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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中」貿易衝突發展至今，不僅讓全球經濟遭受損失、全球貿

易大幅下滑，同時也打亂全球產業供應鏈，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與企業

莫不因為美「中」貿易戰而面臨經濟調整的壓力。美「中」貿易衝突

看似源於兩國之間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但實際上，中國大陸經濟崛

起挑戰美國在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以及「中國製造 2025」所帶來的

科技技術之爭，更是挑起美「中」貿易戰的深層因素。臺灣因與美、

「中」兩國經貿往來密切，包括臺灣經濟、產業發展，以及在中國大

陸投資設廠的臺商，都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難以置身事外。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為美「中」貿易衝突下的臺灣產業發展及臺商產業鏈

布局規劃策略建議，故將探討在美「中」貿易戰背景下，隨著全球產

業鏈的調整，我國產業與臺商供應鏈布局將會受到哪些影響。透過了

解全球產業鏈可能發生的調整與發展方向，分析中國大陸臺商發展所

受影響，進而評估其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之意願及產業布局調整情況，

同時亦將探究中國大陸企業將產業供應鏈移往東協國家之情形，據此

分析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面臨之機會與挑戰，以及對我國推動新

南向政策之影響，並提出我國產業發展與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布

局的政策建議與因應之道。 

二、研究經過 

自美國總統川普上臺以來，美「中」關係逐漸開始出現本質性的

變化，川普將中國大陸視為主要戰略對手，主動發起美「中」貿易戰，

從美「中」競合的角度而言，川普新政主要有三項對美「中」經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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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帶來重大影響，首先是大幅降低企業稅的稅制改革，吸引美國跨國

企業的資金回流及外資的流入；其次是「美國製造」，向世界拓銷美

國產品，同時促進本土勞工就業；第三是鬆綁投資法規，尤其是在環

保規範上，將經濟發展至於環保考量之前。 

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壓制係基於結構上霸權國對潛在挑戰國

的制衡策略，因此，美國政府特別鎖定與「中國製造 2025」重點發展

產業相關的「重要工業技術」商品加徵關稅，企圖阻撓並延緩中國大

陸的「中國製造 2025」政策，避免中國大陸透過竊取智慧財產權的方

式在科技上趕超美國。除了針對關鍵零組件提高關稅外，美國更強大

的科技戰利器在於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就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新興

科技與基礎技術進行管制，避免中國大陸進行強迫技術移轉。 

在美、「中」雙方貿易戰與科技戰持續下，對全球經貿與產業鏈

分工均造成極大影響。國際經貿方面，全球貿易因投資放緩而走弱，

貿易緊張局勢造成全球供應鏈的重整並不利跨境投資，亦傷害全球經

濟成長動能，故各主要國際機構均紛紛下調 2019 年的經濟成長預測。

國際供應鏈也在這波貿易戰中受到影響，尤其對美「中」兩國產業供

應鏈關係密切的國家帶來衝擊與影響。例如，在全球產業分工的體系

下，如果美國或中國大陸以更高的關稅進口中間財，將會導致該產業

的生產過程中增加累計關稅，進而影響全球產業鏈的成本。 

中國大陸是我國最大貿易夥伴，臺商在中國大陸發展已久，近年

來臺商在中國大陸發展面臨產業升級需要再投資的問題，承受勞力、

土地等有形成本的增加，以及環保、金融法規等無形成本的壓力；在

市場競爭上，隨著紅色供應鏈的崛起，以及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

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利潤也受到擠壓；在這樣的背景下，美「中」

貿易戰扮演了催化的作用，加速臺商外移或是分散產線規劃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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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總結提出以下重要研究發現： 

1. 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面向

上：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明顯衰退、返臺投資金額明顯增加、

轉進東南亞、南亞的趨勢加速。 

2. 隨著中國大陸經商環境改變，許多廠商先前即已展開分散產線

的規劃，美「中」貿易戰發生後，有能力進行跨國產業布局的

大企業，由於在臺灣、東南亞或其他國家尚有廠房或生產線，

故短期內可透過移轉產能的方式來應變。傳統產業如紡織、製

鞋因早在美「中」貿易戰發生前即轉移至東南亞布局，故目前

並未出現在陸臺商大量撤離中國大陸之情形。 

3. 美「中」貿易衝突不僅從短期衝突發展為長期對抗，更從課徵

關稅、科技管制到貨幣金融等層面，影響範圍逐漸擴大。加上

美「中」貿易衝突亦影響全球供應鏈之發展，為降低關稅成本，

廠商積極尋找新的供應商，將出貨地點移出中國大陸，在其他

地區建立新的生產基地，配合我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以及

全球對新南向市場逐漸重視，故增加中國大陸臺商有意赴新南

向地區之意願。 

4. 對資通訊產業而言，根據產品特性不同，廠商的因應措施大致

可分為幾種模式：（1）最終產品主要出口市場為美國者，調整

生產線因應；（2）占整機比重較低或產品送往組裝廠者，未出

現明顯遷移，但有業者考慮至新南向國家投資；（3）在中國大

陸形成完整產業聚落，且需要高階技術人才，尚未大舉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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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遷移；（4）隨著品牌廠移動的零組件，先以既有據點因應，

或正在評估至東南亞布局；（5）專業電子代工廠為全球布局，

持續加強在東南亞布局。 

5. 不同型態的在陸臺商會影響著其在新南向地區發展模式，「僅

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主要仍布局中國大陸，瞄準中國大陸

內需市場，自中國大陸遷移至新南向國家機率較低；「兩岸投資

之臺商」，高階產品轉移至臺灣、中低階產品可能轉移至新南向

國家；「全球布局臺商」，調整全球產能，考量將中低階產品轉

移至新南向國家製造，並視需求擴大在新南向國家的布局。 

（二）研究建議 

本文的建議可以分為短期政策建議與中長期政策建議，茲分述

如下： 

1. 短期建議： 

(1) 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而又無力前往東南亞或南亞投資

布局的中小型企業臺商，依照不同廠商的需求，協助進行產

業升級或輔導退場。 

(2) 目前我國雖已訂定《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不

過目前的專法並非僅針對中國大陸臺商，建議針對中國大陸

臺商提供更多誘因與配套措施，以便中國大陸臺商之資金回

流。 

(3) 政府宜協助臺商解決五缺問題，輔導部分中國大陸臺商回臺

投資或轉移生產線。 

(4) 建議政府一方面鼓勵產業龍頭帶領協力廠商在新南向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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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立產業群聚；另一方面則可透過貿協、產業公協會，

甚至臺商本身，在重點國家建立臺商群聚，如此將更有利中

小企業臺商在新南向國家之發展。 

(5) 我國政府宜建立資訊整合溝通平臺，整合各類資訊，協助廠

商掌握新南向各國的產業布局與市場動向。 

(6) 政府宜儘早評估亞太區域整合新局對於我國經貿與臺商投

資之影響。 

2. 中期建議： 

(1) 利用美「中」貿易戰此一契機，重新檢視我國的產業結構，

以及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方向。 

(2) 就不同產業之情況，針對中國大陸臺商外移趨勢，擬定不同

的輔導策略，思考未來兩岸產業鏈之變化，進而調整兩岸經

貿關係。 

(3) 選定新南向區域中兩到三個重點發展國家，針對我國優勢產

業在當地布局，建立產業合作策略聯盟，並建立包含工廠、

住宿、學校等完善園區，使臺商能在當地長期經營。 

(4) 面對未來美、「中」兩國可能出現產業脫鉤的情勢，宜從國家

產業發展層面儘早擬定政策，並協助我國中小企業做好因應

措施。 

3. 長期建議： 

(1) 以「5+2 產業創新計畫」為核心，制定長期產業戰略方針，

帶動我國產業轉型，並根據比較優勢，在新南向國家中尋找

戰略產業盟友，針對個別產業尋求突破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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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臺灣作為節點，讓中國大陸臺商與東南亞臺商形成上、下

游產業鏈的貿易關係，形成臺商主導的東亞「非紅供應鏈」。 

(3) 利用美「中」貿易戰、日韓貿易戰作為轉機，與日本合作推

動新南向政策。 

(4) 加強拓展與歐、美等國的經貿關係，以分散市場風險。 

 

關鍵字：中國大陸臺商、全球產業鏈、美「中」貿易戰、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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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從 2018 年開始延燒的美「中」貿易摩擦，在美、「中」兩國展開

多次談判後，情勢看似一度緩和。然而，自 2019 年 8 月美國總統川

普宣布將自 2019 年 9 月 1 日開始，對餘下價值 3,000 億美元的所有

中國大陸輸美產品加徵 10%的關稅後，兩國貿易戰火再起。2019 年

10 月，美、「中」兩國再次展開貿易協商，會後雙方宣布取得「原則

共識」，美國並宣布原訂於 10 月 15 日生效的對價值 2,500 億美元中

國大陸商品課徵關稅從 25%提高到 30%之舉措暫停實施。原本 2019

年 10 月談判後，美、「中」雙方均表示已朝敲定「第一階段」協議取

得「巨大進展」，然而，雖然雙方都希望能趕在美國 12 月 15 日對筆

記型電腦、玩具、電子產品等中國大陸輸美產品加徵關稅前達成協議，

以免這項新關稅措施如期實施。但截至目前為止，「第一階段」協議

尚未議定，貿易戰仍在持續。 

美「中」貿易衝突看似源於兩國之間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但實

際上，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挑戰美國在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以及「中

國製造 2025」所帶來的科技技術之爭，更是挑起美「中」貿易戰的深

層因素。在「中國製造 2025」的政策綱領下，中國大陸企業積極對美

國高科技產業進行海外併購、技術移轉、竊取商業機密等種種手段，

企圖獲得美國的先進技術，致使美國政府開始採取相關反制措施。美

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便曾指出，除公平互惠原則

外，美國希望中共解決智慧財產權竊盜、強制技術轉讓、重大的關稅

與非關稅壁壘，以及所有制等四大問題。 

美「中」貿易爭端至今已經持續超過一年，這場貿易衝突不僅讓

全球經濟遭受損失、全球貿易大幅下滑，同時也打亂全球產業供應鏈，

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與企業莫不因為美「中」貿易戰而面臨經濟調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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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臺灣因與美、「中」兩國經貿往來密切，包括臺灣經濟、產業發

展，以及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臺商，都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難以置身事外。 

本計畫的研究焦點在於探討美「中」貿易衝突對於中國大陸臺商

的影響。透過分析美「中」貿易戰對於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之影響，

以及中國大陸臺商遭受哪些衝擊，探究在陸臺商的因應策略與前往新

南向國家投資設廠的意願和布局。以下將分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儘管 2019 年 6 月，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藉

由參加日本大阪 20 國集團（G20）領導人會議的機會，舉行歷來的第

5 次「川習會」，雙方在會後亦表示將就達成貿易協議進行進一步協

商，然而，2019 年 8 月開始，美、「中」兩國相互宣布將就對方出口

產品進一步加徵關稅後，這場貿易戰又再度升級。儘管目前美、「中」

雙方仍在進行談判，但是，美「中」貿易衝突不僅已對全球經濟產生

影響，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皆紛紛下修 2019

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全球產業供應鏈以及中國大陸的產業布局亦遭受

衝擊。臺灣因與美、「中」兩國經濟互動甚深，經濟、產業發展也受到

影響。 

當前的美「中」競爭局勢，實為臺灣帶來挑戰但也存在著機會。

就挑戰而言，美、「中」關係對亞太政治與經濟均有相當大之影響，

而美、「中」、臺三邊貿易對臺灣產業發展亦相當重要。中國大陸是我

國最大貿易夥伴，我國產業供應鏈與中國大陸關係緊密，臺灣輸往中

國大陸的產品多以中間財為主，多數臺灣零組件在中國大陸組裝加工

後又再輸往美國。臺灣在中國大陸和美國都有很高的投資額，在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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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區域之間，臺灣經濟的貿易依存度最高，長期以來我國擅長整合

各方優勢進行「三角貿易」，並據以取得高額貿易順差。根據經濟部

資料，2018 年臺灣出口額中有 41.2%是出口至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

額為 1,383.5 億美元。美國針對中國大陸製造出口至美國的產品課以

重稅，臺灣的相關企業勢必會受到衝擊，並對我國出口有負面影響。

當美、「中」之間貿易衝突升高、經貿衝突與貿易保護主義逐漸形成，

對臺灣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需隨時注意全球政經情勢會否出

現貿易自由化的逆流，讓貿易夥伴之間的信任感和合作意願降低。 

另一方面，就美「中」貿易戰為我國帶來的機會而言，近年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趨緩，如今正處於調整結構的關鍵時期。再加上由於中

國大陸沿海地區投資環境變化，企業生產之人力、土地成本大幅上升，

政府環保標準日益嚴格，且在政策上中國大陸推行產業供應鏈在地化，

以結構性供給側改革去除過剩產能，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同時也

引導經濟成長動能從投資導向轉為國內需求，凡此均影響臺商在中國

大陸的投資與發展。過去為利用大陸地區廉價勞工和土地而前往投資

的臺灣傳統產業，因為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勞力及土地成本提高，使得

勞力密集產業獲利不斷下降，因而近年有許多投資中國大陸沿海地區

的臺商，決定縮減或停止在中國大陸的事業投資，轉為回臺發展或南

移東協地區。美「中」貿易戰可謂是推動中國大陸臺商投資轉移或是

重新思考產業布局的一大關鍵因素。與此同時，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

鼓勵臺商分散投資與出口市場，隨著美「中」貿易戰的升溫，更顯得

政府政策方向的正確性。 

近年來由於東協、南亞經濟崛起，以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趨勢的

發展，吸引許多企業前往新南向國家開拓市場，本身就已經帶來政府

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契機，而自 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發生以來，

許多在中國大陸的企業開始計劃因應措施，如將生產線轉移到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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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投資設廠，採取分散式生產的方式，降低在

中國大陸的產量。換言之，美「中」貿易戰更加速臺商分散風險，尤

其是原本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臺商，亦會開始考慮往東南亞或南亞

移動。 

有鑑於美「中」貿易衝突長期化後，全球許多行業的公司正在重

新考慮供應鏈布局，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臺商的產業布局亦將受

到影響。因此，本研究旨在為美「中」貿易衝突下的臺灣產業發展及

臺商產業鏈布局規劃策略建議，故將探討在美「中」貿易戰背景下，

隨著全球產業鏈的調整，我國產業與臺商供應鏈布局將會受到哪些影

響。透過了解全球產業鏈可能發生的調整與發展方向，分析中國大陸

臺商發展所受影響，進而評估其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之意願及產業布

局調整情況，同時亦將探究中國大陸企業將產業供應鏈移往東協國家

之情形，據此分析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面臨之機會與挑戰，以及

對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影響，並提出我國產業發展與臺商前往新南

向國家投資布局的政策建議與因應之道。具體而言，本文之研究重點

如下： 

一、 探討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濟、全球產業供應鏈、中國大陸經

濟產業發展，及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深入了解當前臺商面對的

問題，以及可能的未來動向。 

二、 了解在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之投資意

願，以及大陸臺商在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三、 分析從美「中」貿易戰到美「中」科技戰，對於中國大陸臺商投

