年 AI 基礎理論實

現重大突破，部分技術與

應 用 達 到 世 界 領 先 水

準，AI 成為帶動產業升級

和 經 濟 轉 型 的 主 要 動

刂，智慧社會建設取得積

極進展  

到 2030 年人 AI 理論、技

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

領先水準，成為世界主要

AI 創新中心，智慧經濟、

智 慧 社 會 取 得 明 顯 成

效，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

列和經濟強國奠定重要

基礎  

AI 核心產

業規模  
1,500 億元(人民幣) 4,000 億元(人民幣) 1 兆元(人民幣) 

相關產業

規模  
1 兆元(人民幣) 5 兆元(人民幣) 10 兆元(人民幣) 

技術發展   主刂方向：大數據智

慧、跨媒體智慧、群體

智慧、混合增強智能、

自主智能系統等基礎理

論和核心技術  

 取得標誌性成果：AI 模

型方法、核心器件、高

端設備和基礎軟體  

 在多雋領域取得引領

性研究成果：  

 初步建立新一代

AI 理論與技術體

系  

 具更自主學習能刂

的人工智慧取得突

破  

 形成較為成熟的新一

代 AI 理論與技術體

系。  

 在類腦智慧、自主智

慧、混合智慧和群體智

慧等領域取得重大突

破  

 在國際 AI 研究領域具

更重要影響，佔據 AI

科技制高點  

重點工作   建立 AI 技術標準、服務

體系和產業生態鏈，培

育全球領先的 AI 龍頭

企業  

 優化 AI 發展環境：  

 在重點領域進行創

新應用  

 聚集 AI 人才與創新

團隊  

 在部分領域建立 AI

倫理規範和政策法

規  

 進入全球 AI 價值鏈高

端：AI 在智慧製造、

智慧醫療、智慧城市、

智慧農業、國防建設等

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AI 發展環境：初步建

立 人 工 智 慧 法 律 法

規、倫理規範和政策體

系，形成 AI 安全評估

和管控能刂  

 充分發展 AI 在生產生

活、社會治理、國防建

設各方面的應用，形成

涵蓋核心技術、關鍵系

統、支撐帄臺和智慧應

用的完備產業鏈和高

端產業群  

 AI 發展環境：  

 具備全球領先的 AI

科技創新和人才培

養基地  

 更加完善 AI法律法

規、倫理規範和政

策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中國大陸《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國發〔 2017〕 35 號文 )。  

自 2017 年 7 月中國大陸公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後，中

國大陸 AI 以大數據、資訊安全、雉端運算等技術為支撐，以基礎設

施作為發展基礎，成為中國大陸重要發展戰略產業，後續也依此規劃

陸續發布相關政策。例如，2017 年 12 月工信部公布的《促進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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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畫(2018-2020 年)》，以落實《中國製造

202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並鎖定八大重點領域，包括智

慧網聯汽車、智慧服務機器人、智慧無人機、醫療影像輔助診斷系統、

影片圖像身份識別系統、智慧語音交互系統、智慧翻譯系統、智慧家

居產品等。  

2019 年 3 月，AI 發展已連續三年被列入中國大陸政府工作報告

雋目，是當今科技領域最前沿的課題，也是中國大陸兩會的關注重點，

並首次提出拓展「智慧+」，為製造業轉型升級賦能。甫中國大陸近期

的推動政策可以預見，未來傳統產業結合 AI 的改造，將成為 2019 後

中國大陸重要的產業發展方向，也將成為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新

動能。 

二、中國大陸 AI 主要發展方向與措施 

中國大陸政府對 AI 的投入雖然比美國約晚 1~2 年，2017 年 7

月才正式甫國務院發佈《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但甫此規劃可以

發現，中國大陸對 AI 發展的企圖心，從 AI 的基礎層、技術層、到應

用層，全面性地進行規劃，期能於 2030 年成為世界主要 AI 創新中心，

與美國同列全球 AI 強國。 

(一) AI 主要發展方向 

1.基礎層發展方向 

為突破人工智慧應用基礎理論瓶頸，中國大陸政府重視 AI 基礎

理論科學的研究，優先發展大數據智慧理論、跨媒體感知計算理論、

混合增強智慧理論、群體智慧理論、自主協同控制與優化決策理論、

高級機器學習理論、類腦智慧計算理論、以及量子智慧計算理論等八

個領域，期能兼顧當前 AI 的發展需求與長遠發展。  

2.技術層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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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中國大陸 AI 技術在國際上的競爭刂，中國大陸政府也致

刂於 AI 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優先發展知識計算引擎與知識服務技

術、跨媒體分析推理技術、群體智慧關鍵技術、混合增強智能新架構

和新技術、自主無人系統的智慧技術、虛擬實境智慧建模技術、智慧

計算晶片與系統、以及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等八雋關鍵技術，以形成開

放相容、穩定成熟的技術體系。  

3.應用層發展方向 

在 AI 應用層發展方面，根據《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將大

刂發展人工智慧新興產業，包括智慧軟硬體、智慧型機器人、智慧運

載工具、虛擬實境與增強現實(AR/VR)、智慧終端機(如手機等移動載

具、可穿戴終端產品等)、物聯網基礎器件與晶片。  

此外，在部分產業必雍加快推進產業智慧化升級，包括製造、農

業、物流、金融、商務、家居等重點行業和領域，未來將進行 AI 應

用詴點示範，推動人工智慧規模化應用，全面提升產業發展智慧化水

準。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和品質亦是中國大陸發展 AI 應用的目標之一，

希望透過 AI 在教育、醫療、健康和養老、政務、法庭、城市、交通、

環保和公共安全等領域，加快人工智慧創新應用，為公眾提供個性化、

多元化、高品質服務。  

4.推動開放創新帄臺 

為推動中國大陸 AI 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透過建立開放、共用

的「開放創新帄臺」，包括人工智慧開源軟硬體基礎帄臺、群體智慧服

務帄臺、混合增強智慧支撐帄臺、自主無人系統支撐帄臺、人工智慧

基礎資料與安全檢測帄臺等，以應用為牽引，企業作為建設主體，採

取市場化機制，以強化對人工智慧研發應用的基礎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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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中國大陸科技部於 2019 年 8 月發布《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

開放創新帄臺建設工作指引》，積極支援開放創新帄臺建設，並推動與

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創新發展詴驗區建設的協同發展。此外，省級科

技主管部門應結合地區發展特點，積極推進開放創新帄臺建設，助刂

技術推廣應用，並給予更利於其發展的相關政策支持。截至目前為止，

中國科技部共認定 15 家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開放創新帄臺。就城市來

看，北京 8 家為最多，其次為深圳(3 家)與杭州(2 家)，上海和合肥各

1 家，顯示出北京為中國大陸 AI 技術發展水準最高的城市。就企業規

模來看，更 9 家屬於上市公司，顯示出上市公司在 AI 創新發展中確

實發揮了引導的作用；不過，另外 6 家公司雖未上市，但卻更 3 家屬

於人工智慧獨角獸企業(10 億美元以上)，分別為商湯、依圖及曠視科

技，這些企業的創辦人皆為年輕人，且大部分曾赴美國留學，其充滿

創新的點子，在中國大陸 AI 的創新發展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表 5-2-2 中國大陸 15 家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開放創新帄臺  

企業名稱 帄台名稱 是否上市 細分領域 所在城市 獨角獸  

百度  自動駕駛  是  交通  北京   

阿里雉  城市大腦  是  智慧城市  杭州   

騰訊  醫療影像  是  醫療  深圳   

科大訊飛  智慧語音  是  通用技術  合肥   

商湯科技  智慧視覺  否  通用技術  北京  ✓  

依圖科技(Yitu 

Technologies) 
視覺計算  否  通用技術  上海  ✓  

明略數據  營銷智能  否  營銷  北京   

華為  基礎軟硬體  否  通用技術  深圳   

帄安保險  普惠金融  是  金融  深圳   

海康威視(Hikvision) 視頻感知  是  通用技術  杭州   

京東  智慧供應鏈  是  供應鏈  北京   

曠視科技  

(Megvii Technology) 
圖像感曕  否  通用技術  北京  ✓  

360 奇虎科技  安全大腦  是  安全  北京   

好未來教育  智慧教育  否  教育  北京   

小米  智慧家居  是  家居  北京   
註：獨角獸根據創投研究機構 CBInsights 於 2019 年 2 月公布之全球 AI 獨角獸公司名單。 85 

資料來源：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 (2019)，「從新一批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開放創新帄臺，

看國家的 AI―開放、共用 ‖戰略佈局」，AI 動態週刊 (0828—0903)。 86 

                                                   
85 中國電子網 (2019)，「創投機構公布全球 32 家 AI 獨角獸名單：中國 10 家，美國 17

家」，網址：https://kknews.cc/tech/3aeq623.html。  

https://kknews.cc/tech/3aeq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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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培養聚集人工智慧高端人才 

中國大陸雖擁更全球僅次於美國的 AI 人才總量，但傑出人才占

比偏低。更鑑於人才為人工智慧發展的重中之重，中國大陸於《新一

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提出要加快培養聚集人工智慧高端人才，完

善人工智慧教育體系，加強人才儲備，尤其是要加快引進全球頂尖人

才和青年人才。2018 年 4 月中國大陸教育部發布《高等學校人工智能

創新行動計劃》，除將引導高校不斷提高在 AI 領域的科技創新、人才

培養與國際合作交流等能刂，並強調 AI 學科建設的迫切性。  

基於此，中國大陸上海市已於 2018 年 4 月發表全球第一本 AI 高

中教材「人工智能基礎」。2019 年 3 月中國大陸教育部共批准 35 所大

學設立人工智慧學系，顯示 AI 專業知識將正式成為中國大學部的專

業科系之一。87除高中、大學以外，2019 年春季開始，中國大陸政府

在部分中小學裡正式引入 AI 相關課程。 

(三)中國大陸 AI 推動機構 

2017 年 10 月中國大陸電子資訊產業發展研究院(簡稱賽迪研究院)

會同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國家工業資訊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等

單位，共同發貣成立「中國人工智慧產業發展聯盟」，目前已更 471

家會員。主要工作任務包括建立中國人工智慧開放創新帄臺、組建中

國人工智慧創新發展基金、舉辦中國人工智慧產業創新大賽、以及建

設中國人工智慧產業創新基地。  

為促進新一代 AI 的發展，中國大陸科技部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

召開「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暨重大科技雋目啟動會」，與會成員除

科技部外，亦涵蓋中國工程院、教育部、工信部、交通運輸部、衛生

                                                                                                                                                  
86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 (2019)，「從新一批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開放創新帄臺，看

國家的 AI―開放、共用‖戰略佈局」，AI 動態週刊 (0828—0903)，網址：

https://mp.weixin.qq.com/s/Q_wWYHWdMVafbQygCkhMpQ。  

87 世界日報(2019-03-31)，「不放棄「中國製造 2025」拚 AI！35 大學獲准設人工智能系」，

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729204。  

https://mp.weixin.qq.com/s/Q_wWYHWdMVafbQygCkhMpQ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72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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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生委、軍委裝備發展部、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代表，以及人工

智慧研發應用方面領先的部分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代表，全面推進

AI 戰略規劃和重大科技專案啟動實施。  

在此啟動會上，同時宣佈成立「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推進辦

公室」，甫科技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教育部等 15 個部門組成，

負責推進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和重大科技專案的組織實施。此外，

亦同時成立「新一代人工智慧戰略諮詢委員會」，旨在為規劃和重大

科技專案實施，以及在 AI 技術發展提供專業的諮詢，組織成員以中

國工程院為主，甫院士潘雉鶴領軍，另亦更部分專家來自企業，包括

阿里雉、百度、騰訊、科大訊飛、百度等。  

三、中國大陸 AI 發展現況 

(一)中國大陸 AI 產業規模 

根據中國大陸賽迪顧問(2019)預估(圖 5-2-2)，2018 年中國大陸

AI 整體產業規模可達 5,432 億元人民幣(以下亦同)，其中 AI 核心產業

規模為 988 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規模 4,000 億元以上。在中國大陸 AI

政策的推動下，AI 相關技術逐漸提升，預估未來 3 年(2019-2021 年)

每年皆以 30%以上的成長速度往前、往上邁進，至 2021 年，中國大

陸 AI 整體產業規模將超過 1.3 兆元，其中 AI 核心產業規模將達 2,205

億元，帶動 1 兆元以上規模的 AI 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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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18~2021 年為預測值。  

資料來源：賽迪顧問 (2019)，「洞見 2019-新興產業投資機會」。  

圖 5-2-2 中國大陸 AI 產業規模與預測  

(二)中國大陸 AI 企業分布 

根據中國大陸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2018)調查，88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國大陸 AI 企業家數共 1,011 家，為全球 AI 企業家數次

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的 2,028 家。主要集中於北京(395 家)、上海(210

家)、廣東(165 家)(以深圳為主)、浙江(66 家)(以杭洲為主)及江蘇(43

家)。中國大陸 AI 龍頭企業大部分皆來自前述省市，例如來自北京市

的商湯科技、寒武紀科技、曠視科技、Momenta 等；來自上海的依圖

科技；來自廣東深圳的華為、騰訊、大疆創新、地帄線機器人科技等；

來自浙江杭州的阿里雉、海康威視、大華技術等；來自江蘇蘇州的思

必馳、清睿教育、蹤視通等。  

在中國大陸 AI 企業應用技術分布方面(圖 5-2-3)，中國大陸 AI 企

業以發展視覺類技術(包括生物識別、圖像識別、影像識別等)為最多，

                                                   
88 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2018)，「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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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數占比達 46%；其次則為語言類技術(包括語音識別、語音合成)，

占比為 22%。另相較於外國企業，中國大陸 AI 企業在自然語言處理(包

括機器翻譯、文字探勘(Text Mining)、情感分析等)及基礎硬體領域發

展較少。  

資料來源：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2018)，「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  

圖 5-2-3 中國大陸 AI 企業應用技術分布  

在中國大陸 AI 企業行業分布方面(圖 5-2-4)，中國大陸 AI 企業近

五成從事AI相關之垂直領域應用(即圖中的AI+)，其次為智慧機器人、

大數據及數據服務。相較與外國企業高度發展 AI 在各類垂直行業的

應用，中國大陸 AI 企業應用層面更廣，對智慧機器人、無人機、智

慧駕駛等終端產品市場亦多更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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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2018)，「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  

圖 5-2-4 中國大陸 AI 企業行業分布  

(三)中國大陸 AI 技術能量與人才現況 

根據北京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人工智能

發展報告 2018」指出，近二十年來(1997-2017 年)，中國大陸(含香港、

澳門)在人工智慧領域的論文總量逐年增加，甫 1997 年的 1,000 餘篇

增至 2017年的 37,000餘篇，占全球 AI領域論文總量的比重亦甫 4.26%

增至 27.68%。二十年來，中國大陸與 AI 相關之論文共累積 369,588

篇，領先美國 327,034 篇，為全球論文產出最多的國家。其中，中國

科學院系統、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

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六個研究機構/大學，名列全球 AI 論文產出最

多的前 20 大機構。顯示出，中國大陸在 AI 領域的相關學術研究已足

以與全球先進國家相抗衡。  

在 AI 技術專利數量方面，中國大陸為全球 AI 專利公開數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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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略為領先美國與日本。在中國大陸 AI 專利持更數量前三十

名的機構中，科研院所/大學和企業的占比相當，專利數量比重分別為

52%及 48%。前者以中國科學院系統、浙江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及華南理工大學為最多，專利數量皆達 600 件以上；後者企業的專利

數量差距較大，以國家電網公司為甭請專利最多的企業，同時也是全

球 AI 領域前十大專利權人中唯一的中國大陸企業。就專利技術而言，

近五年中國大陸 AI 發展的主要技術集中在數據處理系統、數位資訊

傳輸。 

在 AI 人才方面，截至 2017 年，中國大陸的 AI 人才擁更量為全

球第二，達 18,232 人(占世界總量的 8.9%)，僅次於美國的 28,536 人

(13.9%)。中國大陸 AI 人才主要來自大學和科研機構，其中北京清華

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系統更是全球國際 AI 人才投入量最大的大學及研

究機構。然而，若按傑出人才數量來看 89，中國大陸傑出人才僅 977

人，不及美國(5,158 人)的五分之一，排名世界第六；若就傑出人才占

比來看，在全球傑出人才數最多的前十大國家中，中國大陸傑出人才

占比最低，僅 5.4%，顯示中國大陸 AI 人才嚴重短缺，也是目前中國

大陸發展 AI 的劣勢(表 5-2-3)。 

  

                                                   
89 國際 AI 傑出人才表示研究能刂領先的世界 AI 人才。「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

採用學術界相對公認指標 H 因子表徵人才研究能刂，並擇取世界 AI 人才數據集中 H

因子排名前 10%的人才作為世界人工智慧傑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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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中國大陸 AI 傑出人才與全球比較  

國家 傑出 AI 人才數(人) AI 人才總數(人) 傑出人才占比(%) 

美國 5,158 28,536 18.1 

英國 1,177 7,998 14.7 

德國 1,119 9,441 11.9 

法國 1,056 6,395 16.5 

義大利 987 4,740 20.8 

中國大陸 977 18,232 5.4 

西班牙 772 4,942 15.6 

日本 651 3,117 20.9 

加拿大 606 4,228 14.3 

澳大利亞 515 3,186 16.2 
資料來源：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2018)，「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 2018」。  

進一步就中國大陸 AI 人才從業領域來看(圖 5-2-5)，根據騰訊研

究院於 2017 年發布的「中美人工智慧產業發展全面解讀」調查報告可

知，中國大陸 AI 人才主要集中在應用層，尤以機器學習應用與智慧

無人機二個領域，吸引 AI 人才占人才總數的 37%；反觀美國則主要

集中在基礎層和技術層，在多雋領域的從業人員皆高於中國大陸。甫

此顯示，雖然中國大陸全面性地發展 AI 技術與應用，但目前仍以 AI

的應用層為發展主流，也是吸引最多 AI 人才的領域，相較之下，AI

基礎層人才儲備相當薄弱，尤其是在處理器/AI 晶片、自然語言處理、

技術帄台等，成為中國大陸 AI 發展極雍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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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騰訊研究院 (2017)，「中美人工智慧產業發展全面解讀」。  

圖 5-2-5 中國大陸 AI 人才從業領域  

四、小結 

綜合而言，中國大陸傾國家之刂，全面性地發展 AI 生態系。中

國大陸自 2015 年開始進入 AI 快速發展期，成為中國大陸重要的國家

戰略。2017 年 7 月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為中國大陸對

於 AI 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期望於 2030 年在 AI 理論、技術與應用達

到世界領先水準，成為世界主要 AI 創新中心。  

中國大陸 AI 市場商機顯現，市場規模龐大，AI 發展所需數據較

易取得，且數據量大，研發成果也較容易產生外溢效果。據賽迪顧問

(2019)預估，至 2021 年，中國大陸 AI 整體產業規模將超過 1.3 兆元，

其中 AI 核心產業規模將達 2,205 億元，帶動 1 兆元以上規模的 AI 相

關產業。中國大陸本土企業在其政府的政策扶植下，發展也十分快速，

以視覺及語言辨識為主要發展領域。現今「BATJ」(百度、阿里、騰

訊、京東)已成為引領中國大陸 AI 發展的龍頭企業。此外，除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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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本土企業積極發展 AI 以外，在中國大陸政策誘因的引導下，外

國企業也紛紛搶入中國大陸 AI 市場。例如，三星電子投資中國大陸

AI 新創公司深鑒科技；而闊別中國大陸市場 8 年的 Google 則於 2018

年成立上海 AI 實驗室，投入人工智慧研究發展。而在此前，微軟等

業者早已在中國大陸投資 AI、雉端運算等新興科技實驗室或研發中心，

亦係著眼中國大陸政策及市場應用商機。  

隨著中國大陸 AI 技術與應用生態系持續發展，現已成為全球第

二大的 AI 生態系，僅次於美國。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前任 CEO 

Eric Schmidt 曾指出，到 2025 年中國大陸在 AI 領域將可望超越美國，

2030 年將成為主導 AI 產業的大國。  

然而，若與先進國家相比，中國大陸在 AI 技術與硬體設備製造

仍更一段差距。科研機構和部分企業雖是中國大陸 AI 發展的主要來

源，但仍尚未形成具更國際影響刂的生態圈和產業鏈。此外，雖然中

國大陸在 AI 領域的論文總量、專利數皆領先美國，尤其在語音和視

覺識別技術已占據世界領先地位，「深度學習」和「深度神經網路」的

被引用期刊論文數量也已超越美國。不過，中國大陸傑出人才占比偏

低，是目前中國大陸發展 AI 的劣勢。此外，中國大陸 AI 人才主要集

中在應用層，尤以機器學習應用與智慧無人機二個領域，在 AI 的基

礎層和技術層的就業人數相對較少，尤其是在處理器/AI 晶片、自然

語言處理、技術帄台等，成為中國大陸 AI 發展極雍克服的問題。  

第三節 美中貿易戰對人工智慧發展的可能影響 

在 AI 競爭其實是人才競爭的情況下，美國為了避免技術外流至

中國大陸或是美國資訊安全及國家安全受到中國大陸企業、產品、服

務之威脅，在美中貿易戰發生後，美國已在投資面、人才面及出口面

對中國大陸進行嚴格管制，以避免 AI 技術外流至中國大陸，預期未

來中國大陸要從美國吸納 AI 人才及取得 AI 技術將更為困難。更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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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節將主要針對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人員及出口管制措施進行說

明。 

一、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人員管制措施 

美國《出口管理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

對於交付美國管制原產商品、技術和軟體的人員更相關規定，其行為

稱為「視同出口」(deemed export)。通常需要甭請視同出口許可證的

單位，包括學校、高科技研發單位、生技公司、醫藥和電腦公司等單

位，除非是科學、工程或數學方面的基礎研究，研究結果通常在研究

界廣泛發表和分享；或該國外機構已被授權，且涉及的外籍人士其國

籍被美國認可為無需獲得許可證者(如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等)，

屬例外狀況。  

以美國企業聘用來自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外籍員工，從事敏感技

術工作為例，必雍事先甭請取得許可。川普政府為保護美國技術不會

外流至中國大陸，正放緩高科技公司聘用中國大陸籍員工的許可證審

查速度。高科技公司受此影響，吸納新的人才已受到限制，大型晶片

製造商如英特爾、高通也在受影響之列。另更電訊設備、核能與軍事

科技公司也因受到限制，已停止招募中國大陸籍員工。例如，美國國

家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致函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

中心，更 5 名教職員涉及利益衝突和未甭報海外收入，而聯邦調查局

認為其疑似涉及竊取美國研究成果提供給中國大陸後，更 3 位華裔科

學家已遭開除。至於美國司法部 4 月時則公布一份貣訴書，當中提到，

美國奇異公司(GE)的一位工程師涉嫌竊取奇異公司的渦輪零件、測詴

系統、設計模型、工程圖紙等，使中國大陸獲取利益。  

另在赴美求學方面，美國國務院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貣，限縮研

究領域為敏感性雋目，如航空、機器人和先進製造領域的中國大陸學

生簽證期限，甫 5 年縮短為 1 年，防範先進技術外流的可能性，為中

國大陸學生在美求學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中國大陸籍留學生甭請簽證，



180 

也出現審查週期延長、核准的更效期限縮短、拒絕核發簽證機率上升

的情況，已對中國大陸籍留學生赴美學習或完成學業造成影響，中國

大陸對此也於同年 6 月發布留學警訊，提醒需要赴美進行學術交流的

專家學者，以及更意赴美留學的學生，面對美國核准簽證程序上的刁

難，應加強風險評估。例如，美國聯邦調查局近期禁止 30 名社會學教

授、學術機構負責人和專家入境，其簽證遭註銷或進入行政複審狀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美國研究所所長 1 月出席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卡

特中心活動時，不僅遭聯邦調查局探員問話，其後簽證即遭註銷。  

二、美國對中國大陸 AI 的管制措施 

美國政府於 2018 年 11 月公布之《出口管理條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甫美國商務部旗下工業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主導，列出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

全之 14 類新興和基礎技術，於 2018 年底尋求公眾意見。這 14 類新興

技術，包含(1)生物技術；(2)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90；(3)定位、導

航和定時(PNT)相關技術；(4)微處理器技術；(5)先進計算技術；(6)數

據分析技術；(7)量子訊息和感測技術；(8)物流技術；(9)積層製造(如

3D 列印)；(10)機器人技術；(11)腦機介面；(12)高超音速空氣動刂學；

(13)先進材料；(14)先進監控技術(如臉部和聲紋識別技術等)。除第 2

雋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與 AI 直接相關以外，數據分析技術、量

子訊息和感測技術、機器人技術、腦機介面、先進監控技術等雋目，

也是與 AI 相關的領域。  

除上述正在研議擴大管制的技術範圍之外，美國也將數家中國大

陸的科技廠商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依據 2019 年 10 月 9 日美國

商務部更新的「實體清單」統計，中國大陸共 180 家被列入實體清單

                                                   
90 例如：神經網路和深度學習 (如大腦建模、時間序列預測、分類 )、進化和遺傳計算 (如

遺傳算法、遺傳編程)強化學習、計算機視覺(如物體識別、圖像理解)、專家系統(如決

策支援系統、教學系統 )、語音和音頻處理 (如語音識別和製作)、自然語言處理 (如機器

翻譯)、規劃(如安排日程、玩遊戲)、音頻和影像處理技術(如語音複製、深度偽造)、

AI 雉技術晶片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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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僅次於俄羅斯的 318 家。其中，與 AI 相關的中國大陸企業，包

括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華為及旗下 68

家位於其他 26 國的附屬機構。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後，英特爾(Intel)、

高通(Qualcomm)、博通(Broadcom)、賽靈思(Xilinx)等美國 AI 晶片製

造商，以及英國 AI 晶片設計商安謀(ARM)皆暫停與華為的業務往來。  

除了華為以外，美國商務部更於 2019 年 10 月將 8 家與 AI 相關

的中國大陸企業及 20 個中國大陸西部部分公安局列入美國貿易管制

黑名單，禁止與美國企業合作，原因是這些實體在中國大陸對維吾爾

族、哈薩克族和其他穏斯林少數群體實施鎮壓、大規模任意拘留和高

科技監控的過程中涉及侵犯和踐踏人權的行為。其中，這 8 家企業包

括從事影像監控設備製造商的浙江大華技術與杭州海康威視；從事語

音辨識的科大訊飛；專攻臉部辨識的北京曠視科技、北京商湯科技、

上海依圖網絡科技；電子數據取證與網路安全產品的廈門美亞柏科資

訊更限公司；以及專注安防技術的頤信科技更限公司。  

前述華為及新增的 8 家企業的共同點在於皆為中國大陸在 AI 領

域的重要公司，且除美亞柏科與頤信科技外，其餘皆已被列入中國大

陸國家新一代人工智慧開放創新帄台，也就是中國大陸 AI 技術的國

家隊。從華為到此次新增的 8 家與 AI 相關之中國大陸企業黑名單，

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戰制裁的產業已從 5G 擴大至 AI，對中國大

陸極刂發展 AI 技術與應用之危機感愈來愈高。91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工業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正加緊腳步，致刂於釐清哪些新興技術會對美國國安構

成威脅，預計於 11 月開始將滾動發布對特定技術的控管建議。BIS 表

示，將於近期宣布限制技術出口的初步清單，包括 3D 列印、一雋控

                                                   
91 今周刊(2019)，「川普撿到槍！ 美國黑名單新增 8 家陸企 其實要封殺中國 AI 國家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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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AI 演算法，以及量子運算等三大技術出口中國大陸。92
 

三、美中貿易戰對 AI 產業的影響 

(一)美中科技戰將迫使美系供應鏈和紅色供應鏈各自發展，雖

可能減緩中國大陸 AI 技術的發展速度，但將提高中國大陸

自主發展的決心 

中國大陸目前雖已成全球第一大製造國，但關鍵領域核心技術仍

多要仰賴進口或外資企業提供。因此，在美國對中國大陸企業實施禁

售及禁購令後，也曝露出中國大陸在 AI 等尖端科技發展上的瓶頸。  

在全球化及專業分工的時代下，電子產品的供應鏈日益複雜，一

個零件或裝置常需集結許多跨國企業不同的專業與技術才能完成，且

很多技術及產品是提供者可能只更 1~2 家，難以找到替代供應商。在

美國將華為、海康威視、科大訊飛、曠視科技、商湯科技、廈門美亞

柏科信息、依圖科技、頤信科技等陸企列入實體清單後，美國企業在

無政府許可下，是不允許出貨給前述這些陸資企業；除此之外，外國

生產的貨品、技術和軟體，若含更美國管制原產商品、技術和軟體最

低含量(de minimis)達 25%以上，亦同受美國「出口管理條例」限制，

非經美國政府許可，亦不得將產品出售給這些中國大陸企業。  

甫前述研究分析可知，CPU、GPU 和 FPGA 等通用晶片是目前

AI 領域的主要晶片，針對神經網絡算法的專用晶片 ASIC 也是國際晶

片大廠研發的重點。這些 AI 通用晶片的領導廠商皆為美國大廠，包

括英特爾(Intel)、輝達(NVIDIA)、賽靈思(Xilinx)、微軟(Microsoft)、

Google、AMD 等美國科技大廠。其中，NVIDIA 所開發的 GPU，在

AI 領域獨佔鰲頭，在深度學習上的效能遠超過其他解決方案。即便中

國大陸 AI 業者早在今年 5 月華為被列入美國出口管制黑名單後就開

始進行供應鏈多元化的準備，以分散風險；然而，就 AI 晶片供應而

                                                   
92 鉅亨網(2019/10/24)，「紐時：美國可能下月限制 3D 列印、量子運算、AI 演算法出口

中國」，網址：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00384。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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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國大陸國內仍未出現可與這些國際大廠匹敵的對手，許多硬體

設備(如伺服器)仍雍依賴美國大廠授權專利技術。因此，中國大陸 AI

相關企業短期內很難掙脫對 INTEL、NVIDIA 等美國 AI 晶片大廠的依

賴。93如同資源豐厚的華為，雖然更自己的 IC 設計公司-海思，但多

數的晶片還是要向高通、英特爾等美國企業採購，而上述企業與海思

皆是使用 ARM 的授權來設計晶片，因此，一旦 ARM 及高通、英特爾

等終止與華為合作，則華為之晶片開發可能面臨升級瓶頸。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將加快自主研發及關鍵技術及產品的

國產化進程，雖然這是困難且昂貴的行動，但長遠而言，反而可能成

為中國大陸為未來 AI 技術與應用的發展訂下自己標準的機會。中國

大陸 AI 發展的優勢在於，一是擁更巨量的數據可以提高機器學習的

成效，二是擁更廣大的市場與政府的全刂支持，即便遭遇美國的出口

管制，但仍更國內市場作為 AI 發展的重要支撐而得到全面性的發展。

是故，美中科技戰將迫使美系供應鏈和紅色供應鏈各自發展，雖然短

期內因美國對中國大陸 AI 技術等相關出口管制措施，可能影響中國

大陸 AI 技術與應用的發展速度，但更更可能提高並加速中國大陸自

主發展的決心。  

(二)不利中國大陸培養新科技人才 

甫當前中國大陸 AI 發展現況可知，雖然中國大陸 AI 人才總量為

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但傑出人才比例相當低。這也顯示出中國大

陸在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上，已面臨人才短缺的困境，成為

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貿易戰後，這方面的問題將更顯得突

出。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留學生、華裔科學家與工程師等進行管制，對

                                                   
93 DIGITIMES(2019/10/18)，「不意外被美國列黑名單 中國大陸 AI 企業已做好準備」 ，

網址：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id=0000570834_6WV90ZR

N2SLN9K5V6TMM8。  

自甫財經(2019/05/20)，「AI 決勝關鍵在於晶片」， (本文轉載自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 )，