資產業布局的影響。 

四、 掌握我國臺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與產業布局現況，進而判斷在美

「中」貿易戰下，其未來可能的調整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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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判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的機會與

挑戰，並提出我國的因應建議。 

六、 研析美「中」貿易戰對我新南向政策之影響，並研提我國因應美

「中」貿易戰的因應建議與配套措施，研擬兩岸經貿及我國推動

新南向政策的發展策略與因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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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之研究議題背景與相關研究之探討，本研究團隊擬採用

文獻分析法、專家座談、赴中國大陸訪談、深度訪談法等方法掌握相

關研究資料。具體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詳述如下： 

一、研究架構 

首先，持續關注美國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發展之趨勢，評估美「中」

貿易戰對全球及中國大陸產業鏈之影響。同時，掌握當前中國大陸在

東南亞國家投資發展概況與中國大陸臺商之動態發展，瞭解自新南向

推動以來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概況，進而分析在美「中」貿易戰

情勢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投資與產業發展動向，包括新南向政策

五大旗艦、三大潛力領域計畫的執行方向，探索臺商在東南市場可能

商機。 

其次，針對因應美「中」貿易戰長期化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

國家發展之策略建議，研究團隊將透過舉辦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訪

問中國大陸等方式，廣泛徵詢各界對於美「中」貿易戰情勢下中國大

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相關議題之看法，研議歸納中國大陸臺商赴

新南向國家的重點產業及潛在商機，進而提出投資佈局、產業發展、

兩岸互動的具體因應作法，以協助政府掌握當前東南亞各國新興市場

的產業發展脈動趨勢與佈局，探索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的機會

與挑戰，研議因應策略，提供委辦單位參考。 

研究架構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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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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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透過兩岸官方政府（官方）、研究機構、國際組織報

告、學術期刊等文獻的蒐集，一方面理解當前美「中」貿易衝突所帶

來的各種影響，包括對全球及中國大陸產業鏈的影響，藉以了解中國

大陸臺商動態發展；另一方面針對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後，臺商前往

新南向國家投資及發展概況進行了解與分析；透過廣泛的文獻蒐集與

綜整分析，據以探討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陸臺商在東南亞國家投

資發展概況，以及大陸臺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發展機會與挑戰。 

其次，本研究於 2019 年 8 月舉辦第一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邀請

中華徵信所郭曉薇總經理、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黃偉基秘書長、臺

北市電腦公會黃鋆鋇副總幹事、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吳佳勳副所長、

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陳廣哲處長、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市場拓

展處亞太組王雅鈴高級專員、資誠事務所東南亞及印度業務服務簡汎

亞會計師等人參與，針對研究團隊擬定之研究架構、美「中」貿易衝

突下中國大陸可能受影響之產業供應鏈類型及業別等議題，就教與會

專家學者，並請專家學者對於當前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國家的產業與政

策布局重點、美「中」貿易衝突對我國政府推動產業布局新南向國家

之影響、臺商布局新南向國家之影響與因應策略等議題提供資訊。 

本研究團隊另於 2019 年 10 月舉辦第二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邀請

臺灣綜合研究院國家發展研究中心李俊杉主任、臺北企業經理協進會

高長理事長、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張弘遠副教授、工研院產業科

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張超群副所長、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組黃健群組

長、資策會楊欣倫產業分析師等人參與，針對美「中」貿易戰下中國

大陸產業供應鏈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對我國產業布局的排擠效應、新南

向政策推動以來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概況與陸資企業的競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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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應如何找尋最佳利基等議題就教專家學者，並

請專家學者提供政策建議，以更加完善本計畫之研究成果。 

除了專家學者座談會之外，本研究團隊另拜會臺灣產經建研社洪

奇昌理事長、三三會理事長許勝雄董事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蔡

練生秘書長、中央大學經濟系邱俊榮教授等人，對專家學者進行深度

訪談，從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陸臺商供應鏈轉移至東南亞國家著

手，並同時聚焦美「中」貿易戰對臺商企業布局新南向國家的影響及

其發展趨勢，深入分析中國大陸因素對我國新南向政策中產生的作用。 

此外，為更具體掌握當前中國大陸臺商發展情況，研究團隊於

2019 年 11 月至中國大陸上海、崑山、深圳、廣州、東莞等地訪談，

分別拜訪當地臺商、臺商協會，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中心、

崑山產業創新研究院、東莞理工科技創新研究院等中國大陸智庫。藉

由訪問中國大陸之臺商與專家學者，更有助於本研究團隊掌握中國大

陸臺商的經營概況與產業布局，以及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陸臺商

前往新南向地區發展之情形，及其面臨的問題、存在的機會與挑戰，

俾使本研究報告內容更加完善，以為政府因應相關衝擊訂定策略建議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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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中」貿易衝突之經濟與產業影響分析 

自美國總統川普上臺以來，美「中」關係逐漸開始出現本質性的

變化，川普將中國大陸視為主要戰略對手，主動發起美「中」貿易戰，

係霸權體系中霸權國對於崛起中的潛在挑戰國進行制衡的典型行為。

而美「中」兩強之間的衝突，對國際經貿體系、全球產業鏈帶來相當

大的衝擊，我國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本章將先說明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以來的種種內外舉措，以及美「中」雙方在經貿、科技等面向逐

漸升高衝突，再討論美「中」衝突對國際經貿體系與全球產業鏈的影

響，最終評估美「中」貿易衝突對我國新南向政策之影響。 

第一節 美國經濟新政趨勢及美「中」經貿關係發展 

美國總統川普對於國內外的政策布局具有相當強的重商主義、保

護主義思想，同時，更傾向以雙邊主義取代多邊協商，這些基本立場

透過川普在國內、國外的政策逐步展現。因此，川普在國內推動經貿

新政的舉措，事實上與美國針對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戰、科技戰是息息

相關的。故本節將先對美國經貿新政的主要內容進行回顧，再就美「中」

經貿關係與衝突情勢的升高進行整理，最終說明美「中」雙方如何從

經貿衝突逐漸演變為科技衝突。 

一、美國經貿新政主要內容 

川普上任以來，主要以保護主義作為政策推動之核心理念，推出

多項政策，包括：推動稅制改革、強化美國本土製造業、擴大基礎建

設、施行緊縮的移民政策、強調美國優先的能源政策、廢除歐巴馬健

保法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以及《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下用以取代《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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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談判、偏好以雙邊談判取

代多邊協調的貿易政策等。 

從美「中」競合的角度而言，川普新政主要有三項對美「中」經

貿關係帶來重大影響，首先是大幅降低企業稅的稅制改革，吸引美國

跨國企業的資金回流及外資的流入；其次是「美國製造」，向世界拓

銷美國產品，同時促進本土勞工就業；第三是鬆綁投資法規，尤其是

在環保規範上，將經濟發展至於環保考量之前。以下將分別針對這三

個面向進行討論： 

（一）稅制改革：大幅降低企業稅 

2017 年 12 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減稅及就業法》（Tax Cuts and 

Jobs Act），並由川普簽署生效，這是自 1986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稅

改。就稅制改革而言，川普新政具有「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的影子，同樣強調降低稅率、減少政府管制，但川普更強調採取保

護主義以減少貿易赤字，以及提高能源自給率。其中，減稅成為刺

激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然而，從細節分析，川普減稅與雷根減稅

兩者所帶來的效果並不相同。 

雷根是以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作為其理論

基礎，核心為降低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減少政府開銷降低財政赤

字，透過刺激消費支出、增加就業機會，逐步使美國走出 1980 年

代的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1 

然而，《減稅及就業法》中企業減稅的幅度比較大，從最高稅

率 35%，降為單一稅率 21%，而且企業減稅為永久性，此外，為鼓

 

1 劉瑞華，2018.2，〈川普稅改是最大民粹成果，是良藥還是毒藥？〉，《臺灣銀行家雜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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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企業匯回海外盈餘，更將企業海外盈餘現金匯回美國的稅率從

35%降至 15.5%，非現金資產稅率降為 8%；相比之下，雖然個人所

得稅率從 10%至 39.6%，降至 10%至 37%，並全面提高標準扣除

額、個人扣除額與免稅額度，但個人暫時性減稅的有效期僅至 2025

年。在經過一年多的實踐後，證實此次減稅的主要受益者是企業與

富人，且是不成比例地受惠。也因此，川普在 2018 年期中選舉前，

再次喊出要以中產階級為目標，進行第二波的減稅，足可證明第一

波減稅造成加大貧富差距的負面效益。 

事實上，川普減稅政策背後除了具有民粹主義的「討好選民」

意涵外，從全球投資戰略布局而言，大幅降低企業稅能夠影響全球

資金流動。 

首先，企業稅改的直接影響是會促使美國資金回流本土，美國

的跨國企業會考慮把他們在海外的盈利和儲存在海外的資金回流

到美國，增加美國的投資，促進美國的經濟發展。根據美國商務部

統計，2017 年共匯回 1,551 億美元，2018 年共匯回 6,650 億美元，

2足見減稅政策正持續發酵。 

其次，美國企業稅改會影響全球資本的流動，使得原本集中在

中國大陸的外資將轉往美國，在增加美國的全球競爭力的同時也削

弱了中國大陸。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公布 2018 年

度《全球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統計：2017 年全球

FDI 由 2016 年的 1.87 兆美元降至 1.43 兆美元，降幅達 23%，為三

年來最低點。同時，2017 年美國仍是全球吸引 FDI 最多的國家，

其流入 FDI 達 2,750 億美元。不過，2017 年中國大陸流入 FDI 仍

 

2 黃庭瑄，2019.6，〈從美國稅改經驗觀察海外資金回流與經濟成長之關聯〉，《臺灣銀行

家》，第 114 期，頁 26-28。 



 

20 

 

較 2016 年增長 20 億美元，達到有史以來的高點 1,360 億美元，僅

次於美國。3顯示在 2017 年仍未發生基於美國 FDI 增長而對中國大

陸 FDI 產生可能的排擠效應。 

再者，美國大幅削減企業稅，意味著美國將從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中企業稅最高的國家變成稅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將對其

他部分國家造成減稅壓力，導致其他主要國家跟進減稅，變成國際

減稅競賽。 

最後，世界銀行 2016 年的數據顯示，大陸企業的總稅賦成本

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數一數二，占企業利潤的 68%，美國只有 44%，

全球平均水平也只有 40.6%。4作為世界經濟的龍頭，美國大幅降低

企業稅後，勢必對中國大陸吸引外資帶來重大的考驗。 

隨著美國大幅降低企業稅，中國大陸亦於 2017 年、2018 年分別

大規模減稅降費 1 兆人民幣、1.3 兆人民幣，2019 年更以 2 兆人民幣

為目標，達中國大陸 GDP 總值的 2%。5尤其是降低「五險一金」單

位繳費比例至 16%，明顯是為降低內外資企業的經營成本，希望能留

住因人事成本逐漸提高而考慮出走的臺商。 

（二）「美國製造」：強化美國製造業發展，增加本土就業機會 

2017 年 4 月 18 日，川普簽署《買美國貨，僱美國人》行政法令。

前者要求聯邦政府遵循美國優先政策、檢視政府採購相關規定和程序，

 

3 2018 年度《世界投資報告》，2018.10，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8_overview_ch.pdf 
4 何清漣專欄：美國稅改將如何影響中國大陸與臺灣，上報，2017 年 12 月 21 日，

https://www.taiwanjustice.net/2017/12/22/何清漣專欄：美國稅改將如何影響中國與臺灣-◎上/  
5 康彰榮、賴瑩綺，2019.3.6，〈李克強送企業大禮 減稅降費達 2 兆人民幣〉，工商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06000227-260202?chdtv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8_overview_ch.pdf
https://www.taiwanjustice.net/2017/12/22/何清漣專欄：美國稅改將如何影響中國與台灣-◎上/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06000227-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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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購合同中增列購買美國產品的規定。另外，政府現有貿易協議的

採購部分也要重新審閱（例如 NAFTA 以及 WTO 相關規定），以確定

美國公司在向貿易夥伴國的政府銷售產品時，是否與外國公司在華盛

頓得到的機會相同。6不過買美國貨也被認為有違反 WTO 與政府採購

協定（GPA）相關規定的可能、增加成本、拖延時間，也不一定能真

正幫助創造就業。7目前這項命令在執行面上仍較為模糊。 

後者指為保障美國勞工權益，打擊移民「欺詐和濫用」美國制度。

近年 H-1B 簽證以電腦抽籤方式獲得工作機會最多的公司，前 10 名

都是外包公司，他們濫用 H-1B 簽證雇用低薪外國勞工供應美國企業，

排擠本地就業人口。改進 H-1B 簽證目的在確保 H-1B 簽發給高技能

或高薪資的外國籍勞工，並取消具該簽證或綠卡等人的配偶工作許可。

82017 年 11 月 5 日通過《保護及增加美國人工作法案》，又稱作 H-1B

簽證法案，完成改革的第一步，提升美國勞工的薪資以及就業率。 

買美國貨、修改 H-1B 以及前述的減稅法案直接相關的就是保障

同時提升美國國民的就業率。川普上臺之後更積極拉攏國內、海外企

業回到美國或赴美投資。與臺灣相關的就是富士康 2017 年 7 月 26 日

宣布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投資 100 億美元設廠製造面板，創造 13,000 個

工作機會。9不過，兩年過去，由於考慮到在美國生產的成本高昂，因

此富士康遲遲無法兌現承諾。富士康的問題不僅是出現在消費性電子

產品製造業，毛利較低的半導體產業、勞力密集的紡織服飾業、高度

 

6 買美國貨僱美國人川普總統政府擬加大力度，VOA，2017 年 4 月 19 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econ-buy-and-hire-american-20170418/3815232.html  
7 川普總統買美國貨命令惹惱 WTO 會員國 臺灣等國提關切，聯合新聞網，2017 年 10 月 19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8/2767282  
8 川普總統擬取消 H-1B 簽證持有人配偶工作權，中央社，2017 年 12/16，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2160090-1.aspx  
9 影／川普總統記者會宣布 富士康投資 100 億美元，聯合新聞網，2017 年 7 月 27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607076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econ-buy-and-hire-american-20170418/3815232.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2767282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2160090-1.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60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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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汽車產業，以及受到美「中」關稅戰影響甚鉅的化學化工產業，

都面臨返美投資成本過高的窘境。 

美國總統川普認為，外國的競爭者，讓美國勞工喪失了許多製造

業的就業機會。因此，美國企業需要將這些就業機會帶回到美國本土，

再造美國工業大國的歷史光榮。而這些「回流」（Reshoring）美國的

製造業，是具有高附加價值、先進的製造工作。不過，雖然川普大力

推動「美國製造」，期望能讓美國的製造業復興，擺脫對中國大陸製

產品的依賴，進而形成「短鏈革命」，讓生產的產品更貼近美國的消

費市場。然而，川普卻無法改變美國勞力成本過高的事實，即便川普

一邊透過關稅戰迫使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美企外移，另一邊則透過企業

稅改等誘因吸引美企回流，但許多外資企業在考量成本下，即便因為

經營美國市場而撤出中國大陸，但卻選擇轉進東南亞或墨西哥，而未

真正選擇「美國製造」。 

（三）投資與環保法規鬆綁：營造友善投資環境 

美國優先並非指政府的優先，要推動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必須減少政府監管帶給企業的壓力，因此川普政府認為必須大幅減少

聯邦法規的數量。截至 2017 年 10 月中旬，被廢除的法規就達到了

860 項。鬆綁法規的第一步是 2017 年 1 月 30 日所簽署的「一進二出」

（one-in-two-out）行政令，要求聯邦政府每制定一項新法規時必須廢

除兩項法規的基本原則。 

在放鬆對企業的監管方面主要集中在環保管制措施，推翻歐巴馬

時期的各項規定。包括廢除聯邦契約行政令；撤銷清潔電力計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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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廢氣排放法規，重振煤礦業就業機會；10重新檢視企業平均燃料經

濟性（CAFE）排放標準；檢討潔淨水法規；命令各部門創建法規任

務小組，負責法規改革；取消河川保護法中不合理且會傷害煤炭業的

能源規定、消除採礦業規定等等。 

對內施政將經濟發展置於環保考量之前，川普在 2017 年 1 月 24

日簽署宣布達科他州油管項目（Dakota Access Pipeline）符合國家利

益，應持續完成後續建造工程；113 月 24 日解禁北極圈和墨西哥灣擴

大鑽油的規劃，讓美加輸油管「基石 XL」（Keystone XL）動工。122017

年 12 月 20 日簽署「確保穩定且可靠關鍵礦物供應的聯邦戰略」，透

過優先購買美國企業開採產品以振興美國礦業，降低進口稀土的依賴，

這其中也牽涉到國家安全。13 

除了環保法規之外，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 2 月即開始鬆綁金融

相關規定，包括廢除歐巴馬任內制定的《陶德─法蘭克法案》（Dodd-

Frank Act），放寬美國銀行業的借款規定，避免嚴格的法令限制導致

企業無法借款，進而損壞美國經濟；另外則暫停將在 2017 年 4 月生

效「委託投資規則」（fiduciary rule），透過鬆綁繁複法規與對金融業的

監管，希望能夠營造更加友善的投資環境。 

  

 

10 川普總統廢歐巴馬環保政策 煤礦解禁，聯合新聞網，2017 年 3 月 3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2373396  
11 上任一年都幹了什麼？ 美媒評 2017 川普總統十大政績，新唐人，2018 年 1 月 14 日，

http://www.ntdtv.com/xtr/b5/2018 年 01/15/a1359361.html。 
12 川普總統廢歐巴馬環保政策 煤礦解禁，聯合新聞網，2017 年 3 月 3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2373396。 
13 礦物令比減稅還棒 川普總統要重振美國礦業，大紀元，2017 年 12 月 23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2/22/n9984515.htm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2373396
http://www.ntdtv.com/xtr/b5/2018/01/15/a1359361.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2373396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12/22/n99845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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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經貿關係發展及美「中」貿易衝突現況 

自美國總統川普上臺後，美國針對美「中」之間的鉅額貿易逆差，

以及中國大陸不當干預市場、侵犯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屢表不滿，但美

「中」貿易衝突升溫實起於 2017 年 12 月美國政府正式拒絕給予中國

大陸「市場經濟地位」，接著在 2017 年底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

美國認為經濟安全涵蓋在國家安全內，將中國大陸視為戰略競爭對手，

此為美「中」摩擦發生之起源。2018 年 1 月，美國政府接連宣布要對

進口太陽能設備課以最高 30%關稅、對進口洗衣機課以最高 50%關

稅，2 月公布對鋼鐵及鋁製品的「232 條款」國安調查報告，指中國

大陸是「具有損害國家安全的威脅」，並考慮限制中國大陸企業在敏

感領域的投資。 

中國大陸則在 2018 年 4 月 2 日宣布對包括水果、葡萄酒和豬肉

等 128 種原產美國的進口商品課徵最高達 25%的關稅以作為回應。美

國立即在 4 月 3 日公布「301 制裁清單」，擬對中國大陸銷往美國的

1,333 項商品、約 500 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4 月 4 日中國大陸再

次做出反擊，決定對包括大豆、汽車在內的 106 項美國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4 月 5 日，川普總統表示考慮再加碼對 1,000 億美元的中國

大陸進口商品加徵額外關稅。 

於此同時，中國大陸企業赴美投資併購亦受到影響。2018 年 4 月

16 日，美國商務部以違反協議為由，宣布 7 年內禁止美國企業供應

相關技術及零組件給中國大陸第二大、全球第四大的電信設備大廠中

興通訊（ZTE）；作為回應，中國大陸政府在 4 月 17 日宣布將對美國

的進口高粱採取臨時反傾銷措施。 

隨著美「中」貿易衝突情勢不斷升高，中國大陸採取了相對妥協

的態度，2018 年 5 月 19 日，美「中」雙方在華盛頓進行經貿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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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表《中美貿易磋商聯合聲明》，中國大陸承諾會降低美「中」貿

易逆差，美「中」貿易衝突似有緩和的跡象，但事實上美國不僅著眼

美國貿易逆差，其最終戰略目標是抑制「中國製造 2025」對美國形成

的威脅。 

因此，自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了對「中」徵

稅清單，宣布「301 制裁清單」提出進口價值約 340 億美元的產品將

於 7 月 6 日正式加徵關稅。2018 年 7 月 6 日，美國政府開始向中國

大陸價值 340 億美元的產品徵收 25%關稅，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戰，

但這僅是美國總統川普下令向中國大陸價值 500 億美元商品徵收關

稅的第一階段，中國大陸政府隨即以向美國 340 億美元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進行回擊。2018 年 8 月 23 日起，美國開始對中國大陸 279 項

商品、價值約 160 億美元的產品課徵 25%關稅。 

2019 年 5 月 13 日，美國即公布第四波清單，除了稀土、藥品等

少數未列入外，幾乎涵蓋剩下所有中國大陸對美出口產品，總價約是

3,000 億美元產品要加徵 25%關稅。2019 年 6 月 29 日，美「中」雙

方達成共識，將不會針對清單四加徵關稅，並重啟貿易談判，不過，

由於談判進展不順利，美國在 8 月 1 日宣布將於 9 月 1 日對清單四產

品加徵 10%關稅，但 2019 年 8 月 5 日又宣布將約 1,600 億產品延後

至 12 月 15 日才加稅，並將約 20 億美元的產品移出清單，故清單產

品內容大幅減少。2019 年 8 月 23 日，美國總統川普又通過推特表示，

定於 9月 1日生效的 3,000億產品加徵關稅將從原本的10%升至 15%。

從美國態度的搖擺可見，第四波清單應該是美「中」雙方貿易談判的

主要籌碼，相信在雙方達成初步協議後，應會首先撤銷這 3,000 億產

品的加徵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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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中」貿易衝突加徵關稅之清單 
 

美國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之產品加

徵關稅清單 

中國大陸對自美國進口之產品

加徵關稅清單 

項目概述 備註 項目概述 備註 

清

單

一 

鍋爐、機械器具、

電機、汽車、飛機、

船舶、醫療儀器設

備和零件 

（818 種產品，340

億美元） 

加徵稅率 25% 

2018 年 7 月 6 日生

效 

大豆、農產品、汽

車、水產品 

（242 種產品，340

億美元） 

加徵稅率 25% 

2018年 7月 6日

生效 

清

單

二 

潤滑油/製劑、化學

品、石化材料、鋼

鐵製品、機械、電

子電機 

（279 項產品，160

億美元） 

加徵稅率 25% 

2018年 8月 23日生

效 

礦物燃料、銅及鋁

廢碎料、運輸設備

等 333 項產品 

（333 種產品，160

億美元） 

加徵稅率 25% 

2018 年 8 月 23

日生效 

清

單

三 

農漁畜、加工食

品、化學品、汽車

零件、塑橡膠、紡

織品、機械、電子

及其零件、光學儀

器及其零件、運輸

設備等項產品 

（5,745 項產品，

2,000 億美元） 

加徵稅率 25% 

2019年 5月 10日生

效 

飛機、電腦、紡織

品、化學品、爐具、

紙類、肉品、小麥、

葡萄酒等項產品 

（5,207 項產品，

600 億美元） 

加徵稅率 25% 

2019年 6月 1日

生效 

清

單

四 

除稀土、藥品等少

數未列入外，幾乎

所有中國大陸出

口品均納入 

（3,000 億美元） 

加徵稅率 15% 

2019 年 9 月 1 日生

效，但 2019 年 8 月

5 日宣布將約 1,600

億產品延後至 12 月

15 日才加稅，並將

約 20 億美元的產品

移出清單，故清單

產品內容大幅減

少。 

對美國的大豆等

農產品及水產品

等共 5,078 個稅

目、約 750 億美元

進 口 商 品 加 徵

10%、5%不等關稅 

750 億美元進口

商品加徵 10%、

5%不等關稅，

分兩批自 9 月 1

日、12 月 15 日

起實施。 

對美國的汽車及

零組件 

12 月 15 日生效 

恢復加徵 25%、

5%關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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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美「中」貿易衝突情勢不斷升高恐不利雙方經濟發展，

更有可能帶來全球性的經濟、金融危機，故 2018 年 12 月 1 日美「中」

協議在 90 日的談判期限內，暫停新的貿易措施，2019 年 2 月 24 日，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鑑於美「中」貿易談判具實質進展，將延長原訂

為 3 月 1 日的關稅休戰期限。不過，由於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打算重啟

談判感到不滿，認為中國大陸缺乏執行協議的誠意，故在 5 月 10 日

對中國大陸進口的 2,000 美元產品加徵關稅，由原本的 10%提高到

25%。中國大陸在雙方第 11 輪談判破裂後，決定報復性的將美國進

口的 600 億美元產品，由原本 10%的關稅提高到 25%。2019 年 6 月

29 日，習近平與川普在 G20 大阪高峰會舉行雙邊會談，雙方同意重

啟經貿磋商，美方則承諾不再對中國大陸的產品加徵新的關稅。 

2019 年 8 月 1 日，美國政府由於不滿中國大陸政府對美國農產

品的進程，認為中國大陸政府缺乏誠意，係有意拖延時間，因此川普

在推特宣布將在 9 月 1 日起，對餘下價值 3000 億美元的所有中國輸

美商品徵收 10%的關稅。中國大陸政府報復性的宣布暫停購買美國農

產品，並於 8 月 24 日宣布對約 750 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 10%或 5%

關稅、對美國汽車及其零部件恢復加徵關稅；而美國在次日也增加之

前加徵的 3,000 億美元中國貨品的稅率至 15%，以及目前的 2,500 億

中國貨品加徵的 25%關稅至 30%作為反制，但目前因有暫時性協議

而擱置。 

總體而言，美「中」貿易戰已經持續一年，中間曾經兩度休戰，

但最終結果談判破裂，並在衝突上升後再度回到談判桌。就當前情勢

而言，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壓制係基於結構上霸權國對潛在挑戰國

的制衡策略，且美國的民意走向愈加支持政府對中國大陸採取強硬的

對抗態度，故美「中」貿易衝突應有長期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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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美「中」經貿衝突到科技競爭的發展 

雖然美「中」貿易衝突從 2017 年 12 月便開始出現摩擦，但嚴格

而論，美「中」貿易戰始於 2018 年 7 月 6 日，美國針對價值 340 億

美元的「中國製造」商品加徵 25%關稅，而中國大陸亦對美國的汽車、

農產品進行同等規模的反制徵收關稅。於此之前，許多專家學者皆將

美「中」貿易衝突視為策略手段，即試圖迫使中國大陸大量購買美國

產品以降低貿易逆差，或是讓中國大陸承諾改善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侵

犯。14然而，當 6 月底美國提出對中國大陸首波徵收 25%關稅的清單

後，許多專家學者才意識到美「中」貿易衝突是屬於結構性的衝突。 

2018 年 7 月 6 日提出對價值 340 億美元產品徵收 25%關稅的清

單一共涵蓋 818 項商品，包括航空航太、電子通訊、渦輪引擎、機械

與零組件、ITC 科技設備等。而第二波 160 億美元關稅制裁的產品，

主要包括半導體、電子、塑膠、石化、汽車零組件等產品。7 月 10 日，

美國公布將進一步對中國大陸約 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 10%關稅的清

單，涵蓋化工製品、煤、鋼、鋁等工業品，以及家具、自行車、汽車

輪胎、服裝等消費品。從這些加徵關稅的商品清單可以看出，美國發

動貿易戰是有明顯的目的性，由於美國政府認為「中國製造 2025」會

使中國大陸政府在一些新興產業領域為本國企業提供政策傾斜，不利

於市場自由競爭。再者，為避免美國技術和智慧財產權進一步以不公

平形式轉讓給中國大陸，影響美國產業發展。因此，美國政府特別鎖

定與「中國製造 2025」重點發展產業相關的「重要工業技術」商品加

徵關稅，企圖阻撓並延緩中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政策，避免中

國大陸透過竊取智慧財產權的方式在科技上趕超美國。 

 

14 BBC 中文網，2018.3.25，〈中美貿易戰：中國的餘地和特朗普的目的〉：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531738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53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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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於，「中國製造 2025」雖然企圖將中國大陸從「製造大國」

轉型為「製造強國」，但目前看來，中國大陸仍然是採取「抄近路」的

「進口替代」模式。換言之，雖然中國大陸積極研發高科技技術，但

整體國家研發重心仍是在應用研究與技術發展，而未按部就班的從基

礎研究工作開始紮根。15因此，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造 2025」主要

是透過企業合作或人才交流學習等方式取得外國之技術，或者對外資

企業要求以技術移轉換取市場准入，或者直接對國外企業進行大舉投

資或併購，藉此取得核心技術，同時以財政補貼、金融支持、政府採

購限制等方式扶植重點企業。這種「進口替代」模式雖然較容易快速

取得成效，但也更容易引起外國戒心，擔心中共透過官方力量侵害智

慧財產權，並以不公平的手段介入市場競爭，此亦為美「中」爆發貿

易衝突的主因之一。 

美國所發布之 301 報告中列舉中國大陸相關行動，包括強制性科

技轉移、歧視性授權使用規定、海外收購與非法駭客入侵等，因此，

除上述技術轉移問題，「中國製造 2025」使中共藉由支持其本國企業

進行間諜活動，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此外，亦可能造成全球市

場生產能力過剩，導致美國就業機會減少。而美國商會針對「中國製

造 2025」之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對商業數據之控制將會對全球產業鏈

結造成挑戰。16 

 