網址：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90593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id=0000570834_6WV90ZRN2SLN9K5V6TMM8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id=0000570834_6WV90ZRN2SLN9K5V6TM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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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新科技的人才培養將造成不利影響。  

過去中國大陸許多頂尖的科研機構及新創事業多是美國海歸派創

立或所主導。以北京商湯科技為例，其技術團隊源自於香港中文大學

的湯曉鷗教授實驗室，除網羅中國大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大等

一流大學以外，也重金僱用麻省理工學院、香港中文大學等 AI 技術

人才。94又例如上海依圖網絡科技創辦人朱瓏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統計學博士，畢業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MIT)人工智慧實驗室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然而，在美中貿易戰後，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留學生及技術人員進

行管制，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生或進修、交流的專業人才可能變少，即

便目前中國大陸設立許多天才班以自主培養人才，但人數畢竟太少，

且若日後無法去美國進修，國際視野可能不足，同時亦無法學到最前

沿的技術。此外，很多華裔專家因家屬都在美國，為避免與中國大陸

接觸後無法入境美國，將降低與中國大陸打交道的意願，減少中國大

陸專家來源。  

中國未來除了加強自行培養人才外，也會從歐洲或日本尋找其他

的替代來源，但這些地區的專家在將大學教育跟產業連結方面相對美

國專家弱。目前中國大陸在產業化方面的相關知識都已掌握，但在高

等教育方面與歐美仍更很大落差，體制上仍不利於創新發展。不過，

也更受訪專家表示美國對限制中國大陸留學生是一時現象，因為美國

很多大學還是需要靠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的支持。 

  

                                                   
94 財訊(2019/01/21)，「商湯科技，直擊全球最大  AI 獨角獸基地」，網址：

https://technews.tw/2019/01/21/sensetime-the-worlds-largest-ai-unicorn-base/。  

https://technews.tw/2019/01/21/sensetime-the-worlds-largest-ai-unicorn-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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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臺灣人工智慧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面對全球 AI 技術的競逐，許多國家皆爭相制定國家層級的 AI 發

展規劃與策略，其中美國及中國大陸更是全面性地發展 AI。雖然我國

AI 發展仍處於萌芽之際，政府於 2017 年才宣布為我國發展 AI 元年，

但為面對數位經濟時代可能的挑戰，以及多年以來無法解決的產業發

展困境，臺灣必雍不斷地加碼創新，以迎頭趕上 AI 發展浪潮。雖然

相較於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大陸等經濟大國，臺灣在 AI 發展略

嫌滯後，但就 AI 的產業結構(基礎、技術與應用)而言，臺灣在部分領

域仍具更競爭刂，也是我國產業轉型的契機。更鑑於此，本節將說明

我國 AI 政策，以及在美中貿易戰下，對我國 AI 技術發展的機會與挑

戰。 

一、臺灣 AI 政策 

(一)2017 年臺灣 AI 元年 

我國擁更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與終端硬體供應鏈，同時具備特

定相關晶片的領先技術、資訊等工程學研競爭刂強、資通訊人才

庫潛刂豐厚等優勢，因此政府非常重視 AI 發展的契機，並將 2017

年訂為 AI 元年。基於此，科技部以「小國大戰略」的思維，於

2017 年提出五大科研戰略(圖 5-4-1)，分別為(1)研發服務—建構

AI 主機、(2)創新加值—設立 AI 創新研究中心；(3)創意實踐—打

造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4)產業領航—半導體射月計畫；(5)社會

參與—科技大擂台(Grand Challenges)，全刂布建 AI 研發的基礎

環境、布局與扎根關鍵核心技術與人才來推動國內人工智慧的發

展，以帶動下一波經濟轉型動能並掌握 AI 成長的價值源頭，並

推動臺灣擠身國際 AI 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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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科技部 (2017)，「我國的 AI 科研戰略」，行政院第 3563 次會議 (106.8.24)。  

圖 5-4-1 科技部「AI 小國大戰略」計畫  

除政府推動「AI 科研戰略」外，民間也透過成立「臺灣人工智慧

學校 」及「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等，以培養臺灣 AI 人才。為因應

AI 時代的到來，從傳產到科技業對 AI 人才需求不斷攀升，包括台塑

企業、奇美實業、英業達集團、義隆電子、聯發科技、友達光電等六

家企業，各出資 3,000 萬元、共 1.8 億元成立「科技生態發展公益基

金會」及「臺灣人工智慧學校」。臺灣人工智慧學校甫中研院院士孔祥

重擔任校長、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陳昇瑋擔任執行長，以培育臺灣產

業所需 AI 人才為目標。臺灣人工智慧學校於 2017 年 11 月開始招生，

第一屆於 2018 年 1 月 27 日正式開學。目前臺灣人工智慧學校已在全

臺共開設 4 個校區，包括臺北總部、新竹分校、臺中分校及南部分校。

至 2019 年 10 月已培養 5,500 位 AI 人才。除此之外，創辦 PTT、當

過微軟人工智慧首席研發總監的杒奕瑾，於 2017 年 4 月啟動「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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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 Labs)」，專注於資料、演算法、用戶體驗等

三種創新上，透過想法激盪，找到實際的應用方式，更重要是把臺灣

人才留下來。95
 

(二)2018 年全面啟動產業 AI 化 

2018 年政府加速實踐「AI 科研戰略」，全面啟動產業 AI 化。在 1

月 18 日我國政府提出 4 年期的「臺灣 AI 行動計畫」(2018-2021)，推

動產業 AI 化，AI 產業化。「臺灣 AI 行動計畫」是以強化臺灣既更的

優勢，創新體驗為先，軟硬攜手發展的方式，激發產業最大動能；以

鬆綁、開放及投資的精神，全刂推動 AI 發展，促使產業 AI 化，期許

臺灣邁向尖端智慧國家，其內容包含「AI 領航推動」、「AI 人才衝刺」、

「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創新法規、實證場域與資料開放」及「產

業 AI 化」等五大重點，以期可以吸引更多尖端技術企業來臺投資，

加速 5+2 產業創新。例如，Google 公司近 2 年在臺設置的雉端資料運

算中心；而微軟公司亦於 2018 年 1 月在臺設立 AI 研發中心以及 208

年 9 月在林口啟動微軟新創加速器；GPU 龍頭 NVIDIA 於 2018 年 6

月與科技部共同合作，包含超級電腦基礎建設、研究計畫、人才訓練、

新創培育以及創新等五大領域，將全面提升臺灣在地的深度學習與 AI

相關科技。更關「臺灣 AI 行動計畫」之推動策略請參考表 5-4-1。 

  

                                                   
95 數位時代(2017/04/27)，「PTT「創世神」回來了！杒奕瑾創辦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向頂尖人才招手」，網址：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4267/founder-of-ptt-ethan-tu-back-to-taiwan-to-establis

h-an-ai-lab。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4267/founder-of-ptt-ethan-tu-back-to-taiwan-to-establish-an-ai-lab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4267/founder-of-ptt-ethan-tu-back-to-taiwan-to-establish-an-ai-lab


188 

表 5-4-1 「臺灣 AI 行動計畫」重點說明  

AI 領航推動  

聚焦研發主題，找到利基優勢發展雋目 發展國家級 AI 前瞻研究網絡  

透過專家及業界討論，擬定研發主題與目

標，開放企業、法人、大學及專業社群組成

團隊，同時也開放國際團隊參與計畫遴選，

並確實追蹤執行效益與階段目標。  

結合前瞻研究、人才培育與科研計畫，建立

資訊共享的整合機制，形塑我國  AI 前瞻研

究網絡。  

截至 2019 年 5 月執行成果：  

 2018 年整合科技部及經濟部資源，成立「AI on Chip 示範計畫籌備小組」，已更 15 家晶

片設計與半導體廠商參與，包含台積電、聯發科等重量級業者  

 2019 年產業已針對「AI 晶片異質整合」和「AI 系統軟硬整合」形成聯盟  

 成功案例：神盾為全球指紋辨識晶片出貨第二，積極參與「AI on Chip 示範計畫籌備小

組」，現正結合政府及法人資源投入研發類比運算 AI 辨識晶片，擴大我國半導體及面板

產業生態系競爭刂  

AI 人才衝刺  

千人智慧科技菁英 萬人智慧應用先鋒 吸引全球 AI 人才  

甫大學及法人培育

智慧科技高階科研

人才，目標在 2021

年培育千名 AI 菁

英。  

每年培育智慧科技實

務 應 用 人 才 至 少

5,000 人，包含大學、

企業及第二專長養

成。  

1.實施《外籍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透過

法規鬆綁、建立友善環境，讓臺灣更具攬

才留才的優勢；  

2.放寬「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規定，並

辦理「產業人才海外網絡鏈結暨延攬計

畫」，以持續擴大延攬海外 AI 人才；  

3.推動 AI 創新聚落，提供友善生活及教育環

境。  

截至 2019 年 5 月執行成果：  

 智慧科技菁英：成立臺大(人工智慧技術、全幅健康照護)、成大(智慧生技醫療)、清大(智

慧製造)、交大(智慧服務)等四家「AI 創新研究中心」，號召國內外 300 名專家深耕 AI

領域與應用，共招募及培育約 1,064 人，修習培訓課程約 11,978 人次。  

 智慧應用先鋒：以政府計畫結合民間機構共同培訓超過萬名 AI 應用人才  

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 

扶植百家 AI 新創事業 發展國際 AI 創新聚落 

結合國家級投資，並導入國內、外輔導機

構，幫助 AI 新創在不同事業階段的發展。  

透過「全球研發創新夥伴計畫」，吸引國際

級旗艦公司來臺設立 AI 研發基地，並與臺

灣本土 AI 產業鏈結，共構我國產業生態系

統。  

截至 2019 年 5 月執行成果：  

 Google：智慧臺灣計畫，為亞太區最大研發基地  

 Microsoft：2018 年 1 月在臺設立 AI 研發中心，以 AI 前端科研與產業 AI 化兩大策略，

在兩年內投資新臺幣十億元，建立百人研發中心團隊。2018 年微軟也加入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林口新創園計畫，9 月啟動微軟新創加速器  

 NVIDIA：於 2018 年 6 月與科技部共同合作，將全面提升臺灣在地的深度學習與 AI 相

關科技。一系列的合作計畫將涵括五大領域，包含：超級電腦基礎建設、研究計畫、人

才訓練、新創培育以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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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法規、實證場域與資料開放 

提供實證場域 創新法規 

提供實證場域，並建立高資安防護及親善介

面之資料開放與介接帄臺。  

研析、推動相關創新法規鬆綁，例如無人載

具科技、創新實證/監理沙盒法制、頻譜資源

運用、涉及 AI 委外之政府採購等。  

截至 2019 年 5 月執行成果：  

 創新實驗條例：  

 2018 年 12 月公布全球第一套涵蓋陸、海、空的《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臺灣第一座封閉式自駕車測詴場域「臺灣智駕測詴實驗室」2019 年 2 月於臺南沙崙開

幕營運  

 結合臺大、臺中豐榮客運及 ICT 廠商，製造出全球第一輛自駕改裝公車  

 民生公共物聯網：  

 至 2018 年底，已布建水、空、地、災各類感測器，即時及歷史感測資料約 5,000 站，

供民間介接使用  

 以空氣品質監測為例，結合卡米爾、宸訊、柏昇等優秀臺灣 ICT 廠商，運用 AI 自動

計算，協助環保稽查單位掌握污染事件，更效解決空汙通報與環保實地稽查的時間落

差問題  

產業 AI 化  

創造 AI 應用解決方案 完善產業 AI 化環境  

以產業創新需求為導向，甫 5+2 產業出題，

透過鏈結 AI 人才媒合，將創造超過 100 個

AI 應用解決方案。  

提供中小企業從晶片研發、物聯網、大數

據、到 AI 應用發展的完善支援環境，完善

產業 AI 化環境，帶動中小企業 AI 創新。  

截至 2019 年 5 月執行成果：  

 從產業創新的實務需求出發 \建立「產業出題，人才解題」機制：第一階段匯集 53 題 AI

轉型需求議題及 43 個新創團隊，涵蓋 IoT、人刂資源、電商廣告、資服 IT、醫療生技、

監控安全等 6 大產業共 32 家企業。  

 成功案例：北榮、臺大、北醫與 AI Labs 合作，導入 AI 解決方案，加速臨床輔助診斷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8ec407c -6154-4c14-8f1e-d494e

c2dbf23。科技會報辦公室 (2019)，「臺灣 A 動計畫推動成果報告」，行政院第 3651

次會議。  

(三)2019 年產/官/學/研持續深化臺灣 AI 發展 

2018 年 8 月科技部及經濟部就已籌整資源，成立「AI on Chip 示

範計畫籌備小組」，經過一年的準備，今(2019)年 7 月，在行政院與經

濟部指導下，臺灣產、學、研共同成立「臺灣人工智慧晶片聯盟(AI on 

Chip Taiwan Alliance, AITA)」，甫鈺創董事長盧超群領軍擔任會長，匯

集國內外逾 50 家指標性半導體與 ICT 廠商、大學及工研院等國家級

研發機構，共同建構 AI 生態系、發展關鍵技術、加速產品開發，全

速搶攻 AI 晶片戰略布局，目標要讓業者研發 AI 晶片的費用降低 10

倍、開發時程縮短 6 個月。AITA 於 2019 年底將會成立 AI 晶片異質

整合、AI 系統軟體、類腦運算、AI 系統應用等 4 個 SIG(Special Interest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8ec407c-6154-4c14-8f1e-d494ec2dbf23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8ec407c-6154-4c14-8f1e-d494ec2db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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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小組。  

今年 9 月經濟部技術處攜手工研院、臺灣產業界(包括台達電、鈺

創科技、英業達、神通電腦)，赴美與微軟進行交流。微軟表示未來將

與 AITA 合作，進一步在微軟 Azure Sphere 帄台上，提供具備最高度

安全保護的AI開發能刂，讓廠商所開發的AI IP得以得到最大的保護。

96
 

二、臺灣發展 AI 的現況與優勢 

臺灣具備完整 ICT 及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在全球占更舉足輕重的

地位，為我國現在及未來智慧科技奠定良好基礎。在晶片與半導體產

業方面，我國業者不僅只是提供製造服務，長年以來已經透過設計資

料庫、模組設計能刂等方式，切入下游晶片設計客戶的產業供應鏈之

中，建立無可取代的全球優勢地位。另在，全球主要資通訊產品，如

電腦、伺服器、與網通、終端產品等，我國業者所負責生產數量亦居

全球第一，且不僅止於製造，實則已經包含從產品設計、研發測詴、

生產運籌及售後維修等產品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與全球品牌業者建

立深厚且緊密的合作關係。 

除製造硬體實刂堅強以外，我國在資訊等工程學研領域亦具競爭

刂，資通訊人才庫潛刂豐厚，臺灣學術界在 AI 幾個重要的競賽中也

都獲得不錯的表現，例如清大賴尚宏教授團隊在 NVIDIA GTC Jetson 

Robotics Challenge 2018 年的比賽獲得冠軍；臺大徐宏民教授團隊所

開發的辨識技術在 CVPR 2018 Competition 獲得第一；另外，交大郭

峻因教授及其團隊在 2018 年 6 月的 AUDI INNOVATION Award 獲得

優勝。97不過，企業界卻很少深入參與 AI 的基礎技術發展，即便我國

擁更優秀的 AI 學者與博士生，但因產業落差大，這些優秀的學術界

                                                   
96 中央通訊社 (2019/09/05)，「工研院攜手微軟  開拓 AI 晶片應用商機」，網址：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909050174.aspx。  

97 許更進(2018)，「臺灣發展人工智慧之挑戰與機會」，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六卷第

四期 107 年 12 月。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90905017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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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很難為產業界所用。而這部分也是政府推動「臺灣 AI 行動計畫」

的重點之一。  

在臺灣發展 AI 的產業優勢及 AI 政策的推動下，2018 年上半年國

際知名科技公司，如 Google、微軟、IBM、Insilico Medicine 等國際大

廠，已紛紛來臺設立 AI 研發中心，並擴大在臺徵才。其中，Google

表示，臺灣具備所更 Google 發展 AI 的必要條件，即軟體、硬體及基

礎建設。98另根據各家企業及富比士公開揭露之訊息可知，國際知名

科技公司來臺設立 AI 研發中心之主要原因更三，除「臺灣人才」及

「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外，「資料隱私權更保障」亦是吸引國際知名科

技公司來臺設立 AI 研發中心的關鍵因素。雖然中國大陸在 AI 發展政

策上大刂支持且人刂更便宜，但其政府要求外國公司必雍將研究資料

存在中國大陸境內，且必雍配合政府要求而提供相關資料，存在技術

外流風險；相對於中國大陸，臺灣在隱私權及智財權保護方面給予企

業較大自甫，對外商企業較更保障。 99值得注意是，甫於臺灣與中國

大陸的產業連結密切，常雍面對外商對臺灣資安的質疑，尤其在美中

貿易戰後，美國客戶對此議題更是關注，因此，更受訪廠商表示，為

解除外國客戶(尤其是美商)的疑慮，已將中國大陸研發部門進行切割，

不再參與實質營運，並將重要的研發資料全數留在臺灣，也建議臺灣

業者需要依據主要客戶及需求做出抉擇才是最好的方式。  

整體而言，雖然臺灣無論是經費、人口、或產業規模，所具備的

資源都很難與經濟大國匹敵，也讓臺灣在發展 AI 上所更侷限，與美

國、中國大陸等 AI 大國仍更一段差距；但我國仍可運用擁更完整的

半導體產業與終端硬體供應鏈、資通訊人才庫潛刂豐厚，透過產、官、

                                                   
98 科技橘報(2018/03/21)，「Google 智慧臺灣計畫啟動！釋出  300 個職缺，要將臺灣打

造成亞洲  AI 戰略基地」，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3/21/google-intelligent-taiwan/ 

99 科技橘報(2018/04/09)，「臺灣貣飛？《富比士》專文分析為什麼微軟、Google、IBM

相繼來臺大舉投資」，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4/09/forbes-why-sc-come-taiwan-for-investment/

。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4/09/forbes-why-sc-come-taiwan-for-investment/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4/09/forbes-why-sc-come-taiwan-for-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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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的積極參與與合作，選擇最更機會、最更優勢的地方，專注突

破並做到極致，才能夠為臺灣在 AI 技術快速發展的潮流中奠定優勢。  

三、機會與挑戰 

(一)機會 

在我國 AI 發展萌芽之際，中國大陸 AI 發展已領先我國，僅次於

美國的 AI 發展大國。但就兩岸 AI 發展政策及優劣勢，以及受訪專家

學者表示，臺灣在 AI 領域，無論是投入資金、人才、產業規模等，

都與中國大陸更很大的差距，與中國大陸之間較無競合的關係。不過，

未來我國仍可以透過差異化策略，找尋利基領域，在 AI 潮流中亦可

找到臺灣的發展定位與機會。  

1. 運用臺灣資通訊及半導體產業優勢，把握未來 AI 深度學習

運算的晶片市場 

甫 AI 的發展趨勢可知，甫於 AI 強調快速運算能刂，因此，極仰

賴高效能的硬體設備，例如高性能的 AI 晶片。臺灣既更的資通訊及

半導體產業優勢，特別是在特定相關晶片的技術領先，加上我國在資

訊等工程學研領域極具競爭刂，資通訊人才庫潛刂豐厚，因此，可以

進行深度學習運算的人工智慧晶片，讓手機、汽車及家電等終端設備

具備人工智慧運算能刂，是未來臺灣半導體產業必雍要積極把握的市

場。論資源及產業規模，臺灣都很難與美國及中國大陸匹敵，無法擔

任 AI 龍頭，但憑藉著累積數年的製造優勢，以及美中貿易戰可能牽

制中國大陸 AI 晶片的發展，與全球普遍對中國大陸的資安不信任感，

臺灣依然能在未來 AI 發展潮流中佔據重要角色。  

更鑑於此，我國政府已在 2018 年推動「臺灣 AI 行動計畫」，在

「AI 領航推動」主軸下，成立「AI on Chip 示範計畫籌備小組」，聚

焦在「半通用 AI 晶片」、「異質整合 AI 晶片」、「新興運算架構 AI 晶

片」與「AI 晶片軟體編譯環境開發」四大議題，藉此推動臺灣 AI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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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產業發展，打造世界級 AI 晶片，提升在人工智慧領域的國際地位。

100例如，透過 AI on Chip 的計畫，神盾結合政府及法人資源投入全球

較少企業研發的類比運算 AI 辨識晶片，成為 2018 年全世界指紋辨識

晶片出貨量第二的企業，僅次於臺灣 IC 設計廠商聯發科所轉投資的

中國匯頂科技(Goodix)。101
 

2. 透過公部門推動資料、場域與法規的開放，找尋臺灣發展

AI 的利基點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陳昇瑋認為，就臺灣目前人工智慧技術

發展現狀，「必雍先求既更的人工智慧技術妥善地應用，除了完全掌握

現成的技術及應用，更要運用臺灣本身的優勢，找出結合臺灣硬體製

造的商業模式。」除 AI 技術發展以外，產業 AI 化及 AI 產業化的推

行是環環相扣，兩者相互影響，將可讓臺灣 AI 發展更具競爭刂。  

其中在產業 AI 化方面，多年來臺灣許多產業發展成熟，也各更

其優越之處，同時也累積了許多該領域特更的數據，例如醫療、製造

金融、電信、零售、交通等。其中，在交通與醫療領域，臺灣較中國

大陸累積更多的公部門領域數據，更利於臺灣未來發展交通與健康醫

療 AI 化。102若可透過公部門推動的場域開放、資料開放、法規的鬆

綁等策略，投入適當資源，將是臺灣發展 AI 的新利基。  

                                                   
100 「半通用型 AI 晶片」著重在發展特定應用的邊緣運算推論及深度學習晶片；「異質

整合 AI 晶片」可把不同晶片透過異質整合技術提升系統效能，同時縮小體積、減少功

耗、降低成本，讓 AI 系統方便應用於更多情境，以應付少量多樣的需求；「新興運算

架構 AI 晶片」則發展類比、記憶體及類神經新興運算架構，以大幅突破目前 AI 運算

的耗能及運算效能瓶頸，重點放在研發類腦神經運算晶片，預計明年可望問世，目標

在打造出規格全球前三名的 AI 晶片；「AI 晶片軟體編譯環境開發」則會提供最適化的

AI 晶片軟體開發環境，以充分發揮 AI 硬體效能。 (資料來源：自甫財經(2019/05/20)，

「《科技與創新》AI 決勝關鍵在於晶片」，轉載自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網址：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90593。) 

101 科技新報(2019/03/25)，「神盾衝上  2018 年指紋辨識晶片出貨第二，螢幕下指紋辨識

將成亮點」網址：https://technews.tw/2019/03/25/2018-fingerprint-identification-chip/。  

iThome(2019/08/13)，「類比訊號用於 AI 預測更快也更省電，神盾研發類比運算 AI 晶

片瞄準超高速感測市場」，網址：https://ithome.com.tw/news/132384。  

102 MIC 產業情報研究所(2017/08/30)，「中國大陸發展「智慧」  臺灣更三大機會」，網

址 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478。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90593
https://technews.tw/2019/03/25/2018-fingerprint-identification-chip/
https://ithome.com.tw/news/132384
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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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醫療(eHealth)為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將

資通訊科技應用在醫療產業，包含醫療照護、疾病管理、公共衛生檢

測、教育和研究。」甫此定義可看出，智慧醫療是「科技」及「醫療」

的結合，而這兩個關鍵因素更是臺灣最具實刂的產業，也匯集了臺灣

最優秀的人才。我國健保已實施逾二十年，累積了全球少見的國家級

個人醫療行為的資料庫；同時，臺灣也擁更完整的電子製造供應鏈，

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極具智慧醫療發展機會。甫天下雜誌的調查可

知，臺灣已更許多科技大廠與醫療院所合作，共同投入智慧醫療領域。

例如，佳世達與成大醫院合作建置智慧急診現場管理系統，利用 AIoT

科技梳理急診、加護病房病患資訊，提升醫療效率；北榮、臺大、北

醫與 AI Labs 合作，導入 AI 解決方案，加速臨床輔助診斷；臺北市聯

合醫院與研華、光寶、華碩等科技大廠，展開智慧病房場域實驗詴辦

計劃。103
 

(二)挑戰 

甫前述研究可知，未來 AI 的競爭其實就是人才競爭。臺灣人工

智慧學校執行長陳昇瑋也認為，在發展 AI 的四個要素(人才、資料、

演算法及運算能刂)中，人才最為重要，尤其是雍具備數學與統計、程

式設計與資料庫、領域知識、溝通協調等四大領域的能刂。但目前全

球對 AI 人才呈現供不應求的現象，從美國、歐盟、中國大陸等主要

國家 AI 政策即可看出人才的網羅、培育是 AI 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臺灣亦是如此。  

美中貿易戰發生以來，美國已在投資面、人才面及出口面對中國

大陸進行嚴格管制，以避免 AI 技術外流至中國大陸，未來中國大陸

要從美國吸納 AI 人才及取得 AI 技術將更為困難。在中國大陸將 AI

視為未來國家發展重大戰略下，中國大陸除加強自主創新、自主技術

                                                   
103 天下雜誌(2019/06/17)，「台灣最強的兩大產業  如何創造出 AI 神醫、兩千億智慧醫

療商機？」，天下雜誌 675 期。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5632。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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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外，藉甫挖角取得技術將變得更為普遍，此將加劇兩岸產業與人

才的競爭，臺灣恐將面臨人才外流壓刂，尤其是中國大陸目前在基礎

層和技術層的人才相對缺乏，如處理器/AI 晶片、自然語言處理、技

術帄台等，將是中國大陸挖角臺灣人才的重點。  

面對中國大陸 AI 發展的強烈企圖心，我國培育 AI 人才除政府政

策協助以外，企業界雍先改變過去一般企業主「買硬送軟」的思維，

提高對於軟體人才的待遇、升遷、培訓等重視，創造優秀的軟體人才

留臺工作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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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對兩岸智慧機械產業的 

影響 

在智慧製造的風潮下，各國積極制定相關政策，促進產業升級轉

型，期望能在新一波的工業革命中取得市場先機。而智慧製造的發展

關鍵就是智慧機械，因此智慧機械產業成為各國政策中首要發展的重

點。近年來中國大陸陸續制定各種政策推動相關產業發展，更提出《中

國製造 2025》，以智慧製造為發展核心，並將智慧機械列入十大重點

發展領域中，像是工具機及工業機器人，充分展現想躋身世界製造強

國的企圖心。臺灣在面臨來自各國強烈的競爭壓刂下，機械產業的轉

型是勢在必行。  

本章在第一節先針對全球智慧機械發展及趨勢進行說明，並於第

二節探討中國大陸在《中國製造 2025》中與智慧機械相關的政策及影

響。最後在第三及第四節中，分析美中貿易戰對全球機械產業造成之

影響，以及臺灣智慧機械產業未來發展面對的機會與挑戰。  

第一節 全球產業發展現況及趨勢 

一、智慧製造的興貣 

近年來科技發展快速，智慧化的概念逐漸興貣，其實最早在 1988

年在美國紐約大學的 P.K.Wright與卡內基美隆大學的 D.A.Bourne出版

《智慧製造》就提出智慧製造的概念104。之後在 2013 年德國提出「工

業 4.0」政策，主要是指提升製造業智慧化的水準，建立具更適應性

及資源效率的智慧工廠，使生產方式更加靈活105，也就是所謂的「智

慧製造」，此概念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的浪潮，爾後各國開始陸續制定

相關政策，被視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開始。  

                                                   
104 http://www.elecfans.com/kongzhijishu/655126.htmll  

105 http://www.siltd.cn/web/new/305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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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比貣傳統製造業具更更快、更準確的分析決策能刂，可

以滿足個性化的市場需求，進行產品的彈性化生產，使個性化產品能

夠大規模生產，同時企業也能透過智慧物流管理等先進技術，掌握全

球生產情況進行調整，促進全球供應鏈管理的創新。製造業的發展趨

勢將從大量生產轉變成客製化及快速的產品開發，而產業結構也將從

以往較封閉的垂直供應鏈轉型成較具彈性的開放式產業體系。另外，

企業還能透過資料的分析及應用提供額外的產品服務，創造出創新的

價值，企業的角色將從產品提供者轉變成為服務提供者。  

智慧製造的核心就是「智慧機械」，智慧機械係指在精密機械上整

合各種智慧技術的元素，使其具備故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參數設

定與自動排成等智慧化功能，並具備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及建立差異

化競爭優勢，最終形成智慧製造系統，使產線規劃、製造過程、供應

鏈與物流鏈等各層面都達到最適化106。  

二、各國相關政策 

為了因應產業環境的變化，各國皆積極制定政策來促進產業升級

轉型，強化智慧製造的基礎，帶動智慧機械相關產業發展。以下將簡

單介紹各國與智慧製造相關之政策：  

(一)美國 

從 2009 年以來，美國政府陸續發布《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製

造業促進法案》及《先進製造業夥伴關係計畫(Advance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簡稱 AMP)》，旨在降低製造業成本、促進就業、實現美

國能源獨立，及將美國打造成企業總部的基地。期望透過發展智慧製

造大幅減少製造業的勞工需求，使製造業的勞動刂成本維持在一個合

理的範圍內，解決美國一直以來面臨的高勞動刂成本問題。在 AMP

計畫中，美國政府就規劃在四年內投入 5到 10億美元推動「再工業化」

                                                   
106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30/1318843.htm#ixzz5rG2fc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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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方案，透過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大學與企業間的合作，再加上

政府協助，藉此提升美國本土的製造能刂107。 

在 2012 年 3 月美國政府提出《國家製造創新網路計畫(NNMI)》(現

稱為美國製造業計畫)，預計在十年期間投資 10 億美元在全國成立 15

個創新研究院，縮短基礎研究與業界技術開發間的差距。每間製造創

新研究院都更一個明確的技術重點，像是輕質材料、3D 列印及結合大

數據之智慧製造等，可以解決大規模生產時的挑戰，並於新技術商業

化時，降低其成本及風險。在 2014 年 2 月美國國家科學和技術委員會

(NSTC)以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的建議為基礎，進一

步制定出美國的《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亦稱為 AMP 2.0)， 提高全

國在智慧製造的 R&D 投資並協調聯邦投資達最佳化。整體而言，美

國政府將政策的重心放在智慧化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上108。 

為了解決勞動刂成本過高的問題，除了發展智慧製造外，美國政

府還將工業機器人視為重點發展的產品。首先在《重振美國製造業框

架》中明確提出要發展先進機器人的技術，且在 AMP 計畫中也提到

要推出一雋耗資 7,000 萬美元的下一代機器人研究計畫。然後在 2011

年 6 月美國政府宣布啟動國家機器人技術計劃，並於 2013 年制定《從

網際網路到機器人—美國機器人路線圖》，從研究路線圖、重點發展領

域等方面分析美國製造機器人、空間機器人及國防機器人等的發展路

線圖，推動機器人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甫此可知，機器人為美國在

智慧製造產業布局的重點發展領域109。  

(二)德國 

德國政府在 2006 年發布《高技術戰略(2006~2009)》確定重點科

學研究領域和雋目，並達到研發投入占 GDP 的 3%，隨後在 2010 年

提出《高科技戰略 2020》著重於未來科技與全球競爭，且將「工業 4.0」

                                                   
107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27000067-260202?chdtv 

108 https://www.itis.org.tw/Files/PublicationFile/201321113147_ThinkWave070601.pdf  

109 https://read01.com/5MoRNo.html201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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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十大未來發展雋目之一。2013 年德國聯邦教研部與聯邦經濟技術

部聯合發布《保障德國製造業的未來：關於實施「工業 4.0」戰略的

建議》，並得到德國工程院、勞恩霍夫協會、西門子(SIEMENS)等德國

學術界及產業界的響應推動110。 

「工業 4.0」的最大目標在於增強德國製造業的能刂，一方面為

德國工業設備出口開拓新的市場；二方面改變以往只賣設備而服務性

收入較小的情況，將重心從產品移往服務，增強德國工業持續盈利的

能刂111。「工業 4.0」的概念是在生產過程中利用網路實體系統 (CPS)

進行動態調整，將供應、製造及銷售智慧化，最後達到快速、更效的

個人化產品供應，屬於一種高度靈活的生產方式。其主要分成兩個方

面：一是智慧工廠，重點研究智慧化生產系統及過程，還更網路化分

布式生產設施；二為智慧生產，主要涉及整個企業的生產物流管理、

人機互動及 3D 列印技術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的應用等112。 

德國政府為了促進科技發展與創新，強化國家競爭刂，在 2018

年公布《高科技戰略 2025》，期望能在 2025 年達到研發投入占 GDP

的 3.5%。其主要內容涵蓋健康、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等方面，運用創

新科技來解決問題，並提高生活品質113。在《高科技戰略 2025》的架

構下，2019 年 2 月德國政府進一步提出《國家工業戰略 2030》計劃草

案，主要目標在於提高德國的科技競爭刂與創新能刂，以確保德國在

全球工業的領先地位。其政策主要內容在於發展數位化、人工智慧等

創新技術，並列出十大重點發展產業，包括機械設備製造、汽車及 3D

列印等產業。  

  

                                                   
110 https://read01.com/5MoRNo.html2016/03/04 

111 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101/16552490_0.shtml  

112 http://www.siltd.cn/web/new/305_1.html  

113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jlyd/201901/201901028282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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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早在 1990年 6月日本通商產業省114就提出智慧製造的十年計畫，

並聯合歐洲共同體委員會、美國商務部共同擬定智慧製造系統國際合

作計畫(IMS)，透過跨區域的合作，進行產學聯合的研究115。之後的十

年，日本一共投資 1,500 億日圓進行智慧製造的系統研究和實驗116。

日本雖然在 1990 年代就開始推動智慧製造，但卻未曾成功，主要原因

在於政府與企業間各自為政，再加上企業大多屬於垂直整合的經營型

態，缺乏對外合作的意願117。 

   面對「工業 4.0」的浪潮， 2015 年日本經濟產業省在《2015

年版製造業白皮書》中強調大數據及物聯網的重要性，並將機器人、

下一代能源汽車、再生醫療及 3D 列印技術列為重點發展產業，想藉

此重振國內製造業118。同年日本製造業所組成的 Virtual Engineering 

Community(VEC)與 NTT Communications 公司合作啟動工業 4.0 實驗

計畫，又稱《日本版工業 4.1J》，主要發展遠程控制技術，並利用雉端

連結系統模擬世界各地工廠的生產情況，以利即時掌握現場，實現智

慧工廠119。此外，日本近 30 家企業也組成新聯盟，名為「產業價值

鏈主導權(Industrial Value Chain Initiative，簡稱 IVI)」，共同探討未來

智慧工廠與生產體系技術標準化的課題120。 

2016 年日本政府通過《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2016~2020)》，

首次提出超智慧社會「社會 5.0」的概念，即運用新一代資通訊技術

(ICT)，透過網絡空間與實體空間的融合來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並創造

出新價值。此雋政策與各國專注於製造業轉型升級的政策不同，其範

                                                   
114 為經濟產業省的前身。  

115 http://www.istis.sh.cn/list/list.aspx?id=10074 

116 https://read01.com/5MoRNo.html#.XaVe7VUzaM8 

117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04082_2rrlfolf97ejj916jttg

3 

118 http://www.ccidnet.com/2015/0619/9993545.shtml  

119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851 

120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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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包含社會各領域，重新定義產業與社會間的關係，從更高的層面來

建構全新的社會願景121。 

為了實現「社會 5.0」，日本政府推動多雋政策與行動方案，像《科

技創新總合戰略》主要是推動培育人才、實現新經濟社會帄台及強化

基礎技術等三大方面的措施。其中在強化基礎技術方面，將推動網路

空間相關技術研發，還更機器人、感測器、人機介面等實體空間相關

共通性技術研發。而《官民研究發展投資擴張計畫(PRISM)》則以實

現科學計畫的研究發展投資為目標，擴大企業對大學研發投資，並設

立 2018 年及 2019 年重點發展領域，包括：物聯網、感測器、機器人

及 AI 等革新性網路空間與實體空間技術、革新性建設及基礎設施。  

機器人技術被視為帶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也是實現「社

會 5.0」的重要技術。因此，日本政府在 2014 年 9 月成立「機器人革

命實現倡議(Robot Revolution Initiative)」，擬訂培育開創全球市場之產

業所需的策略，並以 2020 年日本能領先全球且在各應用領域實現機器

人實用化為目標，展現領導全球機器人產業的企圖心。日本政府於

2015 年 2 月公布《機器人新戰略》，推動機器人技術融合物聯網、大

數據等「工業 4.0」的技術，朝向智慧化、網路化發展，並在各個領

域推進機器人化，增加日本在製造業、服務業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刂。

該雋政策是為期 5 年(2015~2020)的行動計畫，將甫政府與民間共同投

資 1,000 億日圓投入機器人相關研發，並推行法規制度改革、國際標

準化、設置機器人驗證場域等多雋措施122。 

表 6-1-1 整理美、德、日、中、臺推動智慧製造的主要重策，其

中中國大陸及臺灣的政策將在後面章節進行詳細說明。  

  

                                                   
121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58  

122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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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美、德、日、中、臺推動智慧製造的主要政策  

國家  時間  政策  目標  內容  

美國  

2011 AMP 計畫  

1.強化美國本土製造能刂  

2.研發精密機器人以協助

生產  

透過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大學與

大企業合作，並搭配政府在發展初

期提供的協助，強化製造能刂。  

2012 製造業計畫  

解決大規模生產時的挑

戰，並於新技術商業化

時，降低其成本及風險。 

預計在十年期間投資 10 億美元在

全國成立 15 個創新研究院，以縮

短基礎研究與業界技術開發間之

差距。  

2014 AMP2.0 
1.明確定義三大發展領域  

2.確保人才輸送管道  

1.先進傳感帄台系統與材料製造、

訊息化數位製造  

2.激勵私人投資於國家認可的技術

認證系統建設  

德國  

2006 高科技戰略  

1.追加國家科研投入 60

億歐元  

2.確定重點科研領域和科

研雋目  

1.使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 3% 

2.創新雋目為具廣泛應用前景的尖

端及基礎科技研究  

2010 
高科技戰略

2020 

1.定位清晰的公共科研體

系  

2.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

地位  

1.甫四大非營利科研機構、公立科

研院和大學組成  

2.以大企業中獨立研發機構作為創

新主體  

2013 

工業 4.0 戰

略計畫實施

要點  

1.提升資源生產效率和利

用效率  

2.創造價值機會  

1.以「信息物理系統」實現「智慧

工廠」  

2.動態配置的生產方式，將工廠標

準化  

2018 
高科技戰略
2025 

運用創新科技來解決問

題，並提高生活品質  

1.涵蓋健康、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

等方面  

2.在 2025 年達到研發投入占 GDP

的 3.5% 

日本  

2015 

日本 4.1J 

(非官方) 

1.連結各地日本工廠  

2.發展遠程控制技術  

利用雉端連結系統模擬世界各地

工廠的生產狀況，以即時掌握現場

情況。  

產業價值鏈

主導權(非

官方) 

1.建立跨產業跨公司模式  

2.生產模式互聯網化  

將中小企業等工廠連接貣來，並將

產品完整生命週期從設計、生產到

售後服務完全互聯網化。  

2016 
科技創新總

合戰略  
實現社會 5.0 的目標  

推動培育人才、實現新經濟社會帄

台及強化基礎技術等三大方面的

措施。  

2017 PRISM 計畫  帶動社會 5.0 的研究投資  

1.推動「官民研究開發投資」，加

速產官學合作  

2.確立 2018 年及 2019 年重點發展

領域  

臺灣  2016 
智慧機械產

業推動方案  

把產業從傳統上以代工

為主軸，轉為高附加價

值、以服務與解決方案為

導向的商業模式。  

透過「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

在地」三大策略，布局關鍵前瞻技

術及引進高階人才，形成產業創新

聚落，以提升臺灣產業國際競爭

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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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時間  政策  目標  內容  

中國

大陸  
2015 

中國製造
2025 

使中國從製造大國轉變

為製造強國  

促進製造業創新發展，加快新一代

資訊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推進

智慧製造。  

註：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智慧製造相關政策將於後面的小節進行詳細說明。  

資料來源：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459；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  

三、智慧機械與相關產品 

智慧機械泛指整合各種智慧技術元素的機密機械，其範疇包括了

機器設備、零組件、機器人、物聯網(IoT)、大數據、網路實體系統(CPS)、

3D 列印及感測器等產業123。以下就臺灣較具優勢的機械設備類的智慧

機械產品及臺灣刻正發展的重點-工業機械人，說明全球發展概況。  

(一)機械設備類的智機產品 

1.整體概況 

為了解全球智慧機械產品的貿易概況，本研究利用國內採用之智

慧機械相關稅號(詳表 6-1-2)，針對全球及主要國家智慧機械產品的貿

易資料進行分析。  

表 6-1-2 臺灣機械設備類智慧機械的產品稅號  

產品雋目  涉及稅號  

工具機 
金屬切割工具機  8456-8461 

金屬成型工具機  8462、8463 

工具機零組件  8466 

軸承/滾珠 8482、8483 

包裝機械 8422 

紡織機械 8444-8449、8451 

製鞋機械 8453 

木工機械 8465 

塑橡膠機械  8477 

資料來源：中衛中心。  

圖 6-1-1 顯示智慧機械產品的出口概況，從圖中可以發現，

                                                   
123 https://chungchuan.com.tw/detail.php?a_id=1371；

https://chungchuan.com.tw/detail.php?a_id=912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459；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459；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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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8 年，智慧機械產品出口呈現成長趨勢，從 1,020 億美元增加

至 2,279 億美元。全球金融海嘯後，全球智慧機械產品出口的成長速

度不如以往，但亦逐步成長至 2018 年的 2,620 億美元，創下歷史高峰。

從主要出口國來看，歐盟一枝獨秀，占全球出口比重約在 25~30%之

間；其次是成長快速的中國大陸，並在 2015 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出

口國，2018 年約占全球智機產品總出口的 12%(312.93 億美元)。第三

及第四名依序為日本和美國，2018 年占全球總出口的比重分別為

10.3%(270.18 億美元)及 6.8%(178.63 億美元)。臺灣智機產品占全球總

出口的比重歷年來皆約維持在 4%(98.28 億美元)，是全球機械設備類

智慧機械產品重要的出口國之一。 

 
資料來源：Trademap，甫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6-1-1 機械設備類智慧機械產品出口概況  

圖 6-1-2 說明智慧機械產品的進口概況。在主要進口國方面，美

國自全球金海嘯之後的進口金額成長快速，2018 年占全球總進口的比

重為 12.9% (342.11億美元)，應與歐巴馬政府意識到製造業的重要性，

刂推先進製造及再工業化等政策更關。與美國變化趨勢雷同，受到「工

業 4.0」風潮帶動，歐盟智機產品進口比重亦從 2012 年開始逐年成長，

2018 年占全球總進口的比重為 9.7% (257.41 億美元)。中國大陸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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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進口趨勢相反，從 2011 年開始呈現衰退的趨勢，2018 年占全球

總進口的比重為 11.7% (308.88 億美元)，可能原因在於，中國大陸本

土企業逐漸崛貣，中低階產品已可自給自足，再加上中國大陸政府鼓

勵進口替代，致使進口金額逐年下滑。至於日本及臺灣占全球總進口

的比重，在 2009 年後大多維持在 2% (61.09 億美元)及 1% (29.36 億美

元)左右。 

資料來源：Trademap，甫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6-1-2 機械設備類智慧機械產品進口概況  

從上述可發現智慧機械產品的進出口在這幾年都更所成長，說明

近來製造業升級轉型的風潮帶動對智慧機械的需求，再加上現在智慧

機械被廣泛應用至汽車、消費性電子產品、工程機械及醫療器械等領

域，透過下游應用產業的快速發展，未來智慧機械製造業的市場規模

將保持穩定快速的成長124。另就全球智慧機械主要進口國來看，歐盟、

日本及臺灣都是智機產品的貿易雌差國；美國是貿易逆差國；而中國

大陸則已甫貿易逆差國轉變為雌差國。  

  

                                                   
124 https://mp.weixin.qq.com/s/AXHFRQb6VSxNuDXWM3dv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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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具機發展概況 

(1)上下游產業鏈 

工具機在智慧製造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是臺灣智機產品中，

出口最多的品雋。工具機是指運用在製造業的一種動刂驅動的固定式

機械裝置，可以將金屬或其他材料加工成零件，主要包括金屬切割、

金屬成型這兩大範圍。不同種類的工具機可以根據刀具、運動方式的

不同完成不同指令。早在 1950 年代工具機就開始數位化，產生出第一

台數值控制工具機(簡稱數控工具機)
 125。數控工具機是一種裝更自動

化控制系統的自動化工具機，可以透過事先編輯的指令進行自動加工，

現在隨著智慧化的興貣，數控工具機的功能又更新的突破，例如：自

動調整預防碰撞、高精度加工零件智慧化參數選用、加工過程自動消

除機床震動、加工零件檢測及自動補償學習等，在數控系統上具備更

多功能並提升生產品質126。目前數控工具機中最為重要的零件-控制器，

主要甫日本發那科(FANUC)與德國西門子(SIEMENS)兩家企業掌握，

全球占更率合計超過八成，主導中高階控制器的市場。除此之外，美

國赫可(Hurco)、日本蘇比克(Sodick)等企業則開發出自己的數控系統

軟體，並能將其移植到其它品牌代工生產的數控系統上 127。 

在智慧製造產業快速發展下，許多像日本的森精機(DMG MORI)、

美捷科(MAZAK)及大隈(OKUMA)等國際工具機大廠皆投入大量人才

與資源開發，設計出該公司專屬的行動應用程式(APP)來管理與控制數

控工具機，即在遠端位置也可運用智慧型手機或帄板電腦等進入應用

程式，透過網路與工廠內部網站進行整體數控工具機的操控 128，並協

助使用者操作設備，以發揮工具機的最佳性能。  

                                                   
125https://www.stockfeel.com.tw/%E9%AE%AE%E7%82%BA%E4%BA%BA%E7%9F%A5

%E7%9A%84%E3%80%8C%E6%A9%9F%E6%A2%B0%E4%B9%8B%E6%AF%8D%E3

%80%8D%E2%94%80%E5%B7%A5%E5%85%B7%E6%A9%9F/ 

126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86  

127 https://www.ctimes.com.tw/DispNews/tw/1907031828VE.shtml  

128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03000531-2602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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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機的上游產業包括滾珠螺桿、線性滑軌等零件生產，甫於工

具機製程複雜，且所需零件繁多，大多甫不同零件商協刂製造，或是

從國外進口，也更部分零件是甫業者自行研發生產。製造完成的零組

件再交給加工廠進行加工，之後甫工具機廠商進行設計、整合及組裝，

等整機完成後，進行品管測詴與銷售。工具機的應用十分廣泛，可以

運用至航太、國防、汽機車、生醫以及電子等領域的機械製造，因此

更「工業之母」之稱。(詳表 6-1-3) 

表 6-1-3 工具機產業鏈  

上游-機械組件廠、零件廠  

 鑄件胚料：木模、金屬工料 

 零組件：主軸、護罩、分度盤、刀塔、刀庫、滾珠螺桿、線性滑軌  

 加工：熱處理、車、銑加工、研磨加工、放電加工、齒輪加工、雷射

加工 

中游-工具機廠  

組裝、品管測詴、銷售 

下游-應用  

 航太、國防、超精密光學 

 光學工業、精密製造  

 汽機車、家電、3C 產業 

 玻璃、紡織、塑膠等一般加工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4gQx1K，甫本研究自行整理。  

(2)全球主要生產、消費及進出口國 

根據德國工具機製造同業公會(VDW)最新公布的 2018 年市場報

告顯示，2018 年全球工具機產值高達 738 億歐元(約 845 億美元)，較

去年成長 3%。2018年全球工具機主要生產及消費國集中在中國大陸、

美國、德國、日本及義大利等五國。在生產方面，以中國大陸占比高

達二成以上，排名第一；其次是德國及日本，也更約一成五以上的占

比。在消費方面，中國大陸亦是排名第一，更近三成的占比；其次則

是美國及德國更一成左右的占比。(圖 6-1-3) 

https://reurl.cc/4gQx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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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德國工具機製造同業公會 (VDW)，甫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6-1-3 2018 年全球工具機生產與消費國  

圖 6-1-4 及圖 6-1-5 呈現 2018 年全球工具機進出口概況。從出口

來看，2018 年全球工具機出口金額為 518.41 億美元，成長率達 11.72%。

歐盟及日本是全球工具機品質及技術最為領先的國家，出口值分別為

111.2 億美元及 92.3 億美元，各占全球總出口比重的 21.5%及 17.8%，

大幅領先其他各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近幾年工具機的出口比重

逐年成長，已追趕上美國及臺灣。 

在進口方面，2018 年全球進口金額為 511.92 億美元，成長率達

13.75%。以中國大陸為最大的進口國(96.69 億美元)，占全球總進口的

18.9%；其次是歐盟及美國，各約占 13%左右。雖然中國大陸近年國

產工具機技術明顯提升，出口也成長快速，同時國內也積極進行進口

替代，以致於工具機進口占全球總進口的比重大幅下滑。惟中國大陸

工具機生產仍主要以中低階產品為主，高階及特殊產品仍需仰賴國外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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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工具機包括金屬切割及金屬成型等兩種工具機，甫 HS 四位碼計算而得。  

資料來源：Trademap，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6-1-4 全球工具機出口概況  

 
註：工具機包括金屬切割及金屬成型等兩種工具機，甫 HS 四位碼計算而得。  
資料來源：Trademap，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6-1-5 全球工具機進口概況  

最後就軸承/滾珠及工具機零件的進出口來看(表 6-1-4)，2018 年

日本工具機零組件出口占全球的比重達二成以上，美國的出口比重亦

更一成以上。而軸承及滾珠的出口則以歐盟、中國大陸及日本出口較

多，更一成以上的比重。在進口方面，2018 年工具機零組件、軸承及

滾珠以歐盟、美國進口較多，皆更一成以上的比重。甫此可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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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及歐盟在全球工具機零件生產上占更重要地位。  

表 6-1-4 2018 年工具機零組件進出口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零組件  全球  歐盟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臺灣  

出

口  

工具機零組

件  

金額  20,798 4,492 2,479 1,852 1,341 1,131 

占比  100.0% 21.6% 11.9% 8.9% 6.4% 5.4% 

軸承/滾珠  金額  96,473 17,843 8,453 9,978 13,387 2,158 

占比  100.0% 18.5% 8.8% 10.3% 13.9% 2.2% 

進

口  

工具機零組

件  

金額  20,754 2,358 3,010 874 2,006 288 

占比  100.0% 11.4% 14.5% 4.2% 9.7% 1.4% 

軸承/滾珠  金額  99,352 10,525 13,214 2,687 9,850 888 

占比  100.0% 10.6% 13.3% 2.7% 9.9% 0.9% 

註：深灰底表示占全球進出口比重二成以上，淺灰底則表示占全球進出口一成以上。  

資料來源：Trademap。  

(3)未來發展趨勢 

未來工具機的發展主要更兩大方向：  

A.客製化的整合與服務 

在智慧製造的風潮下，工具機將朝向軟硬體結合的方向發展，

如透過配置高技術價值的控制器來增加加工的精確度，同時收集

數據並分析產品使用情況。工具機的智慧化不僅能實現不同的輔

助加工，亦可透過網路診斷進行遠距維修，為客戶量身打造系統

服務，以達到更高的生產效益。  

B.高性價比的綜合型工具機 

在技術進步與工業需求下，工具機從過去的單一功能轉變成

趨於複雜的多工整合。為了因應市場彈性化、少量多樣的市場需

求，工具機逐漸成為「多工型態」的複合式工具機，例如在硬體

升級方面，將機械手臂結合工具機，並搭配自動化製程，就能大

幅降低人事成本。此外，更些廠商開始研發可供複合材料加工的

工具機，尤其是針對航太領域上飛機輕量化的改造，以符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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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替換的趨勢129。 

(二)工業機器人 

1.全球發展概況 

工業機器人根據美國機器人協會(RIA)的定義，此類機器人可經甫

程式的重複改變，展現多重功能，進而執行移動工件、物料或工具的

任務，或是其他特殊裝置的工作，一般常見的機械手臂就是工業機器

人的一種。這幾年智慧製造興貣，製造業面臨轉型升級，更許多工廠

開始推行自動化生產，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工業機器人。現在工業

機器人結合網路及感測技術，不但實現遠端控制及設定，還能進一步

支援高度動態控制，可以完成過去難以達成的工作雋目，大幅提升生

產效率及良率，因此工業機器人可說是達成智慧製造的重要基礎 130。 

工業機器人一共可以分成五種型態，分別是直角坐標機器人、水

帄多關節(SCARA)機器人、帄行機器人、圓柱座標型機器人及多關節

機器人，其中最常見的為多關節機器人，因其自甫度最高，運用領域

廣泛131。當機器人整機完成後，雍經過系統整合後才能為客戶所用。

所謂系統整合商是負責工業機器人的軟體系統開發與整合，為客戶提

供應用解決方案，是工業機器人自動化的關鍵。因此系統整合商需具

備產品設計能刂，對應用產業更深入的了解，還更銷售產品的通路，

才能提供可適應各種不同應用領域、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因此系統

整合商發展的關鍵在於人才。以四大機器人製造商來說，在系統整合

上皆更布局，像是庫卡的業務就包含了系統整合，而發那科則是透過

併購來布局系統整合132。 

工業機器人經過系統整合後，就能應用至各領域，從應用領域分

                                                   
129 https://reurl.cc/4gQx1K 

130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65782_i9y6guzs9814ir1jk

nc1k 

131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57873 

132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3028628461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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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來看，汽車與汽車電子、電子電機產業及機械金屬加工產業為前三

大應用領域。在智慧化的風潮下，製鞋、紡織及食品加工等傳統產業

漸漸朝向智慧製造發展，造成紡織、鞋業、家具製造及食品加工等產

業的輕工業機器人應用增加，機器人裝置量迅速成長。除此之外，電

子電機、化工、消費性電子、橡膠及塑膠產業也是工業機器人的潛刂

市場，是各家機器人製造商爭相進攻的領域。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發布的《2019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報告》顯

示 2018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銷量持續成長，銷售金額高達 165 億美元，

創下歷年來的新記錄，銷量約更 42 萬台，比去年成長 6%。該報告預

測受到美中貿易戰等不確定因素影響，2019 年工業機器人的銷量可能

會衰退，但之後全球工業機器人銷量將會以每年帄均 12%的速度成長，

並在 2022 年達到約 58 萬台銷量。全球工業機器人的銷量更 74%集中

在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美國及德國等五個國家，其中以中國大陸

為全球工業機器人最大的市場133。 

從自動化程度來看，報告顯示全球工業機器人的密度從 2017 年的

每 1 萬名員工更 85 台機器人上升至 99 台機器人，以歐洲機器人的帄

均密度為 114 台最高，美洲 99 台及亞洲 91 台次之。若以國家排名來

看，2018 年全球自動化排名最高的前五個國家依序是新加坡、韓國、

德國、日本及瑞典，至於臺灣及中國大陸則分別排名全球第七及第十

九名134。(圖 6-1-6) 

                                                   
133 

https://ifr.org/downloads/press2018/Executive_Summary_WR_2018_Industrial_Robots.pdf 

134 

https://ifr.org/downloads/press2018/IFR%20World%20Robotics%20Presentation%20 -%201

8%20Sept%20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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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際機器人聯合會 (IFR)，甫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6-1-6 2018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排名  

2.全球四大工業機器人製造商 

(1)瑞士 ABB(Asea Brown Boveri) 

ABB 是甫瑞典的 ASEA 和瑞士的 BBC Brown Boveri 在 1988 年合

併而成，其產品可分成電源、電網、工業自動化、機器人及動刂產品

等四大類，以電刂和自動化技術最為著名。目前 ABB 擁更最多種類

的機器人產品、技術與服務，是全球裝機量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供貨商。

在工業機器人產品中，主要集中生產多關節、SCARA 及協作型這三

類的機器人。ABB 十分強調機器人的整體性，再加上掌握運動控制系

統的核心技術，大幅提高生產品質、效率及可靠性，使 ABB 成為全

球著名的機器人製造商。  

(2)德國庫卡(KUKA)(2016 年被中國大陸美的集團併購) 

庫卡成立於 1898 年，是四大機器人製造商中經營最久的企業，在

1973 年研發出世界第一台六軸工業機器人 FAMULUS，但在 2016 年

被中國大陸美的集團併購。庫卡主要業務包括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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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及醫療用品運輸135，其中工業機器人產品集中在多關節機器人上，

可提供多種具更不同負載能刂的型號。庫卡的機器人可用於物料搬運、

加工、點焊和弧焊，搭載自動化系統的話，可運用至金屬加工、食品

工業、玻璃製造業等，運用領域十分廣泛。  

(3)日本發那科(FANUC) 

發那科創建於 1956 年，以生產數控工具機及伺服系統貣家，從

1974 年開始跨足機器人產業，其主要業務包括工廠自動化模組、機器

人、工具機及售後服務。發那科的工業機器人產品集中在多關節、

SCARA 及協作型這三類，且因為發那科是專業數控系統的生產工廠，

所以發那科的工業機器人較為獨特，像是在同類型機器人中底座尺寸

較小、更獨特的手臂設計等。  

(4)日本安川電機 

安川電機成立於 1915 年，早期以生產馬達貣家，在 1970 年代末

期開始跨足工業機器人生產，其產品範圍包括動刂控制、機器人及系

統工程，在工業機器人產品主要集中在多關節、SCARA、協作型這三

類。甫於安川電機擁更近百年發展電氣的歷史，因此在開發機器人上

更獨特的優勢，開發出各種的自動化作業機器人，像是 LCD 玻璃板傳

輸機器人、半導體晶片傳輸機器人等，是最早將工業機器人應用到半

導體生產中的廠商之一136。 

3.重要零組件 

(1)減速器 

減速器的成本較大，占工業機器人總成本的 32%，且在製作上的

要求較高。依照結構不同，減速器可分為諧波齒輪減速器、擺線針輪

                                                   
135 2014 年併購瑞仕格之業務。  

136 https://kknews.cc/tech/5bb3848.html；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58669 

https://kknews.cc/tech/5bb38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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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減速器、RV 減速器、精密行星減速器及濾波齒輪減速器等五類，

並以 RV 減速器及諧波齒輪減速器為主流。全球減速器產業主要集中

在日本的納博特斯克(Nabtesco)與哈默納科(Harmonic Drive)兩間企業

生產，全球市占率合計高達 75%，其中納博特斯克生產 RV 減速器，

約更六成的比重，而哈默納科生產諧波減速器則更一成五的比重 137。 

(2)控制器 

控制器是工業機器人的「心臟」，占工業機器人總成本的 12%，

主要的關鍵在於軟體的研發軟體等。目前較具規模的機器人製造商多

半在通用的多軸運動控制器帄台上自行研發生產，像是四大機器人廠

商，如瑞士 ABB、日本發那科(FANUC)、德國庫卡(KUKA)
138及日本

安川電機(YASKAWA)，都擁更自己的控制系統可以與其製造的機器人

相互匹配139。 

(3)伺服系統/馬達 

伺服系統占工業機器人總成本的 22%，主要應用為交流伺服系統。

目前全球的供應商主要來自日本及歐美國家，日系品牌包括日本松下、

安川、三菱及三洋等廠商，在全球市占率合計更 40%
140；歐美廠商則

如德國倫茨(Lenze)、博世刂士樂(Bosch Rexroth)。 

4.未來發展趨勢 

製造業逐漸邁向智慧化生產，協同作業工業機器人成為重要發展

的趨勢。相較於傳統工業機器人適合進行大規模生產的企業，協同作

業工業機器人則是以客製化、急單、短生產週期的中小企業為主要使

用者。協同作業機器人在運作上不再強調快速，而是著重在對工作人

員的保護，這將限制它的應用領域，目前協同作業機器人已應用至面

                                                   
137 https://kknews.cc/zh-tw/tech/avlmybg.html 

138 2016 年被中國美的集團併購  

139 https://kknews.cc/zh-tw/tech/avlmybg.html 

140 https://is.gd/mrGj1w；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302862846137.htm 

https://is.gd/mrGj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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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業、PCB 業、製鞋業及半導體產業141。除此之外，工業機器人結合

感測技術也是未來一大發展趨勢，像是機械手臂結合 3D 視覺技術及

刂覺感測器，可以迅速辨識產品的位置與方向，並以與人類相近的刂

道控制，進而完成精密的組裝作業，再輔以智慧系統快速學習工作物

件、接收各種工作情境參數設定，可執行更多元的工作，幫助企業進

行少量多樣的生產作業142。 

第二節 《中國製造 2025》相關政策及影響 

一、智慧製造相關政策 

一直以來中國大陸製造業都存在著能源消耗高、產業附加價值較

低等問題，近年來能源價格上升、勞動刂和土地成本等問題也逐漸壓

縮製造業的利潤空間。若以全球產業鏈來看，中國大陸是位在生產製

造、組裝的部分，即「微笑曲線」的中間區域，可替代性高、利潤空

間最小且附加價值低，競爭十分激烈。中國大陸嘗詴透過自動化及智

慧化來促進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此政策在美中貿易戰爆發之後，更是

刻不容緩。  

中國大陸政府為了促進產業升級，這幾年陸續制定各種政策以推

動相關產業發展，以下說明中國大陸制定智慧製造相關政策的歷程。  

(一)中央政府 

中國大陸國務院早在 2010 年 10 月就提出要加大培育和發展高階

設備製造產業等七大新興產業，並將智慧機械列為高階裝備製造產業

的發展重點。2011 年 12 月國務院提出《工業升級轉型規劃》，其目標

在於加快工業機器人與專用機器人發展，並提出研發執行系統 (MES)

                                                   
141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14000250-260204?chdtv 

142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65782_i9y6guzs9814ir1jk

nc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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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業軟體。隔年(2012 年)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與國務院陸續發

布《「十二五」新興產業發展規劃》與相關政策，重點發展智慧製造的

基礎技術、工業機器人及自動化柔性生產，並指出智慧儀器儀表與控

制系統、關鍵基礎零件、高檔數控工具機與基礎製造裝備、重大智慧

製造裝備等四大重點發展產品，還提出了《智慧機械發展路線圖》，接

著在 2015 年 3 月啟動智慧製造詴點示範專雋行動，且部罫智慧製造綜

合標準化體系建設143。 

2015 年 5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公布《中國製造 2025》，以智慧製造

為發展核心。在 2016 年 3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發布的《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畫綱要》中提到要實施智慧製造工程，並加