15 中國大陸的基礎研究經費占整體研究經費之比重，自 2015 年提出「中國製造 2025」起，就

一直維持在約 5%的水準，約為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如美國在 2015 年

即為 16.9%），甚至低於中國大陸本身於 2001 年至 2005 年的水準（5.33%~5.96%）。若以

基礎研究經費佔 GDP 比重而言，中國大陸自 2015 年以來，基本上比例皆約為 0.1%，遠遠落

後於先進工業國家。（以 2015 年為基準，美國約 0.48%，日本約 0.39，韓國約 0.73，臺灣約

0.26。）請見盧俊偉，2018，〈中國製造 2025 實施後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美、「中」經貿

關係之展望〉，臺灣經濟研究院，「中國製造 2025 對美、『中』、台三邊關係發展」研討會

會議論文。 
16 U.S Chamber of Commerce. 2017. “Made in China 2025: Global Ambitions Built on Local 

Protec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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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貿易戰的逐漸升溫，美「中」之間的貿易戰也逐漸擴大為科

技戰，美國貿易代表處 2018 年 4 月出版的《301 報告》，強調中國大

陸已連續 14 年成為該報告的首要觀察對象。17同月，美國商務部也下

令禁止美國企業未來 7 年出售零組件與敏感技術給予中興通訊（ZTE），

18更突顯美國對其技術進步的疑慮。美國正極力避免尖端科技流向中

國大陸廠商，這些措施必然將對其之技術發展發生阻礙，減少美商技

術移轉的管道，使其工業轉型的過程更為困難。2018 年 7 月 6 日，

美國開始對中國大陸出口之 340 億美金商品起徵 25%的關稅，瞄準的

商品多半是工業產品零組件或是需要精密科技生產技術者。19高關稅

措施一方面降低美國廠商與中國大陸廠商未來合作的可能性，一方面

也可能降低這些受關稅影響的產業之生產與研發能量，期望全面干擾

中國大陸發展各式生產技術的可能。 

除了針對關鍵零組件提高關稅外，美國更強大的科技戰利器在於

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根據《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署（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於 2018 年 11 月公布針對關鍵技

術和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框架（export control regime），擬就 14 項涉

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新興科技與基礎技術進行管制，避免中國大陸進行

強迫技術移轉。而在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中，華為由於具有中共軍方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final_made_in_china_2025_report_full.pdf. Latest 

Update 10 July 2018.  
17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 “USTR releases 301 special repor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str-

releases-2018-special-301-report#, retrieved 2018/7/10 14:11. 
18 經濟日報，〈美封殺中興通訊台廠受累〉，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092548，瀏覽日期 2018/7/10 14:37。 
19 Business Insider, “Trump just slapped tariffs on $34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 goods—here’s the full 

list of products that will get hurt,”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china-tariff-full-list-of-

goods-products-2018-6, retrieved 2018/7/10, 14:27. 

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final_made_in_china_2025_report_full.pdf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str-releases-2018-special-301-repor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str-releases-2018-special-301-report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092548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china-tariff-full-list-of-goods-products-2018-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rump-china-tariff-full-list-of-goods-products-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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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因此成為出口管制黑名單的代表企業。 

2018 年 12 月 1 日，華為公司現任副董事長兼財務長（CFO）、華

為創始人任正非長女孟晚舟以「華為涉嫌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向伊朗出

售敏感科技，並以假帳資料掩護」為由，被加拿大警方應美國政府司

法互助要求逮捕，美國聯邦檢察官並表示正針對華為涉嫌「從美企竊

取商業機密行為」進行調查。2019 年 5 月 16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

行政命令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允許美國禁止「外國對手」擁有或

掌控的公司提供電信設備和服務。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及其 70 家

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之列，命令未經批准的美國公司不得銷售

產品和技術給華為公司。5 月 19 日，谷歌公司率先宣布已經停止與

華為公司的商業往來，華為將無法獲得谷歌安卓作業系統的更新；華

為手機也將無法使用 Google Play、Gmail、YouTube 以及 Chrome 等

軟體服務。 

從美「中」在華為議題上的攻防觀之，美「中」之間的衝突已經

從貿易戰逐漸外溢到科技戰，由於華為正積極研發 5G 設備，美國與

華為在新興技術上的競爭開始晉升為標準規格之爭，而規格戰往往是

非此即彼，並不像貿易往來一般可以追求雙贏，可以想見，當美「中」

衝突升高為科技戰、規格戰，未來美「中」衝突不但有長期化的趨勢，

更將會更形激化對立，缺乏妥協與折衝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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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中」貿易衝突對國際經貿及全球產業鏈之影響 

美「中」為世界兩大強權，在雙方貿易戰與科技戰持續下，對全

球經貿與產業鏈分工均造成極大影響。因此，本節將分別說明美「中」

貿易衝突對國際經貿的影響，進而分別說明美「中」貿易衝突對全球

產業鏈及美「中」科技競爭對全球資通訊產業鏈的影響。 

一、美「中」貿易衝突對國際經貿的影響 

美「中」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在貿易衝突長期化下，對全球經

貿均產生極大的影響。以下則分別針對美「中」貿易戰對國際經濟與

貿易影響研析。 

（一）國際機構對全球經貿情勢預估 

在美「中」貿易衝突持續擴大下，全球經貿情勢均已遭受衝擊。

在包括美國、中國大陸、歐元區、英國、日本等各主要經濟體均面

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各主要國際機構均紛紛下調 2019 年的經濟

成長預測。另一方面，由於全球貿易量的領先指標持續疲弱，根據

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的全球貿易晴雨表（Global Trade 

Barometer，GTB），2019 年 9 月 GTB 指數為 96.6，仍低於代表進

出口成長的 100 點，顯示美「中」貿易戰導致關稅上揚，致使全球

貿易低迷。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展望（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IMF 預期 2019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3.2%，而 2020 年則回

升至 3.5%。IMF 認為美「中」貿易戰持續下，全球技術供應鏈受到

美國制裁的威脅，且經濟下行風險影響全球投資意願，造成 2019

年全球經濟成長動能疲弱。然而，IMF 認為在 2019 年 6 月在 G20

峰會後，美「中」貿易衝突暫時減緩，降低全球金融緊張壓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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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 2020 年全球經濟展望較樂觀。此外，美「中」貿易戰造成最

終需求疲弱，反映在全球貿易中，尤其在投資財與耐用消費財。因

此，IMF 預估 2019 年全球貿易量成長率為 2.5%，2020 年則上升至

3.7%。20 

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jects），

世界銀行預估 2019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2.6%，而 2020 年經濟成

長率預估值則為 2.7%。世界銀行認為，因 2019 年上半年美「中」

貿易衝突升級，關稅壁壘影響全球信心與投資，製造業呈現減速。

然世界銀行認為 2020 年先進經濟體和中國大陸預期將在復甦循環

中，因此預估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回升。21 

此外，全球貿易因投資放緩而走弱，因此全球在 2018 年末和

2019 年初貿易量成長減緩。其中，新興國家與發展中經濟體在貿易

成長趨緩情勢更加明顯，世界銀行預估 2019 年新興國家與發展中

貿易量成長率從前一年度 4.7%下降至 2.9%。而先進國家貿易量成

長率則是從 3.1%下降至 2.2%。因此，整體而言，世界銀行預估 2019

年全球貿易量成長率為 2.6%，而 2020 年則上升至 3.1%。22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經濟展望（OECD 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報告中，OECD 表示，預估 2019 年下降至 2.9%，2020 年預估則上

升至 3%，前述經濟成長增速為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最低。

OECD 認為美「中」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加添全球金融市場風險情

緒，不利全球未來經濟成長前景。此外，貿易緊張局勢造成全球供

 

20 IMF,2019/7，〈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07/18/WEOupdateJuly2019. 
21 World bank,2019/7,〈Global Economic Projects〉,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22 World bank,2019/7,〈Global Economic Projects〉,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07/18/WEOupdateJuly20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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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鏈的重整並不利跨境投資，亦傷害全球經濟成長動能。23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預估 2019 年

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2.9%，2020 年則上升至 3.2%。EIU 認為在美

「中」貿易衝突持續下，製造業成長停滯，且在全球消費者信心減

弱下，不利服務業未來發展，但長期對全球經濟成長仍相對看好。

24在此情勢下，EIU 預估 2019 年全球貿易量成長率為 2.2%，而 2020

年則上升至 2.8%。 

 

表 2 國際主要機構對全球經貿成長率預估 

單位：% 

 

IMF 

（2019/7

） 

World 

Bank 

（2019/7

） 

OECD 

（2019/9

） 

EIU 

（2019/9

） 

全球經濟成長率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3.2 3.5 2.6 2.7 2.9 3 2.9 3.2 

全球貿易量成長

率 
2.5 3.7 2.6 3.1 - - 2.2 2.8 

資料來源：IMF、World Bank、OECD、EIU，本研究自行整理。 

  

 

23 OECD,2019/9,〈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http://www.oecd.org/economy/outlook/ 
24 EIU,2019/9,〈EIU global forecast - Trade war drags down global growth〉, 

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258449409&Country=United%20States&topic=Econo

my&subtopic=Recent+developments# 

http://www.oecd.org/economy/outlook/
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258449409&Country=United%20States&topic=Economy&subtopic=Recent+developments
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258449409&Country=United%20States&topic=Economy&subtopic=Recent+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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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貿易戰對貿易量的影響 

觀察全球貿易量變化，自 2018 年下半年以來，全球貿易量年

增率呈現下滑趨勢，而季增率亦顯著下降，顯示美「中」貿易戰，

對全球貿易量產生負面衝擊（見下圖 2）。 

圖 2 全球貿易成長率 

資料來源：OECD, 2019/9, “Interim Economic Outlook” 

 

此外，觀察地區別出口成長率，2017 年以來，全球出口成長速

度以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最為強勁，其次為南亞地區、歐洲和中亞、

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東和北非等，顯示亞洲地

區出口成長等能強大。然而隨著主要經濟體需求成長趨緩，可看出

自 2018 年亞太地區出口成長動能明顯滑落，此顯示全球需求疲弱

特別在 2019 年影響到新興國家的出口（見下圖 3）。 

季增率 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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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8 年在歐洲和中亞、南撒哈拉非洲、中東和北非的出

口年增率亦呈現下跌，惟其中在中東和北非出口成長趨緩主因係受

到 OPEC 國家石油減產和美國制裁伊朗的影響。再者，在全球上述

地區中，2018 年僅有南亞、拉丁美洲出口年增率大於 2017 年，顯

示此兩地區的出口較未受到全球經濟需求疲弱的影響。 

圖 3 地區出口量成長率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9/7, “Global Economic Projects” 

 

綜上所述，全球因美「中」貿易戰，造成需求疲弱、影響市場

信心與投資意願，且全球貿易量亦受到需求不振造成成長率趨緩。

此外，因美「中」貿易戰影響了全球貿易情勢，連帶影響全球供應

鏈的上下游鏈結。因此，以下則針對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產業鏈

的影響進行研析。 

% 2008 年至 2018 平

東亞和

太平洋 

歐洲和 

中亞 

撒哈拉以

南非洲 

南亞 中東和

北非 

拉丁美

洲和加

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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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貿易衝突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 

自 2018 年下半年起，美「中」已相互加徵四波關稅，高關稅不

僅對美「中」兩國貿易造成影響，國際供應鏈也在這波貿易戰中受到

影響，尤其對美「中」兩國產業供應鏈關係密切的國家帶來衝擊與影

響。例如，在全球產業分工的體系下，如果美國或中國大陸以更高的

關稅進口中間財，將會導致該產業的生產過程中增加累計關稅，進而

影響全球產業鏈的成本。 

根據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

Kiel）報告，以全球產業供應鏈的角度，並採用世界投入產出資料庫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的資料庫，假設協商破局下

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國進行全面性的關稅制裁，模擬兩國彼此將關稅提

高到 100%的情境時，分析對全球產業及國家或地區所帶來的關稅成

本影響。 

結果顯示，在美「中」兩國相互課徵關稅情況下，與兩國貿易關

係越趨緊密的國家，所增加的間接關稅成本最大。而在各別產業部分，

當美國對中國大陸課徵關稅，則以「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

業」、「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汽車、拖車及半拖車」受到影響最

大。反之，若中國大陸對美國課徵關稅，則以「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

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及「農牧業」受到影響最

大。分別說明如下： 

（一） 美國對中國大陸課徵 100%關稅對全球產業鏈影響 

由表 3 可以發現，當假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

到 100%，將對全球與其他國家的產業增加額外的關稅成本。不僅不

同的產業受到影響有所差異，各國的關稅成本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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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相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受到美國提高關稅影響最大的國家

並非中國大陸，反而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加拿大與墨西哥。其中，

加拿大受影響最大的產業前三名分別是「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汽車、拖車及半拖車」、「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間接

關稅成本增加比率分別是 22.14%、15.49%、13.71%。至於墨西哥受

影響最大的產業前三名分別是「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未分類的機械和設備的製造」，間接關

稅成本增加比率分別是 17.36%、13.08%、10.53%。 

若觀察全球受衝擊影響最大的前三大產業則是「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汽車、拖車及半拖

車」，間接關稅成本增加比率分別是 5.72%、3.25%、2.28%。而進一

步分析不同產業之下，比較各國受到美國提高關稅影響程度，以「電

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而言，依序為加拿大、墨西哥、澳

洲，間接關稅成本增加比率分別是 22.14%、17.36%、6.94%；「化學

及化學產品製造業」及「汽車、拖車及半拖車」之產業受影響國家，

同樣依序為加拿大、墨西哥、澳洲。 

至於中國大陸受影響最大的產業前三名分別是「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及「未分類的機械和

設備的製造」，間接關稅成本增加比率分別是 5.96%、2.62%、2.01%。 

（二） 中國大陸對美國課徵 100%關稅對全球產業鏈影響 

反之，若假設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到 100%，

同樣亦對全球與其他國家的產業增加額外的關稅成本。值得注意的是，

表 4 與表 3 出現不同的結果。首先，受到中國大陸提高關稅影響最大

的國家並非美國，反而是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夥伴日本、韓國及印尼。

其次，「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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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未分類的機械和設備的製造」產業，相對美國對中國大陸提

高關稅之情境比較，受影響各國所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小。 

若觀察全球受衝擊影響最大的前三大產業則是「化學及化學產品

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及「農牧業」，間接關

稅成本增加比率分別是 1.85%、1.59%、1.06%。尤其，在此情境下各

國「農牧業」間接關稅成本增加比率明顯高於其他產業，其中受影響

最大的國家前三名，依序為日本、澳洲及印尼，增加比率分別是 2.62%、

2.09%、1.97%。 

至於美國受影響最大的產業前三名分別是「化學及化學產品製造

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及「農牧業」，間接關稅成

本增加比率分別是 3.12%、2.65%、1.85%。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由於美「中」兩國相互課徵關稅情況下，對

各國在不同的產業，所造成間接關稅成本的增加，勢必將調整過去各

國在不同產業傳統採購中間財的對象國。因此，將對全球產業鏈造成

影響，例如受影響最大的「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化

學及化學產品製造業」等產業，廠商會思考轉單至不受關稅措施影響

的第三地，以作為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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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國對中國大陸課徵 100%關稅對全球產業/其他國家間接 

   關稅成本增加率                            單位：% 

產業 全球 澳洲 巴西 加拿大 
中國

大陸 
印尼 印度 日本 韓國 墨西哥 俄羅斯 美國 歐盟 

農牧業 0.03 0.04 0.03 0.18 0.04 0.06 0.02 0.08 0.06 0.17 0.01 0.01 0.02 

林業 0.01 0.01 0.01 0.04 0.01 0.02 0 0.02 0.01 0.04 0 0 0 

漁業 0.01 0.01 0.01 0.03 0.01 0.01 0 0.01 0.01 0.03 0 0 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08 0.11 0.18 0.45 0.07 0.05 0.06 0.09 0.09 0.44 0.06 0.05 0.06 

食品、飲料、煙草製

造業 
0.07 0.09 0.1 0.4 0.07 0.1 0.04 0.13 0.11 0.36 0.04 0.03 0.05 

紡織品，服飾和皮

革製品業 
0.35 0.51 0.41 2.29 0.3 0.19 0.17 0.34 0.28 2.21 0.24 0.26 0.24 

木竹製品製造業

(傢俱除外)、 

草編與編織材料製

品的製造業 

0.17 0.23 0.19 0.97 0.17 0.1 0.09 0.19 0.14 0.73 0.1 0.1 0.12 

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0.31 0.33 0.36 1.65 0.26 0.25 0.17 0.34 0.29 1.45 0.17 0.19 0.18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0.01 0.01 0.01 0.04 0.01 0 0 0.01 0.01 0.04 0.01 0 0.01 

焦炭和精鍊石油產

品製造業 
0.25 0.23 0.46 0.91 0.18 0.15 0.13 0.24 0.21 0.88 0.13 0.12 0.17 

化學及化學產品製

造業 
3.25 3.47 7.03 13.71 2.62 2.06 1.92 3.47 3.01 13.08 1.95 1.69 2.57 

基本醫藥產品和醫

藥製劑的製造業 
0.24 0.28 0.55 1.1 0.21 0.16 0.15 0.28 0.24 1.05 0.16 0.14 0.22 

橡膠與塑膠製品製

造業 
0.83 0.96 0.9 4.36 0.6 0.38 0.35 0.72 0.69 3.48 0.51 0.46 0.44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 
0.37 0.42 0.44 2.21 0.31 0.17 0.21 0.34 0.36 1.74 0.23 0.23 0.23 

基本金屬製造業 1.09 1.33 1.08 5.77 0.89 0.44 0.7 0.88 1.03 4.99 0.78 0.69 0.72 

金屬製品的製造，

但機械設備除外 
1.47 1.83 1.57 7.54 1.17 0.67 0.72 1.29 1.43 6.01 1.11 0.85 0.86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5.72 6.94 6.17 22.14 5.96 2.23 3.27 6.14 6.35 17.36 5.06 3.32 4.6 

電力設備的製造 2.05 2.72 2.19 9.52 1.69 0.92 1.03 1.87 2.28 8.56 1.61 1.13 1.29 

未分類的機械和設

備的製造 
2.6 3.35 3.21 13.62 2.01 1.27 1.3 2.24 2.81 10.53 1.97 1.42 1.5 

汽車、拖車及半拖

車 
2.28 2.23 1.35 15.49 1.43 0.44 0.49 0.94 1.17 9.48 1.24 1.5 0.77 

其他運輸設備製造 0.38 0.28 0.26 0.74 0.26 0.11 0.2 0.29 0.19 0.37 0.39 0.09 0.5 

家具製造 ;其他製

造業 
0.18 0.32 0.23 0.91 0.14 0.08 0.11 0.23 0.18 0.72 0.13 0.09 0.15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o, Haiou and Görg, Holger.2019. “Friends like this: The impac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global value chains.” KCG Working Paper, 

N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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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國大陸對美國課徵 100%關稅對全球產業/其他國家間接 

   關稅成本增加率                            單位：% 

產業 全球 澳洲 巴西 加拿大 
中國

大陸 
印尼 印度 日本 韓國 墨西哥 俄羅斯 美國 歐盟 

農牧業 1.06 2.09 1.51 1.16 0.25 1.97 1.01 2.62 1.59 0.99 1.82 1.85 0.88 

林業 0.03 0.1 0.06 0.06 0.01 0.07 0.05 0.09 0.07 0.05 0.07 0.09 0.03 

漁業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35 0.62 0.53 0.34 0.14 0.7 0.5 0.57 0.61 0.44 0.54 0.51 0.24 

食品、飲料、煙草製

造業 
0.33 0.56 0.48 0.32 0.1 0.61 0.39 0.66 0.51 0.37 0.52 0.51 0.24 

紡織品，服飾和皮

革製品業 
0.1 0.16 0.1 0.09 0.01 0.11 0.05 0.18 0.09 0.06 0.13 0.15 0.07 

木竹製品製造業

(傢俱除外)、 

草編與編織材料製

品的製造業 

0.15 0.27 0.14 0.17 0.03 0.16 0.12 0.23 0.16 0.13 0.18 0.28 0.1 

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0.3 0.59 0.4 0.33 0.11 0.47 0.37 0.55 0.45 0.39 0.47 0.54 0.23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

體複製業 
0.02 0.03 0.02 0.02 0.01 0.03 0.02 0.03 0.03 0.02 0.03 0.03 0.01 

焦炭和精鍊石油產

品製造業 
0.28 0.45 0.41 0.25 0.1 0.49 0.36 0.44 0.42 0.32 0.4 0.4 0.18 

化學及化學產品製

造業 
1.85 3.4 3.15 1.94 0.69 3.53 2.66 3.4 3.04 2.44 2.99 3.12 1.39 

基本醫藥產品和醫

藥製劑的製造業 
0.03 0.05 0.05 0.03 0.01 0.05 0.05 0.06 0.05 0.05 0.05 0.06 0.02 

橡膠與塑膠製品製

造業 
0.18 0.3 0.24 0.18 0.06 0.26 0.21 0.3 0.25 0.25 0.28 0.3 0.1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 
0.04 0.07 0.06 0.05 0.02 0.07 0.06 0.07 0.07 0.06 0.07 0.07 0.03 

基本金屬製造業 0.19 0.34 0.28 0.22 0.07 0.37 0.26 0.33 0.34 0.3 0.36 0.33 0.15 

金屬製品的製造，

但機械設備除外 
0.13 0.21 0.17 0.13 0.04 0.21 0.16 0.21 0.19 0.18 0.22 0.21 0.09 

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1.59 2.1 1.77 1.4 0.7 1.63 2.03 2.52 2.34 2.58 2.04 2.65 1.16 

電力設備的製造 0.24 0.35 0.3 0.22 0.09 0.32 0.29 0.37 0.33 0.36 0.35 0.38 0.17 

未分類的機械和設

備的製造 
0.69 1.09 0.95 0.68 0.22 1.26 0.88 1.08 0.97 0.91 1.32 1.04 0.47 

汽車、拖車及半拖

車 
0.11 0.15 0.14 0.12 0.03 0.14 0.11 0.17 0.15 0.17 0.2 0.17 0.07 

其他運輸設備製造 0.11 0.17 0.14 0.11 0.04 0.21 0.16 0.16 0.15 0.13 0.18 0.16 0.09 

家具製造 ;其他製

造業 
0.2 0.31 0.23 0.19 0.06 0.3 0.21 0.29 0.29 0.23 0.29 0.3 0.13 

資料來源：整理自 Mao, Haiou and Görg, Holger.2019. “Friends like this: The impac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global value chains.” KCG Working Paper, 

N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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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中」科技競爭對全球資通訊產業鏈的影響 

美「中」貿易戰的發生，除了兩國貿易逆差持續過大此一因素之

外，另一主要原因在於美「中」兩國的科技競爭。由於中國大陸在全

球資通訊產業生產製造佔有重要地位，產業群聚與周邊配套產業完整，

故當美「中」貿易戰爆發後，全球資通訊產業鏈皆受到影響。再者，

美「中」兩國在新興科技領域的競爭，也讓美國將矛頭指向中國大陸

的科技大廠，對華為頒布禁售令。 

（一）美「中」貿易戰對全球資通訊產業鏈的影響 

在經過多年發展後，資通訊產業已在中國大陸各地形成不同的

生產基地，如在華東地區的上海、南通、蘇州、崑山、無錫等城市，

以及華南地區的東莞、廣州、深圳、中山、順德等城市，是 3C 產

品包括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電視機等產品，這些地方

亦多是臺商群聚之處，包括鴻海、仁寶、英業達、華碩、緯創、明

碁、技嘉、微星等廠商都在這些地區設廠；外資企業如 SONY、三

星、松下等則以中國大陸華北地區的北京、天津、濟南、青島等城

市為主要設廠地點，其次為華東地區的上海、蘇州等城市，華南地

區的投資則較少。顯見在美「中」貿易戰爆發後，全球的資通訊業

者都會受到影響。 

在四波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清單中，資通訊產品均涵蓋其

中，從前三波針對電子零組件與資通與視聽產品等加徵關稅；第四

波則預計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針對手機、筆電等終端產品加徵關

稅 15%，在中國大陸加工製造出口至美國的資通訊產品首當其衝受

到影響。倘若美「中」貿易戰長期化，預期未來全球市場將劃分為

「中國市場」和「非中國市場」，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將會逐漸轉移

到中國大陸之外的地區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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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品牌大廠蘋果（APPLE）為例，目前其產品供應商主要

都在中國大陸設廠，包括晶片、玻璃、鋁殼、電線、電路板等產品

零件，蘋果供應鏈的中國大陸供應商比例，已經提高到 47.6%。目

前蘋果的一些主要產品，包括 Apple Watch、AirPods 等，都已經受

到關稅影響。倘若第二輪關稅如期在 2019 年 12 月生效，預計 iPhone、

MacBook、iPad、iPod touch 等產品都將受到影響。就此來看，面對

美「中」貿易戰，短期之內，在群聚效應影響下，廠商或許可以自

行吸收因關稅而增加的額外成本，但長期則勢必需要仰賴中國大陸

以外的生產據點。此前已有消息指出，蘋果已經要求主要供應商評

估將 15%至 30%產能移出中國大陸、轉至東南亞對成本造成的影

響，凖備對供應鏈進行調整。25 

此外，中國大陸自主手機品牌商，亦積極帶領手機下游供應商

至東南亞投資設廠，希望在當地建立起完整供應鏈。舉例而言，

Oppo、小米等手機品牌廠，帶領華星光、京東方、航天等中國大陸

業者至印度投資，其中亦包含欣旺達、裕同科技等在 iphone 供應鏈

的廠商。因此，未來仍須關注中國大陸是否成功在東南亞設立資通

訊產業鏈，此影響著兩岸在資通訊產業之競合。 

對韓國而言，因韓國資通訊大廠在越南已設立生產基地，因此

儘管美「中」貿易戰爆發，對韓國資通訊產業鏈影響程度較小。舉

例而言，三星的手機主要生產基地為越南與印度，電視生產基地則

分布全球，因此可進行產能的調整。其中，對韓國而言，美「中」

貿易戰對其電子零組件出口至中國大陸負面影響較大。事實上，韓

國出口大量半導體至中國大陸進行加工製造資通訊產品，2017 年

 

25 「中國美國互不相讓：蘋果糾結，一邊抗議一邊轉移產能」，BBC 中文網，2019 年 6 月 21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8717128。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87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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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進口韓國之芯片占中國大陸進口總量 25.3%，金額為 655

億美元。26韓國貿易協會研究員 Mun Byung-ki 表示，全球貿易戰恐

造成韓國對中國大陸半導體出口額一年減少 40 億美元。27 

同樣對日本企業來說，日本資通訊業者如 Sony、Panasonic 均

在馬來西亞設立工廠，可進行產能調配。然而，Sony 專務高木一郎

表示，針對部分在「中」生產，銷售至美國之商品，若美「中」貿

易戰持續升級，未來若關稅調高至 25%，則考慮在其他國家地區生

產。 

（二）美「中」科技戰對全球資通訊產業鏈的影響 

美「中」貿易衝突從貿易戰走向科技戰，其中，由於華為作為

中國大陸電信裝備的龍頭企業，已經與全球超過 50 家電信服務商

簽署升級 5G 網路的商業合同，同時還擁有多項 5G 技術專利，對

於中國大陸在通信領域發展至關重要，致使華為成為美國主要打擊

目標。由於華為的供應商遍及各國，一旦華為受到制裁，對於全球

資通訊產業將有重要影響，故以下將針對華為事件進行分析。 

華為因涉及違反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利益，2019 年 5 月

15 日遭美國商務部將其與 70 家附屬公司列入產業安全局（BIS）

的出口管制實體清單（Entity List），美國公司必須自美國政府獲得

許可後，才能夠向列入清單的公司進行出口、復出口以及轉口。28

 

26 Lee Jeong-ho ,2018/7/4,〈South Korea will be one of ‘hardest hit economies’ if trade war breaks 

ou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153645/south-korean-firms-

may-get-caught-crossfire-us-trade 
27 Timothy W. Martin,2018/9/5，〈Samsung Tries to Navigate Through U.S.-China Trade 

Crossfire〉, https://www.wsj.com/articles/samsung-tries-to-navigate-through-u-s-china-trade-

crossfire-1533466800 
28 自由財經，2019，〈美國商務部制裁黑名單 8 間臺灣公司上榜〉，5 月 27 日，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3763，查閱時間：2019/6/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samsung-tries-to-navigate-through-u-s-china-trade-crossfire-1533466800
https://www.wsj.com/articles/samsung-tries-to-navigate-through-u-s-china-trade-crossfire-1533466800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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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凡包含美國技術與產品逾 25%以上之外國製造品，皆在此