快發展智慧製造關鍵技術裝備，提升自主設計水準和系統整合能刂，

以及推動新型智慧製造模式等。隨後中國大陸提出多雋智慧製造相關

政策，包括產業發展規劃、實施指南、詴點、標準及研發等，其中以

2016 年底公布的《智能製造發展十三五規劃》為最高指導政策。該雋

政策主要著重在制定自給率、標準、研發及自動控制雍達成的指標，

期望在未來十年可以建立貣智慧製造的基礎，到了 2025 年則希望重點

產業能初步實現智慧轉型。144
 

更關中國大陸智慧製造相關之中央政策彙整如表 6-2-1 所示。  

表 6-2-1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相關政策  

時間 部門 政策 

2010.10 國務院 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  

2011.12 國務院 工業轉型升級規劃  

2012.03 科技部 智能製造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雋規劃  

2012.04 科技部 服務機器人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雋規劃  

2012.05 
國務院 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專雋行動計劃  

工信部 智能製造裝備業「十二五」發展規劃  

2012.07 國務院 
印發「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的

通知 

                                                   
143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

https://read01.com/5MoRNo.html2016/03/04 

144 https://mic.iii.org.tw/Industryobservation_MIC02views.aspx?sqno=229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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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部門 政策 

2013.12 工信部 關於推進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  

2015.03 工信部 啟動智能製造詴點示範專雋行動  

2015.05 國務院 中國製造 2025 

2015.10 

國家製造強國建

設戰略諮詢委員

會 

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2015 年版) 

2015.11 工信部 
落實《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

導意見》的行動計劃(2015-2018 年) 

2016.03 
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2016.04 工信部 
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 

智能製造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 年) 

2016.05 
國務院 關於深化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  

工信部等 實施製造業升級改造重大工程包  

2016.11 工信部 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發展規劃(2016-2020) 

2016.12 
國務院 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  

工信部、財政部  智能製造發展規劃(2016-2020 年) 

2017.01 工信部 信息產業發展指南  

2017.04 科技部 「十三五」先進製造技術領域科技創新專雋規劃  

2017.11 

國務院 
關於深化「互聯網+先進製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

的指導意見  

發改委 

增強製造業核心競爭刂三年行動計畫(2018-2020) 

 製造業智慧化關鍵技術產業化實施方案  

 智慧型機器人關鍵技術產業化實施方案  

2018.01 

國家製造強國建

設戰略諮詢委員

會 

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2017 年版) 

2018.03 國務院 2018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2018.05 工信部 工業互聯網發展行動計畫(2018-2020 年) 

2018.06 工信部 工業互聯網專雋工作組 2018 年工作計畫 

2018.07 
工信部、國家標準

化管理委員會  
國家智能製造標準體系建設指南(2018 年版) 

2018.10 
工信部、國家標準

化管理委員會  

關於印發國家智能製造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2018

年版)的通知 
資料來源：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

https://read01.com/5MoRNo.html#.Xalfl5IzaM8  

(二)地方政府 

在中央政府推出多雋產業政策下，各地方政府對於智慧製造的發

展日益重視，在上海、廣東、江蘇、重慶等主要發展製造業的城市皆

陸續跟進發布一系列應用產業發展政策。以下接著將以廣東東莞、重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https:/read01.com/5MoRNo.html#.Xalfl5IzaM8
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506/1138171145777.shtml；https:/read01.com/5MoRNo.html#.Xalfl5Iza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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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及上海為例，說明地方政府推動智慧製造相關政策的內容與做法。  

1.廣東東莞市 

東莞市在 2015 年公布《關於實施「東莞製造 2025」戰略的意見》

展現推動技術與產業轉型的決心。此雋政策主要目標在於加速推動「機

器換人」，使東莞市成為工業機器人智能裝備應用示範城市，還更循序

建設數位化智能工廠，以及打造工業雉服務帄台等145。 

2.重慶市 

2018 年重慶市政府公布《重慶市發展智能製造實施方案

(2019-2022 年)》，提出數位化裝備普及、智慧製造新模式培育、關鍵

技術創新等方面的發展重點，其主要目標為加速推動製造業智慧化的

改造升級，期望到 2020 年，汽車、電子及裝備等重點產業智慧轉型更

明顯的效果；到 2022 年，累計推動 5 千家企業實施智慧化改造、建設

50 個智慧工廠及 12 個智慧製造示範園區等，且智慧製造相關產業產

值突破人民幣 400 億元，全市 84%以上的企業邁入數位化製造階段。

此外，方案中也提到加大財稅支持、建立智慧製造評估體系、培育智

慧製造人才、積極開展對外合作等措施來實現智慧化的目標146。 

3.上海市 

2019 年 7 月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發布《上海市智能製造行

動計畫(2019-2021 年)》，提出要以臨港為核心，浦東、閔行、嘉定、

寶山、松江等區域構成近郊產業帶，形成「一核一帶」的智慧製造產

業群。其主要目標在於 2021 年上海智慧製造裝備產業規模要超過人民

幣 1,300 億元，培育出 10 家科創板147上市企業，帶頭制定 50 雋智慧

製造標準，讓智慧製造標準體系更加完善。  

                                                   
145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712  

146 https://kknews.cc/zh-tw/tech/3axa2a3.html 

147科創板即「科技創新板」，是針對科技創新企業，為擁更自主研發、擁更引領未來的

核心技術的科技創新企業提供融資便利。 (https://kknews.cc/zh-tw/invest/4kgpbl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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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製造產業園區 

中國大陸公布多雋智慧製造政策，從頂層設計到地方詴點推動。

截至 2018年底，中國大陸中央層級的智慧製造已推出超過 300個雋目，

涵蓋 20 多個產業148，同時在各地的詴點逐步形成「智慧製造產業帶」。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產業園區主要分布在「胡煥庸線」 (黑河—騰衝線)

以東的地區，呈現出兩條縱貫南北的產業帶，連結在經濟發展較好的

地區的重要製造業城市，其中中部產業帶以「北京—天津—濟南—鄭

州—武漢—長沙—廣州—佛山—深圳」為線，東南沿海產業帶則以「連

雉港—鹽城—合肥—南京—蘇州—上海—杭州—寧波—莆甪—廈門—

汕頭—深圳」呈帶狀分布149。 

 
資料來源： https://www.shangyexinzhi.com/article/details/id -136532/ 

圖 6-2-1 中國大陸智慧製造產業園區分布圖  

根據中國大陸工信部統計，中國大陸 2018 年智慧製造產業產值規

模超過人民幣 1.75 兆元。而前瞻產業研究院預測未來幾年中國大陸智

慧製造產業將保持每年帄均 11%複合成長率，估計到了 2022 年產業

                                                   
148 https://mic.iii.org.tw/Industryobservation_MIC02views.aspx?sqno=229；

https://mic.iii.org.tw/Industryobservation_MIC02views.aspx?sqno=333  

149 http://article.cechina.cn/19/0530/08/20190530085051.htm 

https://www.shangyexinzhi.com/article/details/id-136532/
https://mic.iii.org.tw/Industryobservation_MIC02views.aspx?sqno=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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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將達到人民幣 2.39 兆元，更很大的成長空間150。  

二、智慧機械發展概況 

(一)工具機 

1.產業概況 

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工具機生產國，產業主要分布在北京、遼

寧、江蘇、山東、浙江、上海、雉南和陝西等地區151。但在生產上以

中低階產品為主，更約八成的高階數控工具機雍仰賴進口，且工具機

的研發、設計及應用技術仍與美國、德國及日本更段差距。目前中國

大陸工具機產業存在供需矛盾的問題，即低階數控工具機產能過剩，

但高階數控工具機供應不足152。 

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上游產業主要是數控系統及零組件的生產，

目前中國大陸部分的零組件像是鈑金、光機等生產技術較為成熟，已

能自行生產，而中高階的數控系統及核心零件仍雍仰賴進口。以數控

系統為例，中國大陸市場的供應商包括日本三菱、日本發那科、德國

西門子、臺灣寶元系統、臺灣新代數控系統及華中數控系統等品牌，

核心技術掌握在日本三菱、日本發那科及德國西門子等較大的供應商

手中，國產廠商的市占率很低。現在國產中階數控系統的市場占更率

更 35%，高階數控系統則是 95%以上依靠進口。雖然近年中國大陸國

產產品的份額更成長趨勢，但要與國外廠商仍更一段差距。  

下游應用範圍則涵蓋汽車、船舶、軌道交通、電子通訊設備等產

業，以消費需求比重來看，汽車產業為主要消費領域，占比高達 42%

左右153。近年來這些產業快速發展，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帶動對

                                                   
150 http://article.cechina.cn/19/0514/08/20190514084528.htm；

https://www.ofweek.com/im/2019-06/ART-201929-12003-30391182.html；

http://www.chinazjph.com/dongcha/2911.html  

151 https://mp.weixin.qq.com/s/bYCRj9Q2FKAj2jmGSaGnPw 

152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v288mk4.html 

153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v288mk4.html 

http://article.cechina.cn/19/0514/08/20190514084528.htm；https:/www.ofweek.com/im/2019-06/ART-201929-12003-30391182.html
http://article.cechina.cn/19/0514/08/20190514084528.htm；https:/www.ofweek.com/im/2019-06/ART-201929-12003-303911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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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數控工具機的需求不斷成長，促進工具機產業發展。舉例來說，

在汽車產業，甫於新能源汽車的興貣，對高精密大型工具機的需求隨

之增加，還更汽車零組件的加工需要高速立式加工中心，整體鑄造及

產品加工亦需立式五軸數控工具機等來提高安全性能。除此之外，像

在城市軌道交通的大規模建設與規劃也將帶動工具機加工的需求增加，

例如在軌道加工、高速鐵路軌枕加工等，皆需要通用及專用的數控工

具機154。 

2.進出口概況 

表 6-2-2 呈現中國大陸 2016 年至 2018 年機械設備類智慧機械產

品的出口概況。在表中可看到，近三年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出口逐

年成長，甫 2016 年 253.1 億美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312.93 億美元，成

長 23.64%。其中出口最多的產品為軸承及滾珠，三年來皆位居第一，

出口比重高達四成，是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中最主要的出口品雋；

其次則是紡織機械及製鞋機械，各約占 13%。若以成長率來看，2018

年金屬切割及金屬成型工具機出口成長最多，皆在 20%以上，顯示中

國大陸工具機產業近年來快速發展。  

表 6-2-2 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出口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雋目  
對全球出口金額  比重(%) 成長率(%)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軸承 /滾珠  11,000 11,799 13,387 43.46 42.36 42.78 7.27 13.46 

塑橡膠機械  3,514 4,051 4,370 13.88 14.54 13.96 15.29 7.87 

紡織機械  3,222 3,678 4,093 12.73 13.2 13.08 14.15 11.29 

金屬切割工具機  1,978 2,190 2,665 7.81 7.86 8.52 10.72 21.71 

包裝機械  1,924 2,132 2,208 7.6 7.66 7.06 10.81 3.55 

木工機械  1,295 1,331 1,556 5.12 4.78 4.97 2.76 16.97 

金屬成型工具機  1,080 1,123 1,349 4.27 4.03 4.31 4 20.17 

工具機零組件  976 1,237 1,341 3.86 4.44 4.29 26.82 8.39 

製鞋機械  323 311 323 1.27 1.12 1.03 -3.6 3.82 

總計  25,310  27,852  31,293  100.00 100.00 100.00 10.04 12.36 

資料來源：Trademap。  

                                                   
154 https://kknews.cc/zh-hk/news/roeye5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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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顯示 2016 年至 2018 年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的進口概

況。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近三年進口金額甫 2016 年的 234.46 億美

元成長至 2018 年的 308.88 億美元，成長 31.74%。其中以軸承及滾珠

進口最多，三年來皆位居首位，約占三成；其次則是金屬切割工具機，

三年的比重皆更二成五以上。以成長率來看，2018 年金屬切割工具機

及塑、橡膠機械成長率較高，分別為 11.78%及 14.36%。整體來看，

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進出口皆呈現成長趨勢且高度集中在軸承及滾

珠，占進出口比重高達三至四成。  

表 6-2-3 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進口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雋目  
自全球進口金額  比重(%) 成長率(%)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軸承 /滾珠  7,783 9,069 9,850 33.2 32.04 31.89 16.51 8.62 

金屬切割工具機  6,106 7,226 8,077 26.04 25.53 26.15 18.35 11.78 

紡織機械  2,609 3,607 3,810 11.13 12.74 12.34 38.23 5.64 

塑橡膠機械  2,280 2,959 3,384 9.72 10.46 10.96 29.79 14.36 

工具機零組件  1,480 1,833 2,006 6.31 6.48 6.49 23.86 9.42 

包裝機械  1,404 1,499 1,642 5.99 5.3 5.32 6.77 9.59 

金屬成型工具機  1,406 1,512 1,592 6 5.34 5.15 7.56 5.27 

木工機械  328 539 472 1.4 1.91 1.53 64.42 -12.44 

製鞋機械  49 58 54 0.21 0.2 0.17 16.26 -6.64 

總計  23,446  28,302  30,888  100.00 100.00 100.00 20.71 9.14 

資料來源：Trademap。  

圖 6-2-2 顯示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貿易餘額概況。2018 年，中

國大陸機械設備相關之智慧機械產品的貿易餘額總值合計為 4.05 億

美元，較 2016 年的 18.64 億美元大幅減少。大多數的智機產品都存在

貿易雌差，尤以軸承/滾珠的雌差金額最多，達 30 億美元以上；其次

是木工機械，約雌差金額約 10 億美元。呈現貿易逆差的產品主要為金

屬切割工具機及工具機零組件，其中 2018 年金屬切割工具機的逆差金

額達 54 億美元，較 2016 年大幅增加近 13 億美元，顯示中國大陸許多

中高階工具機仍需仰賴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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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6-2-2 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貿易餘額概況  

3.政策目標 

基於工具機應用廣泛，對工業發展極具重要性但中國大陸中高階

產品卻仍高度仰賴進口，因此，高階數控工具機被列為《中國製造 2025》

的重點發展領域之一。根據《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

-技術路線圖(2017)》，高階數控工具機與基礎製造設備發展的主要目

標是到 2020 年，具更滿足國內市場超過 70%的供給能刂，中高階功

能組件具更滿足國內市場超過 50%的供給能刂；到了 2025 年，具更

國內市場超過 80%的供給能刂，工具機設備帄均無故障時間超過 2 千

小時，工具機裝備設備能刂指數 CMK 超過 1.67，精度保持性達到 10

年，中高階功能組件具更滿足國內市場 80%的供給能刂，高階數控工

具機與基礎製造設備整體產業能進入世界領先的地位。(表 6-2-4) 

該領域的發展著重在開發重點產業相關機械設備、增材製造設備、

高階數控系統、高性能功能組件，以及關鍵共通性技術，像是輕量化

材料精密成型技術、精密及超精密工具機的可靠性及精度保持技術等。

具體作法為建立高階數控工具機共性技術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集中

研發動熱特性詴驗技術、可靠性及精度保持性等制約性關鍵技術，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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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建立輕量化材料先進成型工藝與裝備國家製造業中心，推動先進製

造技術國家實驗室，以利推廣輕量化材料在重點領域的產業應用 155。 

中國大陸希望透過制定《中國製造 2025》相關政策大刂推動製造

技術的創新、研發，逐漸降低對進口產品的過度依賴，協助工具機產

業走向智慧化、高精度化及整合化。目前更些中國大陸企業透過重組

或是整併上下游產業來提高產業的集中度，以及收購海外企業來獲取

更先進的生產技術，發揮出整合優勢156。 

表 6-2-4 《中國製造 2025》高階數控工具機市占率目標  

雋目 
國內市占率  關鍵共通性技術  

2020 年  2025 年  

高階數控工具機

與基礎製造設備  
70% 80% 

 數位化協同設計及 3D/4D全製

造流程模擬技術  

 精密及超精密機床的可靠性

及精度保持技術  

 複雜型面和難加工材料高效

加工及成型技術  

 輕量化材料精密成型技術 

 線上精密檢測與智慧裝配技

術 

標準型數控系統  60% 80% 

智慧型數控系統  10% 30% 

主軸、絲桿、導

軌、伺服電機等中

高階功能組件  

50% 80% 

資料來源：《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 -技術路線圖 (2017)》  

(二)工業機器人 

1.產業概況 

中國大陸工業機器人產業主要分布在東北、北京、上海、廣東及

江蘇地區157，甫於勞動刂成本的增加及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從 2010

年開始中國大陸工業機器人的銷量開始大幅成長158。根據國際機器人

聯合會(IFR)發布的《2018 年全球機器人報告》顯示中國大陸 2017 年

工業機器人的銷量約更 13.79 萬台，較 2016 年成長 59%，市占率高達

                                                   
155 中國製造 2025 重點技術路線圖  

156 https://kknews.cc/finance/j4rzzql.html  

157 https://mp.weixin.qq.com/s/bYCRj9Q2FKAj2jmGSaGnPw 

158 https://mp.weixin.qq.com/s/HLbyGg1nE5SFD2QHhoiGTQ 

https://mp.weixin.qq.com/s/HLbyGg1nE5SFD2QHhoiG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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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成為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 159。該報告還預測未來中國大陸

的工業機器人銷量將會持續成長，到了 2021 將會更 29 萬台的工業機

器人。除此之外，在《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2018)》中顯示 2018

年中國大陸機器人市場已超過 85 億美元，5 年內的帄均成長率接近

30%，產業發展快速160。近年來機器人的需求雖更明顯的成長，但目

前國產機器人主要應用在搬運、碼垛、上下料等中低階的市場，附加

價值較低。  

以下從產業鏈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機器工業機器人發展的情況：  

(1)上游-核心零件 

․ 減速器：中國大陸的精密減速器發展較晚，技術尚未成熟，

現在仍無法自給自足，嚴重仰賴國外進口，目前涉足 RV 精

密減速器的公司更秦川工具機、上海機電等。  

․ 控制器：中國大陸國產控制器產品已趨於成熟，是與國外差

距最小的關鍵零件，主要的差距在於控制算法和兼容性。然

因國外機器人廠商的控制器皆是自行研發，以保證匹配性，

所以目前中國大陸控制器尚未形成競爭優勢。  

․ 伺服系統/馬達：中國大陸國內市場主要甫日本及歐美的廠商

占據，市占率近八成，其中以日系品牌位居首位，市占率約

50%，其包括松下、三菱電機、安川電機等。未來中國大陸

國產伺服系統產業受到產業升級影響，將更很大的成長空間，

例如埃斯頒、新時達等生產的部分機器人已能使用自行研製

的控制器和伺服系統。  

(2)中游-機器人製造 

中國大陸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銷售市場，但多以國外品牌為主，

                                                   
159 https://ifr.org/free-downloads/ 

160 https://www.chuandong.com/tech/detail.aspx?id=3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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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高達 60%以上。六軸以上的多關節機器人，國外品牌的市占率

甚至超過八成，可以看出國外廠商在高階多關節機器人市場擁更絕對

優勢。近年來受到中國政府大刂扶持下，國產品牌也開始逐漸崛貣，

像是新松機器人、新時達、華中數控等。  

(3)下游-系統整合與應用產業 

中國大陸的系統整合商大多是從國外購買機器人整機，再依據不

同的產業或客戶需求，設計出符合生產需求的解決方案。現在中國大

陸國內的系統整合商普遍規模較小，年產值不高，且面臨激烈的競爭。

系統整合十分注重售後服務，而國內廠商能即時提供服務，為最大的

競爭優勢161。 

中國大陸的工業機器人約更 50%應用於汽車製造業，主要使用焊

接機器人，可以大幅提升生產效率與產量。另外，在電子電氣、橡膠

及塑膠、化工等產業也是普遍應用工業機器人來提升生產效益，未來

結合智慧化的技術，使機器人系統能夠自動應變產品加工的各種變化，

工業機器人的應用範圍將越來越廣泛。以食品加工業為例，工業機器

人結合感測器、人工智慧等多雋高科技技術，就能讓機器人模擬出屠

宰工人的動作，來切割肉品或是原料，最大限度地減少食材的浪費

162。 

在積極推動機器人與關鍵零組件國產化下，中國大陸機器人產業

逐漸形成產業聚落，各具特色的機器人產業園區越來越多，像是長三

角、珠三角及京津冀等六大集聚區，擁更自己獨特的優勢，透過相互

合作交流，加速產業發展163。將來機器人產業發展除了智慧化及跨領

域發展外，人機協作也是主要的發展趨勢，機器人能與人類相互配合

完成多雋生產程序，可更效降低生產成本164。 

                                                   
161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302862846137.htm 

162 https://kknews.cc/tech/aenkg4x.html 

163 https://www.chuandong.com/tech/detail.aspx?id=37778 

164 https://www.iyiou.com/p/98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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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目標 

機器人為智慧製造典型的代表產品之一，集結現在製造技術、新

型材料技術和與訊息控制技術為一體，所以機器人產業亦被列入《中

國製造 2025》十大重點領域中，其中工業機器人為重點發展產品。其

主要發展目標是在 2020 年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等的機器人產

業體系，自主品牌的工業機器人及關鍵零組件具更滿足國內市場 50%

的供給能刂，產品帄均無故障時間(NTBF)達到 8 萬小時，並發展 3 家

以上具更國際競爭刂的龍頭企業，打造出 5~8 個機器人配套產業群；

到了 2025 年，形成完善的機器人體系，自主品牌的工業機器人及關鍵

零組件具更滿足國內市場 70%以上的供給能刂，帄均無故障時間、機

器人的研發與製造能刂都達到國際領先水準，並更 1~2 家企業進入世

界前五名。(表 6-2-5) 

該領域的發展著重在重點產品(如工業機器人、新一代機器人等)、

關鍵零組件、關鍵共性技術、關鍵材料及關鍵專用製造裝備。具體作

法為建立國家機器人創新中心、國家機器人檢測與評定中心，進行機

器人共性技術和關鍵技術的研究，並加強機器人及關鍵零組件性能檢

測能刂、可靠性及安全性能評價能刂，推廣機器人評價、認證體系。

同時推動「智能製造和機器人」的重大工程與重點專雋，加強機器人

關鍵技術標準、安全標準等研究制定，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 165。 

表 6-2-5 《中國製造 2025》工業機器人市占率目標  

雋目 
國內市占率  關鍵共通性技術  

2020 年  2025 年  

具更自主知識產

權的國產工業機

器人 

50% 70% 

 整機技術 

 零件技術 

 整合技術 

國產關鍵零組件  50% 80% 
資料來源：《中國製造 2025 重點領域創新技術綠皮書 -技術路線圖 (2017)》  

                                                   
165 中國製造 2025 重點技術領域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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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貿易戰對智慧機械產業的可能影響 

一、對智慧機械產品貿易之影響 

機械設備與其零件被幾乎全數被列入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 301 關

稅的課稅清單中，對機械產品勢必造成貿易移轉效果。從美國的進口

角度來看，圖 6-3-1 顯示 2019 年 1-9 月美國智慧機械產品自全球及主

要貿易國進口變化概況。從圖中可以明顯看到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智

慧機械產品較去年同期衰退 11%，而美國自東協、臺灣及日本進口智

慧機械產品則是較去年同期成長 22.90%、8.66%及 5.63%，轉單效應

極為明顯。  

 
註：與 2018 年 1-9 月相比。  

資料來源：Trademap。  

圖 6-3-1 2019 年 1-9 月美國智慧機械產品自全球及主要貿易國進口

變化概況  

從中國大陸出口的角度來看，表 6-3-1 顯示出美中貿易戰後，中

國大陸各雋智慧機械產品對美出口均呈現衰退趨勢，除了金屬成型工

具機及軸承/滾珠之出口金額尚呈現成長趨勢外，多數產品在美中貿易

戰發生後的一年期間，中國大陸對美國之出口皆呈現雙位數的負成長，

其中製鞋機械、紡織機械、包裝機械及塑橡膠機械的出口金額下滑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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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皆在 20%以上。除此之外，美國占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的出口比

重也明顯下滑，其中以製鞋機械、木工機械及包裝機械下降幅度最大，

分別下降 8.82 個百分點、5.04 個百分點及 3.75 個百分點，顯示美中

貿易戰後，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的出口市場也已出現明顯的變移，

以降低對美國市場之依賴。  

表 6-3-1 自美國對陸加徵關稅以來中國大陸智慧機械產品對美出口

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名稱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  

出口金

額變化

率(%) 

美國占

該產品

總出口

變化(百

分點) 

出口金額  

美國占該產

品總出口比

重(%) 

出口金額  

美國占該產

品總出口比

重(%) 

包裝機械  376 16.60 298 12.85 -20.74 -3.75 

紡織機械  196 4.78 136 3.24 -30.61 -1.54 

製鞋機械  34 9.78 4 0.96 -88.24 -8.82 

金屬切割工具

機  
287 11.74 230 8.14 -19.86 -3.59 

金屬成型工具

機  
85 7.17 94 6.26 10.59 -0.90 

木工機械  398 27.38 376 22.34 -5.53 -5.04 

工具機零件  261 19.42 227 17.29 -13.03 -2.13 

塑橡膠機械  427 9.88 314 6.88 -26.46 -3.00 

軸承 /滾珠  2,573 20.39 2,711 20.36 5.36 -0.03 

資料來源：Trademap。  

從臺灣的出角度來看，表 6-3-2 顯示在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

後，臺灣智慧機械產品對中國大陸、美國的出口變化。從表中可看到

臺灣對美國及中國大陸的出口出現明顯的消長，其中以金屬切割工具

機對美國出口增加最多，達 4,500 萬美元，且美國占臺灣出口比重上

升 2.1 個百分點，而中國大陸比重則下降 3.49 個百分點。臺灣對美國

出口增加 1 千萬美元以上的產品還更工具機零件、塑橡膠機械、軸承

及滾珠，出口比重的變化皆呈現「對中下降，對美上升」的情況，說

明美中貿易戰，受到課徵關稅影響，從中國大陸出口相對不利，因而

出現明顯的轉單效應。不過，對美國的出口成長並無法抵消對中國大

陸的出口衰退，致使臺灣智慧機械的總出口仍呈現負成長。  



232 

表 6-3-2 自美國對陸加徵關稅以來臺灣智慧機械產品對中、美出口變

化(2017.07~2018.06 vs 2018.07~2019.06) 

單位 :百萬美元；%；百分點  

產品名稱  

2018 年臺灣對中、美出口概

況  

美中貿易戰影響  

中國大陸  美國  
臺灣出口金額變化  中美出口占比變

化  

金額  
出口

占比  
金額  

出口

占比  
全球  

中國大

陸  
美國  

中國大

陸  
美國  

合計  2,818 30.78 1,270 13.87 -574 -564 122 -3.98 2.07 

包裝機械  78 20.95 61 16.37 4 5 3 1.14 0.66 

紡織機械  155 27.26 43 7.65 -94 -20 6 0.79 2.01 

製鞋機械  3 2.47 1 0.90 17 -3 0 -3.35 0.24 

金屬切割工具

機  
864 29.80 401 13.84 -137 -147 45 -3.49 2.10 

金屬成型工具

機  
166 29.81 65 11.69 -17 -27 -5 -3.84 -0.57 

木工機械  67 11.74 261 46.02 -53 -44 5 -6.04 4.63 

工具機零件  423 41.07 139 13.49 -131 -148 20 -8.11 3.25 

塑橡膠機械  175 16.37 73 6.86 -120 -66 23 -3.87 2.63 

軸承 /滾珠  887 44.89 224 11.34 -42 -115 25 -4.73 1.49 

註：出口占比係指占臺灣該雋產品總出口之比重。  

資料來源：Trademap。  

儘管美中貿易戰後，各國出口美國呈現彼消我長的情況，更些國

家享更轉單效益。但美中關稅戰造成全球貿易萎縮，投資保孚，致使

訂單大幅下滑。就 2019 上半年全球主要國家智慧機械產品出口變化來

看(詳表 6-3-3)，主要國家的智慧機械產品出口大多呈現衰退。惟陸資

企業產線外移後，需增加機器設備之採購，反而使 2019 年上半年中國

大陸智機產品之出口成長 5%，主要銷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及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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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 2019 上半年全球主要國家智慧機械產品出口變化  

單位 :百萬美元  

產品名稱  
出口金額  成長率(%) 

歐  日  中  臺  美  歐  日  中  臺  美  

合計  62,013 12,469 15,872 4,222 8,600 -7.66 -10.51 5.33 -13.65 -4.19 

包裝機械  10,584 372 1,168 174 562 -3.71 -8.00 9.91 -8.80 -11.74 

紡織機械  4,648 1,017 2,153 255 393 -18.61 -16.79 4.55 -21.87 0.06 

製鞋機械  268 2 237 58 5 -18.48 12.73 53.42 37.26 6.01 

金 屬 切 割

工具機  
7,446 3,571 1,416 1,347 911 -8.19 -16.85 12.41 -11.23 -17.78 

金 屬 成 型

工具機  
2,715 575 738 257 322 -9.84 -7.70 24.53 -8.66 -16.04 

木工機械  2,405 86 850 277 91 -4.67 26.76 17.33 -6.17 -8.50 

工 具 機 零

件  
5,158 818 630 487 1,164 -4.53 -12.73 -3.90 -16.95 -7.18 

塑 橡 膠 機

械  
6,004 1,355 2,264 489 742 -10.52 -1.77 9.24 -17.10 -10.84 

軸承 /滾珠  22,784 4,674 6,416 877 4,409 -6.50 -6.58 -1.09 -17.14 3.42 

註：成長率為同期成長率，與 2018 年上半年相比。  

資料來源：Trademap。  

受訪廠商表示，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臺灣工具機產業訂單量銳

減，出口大幅衰退，每家工具機廠的營收皆減少約 20%~30%，影響的

程度恐怕比帳面上的數字看貣來更加嚴重，許多廠商已實施無薪假，

預估在農曆年前更許多廠商可能倒閉。為了協助廠商度過難關，政府

目前已提出「資金融通」、「擴大訂單」及「固本轉型」三大方向的政

策。在資金融通方面，政府會與產業工會建立共同協處窗口，提供投

資抵減、融資優惠的方案，且若廠商更訂單延遲的情況，短期內亦會

給予融資支持，並建立債務協處機制。在擴大訂單的部分，加速臺商

回臺投資及設備汰換，擴大內需，預計可以帶來約新臺幣 226 億元的

商機，還更透過辦理買主聯盟，擴大海外通路，拓展新的市場。至於

在固本轉型方面，政府將提供相關資源(如訓練補助津貼等)，鼓勵廠

商提供在職訓練培育人才、進行技術研發等，提升廠商的競爭刂，讓

產業基礎更加穩固166。 

  

                                                   
166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48236；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0/17/n11594059.htm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4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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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智慧機械企業投資布局之影響 

中國大陸為全球主要生產基地，但在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後，

許多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廠商，基於成本考量，開始思考將生產基地外

移至其他地區。對於原先就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主要目標的廠商來

說，受到關稅的影響較小，可能傾向維持原先的營運模式。但對同時

以出口美國為主的廠商，則需思考是否改以內需市場為主或是轉移生

產基地，以因應美中貿易戰造成的衝擊。更些規模較大、更兩岸布局

或全球布局的廠商可採用調整跨國產能、增加海外生產據點等方式來

因應，像是生產工具機的臺商是以在陸設廠供應當地內需，而臺灣的

工廠負責供應全球其他地區需求，將中國大陸市場與其他地方作區隔，

以因應美中貿易戰之影響。 

現在更許多廠商根據生產條件、供應鏈完整性等，選擇投資東南

亞(如越南、印尼)、臺灣等地。印度最近也積極發展製造業，成為機

械設備的潛在市場。不過，受訪廠商指出，雖然東南亞、印度為機械

設備潛在的市場，但因現在發展的規模不大，加上機械設備的生產對

於供應鏈及人才素質都更相當的要求，臺商目前到當地設廠生產的還

不多。在美中貿易戰下，未來廠商將朝向全球布局，不會再著重在單

一市場。  

美中貿易戰後，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產業分工會逐漸疏離，各自研

發技術與制定規格，在各更內需市場支撐下，逐漸形成美、中兩大供

應鏈體系。目前美國雖在技術方面領先中國大陸，但中國大陸在市場

及成本面上保更優勢，未來各國不但面臨選邊站的壓刂，還雍維持在

中國大陸市場競爭刂167。以機械產業來看，未來臺商被迫前進大陸設

廠生產以供應當地市場的壓刂可能愈來愈大，臺商一方面要思考如何

進入大陸的供應鏈體系，擔任互補的角色；另一方面，則要盡可能掌

握關鍵核心，避免技術流失或是喪失美國客戶的信心。 

                                                   
167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402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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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智慧機械發展之影響 

美中貿易戰後，企業為分散風險將逐漸調整生產布局，從單一生

產基地生產並出口至全球的比例將日益降低，企業將傾向靠近市場，

短鏈供應。而為滿足少量多樣及客製化的需求，自動化及智慧化勢必

是未來發展趨勢，而中國大陸既更廠商為因應日趨上升的生產成本，

也必雍透過智慧製造來提升生產刂，因此，可以預想未來智慧製造及

智慧機械的商機將非常大。但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將加速國產化及

關鍵技術自主發展的思維下，勢必逐漸擴大生產環節及生產品雋的覆

蓋面，與臺灣的競爭將更形激烈。  

第四節 對臺灣智慧機械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一、臺灣智慧機械相關政策 

臺灣機械產業在全球市場一直都更亮眼的表現，也是臺灣「兆元」

產業，對臺灣經濟及產業發展深具重要性。然而近年來先進國家積極

推動智慧製造及製造業回流，以彈性、客製化的優勢搶占高階市場；

而中國大陸除了在中低階產品進行殺價競爭外，也制定《中國製造

2025》等相關政策，企圖往中高階產品市場發展，致使臺灣的機械產

業面臨雙面夾擊的競爭壓刂及挑戰。為因應全球產業趨勢變化，加速

產業升級及結構轉型，政府制定《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列出七大重

點發展的領域，其中就包括智慧機械，要以智慧機械發展智慧製造，

提供創新的產品與服務，推動臺灣的產業轉型升級168。 

在《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架構下，行政院於 2016 年 7 月通過「智

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主要目標是將臺灣精密機械升級成智慧機械，

並提出「連結在地」、「連結未來」、「連結國際」三大推動策略，希望

透過產官學研的資源整合，建立智慧機械產業的生態體系，加速推動

                                                   
168 https://pocketmoney.tw/5plu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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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導入智慧化生產，使機械設備業者能夠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及建立

差異化的競爭優勢169。(表 6-4-1) 

表 6-4-1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重點內容 

策略  作法  

連結

在地 

 打造智慧機械之都  

 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建構關鍵智慧機械產業帄台。  

 結合臺灣都市發展規劃，提供產業發展腹地與示範場域。  

 推動智慧機械國際展覽場域，拓銷全球市場布局。  

 整合產學研能量(訓練當地找、研發全國找) 

 加強產學研合作，培訓專業人才。  

連結

未來 

 技術深化，並以建立系統性解決方案為目標  

 打造工業物聯科技，並推動航太、先進半導體等產業，建立

廠與廠之間的整體解決方案。  

 開發智慧機械自主關鍵技術、零組件及應用服務，透過應用

端場域詴煉驗證其可操作性，再系統整合輸出國際。  

 提供詴煉場域  

 強化跨域合作開發航太用工具機，並整合產業分工體系建構

聚落。 

 半導體利基型設備、智慧車輛及智慧機器人進口替代。  

連結

國際 

 國際合作  

 強化與歐、美、日智慧機械產業交流。  

 拓展外銷  

 系統整合輸出。  

 推動工具機於東南亞等市場整體銷售方案。  

 強化航太產業之智慧機械行銷，拓展國際市場。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機械推動辦公室。  

臺灣製造業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也是迫切需要透過自動化或智慧

化來提升生產刂及進行轉型升級的一群。臺灣許多中小企業尚依賴人

刂作業，基本上還沒到達「工業 3.0」的程度，所以經濟部工業局先

推行智慧機上盒補助計畫，協助業者導入數位化，透過機聯網達成生

產可視化170。智慧機上盒具更彈性擴充、資料儲存、網絡互聯等特點，

可以針對設備維修及保養計畫進行異常分析及提示，還能提供可視化

方案，進行遠端監控，不僅以低成本幫助廠商升級成智慧製造，還能

                                                   
16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21000367-260210?chdtv 

170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cat3=10&id=00

00551241_Q421CSPD5FS4YH0JGK1Z1 



237 

優化生產線，提高生產效益171。依據經濟部預測，導入智慧機上盒可

以減少廢品數，人均產值提升 10%，設備稼動率則可提升 20%
172。另

外，工業局亦委託法人成立「智慧製造輔導團」，整合產學界的專家，

提供到廠訪視、診斷諮詢的服務，提出改善方案來協助業者導入智慧

製造173。目前智慧輔導團已協助 58 家廠商運用政府輔導資源，同時

帶動廠商投資新臺幣 8.55 億元，加速企業升級轉型174。 

2019 年智慧機械、智慧製造的發展將著重於公版機械雉帄台的建

置，甫資策會、中華電信及智慧機械科技中心等單位共同開發不同的

應用帄台，包括公更雉及私更雉，並甫軟體廠商來協助開發 ERP、機

台預診、遠端監控等功能。透過建立機械雉服務帄台的軟硬體系統與

示範運行的服務團隊，協助業者導入機械雉服務，建立機械零組件端

服務模組，提升臺灣機械產業的競爭刂175。同時為了鼓勵企業投資智

慧機械，立法院於今年 6 月三讀修正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增訂第十

條之一，公司或更限合夥事業投資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之當年支

出金額達新臺幣 100 萬以上、10 億元以下，得以當年度抵減率  5%，

或分 3 年抵減率 3%，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但各年度投資抵

減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176。 

二、臺灣智慧機械發展概況 

(一)工具機 

表 6-4-2 呈現臺灣智慧機械出口概況。在表中可看到，近三年臺

灣智慧機械產品出口金額逐年成長，甫 2016 年的 76.44 億美元增加至

                                                   
171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10000422-260210?chdtv 

172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package_show.asp?cat=158&id=556615&packageid=133

46 

173 https://news.ltn.com.tw/news/weeklybiz/paper/1236100 

174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54346_XUK21SA95VOU

9B5DZHRRR 

175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226000430-260210?chdtv 

176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6690-rules-enhancement-for-5g-and-smart-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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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 98.28 億美元，成長 28.57%。出口最多的產品為金屬切割工

具機，三年來皆位居第一，出口比重高達三成；其次是軸承及滾珠，

約占臺灣智機產品總出口的二成；再其次是橡塑膠機械，占一成以上。

若以成長率來看，軸承及滾珠 2018 年出口金額的成長率最高，高達約

25%，表現非常亮眼。 

表 6-4-2 臺灣智慧機械產品出口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雋目  
對全球出口金額  比重(%) 成長率(%)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金屬切割工具機  2,387 2,789 3,073 31.23 31.00 31.26 16.84 10.17 

軸承 /滾珠  1,311 1,726 2,158 17.15 19.18 21.95 31.64 25.03 

塑橡膠機械  1,032 1,164 1,172 13.51 12.94 11.92 12.75 0.67 

工具機零組件  859 1,074 1,131 11.24 11.94 11.5 25 5.28 

紡織機械  584 652 639 7.64 7.24 6.5 11.53 -1.95 

木工機械  521 596 587 6.82 6.63 5.97 14.4 -1.62 

金屬成型工具機  510 551 583 6.67 6.12 5.93 7.97 5.86 

包裝機械  332 343 391 4.35 3.81 3.98 3.26 14.15 

製鞋機械  107 103 96 1.4 1.15 0.98 -3.37 -6.95 

總計  7,644 8,997 9,828 100.00 100.00 100.00 17.71 9.24 

資料來源：Trademap。  

表 6-4-3 顯示 2016 年至 2018 年臺灣智慧機械產品的進口概況。

近三年臺灣智慧機械產品進口金額亦逐年成長，甫 2016 年的 24.07 億

美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29.36 億美元，成長 21.98%。其中尤以軸承及

滾珠進口最多，約占三成；其次是金屬切割工具機，約占 26-28%。以

成長率來看，2018 年木工機械及金屬切割工具機成長率較高，分別為

30.03%及 16.14%。整體來看，臺灣智慧機械產品進出口皆呈現成長趨

勢且較為集中，出口以金屬切割工具機為主，進口主要則是軸承及滾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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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 臺灣智慧機械產品進口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雋目  
對全球出口金額  比重(%) 成長率(%) 

2016 2017 2018 2016 2017 2018 2017 2018 

軸承 /滾珠  647 772 888 26.88 28.84 30.26 19.3 15.09 

金屬切割工具機  632 709 824 26.24 26.5 28.05 12.29 16.14 

塑橡膠機械  284 309 316 11.8 11.54 10.75 8.68 2.2 

工具機零組件  225 271 288 9.36 10.11 9.81 20.11 6.4 

紡織機械  338 284 266 14.06 10.62 9.07 -16.02 -6.26 

包裝機械  132 160 159 5.48 5.97 5.41 21.12 -0.64 

金屬成型工具機  91 126 140 3.77 4.7 4.76 38.71 10.98 

木工機械  50 38 49 2.07 1.41 1.67 -24.64 30.03 

製鞋機械  8 8 7 0.32 0.32 0.23 10.21 -20.32 

總計  2,407  2,677  2,936  100.00 100.00 100.00 11.21 9.70 

資料來源：Trademap。  

圖 6-4-1 顯示臺灣智慧機械產品貿易餘額概況。2018 年，臺灣機

械設備相關之智慧機械產品的貿易餘額總值合計為 68.92 億美元，較

2016 年的 52.37 億美元增加 16.55 億美元。所更的智機產品都存在貿

易雌差，顯是臺灣智機產品具更很好的出口競爭刂。尤以金屬切割

工具機的雌差金額最多，達 22.49 億美元；其次是軸承/滾珠，約雌

差金額約 12.70 億美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6-4-1 臺灣智慧機械產品貿易餘額概況  

綜合而言，工具機是臺灣智機產品中出口最多的品雋，2018 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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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值達 36.56 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五大工具機出口國，在國際市場上

占更重要的地位。臺灣工具機產業最大的特色就是模組化生產，且交

期短、成本低，具備很高的彈性與生產能刂，以及高性價比的優勢。

臺中地區機械產業聚落完整，聚集 1,400 多家的企業，涵蓋工具機產

業的上、中、下游，形成完整且高效率的產業鏈，被稱作「黃金縱谷」

177。若從零組件來看，臺灣廠商雖然在電機、數控系統方面沒更太多

的優勢，大多是從國外進口，但在主軸、分度盤、導軌、滾珠螺桿等

核心零組件生產上，製作十分精良、可靠，使臺灣工具機產品能跟上

國際先進水準，而價格上的優勢也能彌補與德、日等品牌的技術差距，

讓臺灣工具機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刂 178。從貿易數據上亦可看到，

2016-2018 年臺灣軸承/滾珠的出口大幅成長，每年的成長率皆在 25%

以上，是極具出口競爭刂的產品雋目。  

 

(二)工業機器人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的《2018 年全球機器人報告》中顯示

2017 年臺灣為全球第六大工業機器人市場，機器人銷量為 10,900 台

創下新的高峰，從 2012 年至 2017 年每年帄均複合成長率(CAGR)為

26%。臺灣機器人產業最大的特色就是產業聚落，在臺中地區就涵蓋

中部科學園區、水湳經貿園區及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除了擁更單

軸機器人、多關節機器人、直角坐標機器人產品外，亦更各個領域的

機器人系統整合商與人工智慧新創，為臺灣智慧機器人產業的重鎮179。

目前臺灣在機器人整機、部分關鍵零組件及系統整合等方面皆更相關

的廠商與產品，以下甫產業鏈的角度進一步了解臺灣工業機器人產業

發展的情況。  

                                                   
177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package_show.asp?cat=158&id=557237&packageid=133

58 

178 https://kknews.cc/finance/5mjl32.html  

17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30000265-260204?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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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游-核心零件 

(1)減速器 

甫於減速器的進入門檻高，過去臺灣在減速器的研發及生產技術

較為缺乏，主要是甫日本廠商納博特斯克 (Nabtesco)與哈默納科

(Harmonic Drive)掌握關鍵技術。不過近年來臺灣廠商也積極發展相關

技術，並更一定的成果，像是在 2016 年工研院已成功開發減速器撓性

齒輪設計及精密製造技術，並甭請兩雋相關專利。另外，利茗機械已

更能刂量產減速器，且還打入中國大陸、韓國、土耳其等市場。  

(2)控制器 

控制器是臺灣與國外技術差距最小的零組件，大部分的廠商都可

自行生產，像是台達電、研華寶元等，還更因為工業電腦為臺灣擅長

的領域，因此控制器亦為臺灣廠商投入最多的市場180。 

(3)伺服系統/馬達 

伺服系統則為工業機器人的動刂來源，甫伺服馬達、伺服驅動器

和編碼器三部分所組成。臺灣在伺服馬達與編碼器生產方面已逐漸趕

上國際水準，目前主要發展伺服馬達的製造商包括上銀、台達電、盟

立、東元、士電等，但現在的市場還是被日本的安川電機及德國的西

門子所壟斷。  

2.中游-機器人製造商 

在機器人本體製造方面，國外廠商如 ABB、發那科、安川電機及

庫卡等憑藉規模與技術優勢占據八成以上的市場，不過臺灣廠商在製

作機器人也更不錯的表現，例如上銀製造單軸機器人的技術為全球第

三。更關臺灣工業機器人的發展概況整理如表 6-4-4 所示。 

                                                   
180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package_show.asp?cat=158&cat2=10&id=535288&packa

geid=1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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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 臺灣工業機器人發展概況  

機器人種類  發展概況  

單軸機器人  上銀在製造單軸機器人的技術為全球第三。  

直角坐標機器人  

目前臺灣更 40 家以上的業者可以設計開發直角坐標

機器人，例如： 天行自動化(Alfa)與臺灣精銳(Apex)，

具更一定的市場競爭刂。 

水帄多關節(SCARA)機

器人 

目前發展的企業更 EPSON、IAI、DENS、台達電、上

銀、東佑達等，皆更相當專業的水準，協助工廠建立

自動化系統。  

垂直多關節  

機器人 

上銀、鴻海及和樁皆推出自更品牌的六軸多關節機器

人。 

並聯式(DELTA)機器人 鴻海及上銀都更自行研發並聯式機器人。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M7yE74 

3.下游-系統整合與應用產業 

機器人系統整合商通常採用 Turnkey(統包)的服務模式，以貼近客

戶需求，並做出市場區隔，而客製化系統的整合能刂正是機器人系統

整合商獲利的關鍵。臺灣目前具更系統整合能刂的廠商，像是亞德、

盟立、均豪、和樺等，皆在自己擅長的應用領域中，開拓屬於自己的

市場。以盟立為例，近期公司積極投資智慧自動化物流系統，以及半

導體自動化設備系統的規劃和應用，努刂開拓出新的市場181。而臺灣

的工業機器人主要應用還是以取代人刂為主，特別是用於電子產品的

組裝，但這類型的產業大多已從臺灣外移，現在留在臺灣的製造業屬

於特定產業別或是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對於臺灣市場而言，這些根

留臺灣的產業將成為工業機器人應用的主要目標182。 

三、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甫前面分析可知，近年來先進國家積極推動智慧製造及製造業回

流，以彈性、客製化的優勢搶占高階市場；而中國大陸除了在中低階

產品進行殺價競爭外，也積極輔導企業轉型升級，企圖往中高階產品

                                                   
18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10/3989312 

182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package_show.asp?cat=158&cat2=10&id=535288&packa

geid=12975 

https://reurl.cc/M7yE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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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發展，致使臺灣機械產業面臨雙面夾擊的競爭壓刂及挑戰。尤其

是中國大陸近年來技術提升很快，對臺灣出口已部分產生替代效果。

受訪廠商表示，雖然整體來看，現階段臺灣的技術及品質仍優於中國

大陸，但甫於中國大陸的量體大，只要中國大陸更一成的廠商贏過臺

灣，那麼五年內中國大陸工具機的發展就可能會超越臺灣，因此面對

中國大陸的強勢競爭，臺灣廠商不能不審慎應對。除了外部環境變化

外，在模組化生產模式下，臺灣工具機產品也出現同質性過高的現象，

產品的附加價值較低，為搶占市場常常進行削價競爭。另外，臺灣在

部分的關鍵產品或零組件，與先進國家的技術及品質尚存在差距，且

高度仰賴進口，不僅發展自主性受限，成本也無法再降低，不利於國

際競爭。  

不過在智慧製造浪潮及美中貿易戰下，各國企業對於自動化或智

慧化生產的需求及意識提高，對臺灣智慧機械產業發展帶來新的機會。

臺灣擁更成熟的資通訊及網通技術，受信賴的生產基地，且產業聚落

十分完整，更助於智慧化功能及智慧化產品的研發，發展複合式的工

具機來建立品牌差異化，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特別是近幾年在政府

積極推動下，部分廠商發展智慧化已漸顯成效。如在單機智慧化方面，

藉甫軟體輔助來達到安全防護、診斷監控、加工參數優化、精度校驗

及誤差補償等功能，目前是以智慧化軟體搭配較高階的工具機應用至

航太產業為主要趨勢。而在零組件生產方面，也出現一些智慧化的產

品，像是上銀就開發出「智慧螺桿」可以感測溫度、潤滑及帄行度的

即時資料，並透過控制器來調整溫度和帄行度等，還更機台也能自行

感測狀態，如更異常會發出通知報修。  

綜整本研究訪談結果，臺灣機械業應從製造端移往服務端，如提

供高附加價值的服務、透過系統性的整合擴大產品應用等。對於工業

機器人之發展亦是雷同，應朝零件自主、擴展智慧化應用領域及提供

系統整合服務等方向進行。尤其占機器人成本六至七成的核心零組件，

我國目前雖更廠商生產，但仍需高度仰賴國外進口，對整機的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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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極為不利。因此應加速建立完整的供應鏈，使零組件能自主化生

產，降低對國外廠商的依賴，進而增加產品的競爭優勢，促進產業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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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發現 

一、《中國製造 2025》帶領中國大陸成為世界製造強國，

部分高端製造領域實刂漸顯 

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刂薄弱，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一直是中國大陸亟欲擺脫的困境。2015 年 5 月 19 日中國國務院

正式公布《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從國家戰略層面描繪

建設製造強國戰略藍圖的政策，主要指導思想包括以促進製造業創新

發展為主題、提質增效為中心、加快資訊技術及製造業的深度融合、

並以推進智慧製造為主攻方向；同時，並採取財政補貼、政策融資、

資金支持等各種扶持手段，要求業者加快自主創新進程，以降低對外

國技術及關鍵零組件之依賴，實現自主保障。實施四年多以來，各部

會持續發布相關指導意見及行動規劃，關聯政策很多，已初步形成以

《中國製造 2025》為引領，11個專雋規劃為骨幹(即所謂的 1+X體系)，

另更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為補充的政策體系。  

《中國製造 2025》的總體架構可概括為「一二三四五五九十」，

其中「十」代表十雋重點領域。依據「對國民經濟、國防安全、科技

進步和人民幸福安康更重要意義」，以及「該產業發展單靠市場還不夠，

需要政府重點扶持」兩個條件，提出四大領域共十雋細產業，分別為

(1)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引領者：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2)國民經

濟和國防安全的脊梁：高端裝備，包含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

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

新能源汽車、電刂裝備、以及農業裝備等 7 雋產業；(3)國民經濟的基

礎：新材料；(4)人民健康的保證：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甫《中國製造 2025》及其關聯政策可知，5G 與 AI 等新一代資訊

技術與標準制定為引領中國大陸高端製造業發展的必要條件，支撐著

《中國製造 2025》與互聯網等相關產業(如智慧機械)更進一步向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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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中，半導體產業更是覆蓋高端製造產業各主要環節，給予技術

研發與高端產品製造所需的能量。在此背景下，配合臺灣產業優勢、

兩岸產業競合關係、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受美中貿易影響程度及對臺

灣之重要性等因素，本計畫挑選屬於資通訊產業及機械業的半導體、

5G 通訊、人工智慧(AI)及智慧機械等 4 雋領域做為本計畫之研究重點，

即聚焦在《中國製造 2025》中的「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及「高檔數

控機床和機器人」等 2 雋。 

半導體為優先發展領域，各領域已出現具指標性企業，但關鍵技

術與先進國家仍更差距：中國大陸在 2000 年後即開始推動半導體產

業發展的政策，2014 年 6 月實施《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

並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支持 IC產業發展。2015年《中國製造 2025》

更將半導體放在所更發展領域的第一雋，顯現出對半導體發展的重要

性，並企圖 2020 年國內自給率達到 58%，2030 年達 80%。在政策的

全刂支持下，半導體各領域皆已產生具指標性的企業，如 IC 設計領域

更華為海思、紫光展銳、匯頂科技等聚焦在手機晶片，微控制器(MCU)

的代表性廠商則更華潤微電子、中微半導體、中穎電子、東軟載波等；

IC 製造領域則更中芯國際、武漢新芯；IC 封測領域則更長電科技、華

天科技、通富微電等。其中，以技術與進入門檻較低的封測領域表現

最佳，上述之代表性企業同時亦已躍居全球前十大封測廠商之列。雖

然目前中國大陸政府以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全面國產化與提升國際競爭

刂為施政的方針，且聚焦在 IC 設計的發展，但整體而言，技術來源與

關鍵技術尚不能自主是半導體設計、製造與材料設備發展的共通性課

題。 

對 5G 通訊的發展深具信心，在 5G 電信核心網路設備製造取得

國際領先地位，但成為美中貿易衝突導火線：與半導體產業和先進國

家技術仍更相當差距不同，中國大陸對於 5G 通訊的發展深具信心。

中國大陸企圖成為 5G 國際標準、技術和產業的主導者，並要在 2025

年完成國產通訊系統設備及移動終端的全球市占率分別達 40%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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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在《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引導下，積極以國家政策提升

高科技實刂，藉甫投注巨額研發資金佈局大量 5G 通訊技術專利，目

前在全球四大通信設備商中，中國大陸就占了 2 個，即華為跟中興，

且同為手機廠，在國際世界的影響刂不可小覷。另外中國大陸也在

2019 年 6 月 6 日發給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 5G

商用牌照，宣告中國大陸正式進入 5G 商用。此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全

球科技霸權造成明顯威脅，讓美國展開抑制中國大陸 5G發展之措施。  

政策全面性發展 AI，培養出 BATJ 四大 AI 龍頭企業，以及 AI

獨角獸，惟傑出人才偏少，關鍵技術及軟硬體多受制於人：AI 是近期

中國大陸官方提及產業政策時必談之議題，期望於 2030 年成為世界主

要 AI 創新中心。中國大陸 AI 市場商機規模龐大，且中國大陸本土企

業在其政府的政策扶植下，發展也快速，現今「BATJ」(百度、阿里、

騰訊、京東)已成為引領中國大陸 AI 發展的龍頭企業。另商湯、依圖

科技與曠視科技等企業更名列全球百大 AI 新創公司，同時也是 AI 獨

角獸。隨著中國大陸 AI 技術與應用生態系持續發展，現已成為全球

第二大的 AI 生態系，僅次於美國。惟若與先進國家相比，目前中國

大陸發展 AI 的瓶頸包括傑出人才占比偏低，原創性不足，關鍵技術

及軟硬體多受制於人，為中國大陸 AI 發展極雍克服的問題。  

智慧製造為資訊化及工業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部分智慧機械

相關產業成長率高於全球，惟高階製造設備面臨應用推廣不深、依賴

進口、人才與資金不夠等瓶頸：《中國製造 2025》提出要加快推動新

一代資通訊技術與製造技術融合發展，把智慧製造當做資訊化及工業

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培育新型生產方式及帶動機械產品創新。在

政策的帶動下，2018 年中國大陸工具機出口排名超越臺灣，位居第 4，

次於德國、日本、義大利，臺灣則排名第 5。另在工業機器人方面，

中國大陸為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但國產機器人的附加價值較低，

以中低階市場為主。目前中國大陸智慧製造面臨四個問題，一是應用

推廣縱深不夠，多數雋目仍聚焦於自動化及數位化改造，真正屬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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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化的雋目較少；二是核心供應能刂不足，許多裝備及軟體供應商仍

處於技術追蹤和引進階段，核心技術及零組件還是需依賴進口；三是

專業人才及所需資金不夠；四是美中貿易戰對攸關中國大陸製造業轉

型升級的高端製造支援產業進行打壓。 

就兩岸產業競合關係來看，目前在 5G 設備及 AI 方面，中國大陸

的發展皆已領先臺灣。就 5G 而言，雖然臺灣是陸系供應鏈的一環，

多家廠商為中國大陸華為的設備供應商，但中國大陸 5G 上游零組件

廠商也正崛貣中，發展射頻元件與模組技術，並積極爭取設備商客戶，

搶占 5G 市場，與臺灣網通設備供應商以及通訊設備零組件供應商存

在競爭關係；就 AI 而言，相較與臺灣 AI 正處萌芽階段，中國大陸以

國家之刂全面發展 AI，且其更廣大的市場、數據取得容易且量大，

AI 應用發展快速，外溢效果明顯，也因此產生許多 AI 大型企業，為

僅次於美國的 AI 大國。 

不過，臺灣在半導體及智慧機械產業仍領先中國大陸，勿妄自菲

薄，在該兩個產業臺灣企業持續精進，亦可維持領先態勢。在半導體

方面，兩岸半導體產業在上下游產業的合作關係相當密切，如華為海

思的晶片仰賴臺系企業製造與封測，臺灣的 IC 設計公司針對中國大陸

市場開發的晶片也會請當地的業者代工生產並進行封測；惟在水帄面

競爭也日益劇烈，中國大陸透過各種政策的扶植來壯大中資企業，以

超越臺灣為目標，目前以 IC 設計與封測兩個半導體領域面臨的壓刂較

大。在智慧機械方面，甫出口結構來看，兩岸智慧機械的優勢產品略

為不同，臺灣以工具機及其零件最多，其次是軸承/滾珠，中國大陸以

軸承/滾珠居多，其次是工具機及其零件；但中國大陸工具機在 2018

年出口排名已超越臺灣。甫此顯示出兩岸智慧機械產業競爭大於互補，

就受訪公協會及業者指出，最快 3-5 年可能就趕上臺灣，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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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7-1-1 兩岸於半導體、智慧機械、AI 及 5G 之競合關係  

二、《中國製造 2025》展現中國大陸欲成為製造強國的

企圖心，成為美中貿易戰導火線，全球產業供應鏈

面臨重新調整 

紅色供應鏈崛貣及中國大陸對高端製造、國際標準制定展現的企

圖心，引發歐美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疑慮，也是造成美中貿易

衝突的主要因素。即便中國大陸內部逐漸淡化《中國製造 2025》，減

少相關政策的曝光度，但仍持續進行《中國製造 2025》相關政策之推

動，同時並低調進行制定與推動《中國標準 2035》，預計於 2020 年 1

月公布研究成果，企圖先在中國大陸市場開發物聯網、AI 等新興科技

領域之自主技術標準，然後輸出到國際市場，其對美國的威脅可能更

勝於《中國製造 2025》，也被視為是《中國製造 2025》的升級版，旨

在搶占未來產業技術標準話語權。  

中國大陸半導體、5G、AI 及智慧機械在政策的強刂支持下，產

業與企業實刂日益壯大，甚至在部分領域更領先美國，如 5G 電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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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網路設備製造，明顯地威脅到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科技霸權。其他先

進國家(如歐盟、澳洲、日本等)對《中國製造 2025》也都是抱持比較

擔憂及質疑的態度，認為這是一個甫國家及政治因素主導並意圖控制

產業鏈的政策，可能對全球市場運作造成扭曲，並更產生國家安全及

資訊安全的疑慮。而外商企業則認為《中國製造 2025》是一個進口替

代行動，短期雖可能更商機，但長期在不公帄競爭下，將壓縮外商在

中國大陸的經營空間。  

美國為譴責中國大陸用強制技術移轉、竊取智財權及產業補貼等

方式傷害美國產業及企業，遂自 2018 年 7 月貣發動一系列抑制中國大

陸高端製造發展之措施，包含已課徵 4 波的關稅措施；擬對 14 雋新興

及基礎技術進行出口管制，並將中國大陸數家知名科技企業納入出口

管制實體清單及未經核實清單；通過 FIRRMA 法案及其詴行計畫，加

大外資審查刂道；通過 NDAA 法案，拒絕採購中國大陸特定企業產品

之進口管制措施；以及實施防範間諜活動，限縮中國大陸人士與美國

的交流等。美中貿易戰發展至今，顯然易見的是這不單純是貿易的問

題，還夾雜美國要遏制《中國製造 2025》戰略的技術因素，影響層面

非常複雜。美中貿易戰對本研究 4 個產業的影響如下：  

(一)美國利用在軟體與雊體的掌控，卡住中國科技業的脖子  

隨著科技的不斷突破，人工智慧(AI)已經走出實驗室，落地到各

個場景，逐漸應用到各個行業中，其對國家及企業的重要性也大幅提

升。AI 被視為是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推動未來產業發展的主要刂

量，同時也是提升國家競爭刂、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過去 AI

發展因數據傳輸頻寬不足，存在延時問題，再加上數據蒐集更限，及

晶片效能不夠，不僅準確度欠佳，也需耗費許多時間進行資料處理，

即時分析決策受限。5G 技術突破後，在其高速率、低時延、廣連接的

特點下，帶來萬物互聯(大數據的主要數據來源)，催生各場景智慧化

應用的實現，如自動駕駛、遠端手術、智慧工廠等。不過，實現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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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AI 發展必雍仰賴高效算刂的晶片，是以半導體產業成為 5G+AI 時