禁令中。2019 年 8 月 19 日，美國商務部公布延長華為貿易禁令 90

天寬限期，至 2019 年 11 月 19 日。 

因華為的供應商包含許多國際大廠，根據華為公布 2018 年之

92 家核心供應商名單，美國有 33 家，中國大陸 25 家，日本有 11

家，臺灣有 10 家，德國 4 家，其餘供應商則包含瑞士、韓國、香

港、荷蘭、法國、新加坡等，因此美「中」科技戰將影響全球資通

訊產業，並分析如下： 

1. 美國掌握華為部分關鍵零組件，美「中」科技戰影響華為出貨

量，衝擊華為全球供應鏈廠商 

美國將華為列入出口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後，實質上即是對華為

進行高科技禁運，亦造成美「中」在資通訊產業鏈的斷鏈。華為主

要營收來源是電信設備與智慧型手機兩類，為此兩類產品高度仰賴

美國設計製造的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因此美國 IC 晶

片廠是否能繼續供貨予華為，將對華為出貨量有極大的影響。 

因目前仍在禁令的緩衝期，美國大廠可逐漸恢復供貨予華為。

2019 年 9 月 23 日，美國高通執行長莫蘭科夫（Steve Mollenkopf）

表示，高通已將重新供貨予華為，未來亦將持續努力供貨。然而，

當美國提供的寬限期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過後，預期美國企業將

無法向華為供貨，華為在美國廠商的供應鏈面臨斷鏈危機。根據彭

博社報導，華為內部評估，若美國持續切斷供應鏈，2019 年海外手

機出貨量恐面臨 40%至 60%的下滑，出貨量約減少 4,000萬至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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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臺，亦即將導致整體出貨量下滑 2 到 3 成29，預期此將對華為全

球供應鏈的業者造成衝擊。 

2. 短期非美供應鏈受到部分轉單效應，尤其資通訊臺廠 

短期而言，美「中」科技戰使得臺廠存在轉單商機。在手機無

線射頻晶片中，美國廠商擁有較佳的產品性能，因此臺廠取代難度

較高。然在通訊晶片代工、網路晶片高頻材料臺廠可望能加入華為

供應鏈。舉例而言，華為將手機用的通訊晶片由穩懋代工，而過去

主要由美商生產的零組件，亦改由海行設計後，再經臺積電生產。

30此外，華為把給偉創力的訂單轉單予富士康，而我國射頻 IC 設計

廠立積亦享有華為轉單效益。此外，在美國針對華為實施禁令後，

華為對日本供應商東芝記憶體、村田製作所提出增加智慧手機零組

件的供給，以增加庫存避免生產線斷鏈。 

3. 長期華為長期提升自主研發能力，加重其他國家競爭壓力 

長期而言，在美「中」科技戰持續下，美國將全力防堵中國大

陸在高科技的發展，而中國大陸亦察覺其資通訊關鍵零組件高度仰

賴美國，將積極投入自主研發，建立去美化之高科技產業供應鏈。

因此，中國大陸目前以時間換取空間，若中國大陸未來之技術自主

能力提升後，對美國資通訊產業而言，當中國大陸擁有自有資通生

產體系，不利未來美國資通訊業者營收與或利，恐影響其研發能力，

不利美國資通訊產業長期發展。對其他國家而言，如臺、日、韓等

 

29 廖修武，2019，〈美中貿易戰、華為事件以及全球資通訊供應鏈變局〉，兩岸經貿網，8 月

15 日，http://www.seftb.org/cp-4-582-5392e-1.html，查閱時間：2019/10/2。 
30 廖修武，2019，〈美中貿易戰、華為事件以及全球資通訊供應鏈變局〉，兩岸經貿網，8 月

15 日，http://www.seftb.org/cp-4-582-5392e-1.html，查閱時間：2019/10/2。 

http://www.seftb.org/cp-4-582-5392e-1.html
http://www.seftb.org/cp-4-582-5392e-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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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可能製造相同品質的產品，取代原本合作

之供應鏈。 

再者，未來中國大陸可能會朝向發展其制訂的產業規標準。舉

例而言，因美國仍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Google 與華為的合作仍須

美國商務部的同意，此可能不利華為未來更新Andriod系統的使用。

因此，2019 年 8 月 9 日，華為公開發布其自身作業系統「鴻蒙

（Harmony OS）」，以增加其系統的獨立性。因此，長期來看，美

「中」科技戰可能提升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研發能力，建立獨立系

統，不利其他國家資通訊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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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之影響 

美「中」貿易衝突源於中國大陸近年來經貿實力快速崛起，對美

國在西太平洋的支配地位形成挑戰。隨著美國在金融危機後實力衰退，

中國大陸對外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政策，在消化國內過剩產能的同

時，又能提高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對內則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透過推動「中國製造 2025」，期待中國大陸能從「製造大國」成為「製

造強國」。 

故此，美國總統川普上臺後開始對中國大陸採取強勢態度，尤其

是針對中國大陸在「中國製造 2025」的政策綱領下，積極對美國高科

技產業進行海外併購、技術移轉、竊取商業機密等種種手段，企圖獲

得美國的先進技術，開始採取相關反制措施，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強調，

限制中國大陸取得先進技術。在此一背景下，美「中」貿易戰之戰略

目標並非僅是單純平衡美「中」之間的鉅額貿易逆差，而是全面性的

美「中」結構性衝突，透過關稅戰的方式呈現，其最終目標在於削弱

中國大陸的經貿、科技實力，進而降低中國大陸對美國之威脅。 

以下將先說明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的經濟發展與美「中」貿易逆差

快速成長，以及中國大陸在發展科技創新時侵犯到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導致美「中」之間在經濟貿易、產業投資、智慧財產權三個面向上出

現結構性衝突，接著根據當前情勢，指出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

經貿、金融與科技發展之影響，最後對中國大陸受到之影響與因應措

施進行簡要之分析。 

一、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與美「中」結構性衝突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逐步融入全球經貿體系，並在 2001 年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落實市場開放承諾。在經貿自由化的過

程中，與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深化經貿合作，美「中」經貿關係步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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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階段，美「中」貿易總額快速成長，從 2000 年的 1,163.2 億美

元成長至 2015 年的 5,980.7 億美元，再增至 2017 年的 6,359.7 億美

元，2000 年至 2017 年美「中」貿易總額成長 447 倍，同期間中國大

陸對美國的出口金額成長 405 倍，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成長

348 倍（見下表 5）。美國是中國大陸的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二大貿易

夥伴、第四大進口來源地，而中國大陸也已超過加拿大成為美國的最

大貿易夥伴，美「中」在中國大陸經貿自由化的過程中，已經互為對

方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表 5 兩岸對美國貿易情形 

單位：億美元 

期間 臺灣對美國貿易 大陸對美國貿易 

出口 進口 順差 總額 出口 進口 順差 總額 

2001 333.9 181.5 152.4 515.4 1,022.8 192.4 830.4 1,215.2 

2002 322.0 183.9 138.1 505.9 1,251.7 220.6 1,031.1 1,472.3 

2003 316.0 174.9 141.1 490.9 1,523.8 284.2 1,239.6 1,808.0 

2004 346.2 217.3 128.9 563.5 1,967.0 347.2 1,619.8 2,314.2 

2005 348.4 220.5 127.9 568.9 2,434.6 418.4 2,016.2 2,853.0 

2006 382.2 230.2 152.0 612.4 2,877.7 552.3 2,325.4 3,430.0 

2007 383.0 263.6 119.4 646.6 3,215.1 652.4 2,562.7 3,867.5 

2008 363.3 252.8 110.5 616.1 3,377.9 714.6 2,663.3 4,092.5 

2009 283.7 184.6 99.1 468.3 2,964.0 696.3 2,267.7 3,660.3 

2010 359.1 260.3 98.8 619.4 3,649.4 918.8 2,730.6 4,568.2 

2011 413.3 259.0 154.3 672.3 3,993.4 1,038.8 2,954.6 5,032.2 

2012 388.6 243.7 144.9 632.3 4,256.4 1,105.9 3,150.5 5,362.3 

2013 379.3 256.4 122.9 635.7 4,404.3 1,220.2 3,184.1 5,624.5 

2014 405.7 268.4 137.3 674.1 4,666.6 1,240.2 3,426.4 5,906.8 

2015 407.1 259.3 147.8 666.4 4,818.8 1,161.9 3,656.9 5,980.7 

2016 393.1 260.5 132.6 653.6 4,628.1 1,157.8 3,470.3 5,785.9 

2017 424.9 257.5 167.4 682.4 5,056.0 1,303.7 3,752.3 6,359.7 

資料來源：整理自歷年兩岸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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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中」貿易長期嚴重失衡，中國大陸是美國最大的逆差

來源地區，美「中」逆差已占美國貿易逆差近五成，美「中」貿易逆

差在 2005 年時突破 2,000 億美元，2012 年進一步突破 3,000 億美元，

迄今已連續六年逾 3,000 億美元，2017 年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順差再

創新高，達到 3,752.3 億美元，減緩美「中」貿易差距一直都是美「中」

經貿對談的重點。中國大陸在進入「新常態」後，開始進行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GDP 成長轉入中高速，顯示中國大陸在經濟成長之際，無

法迅速改變過往以外貿成長促進經濟成長的模式，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的中國大陸，倘若仍然持續運用出口擴張獲致經濟成長，作為第一大

經濟體的美國，很難不處理長期貿易逆差主要來源地區，並坐視中國

大陸持續以此方式高速成長，使得美「中」貿易衝突成為結構性的必

然結果。 

除了美「中」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之外，另一方面，從 2008 至

2017 年工業生產成長觀察，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工業在此期間成長率

保持領先全球各國，儼然成為全球製造大國。歷經 2008 年及 2009 年

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之後，2010 年全球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日本、

德國、英國等之工業生產均跳升至正成長，然而中國大陸工業成長在

同期間成長迅速，2008 年至 2012 年均為十位數的成長，2013 年開始

雖成長低於 10%，然而仍屬高成長，截至 2017 年工業生產成長率仍

領先各國，表現亮麗（見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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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球工業生產增加率 

單位：% 

年別/國別 美國 德國 英國 日本 中國大陸 

2008 -3.4 0.6 -2.6 -3.4 12.9 

2009 -11.3 -15.5 -8.7 -21.9 11.0 

2010 5.6 10.5 3.3 15.6 15.7 

2011 3.0 7.1 -0.7 -2.8 13.9 

2012 2.9 -0.9 -2.7 0.6 10.0 

2013 1.9 -0.2 -0.7 -0.8 9.7 

2014 3.7 1.5 1.5 2.1 8.3 

2015 1.3 1.1 1.3 -1.2 6.1 

2016 -1.2 1.2 0.8 -0.1 6.0 

2017 1.8 3.1 1.9 4.5 6.6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中國大陸在「十三五」期間，提出「中國製造 2025」政策，希望

以 30 年時間，使中國大陸從製造大國成為製造強國。為使技術能迅

速升級，中國大陸挾資金規模之勢推動「走出去」政策，採用併購方

式換取所需技術及自然資源，各國面對中國大陸積極併購在地標的企

業已逐漸有所忌憚，推動「中國製造 2025」希冀成為製造強國，身為

全球技術領先國的美國，自然也在關注此一發展。 

美國川普新政的本質在重新強化「美國製造」的價值，鼓勵美國

企業及其相關的供應鏈回流，事實上亦與中國大陸正積極推動的「中

國製造 2025」產生衝突。事實上，美國監管部門對中國大陸對美併購

審查趨嚴，尤其是高度關注「中」方併購美國具高度技術的企業，以

防美國關鍵技術與智慧財產權外流。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自川普上臺後，已

拒絕 10 起以上陸資併購美國企業的案件，頻率高出過往許多。美、

「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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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USCC）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發布一份年度報告，報告

提出多項建議，其中第一項最緊迫的就是要求立法改革外國投資委員

會，以處理目前中國大陸對美投資大幅增長並日益加深的金融風險。

該報告建議擴大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範圍，包括重新審查和部分禁

止在美國的特定類型的外國直接投資，以保護美國科技領先地位，並

促使雙方收購門檻對等。2018 年 1 月 12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

2017 年「惡名市場名單」報告，總計列入全球 25 個在線市場和 18 個

實體市場，指該等市場從事及促成大量盜版和假冒商標的交易活動。

美國貿易代表署表示，這些販售侵權商品或服務的活動，損害美國智

慧財產權所有權人在國外市場的創新和知識產權，對美國經濟造成損

失。侵權產品進口金額估計接近 5萬億美元，約占全球進口值的 2.5%。 

在中國大陸逐漸崛起，而美國倍感壓力的背景下，貿易、投資、

智慧財產權，成為美「中」經貿衝突的三大重點。減少美「中」貿易

逆差已非美國的唯一目標，從 2019 年 5 月披露的談判內容亦可印證，

美國已將美「中」貿易談判重點升級至投資與智慧財產權領域。美國

所提出的要求改善清單包括八大重點：(1)削減美國貿易逆差 2,000 億

美元；(2)美國科技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3)敏感技術的投資限制；(4)

美國在中國大陸投資；(5)關稅和非關稅壁壘；(6)美國服務和服務供應

商；(7)美國農產品；(8)落實兩國每季開會檢討目標和改革等。 

從每一項所提出的改善內容，可以發現美國如今已非僅止於削減

美「中」之間貿易差距，並將議題擴大至促進投資、保護科技及智慧

財產權，尤其是保護敏感技術等層面，此亦反映美「中」具有長期化

的趨勢，即便美「中」簽署階段性協議，但協議內容如何落實，仍會

是美國會持續關注的重點，而這些美國關切的項目若完全依照美國的

意願執行，勢必對中國大陸造成巨大的影響，不但「中國製造 2025」

的目標無法如期完成，更可能造成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停滯、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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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甚至如同當年簽署廣場協議的日本，出現泡沫經濟，造成社會

不安。 

二、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經貿、金融與科技發展之影響 

由於美國發動美「中」貿易戰的戰略目標是削弱中國大陸的經貿

科技實力，而中國大陸亦意識到美國的企圖，避免陷入當年日本的困

境，故積極與美國進行多輪談判折衝，以及降低美「中」貿易戰對中

國大陸之影響，但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在此次貿易戰中，仍在各方面

受到相當大的衝擊。由於美「中」貿易戰影響的層面相當廣，而本文

之篇幅有限，故以下僅就經貿、金融、科技三大面向進行簡要之說明

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之影響。 

（一）美「中」關稅戰，造成中國大陸對美出口下滑，導致中國大陸

總體經濟成長趨緩 

美「中」貿易衝突始於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 年 8 月下令依據

《美國貿易法》「301 條款」對中國大陸是否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展開

調查，此舉被視為川普針對中國大陸採取的第一個直接貿易措施。

自美「中」貿易戰開啟以來，已經歷經兩年之久，至今仍不見結束

的跡象。 

首先，美「中」關稅戰開打後，中國大陸貿易額自 2018 年 11

月開始呈現趨緩及衰退的現象。31201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出口已

接近零成長。中國大陸在美「中」貿易戰中，因出口及投資不振等

影響致使經濟成長也呈現放緩趨勢。 

 