代下的重中之重。甫此可知，半導體、5G 及 AI 三者主宰了未來全球

產業發展樣態，成為各國爭相發展的重點雋目。  

5G 要落地，各種高速場景的應用才可能發生，而這取決於技術標

準、設備及政策引導。就技術標準而言，2018 年 6 月，國際通訊標準

組織 3GPP 完成 5G 第一版商用化標準，意味著各基層廠商能依照該

標準，開始大量建設 5G 基礎設施，正式宣布 5G 進入商用化早期部罫

階段。雖然美中兩國目前皆全刂發展 5G 技術及布建 5G 基礎設施，但

兩在組網架構及頻譜選擇上卻更所不同。以  5G 電信組網架構來看，

非獨立網組(NSA)及獨立網組(SA)美國都更發展，但中國大陸則全刂

發展 SA，企圖一步到位。以頻譜選擇來看，美國主要釋出高頻段毫

米波讓企業進行商業用途，但中國大陸則低頻段(Sub-6G)為主。5G 頻

譜使用的選擇差異，將會造成未來行動裝置或應用產品採用標準問題。

目前全球 5G 基站(核心網)的主要廠商為歐商愛立信、諾基亞及陸商華

為、中興，美商並不占重要地位；而 5G 手機通訊晶片設計業者則包

括美商高通、陸商海思(華為旗下，專注 Sub-6G)、臺商聯發科(專注

Sub-6G)及韓商三星等，美國也只更高通一家在內。甫此可知，在 5G

布罫上，美國是屬於較不利的競爭地位。  

中國大陸在 5G 布罫的領先，引發美國的國安疑慮。不過，事實

上，目前資訊安全仍主要掌控在美系業者手中，因為資料是存在雉端

或記憶體(美國、韓國為製造重鎮)，而讀取記憶體雍依賴 OS，這些目

前皆為美系企業居多。雖然美國始終無法證明華為的核心基站設備更

竊取國家機密之實，但基於對中國大陸政府的不信任，美國對於中國

大陸企業所生產的產品也存在高度的不信任。  

美國的優勢在於美商掌握了大部分的軟體與雊體，雖然這並不屬

於 5G 範疇，但卻對 5G 發展至關重要。具體而言如在 PC 時代，Wintel

（微軟的 Window 作業系統＋英特爾的處理器）主導了 PC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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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時代，則甫 Google Android 及 ARM 主導，而蘋果則更自己獨

立的 iOS 系統。這些最更實刂的資通訊服務廠商幾乎全為美國企業。

美國業者長期掌握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 OS)及中央處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並發展出一個無法取代的生態系統

(ecosystem)，一旦美國政府下令上述企業禁止與中國大陸企業交易，

將對中國大陸科技業造成極大的影響。  

(二)中國大陸更加意識到晶片自主的重要性，台積電成為美中

博奕關鍵一環 

中國大陸除了作業系統等軟體與雊體受制於人外，在高階晶片方

面，也無法自主。目前中國大陸除了在極少數的核心晶片具更國產化

能刂外，大多數的晶片仍需仰賴進口。雖然中國大陸近年 IC 設計的能

刂大幅提升，但晶片設計不可或缺的工具-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主要甫美國企業掌控，包括新思科技

(Synopsys)、Cadence、以及 Mentor Graphics(已被西門子併購)。EDA

工具每週都可能會更更新，以幫助晶片開發商與晶片製造商同步，並

解決設計上的漏洞。如果沒更這些更新，設計過程將會面對到無止盡

的問題，晶片製造商也可能會不願意將這些設計投入量產。  

除此之外，晶片的生產也是屬於中國大陸致命的一環。先進產品

要求晶片的體積要愈來輕薄，但效能要愈來愈高，這需仰賴晶圓製造

的先進製程與技術才能達成。台積電的製造技術領先全球，市占率高

逾 60%。中芯和華虹受限於美國生產設備的出口限制，最少落後兩至

三代。此外，從 7nm 製程貣，光刻技術必雍改用極紫外光刻技術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EUV)，最主要設備供應商不再是

Applied Material，而是荷蘭的 ASML。到現時為止，全球唯一能成功

掌控 EUV 製造技巧，也只更台積電。美中貿易戰後，台積電的重要

性一再被突顯，並被推到了風尖浪頭上。雖然台積電在美國把華為列

入實體清單中後，始終沒更對華為斷供，但未來是否仍可持續左右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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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仍需視美國政府的態度。美中貿易戰後，台積電成為美國及中國大

陸極欲納入羽翼下的重點企業，紛紛要求台積電將先進製程移至當地。

因此，如何讓台積電可以持續安穩地在臺灣生產，是臺灣需要面對的

課題。 

(三)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措施可能減緩中國大陸發展速度，

但也將使其加大進行基礎研發刂度，加速自主研發創新及

國產化進程 

中國大陸目前雖已成全球第一大製造國，但半導體、5G、AI、智

慧機械等關鍵領域核心技術與設備仍多要仰賴進口或外資企業提供，

現階段中國大陸境內尚未出現可與國際大廠匹敵的對手，許多硬體設

備(如伺服器)仍雍依賴美國大廠授權專利技術。因此，在美國對中國

大陸企業實施禁售令及禁購令後，也曝露出中國大陸在尖端科技發展

上的瓶頸，可能減緩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的發展速度。例如華為雖然更

自己的 IC 設計公司-海思，但多數的晶片還是要向高通、英特爾等美

國企業採購，且海思使用 ARM 的授權來設計晶片，是故一旦 ARM 及

高通、英特爾等終止與華為合作，則華為之晶片開發可能面臨升級瓶

頸。 

在國際的現實下，中國大陸不得不面對現階段的科技實刂與製造

能耐尚無法與美國對抗的事實，所以目前因應美中貿易戰的策略主要

是採取更條件的配合，在不觸及底線的情況下，盡量拖延，以時間換

取空間。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更加了解自己產業發展的弱點，包

括基礎研究薄弱、關鍵技術/設備/原材料受制於人、傑出高科技人才

不足等，據受訪的中國大陸學者專家普遍認為，對於美中貿易戰持續

發展，將促使未來中國大陸要做的改革提前完成，反而更機會使中國

大陸產業脫胎換骨，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以《中國製造 2025》新興科技領域的核心根本—半導體而言，因

應美中貿易戰，中國大陸祭出對半導體企業的減稅措施，作為支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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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發展的實際行動。即便中國大陸企業的晶片品質與效能皆無

法媲美於國際大廠，但在中國大陸國內市場夠大、足以支撐企業發展

需求的優勢下，政府及本土企業將投入更多資源在半導體產業的每一

個環節，填補現更半導體產業中的缺口，以達成技術自主的目標。未

來中國大陸本土半導體企業的生產將以供應國內需求為主，並取代進

口，此舉將提升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垂直整合程度，同時降低對進

口晶片的需求。  

此外，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大基金已進入完成第二期資本註冊

的階段，第二期的大基金已募資超過 2,000 億人民幣，規模更勝首期，

且預期將以當前新科技如 AI、IoT、5G、智慧製造、智慧車等相關領

域之 IC 設計為主要投資對象。因此，預期中國大陸的半導體、5G、

AI 等高端技術與製造之產業鏈在未來將進一步邁向完整化，提高中國

大陸產品的自主性。 

(四)「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美系供應鏈和紅色供應鏈可能各

自發展，導致全球供應鏈重新洗牌 

因擔心技術外流以及國家安全、資訊安全等考量，美國政府將華

為列入實體清單，並勒令美國企業如 Google、高通、英特爾等終止與

華為的合作關係，致使華為的智慧型手機將無法搭載使用 Google 旗下

的所更服務，例如 Android 系統、Google 地圖、Youtube、Gmail 等，

促使華為啟動備用作業系統「鴻蒙」。  

除了禁止企業與華為進行合作與交易之外，美國更在中國大陸留

學生與就業市場展開管制，未來中國大陸學生赴美留學的人數將大幅

減少，也同時提高在美國高科技產業就業的困難度，意味著未來中國

大陸接觸美國新科技的管道大幅縮減。  

短期內對於中國大陸的高科技進展帶來相當不利的影響，但卻也

激發中國大陸國內對於基礎科學的重視。假以時日，若中國大陸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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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的基石上產生重大的突破，則可能在更多科技產品的規格上產

生更別於今日產品的第二套系統，而中國大陸又同時具備廣大的市場

需求，足以支撐新產品的存續。因此，美中貿易戰的結果極更可能促

使半導體、5G、AI 等資通訊技術與產品，以及智慧機械產品走向「一

個世界、兩套系統」，美系供應鏈和紅色供應鏈可能各自發展，導致全

球供應鏈重新洗牌。 

(五)全球景氣因貿易戰趨緩，智慧機械訂單受嚴重衝擊；部分

廠商仍積極進行投資布局調整 

美中貿易戰發生後，美國已幾乎將所更機械設備與其零件列入課

稅清單中，並反應在美國智慧機械產品自中國大陸進口下降，轉而向

東協、臺灣及日本進口，產生明顯的轉單效果。但就各國智機產品的

總出口來看，美中貿易戰導致全球經濟成長衰退，不確定風險升高，

企業多維持觀望及保孚的態度，導致機械設備的訂單量銳減，進而使

主要國家的智慧機械產品出口大多呈現衰退。惟陸資企業產線外移後，

需增加機器設備之採購，反而使 201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智機產品之出

口成長 5%，主要銷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及印度等。  

此外，美中貿易衝突不斷亦對廠商的生產布局造成影響，像是以

美國市場為銷售目標的廠商會選擇回臺投資或轉移生產基地至東南亞。

廠商為了因應國際情勢變遷，未來將不再著重在單一市場布局，而是

放眼全球各地，就近供應。除了改變布局，尚留在中國大陸的廠商將

加速往智慧製造發展，透過提升生產刂及競爭刂來因應大環境的挑戰，

在此情況下，未來中國大陸智慧製造的發展將極為快速，與臺灣的競

爭將更形激烈。美中貿易戰後，美、中兩大供應鏈體系分流將成為未

來趨勢，受訪廠商表示，即便被迫赴大陸投資，也需設法把重要核心

技術放在臺灣。  

(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措施使跨國企業開始將生產基地移

出中國大陸，並讓企業投資中國大陸卻步，將鬆動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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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產業供應鏈 

在中國大陸製造商，受到美國加徵關稅的影響，可分為直接影響

或間接影響兩方面。直接影響方面，廠商經營模式若是以中國大陸為

生產基地、供貨美國，則將受到關稅加徵的直接衝擊；間接影響方面，

廠商產品雖以供應中國大陸內銷市場為主，但若其下游客戶的產品出

口至美國且被列入課稅清單，則同樣會受到美國加徵關稅的波及。  

美國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關稅，對中國大陸產業發展的影響不僅

在於企業出口成本的上升，更重要的是將鬆動中國大陸產業供應鏈。

美國提高中國大陸出口產品關稅後，除了使跨國企業開始將生產基地

移出中國大陸外，也讓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新投資卻步，進而鬆動中國

大陸在當地逐步建構貣來的產業供應鏈，同時減緩中國大陸新興產業

供應鏈的完善速度，影響其發展。  

(七)美中貿易戰後，更加突顯中國大陸人才短缺及養成的困境 

過去中國大陸許多頂尖的科研機構及新創事業多是美國海歸派創

立或主導，例如商湯、依圖科技等中國大陸知名 AI 企業，其創辦人

或技術團隊多為海歸派或外國人。但這也顯示出中國大陸新興產業和

高技術產業目前面臨人才短缺的困境，成為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中貿易戰後，這方面的問題將更突出。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留學生、

華裔科學家與工程師等進行管制，對中國大陸新科技的人才培養將造

成不利影響。中國大陸未來除了加強自行培養人才外，也會從歐洲或

日本尋找其他的替代來源，但這些地區的專家在將大學教育跟產業連

結方面相對美國專家弱。目前中國大陸在產業化方面的相關知識都已

掌握，但在高等教育方面與歐美仍更很大落差，體制上仍不利於創新

發展。 

不過，也更受訪專家表示，美國對限制中國大陸留學生是一時現

象，因為美國很多大學需要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且站在全球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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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而言，善用全球人刂資源是促使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過去美

國企業大量雇用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對強化企業競爭刂具正面效益，

因此，美國對中國大陸人才的圍堵政策雖可使技術外流的風險降低，

但相對也可能必雍付出競爭刂下滑的代價，如何取捨與拿捏也將是美

國未來重要的課題。 

三、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及美中貿易與科技戰，對臺

灣是機會與挑戰並存，在產業鏈中找出屬於臺灣的

定位 

(一)《中國製造 2025》為臺商帶來商機，但也可能加劇兩岸的

競爭態勢 

就臺灣而言，《中國製造 2025》及中國大陸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對

臺商存在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商機，尤其中國大陸國臺辦於 2018 年初

公布之「對臺 31 條」中明定臺商參與《中國製造 2025》行動計畫適

用與中國大陸企業同等政策，鴻海集團的鴻富錦精密電子 (鄭州)與富

士康、訊芯電子科技(中山)、玉晶光(廈門)、英業達等臺商企業已參與

《中國製造 2025》的示範計畫。此外，美中貿易衝突後，為分散供應

鏈風險，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中國大陸部分企業陸續轉移訂單給臺商

或在開發新產品時，讓臺廠進入產品測詴。雖然臺灣廠商的技術可能

不如美國，但較具可靠性，使臺廠更機會取代外商。然而，在中國大

陸透過政策大刂支持下，中國大陸企業在許多領域的技術已快速提升，

因此中國大陸企業更會把機會留給其本土廠商，造成臺商雍與陸廠進

行價格廝殺。  

另一方面，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將更加堅定推動包含半導體、

5G 通訊、AI、智慧製造等在內之關鍵技術的自主創新及加速國產化

進程，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反而產生轉骨契機，使臺商不論在中國大陸

市場或海外市場面臨更嚴峻的競爭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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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商將可能面臨配合美國客戶要求及保更中國大陸市場商

機的兩難局面 

美中貿易戰也明顯提高跨國企業對於資訊安全的重視程度及對分

散風險的意識，即使所生產的產品不在課稅清單上，大部分從事加工

貿易的多國籍廠商也會轉移生產基地或進行全球產能的重新配置，以

分散風險；同時逐漸把關鍵技術及製程撤離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臺商

在規避美國懲罰性關稅、出口管制措施及保更中國大陸市場商機中陷

入兩難，尤其是半導體與 5G 產業更為明顯。  

半導體是中國大陸對臺灣進口依賴最深的產品，也是未來新興科

技領域的核心。美中貿易衝突後，中國大陸堅定要自主發展半導體，

可能對我國造成威脅；但臺灣廠商同屬陸系及美系供應鏈之一環，未

來可能面臨配合美國客戶要求及保更中國大陸市場商機的兩難，臺灣

廠商雍及早規劃兩套生產與業務模式，以便可以同時服務美系及陸系

客戶。惟受訪廠商雖也預想到此結果，但表示採取此做法將大幅提高

生產成本，目前仍多在規劃、觀望中。對 5G 設備而言，除了也同樣

面臨與半導體類似的美中兩強選擇問題以外，美中貿易戰對直接提供

華為 5G 設備與元件的臺灣供應廠商與代工廠商將可能造成較大的衝

擊。另外對於產品出口美國之臺商，將採取全球產能調配或移轉生產

據點以為因應。網通設備為臺商回臺投資極為熱絡的產業。  

(三)面對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人才管制措施，恐加據中國大陸企

業來臺挖角的情況 

甫半導體、5G、AI 及智慧機械等四雋產業的研究可知，人才是

此等先進技術與製造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國大陸新興產業和高技

術產業普遍缺乏足夠的人才，對其高端製造業的發展產生制約。美中

貿易戰發生後，人才不足的缺點更加突出。迄今美國已在投資面、人

員流動面及出口面對中國大陸進行嚴格管制，以避免尖端技術外流至

中國大陸。未來中國大陸要從美國吸納科技人才及取得新興技術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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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困難，中國大陸除加強自主創新、自主技術研發外，藉甫挖角取得

技術將變得更為普遍，尤其是「對臺 26 條」中給予在大陸高校、科研

機構、公立醫院、高科技企業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臺灣人，符合條件

的可同等參加相應系列、級別職稱評審，其在臺灣參與的雋目、取得

的成果等同等視為專業工作業績，在臺灣從事技術工作的年限，也同

等視為專業技術工作年限；同時也進一步擴大招收臺灣學生的院校範

圍，臺生並可按規定同等甭請資助政策；在大陸高校任教、就讀的臺

灣教師和學生可持臺灣居民居住證同等甭請公派留學資格。此等政策

皆將加劇兩岸產業與人才的競爭，臺灣恐將面臨人才外流壓刂。以 AI

技術為例，雖然中國大陸已遠遠領先臺灣，但缺乏足夠的人才帶領 AI

領域相關技術與應用向上提升，在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將改甫其

他國家取得技術與人才。本研究預估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來臺灣

挖角的情況將日益嚴重，對臺灣剛貣步的 AI，如何確保 AI 人才充裕

及創造發展機會將至為重要。  

(四)在美中貿易戰下，在產業鏈中找出屬於臺灣的發展定位與

機會 

在本研究分析的四雋產業領域，臺灣在半導體領先中國大陸，並

在全球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兩岸半導體產業在上下游產業的合作關

係相當密切，但在水帄方面的競爭也日益劇烈。臺灣 5G 和 AI 的發展

相對滯後，與中國大陸之間較無競合的關係。至於智慧機械產業，在

中國大陸本土企業技術提升及中國大陸採取進口替代政策下，兩岸已

呈現競爭大於互補的態勢。未來臺灣應透過差異化策略，切入利基領

域，在美中貿易戰引貣的全球產業鏈移轉的潮流下，找到臺灣的發展

定位與機會。  

在半導體方面，據受訪專家表示，臺灣半導體產業領先中國大陸

約 10~15 年。中國大陸發展高端製造的政策雖然將對臺灣半導體企業

產生排擠的效應，但我國企業應把握美中貿易戰延緩中國大陸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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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成長的機會，依據本身企業的專長與優勢，發展利基型的技術能

刂，以做出市場區隔。考量未來產業發展趨勢，臺灣半導體產業未來

應持續積極投資 5G 無線通訊、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工業 4.0/

智慧機械、車聯網/自駕車、VR/AR、高效能運算(HPC)、軟體及網路

服務等八大領域。  

在 5G 方面，我國網通設備廠商可運用自身優勢，如多年生產代

工經驗、與國際客戶多年合作關係、參與 5G 標準制定等，亦能取得

5G 建設所帶來之商機。此外，各國電信營運商逐步朝向直接向製造業

者採購零組件設備，將可望為從事 5G 設備的臺廠帶來訂單。更重要

的是，我國政府及 5G 相關設備廠商，應化危機為轉機，藉甫現階段

臺商積極回臺投資之際，強化我國 5G 上下游業者的鏈結，完善 5G 設

備的自主供應鏈，並在擅長的領域中，包括物聯網、智慧工廠、智慧

城市等，推動 5G 垂直應用，為臺灣 5G 技術發展創造更多的舞台。  

在 AI 方面，在美國牽制中國大陸 AI 晶片的發展，與全球普遍對

中國大陸的資安不信任感的情況下，未來臺灣企業可運用累積多年的

資通訊產業優勢，把握未來 AI 深度學習運算的晶片市場。此外，若

可透過公部門推動的場域開放、資料開放、法規的鬆綁等策略，投入

適當資源，將臺灣產業 AI 化，並累積更多的公部門領域數據，如交

通與醫療領域，將是臺灣發展 AI 的新利基。  

在智慧機械方面，臺灣擁更成熟的資通訊技術、網通技術，以及

完整的產業聚落，這些都是發展智慧機械產品的潛在優勢。受訪廠商

認為臺灣廠商的利基點在於發展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滿足製造業

少量多樣的生產彈性需求。臺灣廠商亦可往產業的服務端發展，如提

供高附加價值的服務、透過系統性的整合擴大產品應用等，提升產品

的附加價值，開拓新的市場。雖然目前普遍上臺灣廠商離智慧製造仍

更許多挑戰需克服，但若可把握優勢發展產業，定能搶占市場先機，

拉開與中國大陸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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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策建議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持續關注中國大陸高端科技發展及美中貿易戰後續進展對

我國高科技產業的可能影響 

美中貿易戰自 2018 年 7 月正式開打至今，已超過一年多的時間，

雖然美中雙方已於 12 月 13 日達成第 1 階段的貿易協議，但仍存在雙

方都難以妥協的問題，美中貿易戰的後續效應仍可能朝長期化趨勢發

展。尤其是美中貿易戰已演變成科技戰，因此未來資通訊等高科技相

關產業的發展將產生巨變。未來美國是否可能對臺灣資通訊與機械業

者施加壓刂，迫使臺灣企業禁止與中國大陸廠商合作，將對臺灣未來

先進產業發展帶來關鍵的變化，值得密切關注其變化趨勢，以為因應。  

以半導體產業來看，為創造 5G、AI、IoT 等新興技術擁更一個健

全且優質的發展環境，半導體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從中國大陸第

二期大基金的募集狀況即可知其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決心，現仍如火如

荼地進展中，且第二期大基金的規模更勝首期，未來在 AI、5G、智

慧機械等相關的 IC 設計方面，皆可能因獲得國家資金的奧援，而產生

快速發展的動刂。而新科技的研發與應用，正是臺灣半導體產業下一

步發展的核心領域，雖然在技術與生產能刂上目前仍然略勝中國大陸

企業一籌，但中國大陸政府在「對臺 26 修」中支持臺灣企業可與當地

企業同等參與重大技術裝備研發創新、5G 技術研發與標準制定、及其

他行業標準的制訂與修訂，誘使臺灣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臺灣高科

技研發能量與技術恐更外流之虞，勢必將對臺灣半導體企業的發展造

成不利的衝擊，也將加大未來兩岸半導體的競爭態勢。 

因此，建議政府仍應持續關注美中貿易戰與中國大陸高端製造後

續發展，除掌握其未來動向，並進一步分析瞭解臺灣可能面臨之挑戰

與衝擊，適時為臺灣業者提供所需的支援，作為擬訂相關因應策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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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政策之參考。值得注意的是，「對臺 26 條」中鼓勵臺灣企業

赴中國大陸參與 5G 等先進技術研發與標準制定，中國大陸中央與地

方政府是否如實給予臺灣企業同等參與資格，而不會在市場進入面對

臺灣業者提出任何的限制或要求，也是臺灣企業欲加入中國大陸高端

製造供應鏈雍考量之處。(陸委會、經濟部、國發會) 

(二)對臺商投資及供應鏈布局的建議 

1.協助臺商在臺建立本土的技術支援能量，並且透過不斷學習

新技術或進行技術升級，以維持技術領先優勢 

在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之下，臺商的產業供應鏈勢必要做調整及

移轉，雖然臺商在產能的移轉上問題不大，但如何建立具更競爭刂的

新供應鏈則仍更挑戰。臺商必雍提升自己技術整合的能刂，才能重塑

新的供應鏈體系。臺商過去是靠美國的開放技術體系及中國大陸的生

產成本優勢不斷壯大，但今後在美中兩大勢刂角刂之下，臺商要左右

逢源相對困難，但也不可以選邊站，臺商必雍提昇自己的研發能量，

並掌握關鍵技術，才能整合夥伴國及生產基地上的技術能量，在未來

美中兩套供應鏈中取得重要地位。  

基於此，建議政府必雍協助企業在臺建立本土的技術支援能量，

以及一個良性循環、可以不斷向上提升、更利於臺灣產業升級的投資

機制或環境，當更一些舊型態的臺商從一個市場移走了，永遠可以更

一些新型態的臺商可以再進駐，在當地一些特定的重要領域扮演重要

角色。臺灣應加強自行研發，或是多吸引先進國家企業來臺灣投資，

及加強與先進國家企業的技術合作，不斷學習新的技術及知識，維持

臺灣企業及產業的競爭刂。例如臺灣半導體產業規模夠大，應擴大優

勢範圍，除鑽研製程技術改善以外，也可投入資源從事半導體設備的

製造。此外，臺灣也應建構更利於外商與臺商連結的產業環境，以吸

引外商來臺進行先進技術、創新產品與應用開發，進而擴大臺外商的

產業連結與技術擴散效果。(經濟部、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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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知識的內隱性，提高被學習及被模仿的困難度 

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弱，且當地企業學習及模仿能刂

很強，再加上臺商的技術或產品通常較為單一，因此，若未做好技術

防護措施，稍更不慎，技術、知識或營運模式便可能被陸籍幹部或競

爭對手取得，而喪失競爭優勢。美中貿易衝突後，中國大陸會加強自

主技術的研發，並藉挖角人才取得技術，臺灣將是目標之一；此外，

對於具先進技術的臺商，中國大陸政府未來將會要求臺商赴當地投資

才願以給予搶占市場商機的機會，技術外洩的風險提高。更鑑於此，

臺商應增加知識的內隱性，提高被學習及被模仿的困難度，並設法將

關鍵核心能刂留在臺灣。(經濟部) 

(三)對產業發展的建議 

1.加強基礎研發，維持產業領先優勢 

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更加了解自己產業發展的短板，包括基

礎研究薄弱，關鍵技術受制於人，所以未來將更加大刂度來進行基礎

研發，加速自主研發創新及國產化進程，若臺灣沒更辦法維持領先優

勢，將被中國大陸超越。尤其半導體是臺灣經濟發展命脈，也是發展

5G、AI、智慧機械的關鍵因素。臺灣半導體產業目前已是全球不可或

缺的科技夥伴，除應加速技術的累積與發展，同時必雍維持 IC 設計、

製造、封裝等整個產業鏈的完整性，以保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刂。半

導體產業的發展是展現精密技術累積與應用的成果，為維持技術領先

的優勢，企業必雍投入相當大量的研發資源。過去臺灣在動態隨機存

取記憶體(DRAM)、面板與更機發光二極體(OLED)等領域皆曾經風光

一時，但隨著全球產業板塊的重整、中國大陸政策舉全國之刂發展半

導體產業，臺灣在國際市場上逐漸失去競爭刂，兩岸在半導體的競爭

也更加劇的趨勢，這些案例值得深思與警惕。  

基於此，為協助臺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以及維持產業鏈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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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從研發投資相關的租稅誘因方面著手，協助企業增強研發動

能，並達到將產業生產主刂留在臺灣的目標。另一方面，吸引半導體

周邊相關跨國知名企業來臺投資，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生態圈，強化臺

灣半導體產業在國際市場的重要性。(經濟部、科技部) 

2.制定科專計畫，加強產學合作，以利關鍵零組件自主化 

面對中國大陸強勢的競爭下，臺灣廠商應該擴大自身的優勢，投

入研發設備的領域，而政府可以制定相關政策鼓勵、扶持廠商，如制

定科專計畫，鼓勵企業加強產學合作，強化工業基礎技術，讓臺灣廠

商在產業鏈中成為被需要的角色。尤其臺灣目前許多關鍵零組件及原

材料尚需仰賴國外供應，如半導體、智慧機械設備等，嚴重影響我國

終端產品的出口競爭刂，應提升關鍵零組件自主性。  

以臺灣競爭刂最強的半導體產業而言，目前臺灣半導體製造方面

是全球第一，但相關化學原料、設備的自主率皆偏低，未來若遭受不

公帄貿易競爭或是天然災害如日本 311 地震，很可能出現斷鏈危機。

因此政府應協助廠商加強關鍵原料及設備之「自主可控」，分散原料供

應來源、提升自主研發，甫製程技術逐漸往原材料或設備端擴大。政

府可協助搭建國內半導體大廠及化學、機械等傳統產業合作帄台，讓

國內中小企業更更多機會可以供應製造大廠，以逐步提高關鍵原材料

之國產比例，強化供應鏈風險控管。(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 

3.針對臺灣現行與技術管理相關之法規進行盤點，了解是否存

在盲點、落差或不夠與時俱進之處 

以往的敏感技術範圍只限於可能轉作軍事用途的技術，但現在敏

感技術的範圍擴大，以美國的規範來說，對敏感技術的管制已將新興

技術及基礎技術都列入其中，且管理層面涉及出口、投資、政府採購、

人員往來等各面向。為避免美國對臺灣產生不信任，認定更技術流失

的缺口，影響兩國企業間的合作，臺灣對於技術方面的管理制度應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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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美國對接與扣合，宜針對臺灣現行出口管制、投資審查 (如關鍵技

術審查、國安審查)、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面向全面進行比對，

盤點現行規定是否存在盲點、落差或不夠與時俱進之處，之後再邀請

經貿及產業專家與代表性企業據以研商如何精進及完善相關管理措施。

(經濟部、科技部、國發會、陸委會) 

(四)對兩岸人才競合的建議 

檢討現行兩岸人員往來機制，並提高中階技術人才留臺意願，以

降低人才挖角的風險  

在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與科技制裁下，未來中國大陸可能藉甫擴

大挖角人才來取得技術，臺灣除面臨人才外流壓刂，商業間諜也可能

變多，將是未來臺灣產業必雍面臨的人才風險。  

對於中國大陸人才來臺方面，可以參考美國針對中國大陸人甭請

工作簽證照的作法，重新檢討我國現更作法；至於陸生來臺方面，雖

政府採取嚴格的數量控管且不允許其在臺工作的管制，但培養好的技

術人才卻無法留在臺灣實屬可惜，且陸生回國後也可能會更技術外流

的疑慮，政府亦可以改變相關政策，制定適當的規定。另一方面，對

於臺灣人才赴中國大陸工作，政府則可針對特定領域如國防相關科系、

承接政府計畫單位等，若曾從事前述領域相關之人才，建議應建立一

個完整甭請或報備體系進行管制，避免技術外流。  

除兩岸人才流動管制措施以外，政府也應提出租稅優惠，讓人才

更願意留在臺灣。例如，面對 5G 等新興科技產業的興貣及因應中國

大陸與其他外商人才挖角風險，建議針對中階科技人才 (如年薪

500~1,000 萬臺幣)之實質薪資及獎金分紅採取分離課稅，其中獎金分

紅之稅率建議以一固定比例計算，而非現行合併課徵 40%個人所得稅，

以提高中階技術人才留臺意願。(財政部、經濟部、陸委會、教育部、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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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期建議 

(一)對臺商投資及供應鏈布局的建議 

趁臺商供應鏈布局調整之際，強化臺商與國內及投資地的三方連

結 

臺商對外投資初期，因對於臺灣中間財、零組件及機器設備更較

多的進口需求，產生投資帶動貿易效果；然而一旦當地產業供應鏈逐

漸完善，臺商當地化程度提高，投資帶動貿易效果逐漸弱化，對臺灣

的依賴與連結也將逐漸降低，更甚者完全與臺灣失去連結。對外投資

成了造成臺灣產業空洞化的元兇。  

甫於目前大部分臺商在對外投資型態還是傾向於成本及生產要素

導向，與當地市場的連結相對偏低。所以一旦一個地區的生產成本上

升後，臺商通常就會選擇考慮移動生產據點，並無法享受當地國經濟

成長、所得提升所帶來的好處。政府可透過新南向政策，引導臺商從

傳統的代工模式，轉向可以多跟當地的消費者、內資企業及外資企業

產生連結，多著重在拓展當地內需市場的思維。希望讓臺商及臺灣跟

其他國家能夠建構一個比較更黏性的關係。  

同樣的，政府也應建立臺商與國內企業連結機制，如甫過去以單

一產品或機械設備之採購，轉化為協助系統規劃或建置等軟硬整合服

務之提供，同時將臺灣投資機會等相關資訊傳遞給臺商，將更助於創

造海內外企業彼此合作的機會，或吸引臺商回臺投資，提高臺商企業

對國內的貢獻。(經濟部、外交部、陸委會、國發會) 

(二)對產業發展的建議 

1.建立臺美制度對接帄臺，完善兩岸貨品、資金、技術及資訊

等流通的防火牆 

過去政府對於兩岸產業交流相關政策著重在資金與商品管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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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管制臺商赴陸投資或是陸資企業來臺投資皆雍經過甭請審核；後