31 楊書非，2019，美中關稅大戰，誰輸誰贏，經濟前瞻，NO.185，頁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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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中」關稅戰開打後，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的金額呈

現下滑情形，致使中國大陸總體經濟成長趨緩，直至 2019 年第 3

季的 GDP 成長率近為 6%，創 27 年來最差紀錄，這意味著中國大

陸為 2019 年 GDP 設置的目標，為較去年同期成長 6%到 6.5%。若

從前三季的 6.4%、6.2%、6.0%來看，加上目前幾個主要經濟體都

處於「熄火」狀態、美「中」貿易戰前景未明、川普仍致力推動保

護主義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想要達到 6.5%恐有困難，維持低標 6.0%

尚有可能。32 

此外，《日本經濟新聞》指出，中國大陸減速預測的主要原因

是美「中」貿易問題長期化。而川普政府 9 月份啟動了「第四輪」

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這將使得經濟下滑壓力在加大。這顯示美「中」

貿易戰導致中國大陸出口低迷，消費與投資的狀況也不理想。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放緩，有可能成為世界經濟混亂的原因。33 

（二）中國大陸股市下滑、匯率貶值，造成大陸金融動盪，社會不安 

受到美「中」貿易陷入談判僵局時，快速跌破 7.0 關卡，致使

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大陸列入「匯率操縱國」，自始美「中」貿易戰

場延伸至貨幣戰場。34而人民幣也自此開始走跌至 9 月，直到美「中」

貿易戰轉向溫和後開始由低點反彈。在美「中」即將簽署第一階段

協議，更使市場情緒有效提振人民幣滙率。35總之，受到美「中」

 

32 李忠謙，2019，中國 GDP 成長率創 27 年來最差紀錄！第三季只剩 6%，日經警告：若繼續

減速，恐釀世界經濟混亂，風傳媒，2019/10/18，https://www.storm.mg/article/1843400 
33 Nikkei，2019，日經調查：預測中國 3 季度經濟增長 6.1%，2019/10/9，

https://zh.cn.nikkei.com/china/ceconomy/37604-2019-10-09-09-27-37.html 
34 吳建輝，2019，川普為什麼將中國列匯率操縱國？，風傳媒，2019/8/17，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96774 
35 陳暘，2019，中美貿易階段性協議 提振人民幣升破 7，風傳媒，2019/11/5，

https://www.storm.mg/article/1909549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43400
https://zh.cn.nikkei.com/china/ceconomy/37604-2019-10-09-09-27-37.html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96774
https://www.storm.mg/article/190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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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戰之影響，未來人民幣雙向波動仍有機會擴大，而這仍取決於

美「中」貿易談判的進程，尤其是取消關稅的幅度。若美國川普政

府認為中國大陸要求取消部分關稅超過了其接受範圍，導致第一階

段協議無法達成，那人民幣可能會重新貶值到 7.0 以上。反之，若

美國川普政府願意讓步，先取消 9 月以來的新增關稅，則不排除人

民幣有升值的可能性。36但就不論未來趨勢發展如何，若美「中」

貿易談判持續拖延，進而陷入僵局，這將對中國大陸金融市場造成

一定程度的影響。 

再者，隨著美「中」貿易戰加劇，在美「中」雙方一來一往的

推出「加徵懲罰性關稅稅率」的政策工具後，指致使中國大陸以及

香港股市產生震盪。37不僅外資持續大規模出逃，金額已超過 120

億美元（約合 831 億人民幣），是中國大陸 A 股滬港通以來最大規

模的資金外流。38由此可見，美「中」貿易戰確實對中國大陸的資

本市場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另外，根據日本《日經亞洲評論》報導，2019 年上半年中國

大陸不良貸款增加 10%，到達 2.24 兆人民幣（約 3,130 億美元）。

39另外根據彭博匯總的資料顯示，2019 年中國大陸在岸市場發生了

至少 120 例新發債券違約事件，包括 72 例公開發行債券和 48 例私

募債券。目前違約案例已經追平去年創下的最高紀錄，若從違約金

 

36 李沐恩，2019，美中貿易協議前景不明 人民幣兌美元再破 7，大紀元，2019/11/12，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1/12/n11649392.htm 
37 楊明娟，2019，美中貿易談判傳生變 陸股港股大跌，中央廣播電台，2019/5/6，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9784 
38 新唐人，2019，貿易戰衝擊中國股市 兩個月出逃外資 831 億，2019/6/6，

https://www.ntdtv.com/b5/2019/06/06/a102594482.html 
39 吳介聲，2019，中國公司債違約連環爆：經濟疲弱，違約金額恐創歷史新高，聯合新聞網，

2019/9/4，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11/4027903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1/12/n11649392.htm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9784
https://www.ntdtv.com/b5/2019/06/06/a102594482.html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611/402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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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來看，2019年迄今境內違約債券本金合計約1,028.8億元人民幣，

是史上第二個違約金額超過千億的年份。2018 年全年違約債券本

金金額高達 1,210 億元，違約件數則年增至 125 件。40而惠譽也表

示，2019 年前 10 個月，中國大陸債券違約數量已經超過 2018 年

全年的水準，且違約的大部份民營企業。41而此等危機主要來自中

國大陸經濟疲弱以及美「中」貿易戰。42 

2019 年以來，民營企業新發債券規模正在逐步萎縮，正是因

為市場不確定因素增多，不僅企業違約比例較去年明顯增加，2018

年大陸企業債的違約率約在 0.6%至 0.7%間，預估今年將上升到 1%，

將創下歷史高點。此外，2019 年到期的境內企業債總規模約在人民

幣 4 兆多元，其中高達 40%是屬於 1 年內到期的債券，可見企業償

債壓力巨大。43這表示在美「中」貿易戰的陰影下，中國大陸股市

在總體環境短期難有大幅起色的情況下，預估房地產、工業等行業

仍將不景氣，勢必加重企業償債壓力。 

（三）美「中」科技戰，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技術、人才管制，未來

可能造成雙元供應鏈 

美「中」貿易戰不僅衝擊中國大陸臺商的經營模式，也直接影響

到訂單海外生產比較高的產業，得面對供應鏈、產業標準等朝二元化

 

40 彭博資訊，2019，中國勢創史上最大違約年 境內債券違約數量已追平去年最高記錄，

2019/10/18，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97970 
41 吳佳穎，2019，惠譽確認中國信評 A+ 明年經濟估將失守 6％，自由時報，2019/11/20，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84386  
42 大紀元，2019，惠譽：大陸債券違約率今年或創新高，2019/11/5，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1/5/n11634354.htm 
43 黃欣，2019，標普：陸企業債違約率恐升至 1％，中國時報，2019/9/20，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20000300-260203?chdtv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97970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84386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1/5/n11634354.htm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20000300-260203?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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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發展的挑戰。44尤其在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2018 年 12 月更新「301 條款」調查

報告中，列舉若干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網路惡意攻擊行為，並指控中

國大陸電信竊取商業機密，中興、華為，甚至清華大學亦有網路間諜

活動；並批評中國大陸藉「中國製造 2025」多種政策，強迫轉移技術

及智慧財產權，在多個高端科技領域搶占經濟領先地位，對其經濟造

成損害，顯示美國持續加大對中國大陸各項制裁案的力道。45 

由此可知，未來美國將會強化「防止科技資訊外洩」的可能性，

包括避免外國企業利用併購美國企業、技術合作或是人才培育等作為，

逐步攫取美國科技實力，進而削弱美國科技領先地位。這表示，過去

臺商「臺灣接單，中國製造，出口美國」的美、「中」、臺三角貿易的

供應鏈模式，將出現雙元化的趨勢，亦即「紅色供應鏈」以及「非紅

供應鏈」。美「中」貿易戰已逐漸擴大成「關稅戰」，乃至於「科技戰」

可能成為下一個戰場。 

首先，川普採取報復性關稅，期待的是美國供應鏈回流本土，但

目前看起來似乎不太容易達成，原因包括美國缺乏技術人工、勞動成

本高，整個供應鏈都在海外，就算可能轉移到印度、東南亞，條件也

可能不像中國大陸那麼好。46是故，若課徵「關稅」，短期內無法促使

美企回流，則「科技戰」將會成為美國的下一個戰場，這可以從先前

 

44 高嘉和，2019，臺商真的受害了，自由時報，2019/9/24，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20102 
45 劉孟俊，2019，美中經貿戰現況及後續發展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9/9，大陸委員

會，

http://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kYTgzNjliZi1

lYzFjLTQ3MzctOTdlZi0wNjZiYTUxMDJlMzMucGRm&n=MDPnvo7kuK3ntpPosr%2FmiLDnj77

ms4Hlj4rlvoznuoznmbzlsZXop4Dlr58ucGRm 
46 廖禹揚，2019，學者：關稅手段用盡 美可能再轉科技戰，中央社，2019/8/31，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310036.aspx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20102
http://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kYTgzNjliZi1lYzFjLTQ3MzctOTdlZi0wNjZiYTUxMDJlMzMucGRm&n=MDPnvo7kuK3ntpPosr%2FmiLDnj77ms4Hlj4rlvoznuoznmbzlsZXop4Dlr58ucGRm
http://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kYTgzNjliZi1lYzFjLTQ3MzctOTdlZi0wNjZiYTUxMDJlMzMucGRm&n=MDPnvo7kuK3ntpPosr%2FmiLDnj77ms4Hlj4rlvoznuoznmbzlsZXop4Dlr58ucGRm
http://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9kYTgzNjliZi1lYzFjLTQ3MzctOTdlZi0wNjZiYTUxMDJlMzMucGRm&n=MDPnvo7kuK3ntpPosr%2FmiLDnj77ms4Hlj4rlvoznuoznmbzlsZXop4Dlr58ucGRm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31003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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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興、華為的禁令就可見一斑。 

其次，早在美「中」貿易摩擦加劇前，美國早已對中國大陸的投

資活動感到警惕。美國國會於 2018 年 8 月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

現代化法案」。川普並於 2019 年 5 月 16 日簽署「保護資訊與通訊科

技以及服務需求鏈」行政命令，為因應國家緊急狀態，禁止企業使用

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的公司所生產電信設備，其連鎖效果不限於美國

本土，也擴及與華為往來的全球供應鏈。47這使得包括如日本，韓國

和臺灣等加入數華為供應鏈的企業，也受到影響。美國出口管制規範

原產於美國的商品、軟體與技術，所有交易者包括轉出口在內皆須遵

守。臺灣更有十家公司列名華為對外公布的 92 家核心供應商名單。

48屆時美國嚴格貫徹對華為禁售，臺灣廠商是否能以使用美方專利技

術比重未達一定門檻為由，主張繼續供貨給華為，不無疑問。49 

再者，美國對中國大陸主要課稅清單，著重在涉及「中國製造

2025」的工業性產品，其中課稅金額較高者為電訊設備、電腦電路板

及處理器等。然而，即便美「中」雙方在 10 月中旬於華府舉行的美

「中」貿易會談，雙方達成初步共識，將對大陸 3,000 億美元加徵關

稅清單產品啟動豁免程序。而美國蘋果向白宮遞交產品關稅排除清單

包含 AirPods 耳機等 11 項中國大陸製品，50顯示美「中」雙方的談判

 

47 廖禹揚，2019，學者：關稅手段用盡 美可能再轉科技戰，中央社，2019/8/31，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310036.aspx 
48 華為發布的名單，臺灣的供應商包括：台積電、大立光、聯發科、南亞科技、富士康、滬士

電子(楠梓電)、欣興電子、晶技股份。林則宏，2018，華為公布核心供應商名單 臺灣 10 企

業進榜，聯合報，2018/11/30，https://udn.com/news/story/7240/3511842 
49 陳錦稷，2019，當心美中科技戰的震波，經濟日報，2019/10/23，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120151?from=udn-relatednews_ch2 
50 弗林，2019，蘋果向白宮遞交產品關稅排除清單 包含 AirPods 耳機等 11 項中國製品，RFI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19/11/1，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101-

%E8%98%8B%E6%9E%9C%E5%90%91%E7%99%BD%E5%AE%AE%E9%81%9E%E4%BA%

A4%E7%94%A2%E5%93%81%E9%97%9C%E7%A8%85%E6%8E%92%E9%99%A4%E6%B8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310036.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351184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120151?from=udn-relatednews_ch2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101-%E8%98%8B%E6%9E%9C%E5%90%91%E7%99%BD%E5%AE%AE%E9%81%9E%E4%BA%A4%E7%94%A2%E5%93%81%E9%97%9C%E7%A8%85%E6%8E%92%E9%99%A4%E6%B8%85%E5%96%AE-%E5%8C%85%E5%90%ABairpods%E8%80%B3%E6%A9%9F%E7%AD%8911%E9%A0%85%E4%B8%AD%E5%9C%8B%E8%A3%BD%E5%93%81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101-%E8%98%8B%E6%9E%9C%E5%90%91%E7%99%BD%E5%AE%AE%E9%81%9E%E4%BA%A4%E7%94%A2%E5%93%81%E9%97%9C%E7%A8%85%E6%8E%92%E9%99%A4%E6%B8%85%E5%96%AE-%E5%8C%85%E5%90%ABairpods%E8%80%B3%E6%A9%9F%E7%AD%8911%E9%A0%85%E4%B8%AD%E5%9C%8B%E8%A3%BD%E5%93%81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101-%E8%98%8B%E6%9E%9C%E5%90%91%E7%99%BD%E5%AE%AE%E9%81%9E%E4%BA%A4%E7%94%A2%E5%93%81%E9%97%9C%E7%A8%85%E6%8E%92%E9%99%A4%E6%B8%85%E5%96%AE-%E5%8C%85%E5%90%ABairpods%E8%80%B3%E6%A9%9F%E7%AD%8911%E9%A0%85%E4%B8%AD%E5%9C%8B%E8%A3%BD%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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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進行中。 

最後，根據華南美國商會對 219 家中國大陸美商的調查結果發現，

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在中國大陸南方設廠的美國企業，超過七

成考慮延緩進一步投資。貿易戰亦引發供應鏈、產業聚落搬遷，許多

在中國大陸生產、組裝，最終於美國市場銷售的產品生產商，此一供

應鏈模式受關稅影響甚大，如緯創為戴爾和惠普的伺服器進行代工，

正在考慮將業務遷出中國大陸，迫使電腦製造商加速將部分生產從中

國大陸轉移到臺灣、墨西哥、巴西、捷克和東南亞等地。 

由此可知，高關稅措施一方面影響中國大陸境內企業將部分或全

部生產移至其他國家，以及外資持續投資或與中國大陸廠商未來合作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非關稅貿易戰措施的衝擊可能遠大於關稅措施。