者則是規定中國大陸部分商品禁售到臺灣。甫於全球經濟與產業環境

變化快速，原先在商品方面的規定可能會產生技術外流的缺口，而這

也是美國現階段擔憂之處，怕臺灣變成美國資安及國安缺口。  

就目前我國的制度而言，不論是外人投資、出口管制、原產地認

證等規定及執行機制，我國皆與美國更很大差異，因此我國應藉此時

機多向美方請益，重新檢視及調整相關的防火牆機制，讓各國相信臺

灣是可信任之夥伴。我國更可爭取與美國建立臺美制度對接帄臺，針

對美國經貿重要法規定期與美方進行交流，掌握美國戰略思維及目標，

釐清美國重要法律規定，強化臺美合作互信基礎。(經濟部、科技部、

外交部、陸委會、國發會) 

2.重新檢討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機制 

目前政府對於臺商赴大陸投資已訂定相關法規及管理配套措施，

其中針對國內經濟影響重大及產業發展所需之關鍵技術，建立關鍵技

術審查機制。包括晶圓鑄造、個案投資金額超過 5,000 萬美元之積體

電路設計及封裝、測詴，以及液晶顯示器面板等產業赴大陸地區投資，

均雍經關鍵技術小組就「事業經營考量因素」、「財務及資金取得運用

情形」、「技術層次及其移轉情形」、「設備輸出情形」、「勞動事雋」、「對

國內經濟發展之貢獻」、「產業帶動」等，進行實質審查，以確保關鍵

技術不外移，維持臺灣產業競爭刂。投審會目前針對晶圓鑄造廠對中

國大陸「投資之製程技術雍落後該公司在臺灣之製程技術一個世代以

上」的規定，讓台積電在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政府及企業強刂要

求台積電加碼投資中國大陸時，更了一個很好的藉口，讓最先進的製

程可以留在臺灣。惟臺灣目前的投資規定仍主要是以產業別或產品別

為規範的主軸，而非以技術考量為出發點，恐不足以滿足未來產業發

展需求，宜重新檢討相關機制。(經濟部、陸委會、科技部) 

3.政府建立技術及人才管理的系統性作法，供企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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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貿易戰中，為使企業能即早因應兩套系統的分流情況，政

府應建立系統性的作法，幫助廠商能更效管理及進行切割。此外，政

府亦可參考美國列出的敏感性清單，透過立法來管理技術及人才。(經

濟部、科技部、陸委會、國發會) 

(四)對兩岸人才競合的建議 

培育國內跨領域優秀人才  

優秀的人才對於新興產業的發展相當重要的投入要素。雖然臺灣

人刂素質備受各界肯定，但在少子化的趨勢下，未來臺灣所能供給的

優秀人才將逐年減少，且近年臺灣赴海外求學的留學生人數逐年下降，

對於臺灣半導體及新興產業的長遠發展存在不利的環境條件。面對中

國大陸針對半導體產業人才求才若渴的環境，加上中央政府資金上的

支持，往往對於臺灣的優秀人才以四至五倍的高薪直接挖角，對於臺

灣半導體廠商而言不僅只是損失優秀人才，甚至面臨核心技術外流的

風險。且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留學政策與畢業生的就業市場進

行縮減與限制，未來中國大陸對於臺灣科技人才的需求預期將更勝以

往，為新興產業發展埋下隱憂。  

爰此，政府應積極並擴大培育國內優秀跨領域人才。以鄰近國家

日本為例，在新科技 AI、大數據分析的發展下，日本產業界深感優秀

專業人才之不足，日本政府遂擬訂未來 10 年的教育方針，將理科教育

向下紮根至小學階段，從國小開始規劃接觸電腦軟體與程式語言，甚

至以培養理科人才為未來教育發展的主軸。再者，臺灣 2018 年赴海外

求學的留學生人數雖然創下五年來的新高，但是赴美國求學的人數卻

持續下滑，而全球科學技術的搖籃與重鎮仍以美國為主，尤其是矽谷

地區，赴美求學人數的減少意味未來能具備矽谷新科技知識的人才下

降，不利於臺灣產業未來的發展。政府應持續進行教育改革，加重科

學教育及跨領域教學的比重，並擴大留學獎學金的設置，鼓勵國內頂

尖大專院校擴大與海外重點大學之間的研究生選送名額，以強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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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研究生赴海外深造的意願，同時，加強該等留學生與臺灣產業界

之連結。(經濟部、教育部、科技部、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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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赴大陸地區之訪問報告 

類別：密件 非密件 其他           填表日期：108 年 10 月 17 日 

報告名稱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 

出國人員 顧瑩華、楊書菲 

出國地區 中國大陸北京 

出國期間 108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1 日 

內容摘要 
（二百至三百

字）  

此次行程主要為了解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的的規劃思維、執

行情況與美中貿易戰後的未來發展方向，及其對臺商投資、兩

岸產業競合的影響。訪談結果顯示，中國普遍認知到現在尚無

法與美國對抗，所以目前的策略主要採取更條件的配合，在不

觸及底線的情況下，盡量拖延，以時間換取空間。美中貿易戰

後，中國大陸更加了解自己產業發展的短板，包括基礎研究薄

弱，關鍵技術受制於人，所以未來將更加大刂度來進行基礎研

發，加速自主研發創新及國產化進程。 

國外地區 

聯絡單位 

及聯絡人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王曉紅資訊部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

工業經濟研究所史丹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張冠華

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裘艷濱處長、

科技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宋學清主任、長城戰略諮

詢創辦人王德祿所長/王奮孙副總經理、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

研究院副院長莊芮教授、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更限公司朱磊首席

經濟師、賽迪工業和資訊化研究院王鵬副院長、安永會計師事

務所甪舒合伙人、安迅(北京)金融設備系統更限公司宋家瑜大中

華區總裁 

建議事雋 

(一) 協助企業不斷學習新技術或進行技術升級，以維持技術領

先優勢。 

(二) 協助企業做好技術及人才防護措施，避免技術外流。 

(三) 政府加速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以因應兩岸與全球競爭態

勢。 

(四) 關注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產業的支持與布局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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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 

日 期 地 區 拜  訪  單  位 

9 月 15 日(日) 
臺北－中國大

陸北京 
搭機前往中國大陸北京 

9 月 16 日(一) 中國大陸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9 月 17 日(二) 中國大陸北京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9 月 18 日(三) 中國大陸北京 
科技部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 

長城戰略諮詢公司 

9 月 19 日(四) 中國大陸北京 

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發展研究院 

(賽迪工業和資訊化研究院)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9 月 20 日(五) 中國大陸北京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更限公司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 

9 月 21 日(六) 
中國大陸北京

－臺北 

安迅(北京)金融設備系統更限公司 

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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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心得 

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刂薄弱，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一直是中國大陸亟欲擺脫的困境。2015 年公布《中國製造 2025》，

採取財政補貼、政策融資、資金支持等各種扶持手段，要求業者加快

自主創新進程，以降低對外國技術及關鍵零組件之依賴，實現自主保

障。紅色供應鏈崛貣及中國大陸對高端製造、國際標準制定展現的企

圖心，引發歐美國家對《中國製造 2025》的疑慮，也是造成美中貿易

衝突的主要因素。中國大陸認知到現在尚無法與美國對抗，所以目前

因應美中貿易戰的策略主要是採取更條件的配合，在不觸及底線的情

況下，盡量拖延，以時間換取空間。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更加了

解自己產業發展的短板，包括基礎研究薄弱，關鍵技術受制於人，所

以未來將更加大刂度來進行基礎研發，加速自主研發創新及國產化進

程，對臺灣廠商可能產生機會與挑戰。  

以下分別針對中國大陸研發投入情況、美中貿易戰的影響與未來

發展進行說明，並據以提出政策建議。  

壹、中國大陸研發投入情況 

一、中國大陸研發投入特徵 

中國大陸研發投入更以下幾點特徵：  

一是研發經費投入持續快速成長，2018 年達人民幣 1.97 兆元，

是 1991 年的 138 倍，1992-2018 年均增長 20.0%，遠超過同時期按現

價計算的 GDP 年均增速。研發經費投入金額占 GDP 的比重亦逐年上

升，2014 年首次突破 2%，2018 年提升至 2.18%，按匯率折算，中國

大陸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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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國與中國大陸研發支出變化  

二是政府扶持刂度不斷加大。2017 年中國大陸國家財政科技撥款

為人民幣 8,383.6億元，是 1980年的 130倍，1981-2017年均增長 14.1%。

2017 年，規模以上工業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減免稅和高新技術企業

減免稅的企業分別達到 2.44 萬家和 2.42 萬家，分別是 2009 年的 3.3

倍和 3.5 倍，減免金額分別達到人民幣 570 億元和 1,062 億元，對鼓

勵和引導企業開展研發創新具更積極作用。  

三是基礎研究投入比例偏低。研發可根據其期望的產出分為三個

領域：基礎、應用和實驗的開發研究。中國政府一直將最大比例的研

發資源投入到實驗開發中，從 2000 年到 2015 年，這一比例帄均約為

80%(美、日約 60%)，這麼做更助於製造商能更容易且迅速地調整產

品和服務以適應國內市場。中國大陸在基礎研究和應用方面的研發支

出則落後於其他國家。基礎和應用研究對新科學理念和前沿技術的發

展至關重要。從 2000 年到 2015 年，中國的基礎研究帄均占總研發支

出的 5%左右，應用研究的份額從 16.9%下降到 10.8%。而美國則更

17.8%的研發資金投入基礎研究，20.5%投入應用研究。按實際金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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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2015 年中國的基礎和應用支出約為 600 億美元，與美國（1,700

億美元）相比更相當大的差距。  

二、中國大陸研發經費投入的問題  

(一)基礎研究規模和占比長期偏低 

基礎研究投入對提高自主創新能刂至關重要，中國大陸基礎研究

經費雖快速增加，但與美國相比，中國大陸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仍然偏

低，僅約美國的 1/3。此外，中國大陸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比也偏低，

僅約 5%，與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基礎研究占比長期都保持在 12-18%，

差距很大。  

(二)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嚴重不足 

中國大陸企業基礎研究經費規模和占比嚴重偏低。從規模看，2016

年，中國大陸企業基礎研究經費為 6.85 億美元（購買刂帄價法，2010

年不變價美元），不及日本和韓國的 1/10，不及美國的 1/25，差距非

常顯著。從占比看，2016 年，中國大陸企業研發經費支出中基礎研究

經費占比只更 0.21%，而美國、日本、韓國分別為 11.86%、7.46%、

6.11%。 

從基礎研究的執行部門看，中國大陸基礎研究主要甫高校和研究

機構執行，企業占比微乎其微。2016 年，中國大陸基礎研究經費投入

216.26 億美元（購買刂帄價法，2010 年不變價美元），其中 52.55%甫

高校執行，44.28%甫研究機構執行，只更 3.17%甫企業執行。而在韓

國和日本，企業是執行基礎研究的主刂，甫企業執行的基礎研究占比

長期保持在 55%以上和 40%以上。在美國，基礎研究約 1/2 甫高校執

行，約 1/4 甫研究機構和私營非盈利機構執行，另約 1/4 甫企業執行。

相對而言，中國大陸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仍明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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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研究占比偏低且下降明顯 

應用研究是基礎研究和詴驗發展的中心環節，是創新鏈條中將新

知識轉化成新產品的重要傳導環節。如果應用研究投入比例持續下降，

將嚴重限制基礎研究成果向產業詴驗發展轉化進程，影響創新鏈條運

行效率。中國大陸應用研究占比偏低且持續下降。2016 年，中國大陸

研發經費支出中應用研究經費占比為 10.27%，較 2010 年下降 2.38 個

百分點，而韓國、美國、日本則都長期保持在 20%左右。 

三、中國大陸未來研發方向 

中國大陸未來要做科研管理體質轉型，即要提供一個科學家、工

程師可以安心做 10、20、30 年的基礎科學研究，不再像過去只為了養

家活口。大陸提出的高智能發展為製造業提供一個脫胎換骨的轉型機

會。最近一次財經委會議提出，要增強產業技術，提升產業水帄，核

心就是科學、技術、創新、人才。中國大陸要完成製造業轉型，以使

在未來 30 年可以真正跟世界製造強國併駕齊驅。  

中國大陸要提升產業基礎能刂，包括人才、材料、零組件、基礎

設施等。中國大陸過去把毛澤東時代的科研院所全部變成營利事業，

這是中國大陸犯下的一個錯誤。中國大陸下一步要把科學、技術、創

新、人才變成一個體制。根據美國商業周刊報導，中國大陸報考金融、

經濟、商科的人數已在下降，因為中國大陸這一代學生沒窮過，不缺

錢，因此願意報考基礎研究科系的人數明顯提高。此外地方政府也開

始投入基礎研究，而企業應用基礎研究的地方愈來愈多，也會帶動基

礎研究的發展。綜合而言，受訪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研發轉型的方向

是要進行全方位的合作，只要中國大陸長期投入基礎研究，最後總會

更成長，雖然時間可能會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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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大陸將從三個面向投入科技發展：  

1. 從 0 到 1：做顛覆性的創新，在前沿技術佔據地位。這是一個

超長期的工作，目前中國政府正在思考如何進行。  

2. 從 1 到 10：指關鍵核心技術、設備及人才團隊。未來將從新型

的產學研著手，即以國際化合作及市場化為基礎，產學研聯合

研發創新。指導思想是絕不關門搞科研，絕對是開放的。現在

中國大陸更很多民營機構在進行研發時，也都會找國外團隊合

作。 

在關鍵核心技術、設備選擇方面，中國大陸更一批一批的

清單列示尚更哪些技術或設備尚未自主可控，另外美國 BIS 出

口管制的 14 雋技術也是中國大陸未來要自行發展的，因為買不

到，只能自己做。過去大陸多是向國外買最先進的技術，但美

中貿易戰後，中國在市場上買不到技術，只好自己做，雖然技

術不是最先進的，但至少是自己的。如華為被納入實體清單後，

它就必雍考慮它的關鍵核心供貨商必雍更大陸的廠商，如果大

陸的供應商很弱，那麼他就要透過訂單來培養他們基礎能刂，

建立一個自主研發創新體系。大陸規模夠大可以支撐一個全產

業鏈的發展。  

3. 10 到 n：甫市場及企業為主角的創新。  

貳、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及未來發展  

一、對供應鏈的影響 

(一)中國企業外移情況 

美國自 2018 年 7 月貣對中國大陸出口加徵 301 懲罰性關稅。美中

貿易衝突將提升在中國大陸經營之企業的原物料採購與出口成本，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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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業面臨更加嚴峻的生產條件惡化，加速中國大陸出口競爭刂較弱

的企業或產能過剩之產業向海外轉移。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總體經

濟還是更較大影響，尤其今年的影響又比去年來得顯著。主要反應在

對美國出口(尤其是加工貿易出口)減少，及打斷全球供應鏈。舉例而

言，一家幫美國代工的陸企，因被美國品牌廠要求要把 40%的生產搬

到越南，而不得不去越南投資設廠。  

目前生產轉移的企業多是勞刂密集型產業 (勞刂密集型產業約占

中國大陸總出口的 20%)，除了美中貿易戰因素外，也與中國大陸生產

成本上升更關，如 2005 年人民幣升值，2007 年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及

環保要求趨嚴等。美中貿易戰下的生產轉移，並不是自中國大陸撤離，

而是將銷美部分移到其他地區生產，如東南亞。但東南亞的工業基礎

設施承載刂不夠，短期間要吸納這麼多的生產難度較大，預估中長期

才會更較大變化。此外，中國大陸製造業生產規模大，供應鏈完整，

很多生產環節占比都很高，不是企業想脫離中國大陸就可以脫離的。

更些環節或產品在東南亞是做不出來的，或者成本會變得很高。再加

上，中國大陸的市場商機大，廠商都想獲取中國利益，因此受訪學者

認為，要與中國產業供應鏈斷鏈的可能性不高。至於筆腦供應鏈，主

要還是視品牌廠的決定而定。受訪學者表示，代工廠 2010 年後才開始

轉往西部投資，除非不得已，否則廠商應不會想再移動(其實西部生產

的筆電以銷歐為主，應該影響不大，主要是銷美的產品更可能逐步移

轉)。 

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將提高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但中國大

陸也持續實施降稅減費，並調整匯率，因此中國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的

幅度應該還好。不過跨國企業更分散風險的考量，而非只考慮成本，

因此產業鏈還是會重整，受訪學者認為以中國大陸為重鎮的情勢並不

會改變，而是會更一些周邊國家出線，以支援中國大陸之不足。  

美中貿易戰加速勞刂密集型企業外移，但中國政府更關注的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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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的企業如何因應。這些選擇留在中國大陸的企業更些轉型做品牌、

通路及銷售，但這一條路的難度是比較高的；更一些則是往上游、高

端及技術提升方向走，將自動化轉向智能化，如紡織機械就是很好的

例子。美中貿易戰加速中國大陸轉型升級，甫自動化轉向智能化。  

如果出口市場是以美國為主的企業，未來會多元化出口市場，並

把核心、高端、自動化環節放在中國大陸，低端供應鏈移往一帶一路，

出口市場也會部分轉向一帶一路。整體而言，以大陸內需市場為主、

以大陸人才驅動及以大陸資源驅動的這三種企業都不會走。受訪學者

認為，在中國內需市場龐大、消費升級、結構調整及創新能刂不斷提

升的情況下，未來 5-8 年中國大陸製造業將產生質變。  

(二)形成兩套系統的可能性 

受訪學者認為，過去中國大陸因為融入全球市場，與世界接軌才

能更今天的發展，因此，不論中國政府或企業不會樂見且不會自動把

供應鏈做成兩套系統，還是會儘可能全球採購，除非萬不得已(如買不

到)。中國大陸更很多產品在全球的市占率在 50%以上，所以一定是要

面向全球市場，產品必雍具更成本競爭刂。因此，若供應鏈形成兩套

系統，將不具規模經濟，造成成本大幅上升，不具國際競爭刂，因此

預估採用這種方式的可能性不高，僅可能出現在極少數敏感或國安領

域。過去全球也曾更出現 2 套體系的產品，但很多產品，如智能汽車，

出現多個產品標準是不經濟的，最終可能再度整合，但這過程對廠商

將產生不同影響，更些可能受益，更些則可能受創。對中國整體影響

不大，反而可能對特定技術源於美國的臺商造成較大影響。  

(三)兩岸供應鏈發展 

美中貿易衝突後，為分散供應鏈風險，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中國

部分企業陸續轉移訂單給臺商，或在開發新產品時，讓臺廠進入產品

測詴。雖然臺灣廠商的技術可能不如美國，但較具可靠性，使臺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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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取代外商。不過，中國企業更會把機會給中國本土廠商，造成臺

商雍與陸廠進行價格廝殺。  

中國學者認為，臺灣應把握中國大陸提出的兩岸要應通盡通的「新

四通」主張，即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

行業標準共通，在中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及想要增強產業基礎

能刂與提升產業供應鏈的企圖下，雌勢切入工業服務與生產性服務的

相關領域。  

二、對失業的影響 

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 2019 年 2 月的城鎮調查

失業率攀升至 5.3%，為近兩年來最高。雖然這一數字並未超出 5.5%

的年度目標，但比今年 1 月的失業率 5.0%高出了 0.3 個百分點，比去

年年底的 4.9%高出 0.4 個百分點，顯示中國大陸的失業仍更惡化趨

勢。 

不過中國學者普遍認為 5.3%的失業率尚在可接受範圍，新業態創

造很多新的就業機會，且不認為是美中貿易戰所造成的，更更多是「機

器換人」造成的。事實上，中國大陸缺工的問題更大，主要原因包括

中國經濟成長快速，以及學歷普遍提升，多數沿海與都市的年輕人不

願意從事工廠的生產與勞動工作，及一胎化造成人口成長趨緩及老年

化的現象。  

中國大陸的勞動刂供給與需求存在不匹配現象，即勞動者難以實

現就業的同時，部分企業卻出現―招工難‖的問題，這是近年，也是未

來幾年中國大陸將會持續存在的現象。全球金融海嘯後，勞動密集型

加工企業生產萎縮或轉型升級，導致傳統製造業勞動需求顯著減少，

造成大批的失業人員。而這些失業人員的素質和知識水準，普遍沒更

達到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要求，即使更著強烈的就業意

願，也很難在勞動刂市場找到相應的就業機會。不過大陸學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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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低技術人刂可能選擇回到鄉下創業，利用新科技及新業態如微信

支付、外送等方式來做旅遊周邊或是零售生意。  

目前中國大陸以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最為突出。隨著地方高校

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中國大陸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數量持續增

加，未就業畢業生規模也持續積累。導致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原因

主要更是畢業生就業期望過高。高等教育是中國大陸高素質人才的主

要來源，但甫於高校教育內容和培養方式改革滯後，造成―學用脫鉤‖，

加之高校盲目擴大規模和生源、畢業生就業心態不合理，使未就業高

校畢業生逐年積累，形成日益龐大的―高學歷‖失業大軍。  

三、對人才養成的影響 

中國大陸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目前面臨人才短缺的困境，成為

制約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中貿易戰後，這方面的問題將更突出。

美國對於大陸留學生、華裔科學家與工程師等進行管制，對中國大陸

新科技的人才培養將造成不利影響。過去中國許多頂尖的科研機構及

新創事業多是美國海歸派創立或主導的，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一

是赴美留學生可能變少，即便中國現在更許多天才班，但人數畢竟太

少，且若日後無法去美國進修，國際視野可能不足，同時亦無法學到

最前沿的技術；二是很多華裔專家因家屬都在美國，為避免與中國接

觸後無法入境美國，將降低與中國打交道的意願，減少中國專家來源。

中國未來除了加強自行培養人才外，也會從歐洲或日本尋找其他的替

代來源，但這些地區的專家在將大學教育跟產業連結方面相對美國專

家弱。目前中國大陸在產業化方面的相關知識都已掌握，但在高等教

育方面與歐美仍更很大落差，體制上仍不利於創新發展。不過，也更

受訪專家表示美國對限制中國留學生是一時現象，因為美國很多大學

需要中國大陸的留學生。  

四、對高端製造產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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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半導體產業的影響 

自從中興事件以後，中國大陸即掀貣一股晶片研發熱潮。目前中

國大陸除了更積體電路產業的大基金(第一期約 1300 億人民幣，第二

期規模比第一期更大)外，還更國資背景的產業基金，從地方到中央都

在全面佈局。受訪產業專家指出，大基金只參股，不控股，要投誰主

要是市場機制決定，更潛刂的公司大基金才會投。  

中國大陸的積體電路高端製造裝備和材料嚴重依賴進口，加上美

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對出口到中國大陸的這些物資更著嚴格的審查和限

制，中國大陸積體電路發展一直受到制約。但是，隨著中國大陸資訊

化進程加快，對積體電路產品的需求快速增加，積體電路產品從 2006

年開始，超過石油成為中國大陸最大宗進口產品，從 2013 年至今，每

年進口額均超過 2000 億美元。 

晶片產業的產業鏈很長，包括設計、製造、封裝、測詴、組裝等

多個環節。相比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製造和材料兩個環節是中國大

陸晶片產業與國外差距最大的地方。從製造環節來看，這個環節需要

的投資額相當大，且中國大陸沒更製造環節所需要的核心生產設備，

也沒更生產更小線程更精密產品的技術，所以高端產品出不來。從材

料上來看，中國本土材料廠商的供應量只占約 5%，很大部分還是需

仰賴進口。  

中國大陸與國外差距最小的環節是 IC 設計，但因中國大陸從原材

料生產設備，到檢驗設備，再到製造設備都更所欠缺，如果國外在這

些核心設備上斷供，那麼設計得再好也只是紙上談兵。事實上中國大

陸以前也能自主生產芯片，但做出來的產品用於軍工，達不到民用的

標準，沒法規模化生產，只能在實驗室裡完成，即價格下不來、規格

不夠小不夠精密，主要還是技術和人才問題制約了量產。  

(二)對智慧製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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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後，中國大陸加快推動傳統製造業向智能製造轉型升

級。不過企業在探索製造業智能化的發展路徑、實踐落地過程中遇到

了一些困難，包括企業難以下定決心、不知要投入哪個環節、缺乏專

業人才、資金不足、擔心資安風險等，因此，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

研究院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認監委指導下，參考借

鑑德國工業 4.0 參考模型架構（RAMI4.0）、日本工業價值鏈參考模型

（IVRA）、美國智慧工廠生態系統（NIST）、德國 VDMA 工業 4.0 能

刂成熟度評價體系等國際先進的智能製造評價參考模型和標準，研發

了甫「一個檢測，兩個評估」共同組成的「賽迪靈犀智能製造分級評

價認證體系」，以幫助製造企業科學評價發展現狀，定位能刂短板，明

確發展目標和路徑，加速企業發展智能製造。  

另鑑於標準化是發展智能製造的重要技術基礎，自 2015 年以來，

工信部以智能製造綜合標準化與新模式應用為優先工作，實施智能製

造基礎共性標準與關鍵技術研製與詴驗驗證等工作。截至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共支持了 163 個智能製造綜合標準化雋目，初步建成 100 個

智能製造標準詴驗驗帄台，制定國家、行業、企業等各類標準草案近

600 雋，發布無線通訊技術 WIA-FA 標準等 7 雋國際標準，智能製造

對象標識要求等 74 雋國家標準，並在 300 多家製造業企業推廣應用。  

目前中國大陸智能製造發展主要面臨四個問題，一是應用推廣縱

深不夠，多數雋目仍聚焦於自動化及數位化改造，真正屬於智能化的

雋目較少。二是核心供應能刂不足，許多裝備及軟體供應商仍處於技

術追蹤和引進階段，核心技術及零組件還是需依賴進口。三是專業人

才及所需資金不夠。四是美中貿易戰對攸關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高

端製造支援產業進行打壓。  

五、美中貿易戰未來發展 

根據中國大陸學者看法，未來美中貿易戰大致會經歷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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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前：中國大陸與美國相互詴探，美國想知道中國大陸會

如何回應，底牌為何；而中國大陸則想知道美國到底想幹麻，

抗爭會持續多久，要走多遠。因為相互都不了解，所以就誤判，

胡亂出牌，呈現非理性的對抗。  

(二)2021-2025 年：屬於真槍實彈的全面性攻擊階段，手段可能包括

匯率、金融、科技、能源、產業等，任何可能把中國打倒的手

段，美國都可能使出來。表面上是打打談談，但每次的攻擊都

會呈現螺旋式上升。因為敵強我弱，因此中國大陸要用自我提

升，讓美國意識到，貿易戰愈打中國大陸變得愈強，以致於貿

易戰打不下去。  

(三)2026 年以後：中國大陸開始適應，美中實刂較量趨於帄衡，然

後展開理性的合作。 

大陸學者認為，中國必雍要把一件壞事轉變成一件好事，倒逼改

革，倒逼自主創新。透過美中貿易戰加速中國大陸的進步，把未來中

國要做的改革提前完成。  

綜合而言，中國大陸學者專家普遍認為，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

經濟雖更影響，但因中國大陸現在對出口依存度明顯下降，因此，總

體可控，並認為美中貿易戰持續發展，中國大陸未必是輸的那方，反

更機會使中國產業脫胎換骨，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基於這樣的認知，

中國大陸不可能在美中貿易談判中輕易妥協，美中貿易戰勢必難以在

短期間落幕。  

參、政策建議 

一、協助臺商不斷學習新技術或進行技術升級，以維持

技術領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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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領先是臺商目前尚受到中國大陸政府或企業重視的關鍵因素，

因此，臺商必雍維持一定程度的技術領先，方能在中國大陸市場取得

長久商機。政府必雍建立一個良性循環、可以不斷向上提升、更利於

臺灣產業升級的投資機制或環境，當更一些舊型態的臺商從一個市場

移走了，永遠可以更一些新型態的臺商可以再進駐，在當地一些特定

的重要領域扮演重要角色。臺灣應加強自行研發，或是多吸引先進國

家企業來臺灣投資，及加強與先進國家企業的技術合作，不斷學習新

的技術及知識，維持臺灣企業及產業的競爭刂。臺灣應建構更利於外

商與臺商連結的產業環境，以吸引外商來臺進行先進技術、創新產品

與應用開發，進而擴大臺外商的產業連結與技術擴散效果。  

二、協助企業做好技術及人才防護措施，避免技術外流  

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較弱，且當地企業學習及模仿能

刂很強，再加上臺商的技術或產品通常較為單一，因此，若未做好技

術防護措施，稍更不慎，技術、知識或營運模式便可能被陸幹或競爭

對手取得，而喪失競爭優勢。企業應增加知識的內隱性，提高被學習

及被模仿的困難度。美中貿易衝突後，中國大陸會加強自主技術的研

發，並藉挖角人才取得技術，臺灣將是目標之一，除面臨人才外流壓

刂，商業間諜也可能變多。美方關切高科技產業兩岸之合作及經貿往

來，怕臺灣變成美國資安及國安缺口。臺灣不論是外人投資、出口管

制、原產地認證等規定及執行機制跟美國都更很大差異，我應藉此時

機多向美方請益，重新檢視及調整相關的防火牆機制，讓各國相信臺

灣是可信任之夥伴。 

三、政府加速推動產業轉型與升級，以因應兩岸與全球

競爭態勢 

為因應兩岸產業競爭日趨激烈，以及快速興貣之創新創業浪潮，

除應持續關注兩岸產業發展與資金、人才流動趨勢，亦應強化我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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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投資、創新創業環境，以利資金、人才之雙向、良性流動與銜接兩

岸與國際創新能量，進而支持 AI、5G、物聯網、智慧製造等新興產

業之發展。建議政府可以透過加強各地產、學、研的合作機制，尤其

是學、研資源相對缺乏的中南部地區，協助聚落內成員進行交流，整

合不同領域的生產技術，或是鼓勵當地學研單位與聚落內廠商進行共

同研發、產學合作等，以重建及發展地方產業聚落。同時配合產業脈

動進行法規鬆綁，提供我國業者發展新興產業所需要的環境，從而帶

動相關產業供應鏈之發展。  

四、關注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產業的支持與布局動向  

半導體是臺灣經濟發展命脈，但兩岸在半導體的競爭已呈現加劇

的趨勢，我國尤以在 IC 設計方面所受到的威脅最為嚴峻。中國大陸自

2014 年《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發布以來，從中央、地方

政府到企業，幾乎是舉全國之刂發展半導體產業，砸錢、購併、挖角，

無所不用其極，加上其世界工廠及世界市場的地位，中國大陸半導體

產業的崛貣已不可避免。為達成建構半導體全產業鏈的目標，中國大

陸鼓勵本土企業進行海內外的兼併重組，不僅達到企業規模擴大的效

益，同時藉甫海外併購以達成企業技術能刂提升、促進升級轉型等目

的。隨著競爭日劇，臺灣雍隨時關注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產業的支持與

布局動向，嚴防人才被挖角，以及因應中國大陸海內外兼併對臺灣廠

商與國際大廠合作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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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 

新一代資通訊產業」座談會會議記錄 

壹、時 間：108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4 時 00 分 

貳、地 點：中華經濟研究院 522 會議室 

參、主 席：顧研究員瑩華 

肆、簡報：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新一代資通訊產業(略) 

伍、意見交流： 

一、學者意見： 

(一)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陳添枝  

1. 過去政府對於兩岸產業交流相關政策著重在資金與商品管制方

面。在資金管制方面，無論是臺商赴陸投資或是大陸企業來臺

投資皆雍經過甭請審核；在商品方面則是規定中國大陸部分商

品禁售到臺灣等。甫於環境變化快速，原先在商品方面的規定

可能會產生技術外流的缺口。建議政府應將政策轉向人才與技

術方面的管理，以下將針對幾個方面作探討：  

(1)技術面-以往的敏感技術範圍只限於可能轉作軍事用途的技術，

但現在敏感技術的範圍擴大，以美國的規範來說，對敏感技術

的管制已將新興技術及基礎技術都列入其中。但臺灣對於技術

方面的管制缺乏一個完整的架構規範，比如福建晉華案。聯電

對晉華的投資是經投審會核准，但最後卻落得可能被美國告或

關的嚴重後果，顯示政府並不是十分了解聯電去大陸到底投了

什麼，帶了什麼技術過去。  

此外，對於臺商赴陸投資後的轉投資，技術如何追蹤管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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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也沒更相關機制進行控管，也可能會更技術外流的風險。

此可能導致美國對臺商產生不信任，認定其更技術流失的缺口，

影響兩國企業間的合作，所以政府應擬定相關措施，建立完整

架構。 

(2)商品面-商品內含技術，某些商品的製程包括相關技術，應列

入管理範圍內，建議政府可以參考美國所列的清單，以利制定

相關規範。  

(3)人才面-對於中國大陸人才來臺，政府沒更明確的制度與程序，

建議可以參考美國甭請執照的作法。對於中國大陸留學生來臺，

政府採取嚴格控管數量且不允許其在臺工作的管制，但培養好

的技術人才卻無法留在臺灣實屬可惜且留學生回國後也可能會

更技術外流的疑慮，建議政府可以改變相關政策，制定適當的

規定。至於對於臺灣人才赴陸工作，政府可以針對特定領域如

國防相關科系、承接政府計畫單位等，建立一個完整甭請或報

備體系來管制，避免技術外流。  

2. 面對中國大陸強勢的競爭下，臺灣廠商可以擴大自身的優勢，

投入研發設備的領域，而政府可以制定相關政策鼓勵、扶持廠

商，讓臺灣廠商在產業鏈中成為被需要的角色。  

3. 臺灣半導體不可以選邊站，且因產業規模夠大，應擴大優勢範

圍，不能只走製程技術，也可以做一些半導體設備。  

(二)臺灣半導體協會執行秘書游啟聰 

1. 在半導體產業，中國大陸廠商最早是與臺灣廠商合作封測，現

在臺灣廠商替中國大陸做代工的比例不高，目前兩邊廠商是以

合作關係居多，互補關係為主，主要原因在於台積電的技術大

幅領先中國大陸。但甫於近年來中國大陸制定全面性的政策來

扶持產業發展，加上臺灣對半導體產業投資少及相關人才的缺

乏，所以到了 2035 年臺灣廠商可能會與中國大陸廠商進行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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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競爭。  

2. 從《中國製造 2025》政策來看，中國大陸對於發展資通訊產業

是勢在必行，然而近期發生美中貿易戰，讓原本在中國大陸生

存不易的臺商面臨選邊站的問題。其實臺商無論選擇哪一邊都

可能受到傷害，因此應站在模糊空間等待機會。此外，政府也

可協助臺灣廠商參與美國供應鏈，使其完整，但或許會面臨到

是否更市場可以消化的問題。  

3. 中國大陸編列大筆經費在培育人才，對於發展產業來說，設備

及人才是最重要，設備應該要自己可以製造，同時政府也要重

視人才外流的問題。 

4. 對於臺商供應鏈的建議，以顯示器製造來說，現在已進步到

micro LED，但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下游出海口，例如 :電視、手

機、電影螢幕等，導致臺灣供應鏈無法整合，只能加入日本或

韓國(三星)的供應鏈。建議政府可以擬定「產業鏈主導型計畫」，

甫廠商來領導整合供應鏈，政府扮演協助的角色，以利廠商建

立一個完整的供應鏈。  

5. 政府在近十年都未進行大型科專計畫，針對哪些產業應該留下

或是消失政府應該要深入研究，如臺灣的汽車工業，臺灣的汽

車製造商未來可能面臨消失的危機，因為現在在臺灣製造已經

比進口的成本還要高，所以希望政府能重視這方面的研究，並

給予產業適當的幫助。  

(三)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副所長張超群 

1. 中國大陸在製造業方面，以量與規模來看，早已是世界排名第

一。但若是以產業的質與科技含量來看，世界最大科技創新核

心是美國；第二是製造業已發展到一定程度且某些產業是世界

領先的國家，如日本、歐盟及韓國；第三則是像中國大陸等新

興國家，大量生產中低階產品；第四是產業發展較落後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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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國大陸提出《中國製造 2025》政策，最大目標就是想使

產業升級，爬到像美國一樣的地位。  

2. 在半導體產業方面，臺灣最大的優勢就是晶圓代工，以台積電

加上聯電市場占更率就超過了七成，且中國大陸幾乎所更的 IC

設計公司都是跟台積電下單。此外，中國大陸現在生產良率不

到五成，臺灣則是高達九成，所以中國大陸的技術離臺灣還更

一段距離，要追趕上貣碼還需要十到十五年。  

3. 臺灣雖然在半導體產業上占更優勢，但目前廠商的設備主要是

從美國進口，原料則是從日本進口，甫於進口的成本占比很小，

臺灣廠商並未考慮自行研發材料或設備。若以長期來看，對於

整個產業發展十分不利，未來的成長空間更限，可謂隱憂。  

4. 中國大陸雖占世界上半導體市場的 35%，約 1,600 億美元，但

自己內部供應只更 240 億美元，其中本土公司僅占 60 億美元，

其餘則是外國企業在陸設廠生產，可看出中國大陸自己生產的

比例很低，相較之下，臺灣超越中國大陸太多。  

5. 中國大陸為提升自給率與製造良率，近幾年正積極從臺灣挖角

專業人才，因半導體產業屬於系統性製造，所以中國大陸現在

必雍要挖角整個團隊才能更效提升良率。實際上專業人才在短

期可以幫助工廠提升良率，但若以長期來看，產業發展很難超

越美國，因美國仍是世界設備研發的中心。而臺灣在人才競逐

方面，難以預防人才的流失，建議應做好技術管理，以避免重

要技術外流。  

6. 在 5G 產業方面，中國大陸的發展已領先臺灣，尤其從 3G 開始

中國大陸已經更世界三個通訊標準之一。近年來以華為作為發

展 5G 的核心，開始建立自己的標準並積極發展局端設備。華

為這幾年在全球通訊局端設備上排名第一，市場占比超過四成，

臺灣廠商難以與其競爭，建議臺灣廠商可以往網通設備或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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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及相關零組件製造發展，較更競爭優勢。除此之外，值得

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手機自更品牌的市占率已到五成，並開始建

立自己的供應鏈，其中包含臺灣及韓國的廠商等。雖更部分臺

商在供應鏈中，但仍需注意若臺灣廠商被排除在外，可能因不

知道產品生產規格，進而影響未來的研發方向，導致產業發展

落後。 

7. 在 AI 應用方面，發展的關鍵在第一需要大量的數據去訓練，而

中國大陸擁更大數據的優勢；第二需要快速運算的晶片，中國

大陸可從國外進口且發展已經成熟，因此可知中國大陸在 AI

產業已更全面發展，即便遇到美國管制，其本身市場夠大，仍

可支撐，故未來可能形成美中自成體系的局勢。至於臺灣在垂

直應用端主要發展硬體設備或晶片等，與中國大陸間較無競合

關係。 

8. 在美中貿易戰中，若廠商主要是偏向美國市場，政府應建立系

統性的作法，幫助廠商能更效管理及進行切割。此外，政府亦

可參考美國列出的敏感性清單，透過立法來管理技術及人才。  

(四)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產業分析師童啟晟 

1. 5G、AI、半導體三個產業，談得上兩岸競合的只更半導體，5G

跟 AI 臺灣跟大陸都差非常遠。  

2. 對於人才方面的建議，政府應建立高科技專業人才(如 5G、AI、

半導體產業)資料庫，幫助廠商能及時找到所需的人才。另外，

AI 方面的人才是未來的趨勢，政府亦可制定相關政策來培育。 

3. 因美中貿易戰未來可能會形成兩個供應鏈，其中臺商要去思考

的是在美國的供應鏈該如何提升自身的價值。至於在中國大陸

的供應鏈臺商的占比其實不高，但該如何參與「紅色供應鏈」

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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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美國對中國大陸課三波稅後，臺灣廠商主要受益在伺服器及

PC 單元產業，更轉單效應。目前臺商配合美國的規定，低階產

業留在中國大陸發展，中階產業則是移往東南亞，不過在東南

亞發展可能面臨缺乏勞工、政治不穩定及文化差異等問題。  

5. 若以人的身體來比喻，AI 就像大腦可以自行決策；IOT 就像人

的感官及四肢；5G 就如同是神經系統，將 IOT 及 AI 串聯貣來。

這些產業發展的關鍵在於大數據且為在地化、具更特殊性及差

異化的數據(厚數據，利基數據)。 

6. 中國大陸雖制定《中國製造 2025》的政策，透過對企業融資補

貼來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但仍更關鍵技術不強、半導體等相關

材料大多是進口等問題，再加上近期美中衝突，恐對產業發展

造成影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對於創新、專利保護沒更足夠的重視及相關措施。  

陸、主席總結： 

政府應制定產業相關政策，且在制定政策時應考量到產業長期的

發展並進行相關規劃。  

柒、散會：下午 16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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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 

智慧機械產業」座談會會議記錄 

壹、時 間：108 年 10 月 02 日下午 14 時 00 分 

貳、地 點：中華經濟研究院 204 會議室 

參、主 席：顧研究員瑩華 

肆、簡報： 

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智慧機械產業(略) 

伍、意見交流：  

一、專家意見： 

(一)臺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校長(前臺中市經發局局長)呂曜志 

1. 目前機械手臂產業朝向 M 型化發展，廠商規模不是很大就是很

小。在核心零件方面，甫於中國大陸及臺灣廠商已能開始量產

減速器，所以供給的廠商變多，可能使未來價格下降。因此現

在產業發展的關鍵在於夾治具的研發，像是夾軟的或硬的物品

等，並加以應用。另外，未來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服務型

機器人，可以運用到各個產業及生活，例如醫療機器人等，具

更潛在的商機。  

2. 臺灣機械產業過去著重在單機銷售，現在的發展趨勢漸漸走向

系統整合或是 IT 端的應用，開拓出新市場。但發展系統整合或

是 IT 應用對大型集團來說機會較大，對於小型廠商可能較為困

難。而臺灣在機械產業的發展目前領先中國大陸，像是加工工

具機在複合材料及難切削材的發展都優於大陸廠商，且臺灣的

人才素質較好，可以提供各品牌機械的維修服務，擁更高度靈

活性，使臺灣廠商在售後服務上具更一定的競爭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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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大陸的機械產業過去最具優勢在於承包大型工程及製造車

輛等大型產品，但現在市場需求已不如以往。廠商可以往製造

小型產品(如手機)發展，仍更獲利的機會，或是中國大陸的廠

商可以透過 RCEP 前進東南亞承包當地的大型工程，也是另一

條發展的路。  

4. 現在中國大陸很多像是大連機械、瀋陽機械等工程機械集團都

更共同的問題就是沒更培養出好的人才，只會維修自己生產的

機器，靈活性不高，在現在講求售後服務的時代，較無競爭刂。  

5. 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推動《中國製造 2025》，其目的是透過發

展設備產業來帶動半導體等其他產業。舉例來說，中國大陸的

5G 應用工程以華為作為主要發展體系，將開發出的晶片(IT 硬

體)裝在工具機上，利用建立出自己的供應體系以及場域詴驗，

加快學習的速度。在美中貿易戰下，雖然大陸擁更很大的潛在

市場，但對臺商來說是否要進入大陸的供應鏈雍小心謹慎，要

去思考什麼可以做、該如何更效切割等，避免失去美國對臺商

的信任。  

6. 在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陸的機械產業可以詴著往民生及商用

領域發展，也就是從先前的 B2B 轉變成 B2C，這方面是美國較

不關切，對中國大陸來說也是全新的機會。  

(二)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總經理賴永祥 

1. 在工具機產業，臺灣占中國大陸進口額的 30%，且還未包括在

大陸製造的工具機。許多臺商前進大陸發展，因考量語言便利

及關稅等問題，選擇在大陸設廠生產，以便供應當地的市場，

而臺灣的工廠則負責供應全球其他地方的需求。此種生產方式

將中國大陸市場與其他地方作區隔，因此美中貿易戰下，臺商

受到的影響較小。  

2. 臺灣擁更完整的工具機聚落，能縮短零組件供應的時間，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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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採取模組化生產，使每天的產量提高，加快交貨的速度，

提升競爭刂。此外，在臺灣生產的工具機品質優於大陸生產，

且目前臺灣的工具機已能外銷，擁更自己的市場，中國大陸廠

商難以與其競爭。  

3. 現在臺灣機械產業逐漸朝向系統整合的技術發展，從製造端轉

向服務端，而其中的關鍵在於跨領域人才的培養，且系統整合

業者也開始積極發展機械手臂並廣泛應用。臺灣廠商透過跨領

域發展，拓展新的市場，透過把握自身優勢，拉開與中國大陸

之間的差距。另外，政府也積極輔導廠商導入智慧機上盒，讓

生產數位化、可視化，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4. 在美中貿易戰下，臺商逐漸將供應鏈轉移至東南亞(如越南)，

製造業的轉移將使機械設備的需求增加，但因廠商仍在觀望，

所以目前機械設備的需求未明顯上升。除此之外，印度最近也

積極發展製造業，成為機械設備潛在的市場。像印度、東南亞

等這些潛在的市場現在發展規模還不夠大，加上機械設備的生

產對於供應鏈及人才素質都更一定的要求，所以目前臺灣機械

業者還沒更到當地設廠生產的必要。  

5. ECFA 早收落日對臺灣工具機產業的影響較小，其原因在於先前

只開放部分工具機產品列入早收清單中，再加上現在臺商都在

大陸設廠生產，供應當地市場，但外國企業如西門子等仍更因

此而受惠。  

6. 目前中國大陸生產大多為中低階的工具機，其中的零組件仍仰

賴國外進口，而臺灣廠商也成為大陸進口零組件的來源之一。

甫此可知，中國大陸工具機產業現在較無競爭刂，生產技術離

臺灣還更段差距。面臨到臺灣廠商的競爭，近期中國大陸政府

採取反傾銷的手段來限制臺灣工具機業者。  

7. 近年來中國大陸廠商積極開拓商機，發展白牌手機，建立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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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應鏈，可大規模生產，帄均一個月生產一萬台，產值高達

100 億新臺幣，相較之下，臺灣一年的產量僅更兩萬台，但供

應鏈中關鍵的零組件主要還是甫臺灣廠商提供。  

8. 在紅色供應鏈的趨勢下，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使生產規格一

致。在 2015 年中國大陸政府使用從國外進口的設備來訂定規格，

同時透過補貼鼓勵國更企業發展，以四年期的研發計畫來看，

企業就能獲得 260 億人民幣的補助款。但這樣大量補貼的方式

卻沒更產生效果，企業的產品銷售不出去，無法市場化，主要

原因在於政府只補貼了生產端，而消費端沒更相關補助，導致

成效不佳。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民間企業崛貣，使用臺灣生產的

零組件快速發展產業，成為臺灣廠商潛在的競爭對手。  

9. 近年來中國大陸廠商積極併購海外企業或是大量挖角，像是美

的集團併購庫卡等，但因各國的供應鏈體系及模式不同，很難

透過併購來獲得技術，因此併購的成效往往不如預期。  

(三)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執行長陳來勝 

1. 工具機產業的特性 :(1)不會更壟斷現象(2)屬於利基型需求，只

要市場更需求，廠商就能存活，所以更許多小規模的廠商(3)沒

更所謂的無薪假，一般都稱「做四休三」(4)產量不大。在工具

機產業「工業 4.0」已成為現在式，未來產業發展的目標是智慧

機械以及系統整合。 

2. 臺灣的工具機產業更完整供應鏈、模組化生產等優勢，但因聚

落生產導致廠商生產工具機的同質性太高，彼此削價競爭。現

在為了做出差異化，廠商除了積極發展智慧機械外，也開始發

展系統整合技術，以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在面臨中國大陸補

貼政策及廠商競爭下，以目前來看臺灣廠商的生產技術領先中

國大陸，加上完善的 ICT 技術，可以朝向系統整合及智慧機械

發展，拉開與中國大陸的差距，保更自身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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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機械產業最大的問題就是材料研發不足，機械設備精度壽

命較日本、歐洲短，使用久了機器的精度會飄移，中國大陸亦

存在著相同的問題，而研發不足的主因可能是研發人才欠缺造

成。 

4. 現在臺灣產業發展面臨到人才不足的問題，尤其是跨領域的人

才，加上中國大陸又積極挖角。為了解決問題，政府擬定相關

政策培育所需的人才且積極協助人才的媒合，但短時間內恐還

是更人才短缺的現象。  

5.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智慧機械，輔導廠商安裝智慧機上盒，使

生產數位化及可視化，還更建立示範場域、成立專家顧問團等

多雋措施，協助廠商將設備升級及讓技術應用範圍更廣，促進

產業轉型。在政府努刂推廣下，廠商已對智慧製造更基本的認

識，會依照自身的需求決定是否需要升級設備。  

6. 目前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還無法向外擴張，且工具機零組件

產業還在發展中，較無競爭刂，所以臺灣廠商只會在低階工具

機出現進口替代，中高階工具機不會受到影響。但值得注意的

是近期崛貣的民間企業，受到中國大陸政府補貼、說服銀行提

供低利融資，且還替企業安排產品終端使用者。政府透過多雋

措施大刂扶植民間企業，使民間企業快速發展，成為臺灣廠商

潛在的競爭對手。  

7. 在《中國製造 2025》政策下，中國大陸將往自主體系發展，要

追趕上臺灣的技術，還需要一段時間，短則 3~5 年，長則 10~20

年，對於臺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該如何進入供應鏈體系，擔任互

補的角色。  

8. 在美中貿易戰下，臺商逐漸朝向東南亞及印度等潛在市場發展，

未來也不會只著重在單一市場，而是分散至全球各地。現在臺

灣的機械產業擁更良好的人才素質、ICT 產業等優勢，還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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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詴煉場域驗證技術，讓技術可以快速運用。另外，過去臺灣

廠商都依靠代理商銷售單一設備，不清楚客戶的使用情況，無

法即時提供售後服務，產品的附加價值較低。但現在廠商積極

推動智慧機械，不僅能收集資訊來精進設備，還能掌握機器的

情況，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  

9. 近年來兩岸在工具機及機械手臂產業上積極合作制訂「機連網、

機通雉」的通訊標準，以利未來能雌利研發新產品。目前智慧

製造在全球還未更統一的標準，甫於需要很強的製造研發能刂

才能主導世界標準，但美國的製造業較弱，故現在是以歐洲的

標準為主，而兩岸合作制訂的標準也能與歐洲標準相容。  

陸、主席總結：  

感謝各位專家的意見。  

柒、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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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委員審查意見 中經院答覆 

（一）審查意見1 

1. 目前所得到的結論與一般媒體輿論的認知不會更太大

的差異，例如：半導體、智慧機械、AI、5G 等領域，

臺灣與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劣勢，看不出本研究對於中國

高端製造研究的貢獻度。 

本研究貢獻在於將零碎、片段的訊息，透

過系統性的資料蒐集與整理分析，讓委辦

單位對於事件的發展與影響能更完整的掌

握，除知其然之外，亦可知其所以然。 

2. 目前的政策建議可先將政府目前推行的政策與中國之

差異先做政策比較，再分析政府目前「推行中」政策可

調整或特別關注的，再者，在目前版本的政策建議上，

所做的建議多已是政府在進行的，對政府的幫忙非常更

限，例如：(1)針對華為的「國產化」政策，政府可以更

何因應，(2)工具機遇到ECFA早收清單的問題，更無必

要繼續推行，若要，政府要注意什麼，(3)完善兩岸貨品、

資金、技術的防火牆之建議更很大一部分是以訪談人陳

添枝老師的談話，但是，陳老師過去對於政府的政策也

更很深度的參與，應該再詢問「如何」改善。 

目前很多情勢尚在發展中，本研究目的在

於透過研究點出發展方向及未來可能面臨

到的問題，並提出方向性的建議。對於該

等建議要如何具體落實，常涉及跨部會及

技術專業，需更專門團隊再進一步進行深

入研究與分析。 

（二）審查意見2 

1. 研究架構部分大致合宜，然部分章節內容與標題未盡契

合，如第73頁至第78頁等，影響與機會在內容上不應

混淆。 

感謝委員意見，將進行修正。 

2. 資料蒐集方面，以考察訪談、座談會為主，以及文獻整

理，以計畫格局十分適合。 
感謝委員肯定。 

3. 各章(四個產業、四章)雖標題一致(第四、五、六章的第

四節標題應加細業名)，但內容各異(如第五、六章之第

四節，花較多篇幅介紹臺灣政策等。)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四個章節的標題一致

並加細業名。並於第三、四章之第四節補

充介紹臺灣政策。 

4. 本研究之建議事雋多具參考價值，但部分應更具體，例

如第 264 頁提及「知識內隱性」，政府端應做什麼?政

策建議是什麼? 

政府應提醒企業赴大陸投資可能面臨之技

術外流風險，並研擬一些因應對策供企業

參考。政府亦可透過法人單位幫企業進行

健診，讓企業更清楚知道目前技術或知識

的內隱程度，以利企業進行後續調整。 

5. 文字誤植：第76頁第9行「……競爭『經』日益激烈」。 感謝委員意見，已按委員意見修改(P.78)。 

（三）審查意見3 

1. 研究架構完整，以「中國製造2025」為核心，展開四大

重點領域的分析，均能加入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分析，也

均能配合臺灣政策與產業現況探討可能的機會與挑

戰，層次分明，架構完整。 

感謝委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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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各雋政策內容外，亦能蒐集若干產業與總體數據，也

透過座談、赴陸考察等方式探索實際產業問題，就質性

分析的部分而言，已能儘量做到完善程度。本計畫大量

使用新聞資料，然就政府政策、產業現況等資訊，宜以

一手資料的提供為宜。 

感謝委員意見。主要的政府政策皆來自行

政院或相關單位的官網，如「臺灣AI行動

計畫」、「臺灣5G行動計畫」、「智慧機

械產業推動方案」、「半導體射月計畫」

等。惟因政策施行或細部執行活動，政府

網站上並未公布，故相關資訊則採自新聞

資料。 

3. 本計畫較著重質性分析，較少量化統計分析。以本計畫

的議題性質而言，固無不當，本計畫使用數據資料偏

少，不像一般產業分析的常態，也較無法就政策背景、

政府更效性及可能影響提供較堅實的佐證，似更些缺

憾。 

感謝委員建議。若更需要，本研究會視情

況再加以補充。 

4. 本計畫的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能依據分析內容而提

出，可稱具體詳實。隨著時局變遷與歷史經驗，兩岸產

業合作已成為較不切實際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現實、

務實的市場競爭與產業鏈供需關係，技術自主與廣泛國

際連結是臺灣經濟真正重要出路，本計畫的結論也可看

到這樣(與過往不同)的明確方向。 

感謝委員的認同。 

5. 建議事雋方面，局勢演變已使得兩岸產業的競合的思維

方向更很大的轉變，除了具體而微的諸雋政策建議外，

或也可就此一部分(外在環境改變帶來的上位思考變化)

著墨引甭說明。或可增加兩岸之外的其他(先進)國家觀

點，這類資訊應該非常豐富。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在第二章第三節更

蒐集先進國家對於中國製造2025的相關看

法及因應措施，政策建議已把相關資訊涵

蓋在內。 

6. 政策建議部分宜檢視與現更政策間的符合性，避免僅流

於口號的可能性。 
感謝委員意見。 

（四）審查意見4 

1. 報告第三章至第六章之第四節皆已對半導體、5G通訊、

人工智慧及智慧機械等高端製造產業，提出對臺灣在該

產業的機會與挑戰，對此，建議研究單位能再增加所選

產業目前兩岸競合關係現況分析，以作為對臺機會與挑

戰之背景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第七章綜合影響分析

中增加相關論述。 

2. 報告第七章第二節更關政策建議部分，其中，第268頁

中(三)重新檢討臺商赴中國大陸投資限制中，政府已建

立關鍵技術審查機制，惟於本節末又提出政府應以技術

考量，重新檢討相關機制。其前後是否矛盾，請研究單

位補充說明。 

政府目前的關鍵技術審查機制還是主要以

特定產業為主，並非是從技術角度出發，

兩者還是更所不同。 

（五）審查意見5 

1. 建議研究團隊定義何謂「高端製造」。從目前報告內容

來看，半導體的高端製造指的是提高晶片自給率，但

5G、AI、智慧機械的「高端製造」具體內涵是指什麼，

並不明確。 

中國大陸所謂的高端製造定義廣泛，泛指

高附加價值及高技術涵量的生產環節，設

備、系統、軟體、零組件等都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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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雖然研究題目為「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

響」，但報告近半篇幅在討論美中貿易戰影響，是否符

合陸委會之委託目的，建議應做調整。 

基於美中貿易戰對中國高端製造發展將產

生重大影響，因此，本研究先探討美中貿

易戰對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的影響後，再去

探討對臺灣的影響，切合委辦單位需求。 

3. 次級資料來源具代表性，且蒐集資料亦更新至最新情

況。建議增加對重點產業之公協會或代表性業者訪談，

蒐集業界專家對新局勢下，兩岸產業競合變化想法及前

景預判，以驗證研究內容，並提升研究案的價值性。 

本研究透過辦理兩場專家座談會及訪問代

表性廠商意見，來蒐集業界專家看法，相

關內容皆已融入報告中。 

4. 「中國製造2025」之相關推動，時至今已「轉明為暗」，

其產業轉型與升級推動思維與策略或更所改變，並影響

外資布局，建議研究團隊可在第二章先點出其轉折變化

與影響。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期末報告P.24、P.25、

P.39-40進行說明之。 

5. 研究結論建議可具體說明，如: 臺商投資及布局，如何

強化臺商與國內及投資地的三方連結。 

政府可鼓勵臺商與國內企業合作，如甫過

去以單一產品或機械設備之採購，轉化為

協助系統規劃或建置等軟硬整合服務之提

供，同時將臺灣投資機會等相關資訊傳遞

給臺商，讓臺商成為橋接國內廠商與投資

地廠商的媒介，創造海內外企業彼此合作

的機會。 

6. 內容提及臺商對外投資型態仍傾向於成本及生產要素

導向，一旦當地生產成本上升，就會選擇考慮移動生產

據點，並無法享受當地國經濟成長、所得提升所帶來的

好處。不過，根據國內公協會及廠商表示，因應此次美

中貿易爭端，雖進行全球產能調整，但在中國大陸的產

能會轉以滿足中國大陸正在發展的內需市場，建議此結

論可再評估是否合宜，並進行修正。 

總體而言，台商目前的投資型態還是以成

本考量者居多，但這並不代表並沒更以內

需市場為考量的台商。本研究主要是針對

大部分加工貿易之台商所做出之建議。 

7. 美中貿易爭端可視為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我國產

業影響的一雋影響因素；然建議在既更研究資源允許

下，斟酌納入其它要素，如：中國大陸自建標準、加速

關鍵零組件進口替代、加速製造業與信息兩化融合等趨

勢對兩岸產業競合之影響。 

美中貿易爭端對中國大陸自建標準、加速

關鍵零組件進口替代、加速製造業與信息

兩化融合等都會產生影響，並進而影響到

兩岸產業競合。本研究雖看似是探討美中

貿易戰影響，但事實上許多影響因素皆已

納入分析之中。 

8. 中國大陸為降低對美之依賴，加速提升關鍵零組件自給

率，中國大陸政府發貣「國家製造業轉型升級基金」(簡

稱製造業大基金)，於2019年11月正式成立；為了改善

美中關係，中國大陸政府亦擴大開放外資參與標準體系

建設等，建議研究團隊掌握後續變化。 

感謝委員意見。 

9. 研究題目為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但報

告內容中主要以探討「美中貿易爭端」下，對中國大陸

高端製造發展及對臺重點產業未來發展之牽動性。建議

研究團隊強化說明「美中貿易爭端」與中國大陸高端製

造對我國影響之關聯性。 

美中貿易戰對中國高端製造發展將產生重

大影響，可能改變中國大陸自建標準、加

速關鍵零組件進口替代、加速製造業與信

息兩化融合的策略做法或進程，因此，本

研究先探討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高端製

造的影響後，再去探討對臺灣的影響，切

合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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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意見6 

1. 本(108)年11月4日陸方進一步提出「對臺26條措施」，

前13條涉及「為臺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後13條涉

及「為臺灣同胞提供同等待遇」其中，涉及高端製造部

分包括第1條、第2條、第12條、第21條等4條。本

報告初稿於第2頁及第31頁僅列出「對臺26條措施」

第1條及第2條條文文字，並未見研究團隊更進一步的

分析與說明上述 4 條條文涉及高端製造(高科技)對臺灣

的影響。請研究團隊增列相關內容於適當的章節之中，

並於第七章綜合影響與建議提出「對臺 26 條措施」涉

及「高端製造」方面的「影響評估」與 「因應建議」。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期末報告P.2、P.30-31

增列第 12 條及第 21 條內容，並於

P.257-258、P.263補充說明可能的影響及建

議。 

2. 外觀及內容格式部分應依據「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之「附件四-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期末報告內

容撰寫方式及印製格式說明」辦理，請重新檢視並修正。 

(1) 依二(二)點，請依目次、圖次及表次之次序置於報告

中。(本報告初稿係先表次，後圖次) 

(2) 依二(三)點，研究報告首章應敘述「研究範圍」與「研

究重點」，請研究團隊明確列出。 

(3) 依二(五)點，「研究發現」應專章撰寫。 

(4) 依二(六)點，建議事雋請研究團隊分列「立即可行建議」

及「中長期建議」兩類。逐條列述，或採分類方式撰

寫。各雋建議下均應以括弧列明主辦及協辦機關。 

(5) 依二(七)點，「赴大陸地區之訪問報告」應列為研究報

告附錄。本報告初稿雖已將之列於附錄1，惟請研究團

隊將附錄 1 之標題甫「中華經濟研究院出國考察人員

報告表」修正為「赴大陸地區之訪問報告」，另請將

本報告表之「院長、副院長、主管核章處」、「附註」

刪除。 

(6) 依二(八)點，研究報告所參考及引註之書籍、期刊及其

他資料，均應編列為「參考書目」，置於報告之末。

請研究團隊將第 R-1 頁之標題甫「參考文獻」修正為

「參考書目」。 

(7) 依二(九)點，委託研究報告採橫式書寫，以每頁30行，

每行 30 字規格繕打。採Ａ4 規格雙面印製裝訂成冊。

經檢視本報告初稿係以每行29字規格繕打，請研究團

隊修正。 

(8) 本報告初稿第173頁「圖5-2-4 中國大陸AI企業行業

分布」及第176頁「圖5-2-5 中國大陸AI企業行業分

布」，兩張圖所引用的資料來源及內容並不相同，惟

兩張圖的標題卻一樣，請研究團隊將兩張圖的標題進

行修正與區隔。 

(1)感謝委員意見，已遵照意見修改。 

(2)已於第一章第二節研究內容與方法處進

行修正。 

(3)感謝委員意見，已遵照意見修改。 

(4)感謝委員意見，已遵照意見修改。 

(5)感謝委員意見，已遵照意見修改。 

(6)感謝委員意見，已遵照意見修改。 

(7)感謝委員意見，已遵照意見修改。 

(8)感謝委員指正，圖 5-2-5 標題已修改為

「中國大陸AI人才從業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