美「中」貿易衝突其實是涉及美、「中」兩國全球霸權及全球治理主

導權之戰，不僅涉及貿易戰，也是一場制度戰與科技戰。從美國商務

部下令禁止美國企業未來 7 年出售零組件與敏感技術給予中興通訊

（ZTE），以及先前美國商務部與司法部指控福建晉華公司竊取美國

記憶體晶片大廠美光（Micron）智慧財產權，將禁止美國原創技術出

口並轉移給晉華的舉動來看，這場美、「中」兩國的高科技爭奪戰，

美對「中」科技大廠進行防堵，還會持續下去。對關鍵零組件產品禁

售禁賣，將影響該項產品的相關貿易活動與中斷供應鏈，產生龐大的

產業關聯效果，進而降低這些受關稅影響的產業之生產與研發能量，

干擾中國大陸發展各式生生產技術，使中國大陸製造業轉型的過程更

為困難。 

 

%85%E5%96%AE-

%E5%8C%85%E5%90%ABairpods%E8%80%B3%E6%A9%9F%E7%AD%8911%E9%A0%85%

E4%B8%AD%E5%9C%8B%E8%A3%BD%E5%93%81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101-%E8%98%8B%E6%9E%9C%E5%90%91%E7%99%BD%E5%AE%AE%E9%81%9E%E4%BA%A4%E7%94%A2%E5%93%81%E9%97%9C%E7%A8%85%E6%8E%92%E9%99%A4%E6%B8%85%E5%96%AE-%E5%8C%85%E5%90%ABairpods%E8%80%B3%E6%A9%9F%E7%AD%8911%E9%A0%85%E4%B8%AD%E5%9C%8B%E8%A3%BD%E5%93%81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101-%E8%98%8B%E6%9E%9C%E5%90%91%E7%99%BD%E5%AE%AE%E9%81%9E%E4%BA%A4%E7%94%A2%E5%93%81%E9%97%9C%E7%A8%85%E6%8E%92%E9%99%A4%E6%B8%85%E5%96%AE-%E5%8C%85%E5%90%ABairpods%E8%80%B3%E6%A9%9F%E7%AD%8911%E9%A0%85%E4%B8%AD%E5%9C%8B%E8%A3%BD%E5%93%81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101-%E8%98%8B%E6%9E%9C%E5%90%91%E7%99%BD%E5%AE%AE%E9%81%9E%E4%BA%A4%E7%94%A2%E5%93%81%E9%97%9C%E7%A8%85%E6%8E%92%E9%99%A4%E6%B8%85%E5%96%AE-%E5%8C%85%E5%90%ABairpods%E8%80%B3%E6%A9%9F%E7%AD%8911%E9%A0%85%E4%B8%AD%E5%9C%8B%E8%A3%BD%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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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之影響評析 

美「中」貿易戰無疑對中國大陸在經濟、金融、科技等方面帶來

巨大的影響，但這些衝擊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卻不完全是負面影響，同

時也促使中國大陸對內加速結構性改革，對外則強化海外布局，尤其

是與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與貿易關係。而在中國大陸政府積極回應美國

壓力的同時，一方面美國加徵關稅對中國大陸臺商帶來相當大的壓力，

另一方面亦促使臺商進行產業升級轉型與新一輪的產業布局。因此，

美「中」貿易戰無論是對於中國大陸政府，或是中國大陸臺商，都是

機會與挑戰並存。 

（一）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帶來巨大衝擊，但中國大陸政府比

美國政府更具有韌性，故較能承受損失 

整體而言，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帶來巨大衝擊，中國大

陸近年來本來便已進入新常態，經濟成長呈現中高速，同時開始進

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

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補」。如今，美「中」貿易戰替中國大陸帶來

了更大的外部壓力，使得中國大陸必須面對更為嚴峻的經濟情勢，

提高了中國大陸持續推動深化改革的難度。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中國大陸威權政治的特性，使得中國大

陸面對貿易戰長期化時，比美國更具有韌性。尤其當美國總統大選

的時程不斷迫近，川普競選連任的壓力，將迫使其同意簽署一個階

段性的協議，作為美「中」貿易戰的成果以對內宣傳、回應民意。 

當然，中國大陸亦須考量到民眾觀感，因此劉鶴亦提出「文本

性平衡」，要在協議中維持國家尊嚴，不能感覺是中共在美國威脅

下全面讓步。當初第十一輪談判最終破局，就是因為未能兼顧「文

本平衡性」，所以中共才無法接受。只是中共政治的特質，使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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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有更多的籌碼可以運用種種手段拖延，一直拖到美國大選前，

使川普產生在選前簽署協議的急迫性，進而放棄對中國大陸持續施

壓。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雖然面臨著強大的外部壓力，但為回

應美國的壓力，亦迫使中共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因此，許多中國

大陸學者皆對美「中」貿易戰抱持著「短空長多」的看法，認為對

美「中」貿易戰雖然短期內對中國大陸經濟、科技帶來衝擊，但亦

迫使中共必須要更加積極的「補短板」，加大改革開放的力道，加

速產業轉型升級。同時，為了在關鍵技術與核心零組件上避免受制

於美國，中國大陸政府亦將積極扶植自主產業鏈，故長期而言反而

有助於中國大陸讓自己的產業鏈更加完善。 

（二）中國大陸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將會以「一帶一路」為

基礎，強化多邊合作機制，並引導中國大陸企業進行海外布局 

美「中」貿易戰迫使中國大陸必須積極尋求盟友，以化解美國

的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大陸一方面將加速「一帶一路」工

作，協助周邊地區、國家發展和完善基礎建設、交通建設，以利其

擴大並分散出口貿易至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另

一方面將繼續標舉和推動全球自由貿易，並積極開展、參與及促成

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的策略行動，如 RCEP 的推動將會有助於中國大

陸強化與亞太地區的連結。 

在拓展「一帶一路」與促進區域經貿整合兩大脈絡下，中國大

陸政府將會引導中國大陸企業擴大海外設廠、投資之布局，以因應

美國貿易制裁的關稅措施。同時，亦將擴大與臺商合作前往東南亞、

南亞國家設廠投資，運用臺商的管理、技術、工商網絡開拓當地市

場。由此可知，在美「中」貿易戰長期化的趨勢下，中國大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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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部分企業強化在東協國家境外合作園區的投資生產，進而提升

與臺商之間的競合關係。 

（三）美「中」貿易戰對紅色供應鏈產生衝擊，可能出現產業供應鏈

二元化，此將對臺商造成衝擊亦帶來機會 

近年來，中國大陸逐漸擺脫純產業代工型態，進而轉向自行發

展、自我供應的產業供應鏈，隨著其生產技術水準日趨成熟，致使

中國在地供應鏈日益發展成形，亦即為「紅色供應鏈」。51換言之，

「紅色供應鏈」體系的建立，即為中國大陸的「進口替代」政策，

把原先進口的中間財商品，轉向由當地來做生產，排擠了中國大陸

自海外採購機件等原物料的需求，這對於臺灣企業發展而言，無疑

是帶來首當其衝的巨大影響。譚瑾瑜指出，隨著中國大陸的「紅色

供應鏈」日益崛起，兩岸現存既有的兩岸供應鏈，出現「斷鏈」，甚

至帶來「換鏈」危機，這儼然對一向以電子產業發展核心的臺灣企

業，帶來空前諸多無形壓力及威脅。52 

然而，美「中」貿易戰由於對網通設備、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

件、工具機零組件等最終產品以出口美國市場為主的產業帶來巨大

影響，進而導致這些產業的臺商將生產線遷移至其他國家的壓力，

如回流臺灣或是至東南亞設廠，亦可能增加其他生產基地的產能，

以取代中國大陸的生產。而在高科技、電子及其零組件等產業供應

 

51 紀翔瀛，2016，〈紅色供應鏈篇-紅色供應鏈崛起 對我國扣件產業影響分析〉，中時電子

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11000376-260210，2019/02/27。 
52 譚瑾瑜等，2016，〈紅色供應鏈對臺灣產業之影響評估〉，臺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11000376-2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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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由於「轉單效應」的出現，明顯有助於降低臺灣企業面臨中國

大陸「紅色供應鏈」之競爭壓力。53 

另一方面，面對美「中」貿易衝突，目前在中國大陸的供應鏈，

勢必要開始轉移至新南向國家。尤其在中國大陸的臺商大量出走，

或有可能在新南向國家建立所謂的「非紅色供應鏈」，而有機會建

構新的產業生態，且進而取代一部分的「紅色供應鏈」，臺灣與臺

商將扮演非常關鍵性角色。 

不可否認，美「中」貿易衝突的本質就是產業鏈之爭、價值鏈

之爭，其核心目的是為了重構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重建國際經濟

的新秩序，促使製造業尤其高端製造業回流美國，54打破現有由臺

灣及東南亞國家提供零組件至中國大陸加工，再轉銷美國的供應鏈

模式。隨著美「中」貿易衝突升溫，雙方相互祭出關稅壁壘情況下，

不僅在中國大陸製造的商品出口至美國，將被課征額外的稅金，臺

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生產時，從美國進口零件成本也墊高，進而壓縮

獲利、影響產品價格競爭力及市場需求量。 

在這樣的情況下，目前全球產業鏈的生產基地已開始轉移，未

來國際分工將產生實質變化，廠商勢必會以多國製造的方式分散風

險，進而促成新南向國家的產業聚落發展，形成一個新的產業生態。

而在新的產業供應鏈建立的過程中，將有可能出現分流的現象，尤

其是在新興科技與戰略產業，國際上將有可能出現「紅色供應鏈」

與「非紅供應鏈」的產業供應鏈二元化現象。對於中國大陸臺商而

言，要選擇融入「紅色供應鏈」，還是建立「非紅供應鏈」，將會是

 

53 李靚慧，2018，〈美中貿易戰開打 星展:有助臺灣降低紅色供應鏈競爭壓力〉，自由時報，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16242，2019/02/27。 
54 自由時報，2019，〈專家：貿易戰本質是高科技之爭 逼中加速高端產業鏈佈局〉，5 月 27

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3030，查閱時間：2019/6/23。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16242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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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階段最重要的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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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影響 

中國大陸是我國最大貿易夥伴，且佔我國主要出口市場約四成，

故我國政府自 2016 年起便因應當國際情勢與發展趨勢，積極推動新

南向政策，以分散市場風險。隨著 2018 年開始美「中」貿易衝突不

斷且對峙升級，連帶影響亞太周邊國家政策重心移轉，我國「新南向

政策」不僅適時回應新的亞洲政經結構，更與各國的區域願景如美、

日等國所提出的「印太戰略」理念一致，55因此有了更多的合作機會

與潛力。在 2018 年 3 月，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黃之瀚副助理

國務卿造訪臺灣時提到，美國樂見我國新南向政策對於印太區域發展

的貢獻，同時也期待這兩個甚具意義的區域參與途徑能有更多對應協

力的機會。56由此可知，隨著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溫，美方透過

與臺灣建立更深厚的連結來防堵中國大陸這一步，儼然已成為美國外

交與國防政策的重心之一。 

面對全球詭辯的政經局勢，臺灣唯有透過多管齊下策略，始能有

效減少我國因區域經濟整合而遭受的貿易與投資障礙，避免經濟被邊

緣化。尤其，受到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中國大陸臺商轉赴新南

向國家發展，促使我國政府更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作為與亞

太各國密切交往的方案，藉由深化與新南向國家的雙邊交流，奠定我

國未來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的基礎，也藉此讓我國在美「中」兩強

之間，找出一條平衡發展的策略道路。臺灣若能抓住這個戰略機遇，

主動爭取成為進入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緩衝樞紐，臺灣將不再只是進

入中國大陸的跳板，而是串接東南亞市場的樞紐。 

 

55 美國總統川普在 2017 年 11 月推動「印太戰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維持在亞洲地區的領

導地位。蔡育岱，2018，〈美國推動印太戰略對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影響與建議〉，《戰略安

全研析》，(148)：20。 
56 楊昊，2018，〈形塑中的印太: 動力, 論述與戰略布局〉，《問題與研究》，57(2)：8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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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衝突的爆發，無疑證明我國政府的高瞻遠矚，對於

中國大陸臺商而言，更是權衡應否配合政府政策外移東南亞及南亞地

區的關鍵。本章將先說明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之總體影

響，再分析在個別產業上，美「中」貿易衝突對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

於投資意願、產業布局等面向之影響。 

第一節 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 

過去臺灣經濟高度依賴「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出口美國」，進

而在兩岸建立龐大代工體系；57美「中」貿易衝突發生後，這樣的兩

岸三角貿易營運模式產生質變，在中國大陸的臺商紛紛將生產基地轉

至新南向國家發展及布局。其實，早在美「中」貿易衝突發生之前，

即有許多包括臺商在內的外資，因中國大陸土地、勞動力成本及環保

標準提高等因素，致使投資環境不如以往，已在評估移轉產線，而美

「中」貿易衝突帶來的關稅成本提高，更加速全球供應鏈及價值鏈的

轉移。這將可能對臺商營運、布局、產業供應鏈運作及臺灣進出口與

整體經濟成長產生影響。 

臺商在中國大陸發展已久，隨著情勢變遷，已有許多出現兩波的

投資衰退，如今美「中」貿易戰的爆發，則加速了此一趨勢。本節將

先分析中國大陸臺商的現況與動態，再說明美「中」貿易戰、科技戰

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 

一、當前中國大陸臺商發展現況與動態 

臺灣自 1980 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潮流日熾，科技進步日新月

異，國際分工不斷深化，臺商在國外投資成為推動臺灣經濟發展的另

 

57 經濟日報，2018，〈美中貿易戰 臺商面臨大挑戰〉，9 月 18 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2003482281，查閱時間：2019/6/24。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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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重要動力。除此之外，國際競爭日趨激烈，以及國內經濟環境發

生劇烈的變化，喪失競爭優勢的傳統產業面臨嚴厲的考驗，這些傳統

產業往往必須主動或被迫移往海外，尋求較低成本生產據點。臺商對

外投資初期係以東南亞國家為主要對象，但隨著大陸日漸開放及語言

文化相近之便利，且適逢大陸在天安門事件後，進入大陸的外資形成

低潮，臺商利用此一機會，自 1990 年代開始大量進入大陸投資。在

此階段，臺商提供中國大陸「長期累積的出口網路」以及「綿密的產

業鏈」，造就了中國大陸的出口導向經濟成長。就此而論，臺商可謂

是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推手。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加速與市場開放之擴大，臺商對中國大

陸之投資金額與平均規模，因投資產業類別鬆綁，而有逐年增加之趨

勢，2003 年臺商赴陸投資金額超過對其他地區國家之投資金額，2008

年臺商赴陸投資平均規模更是超過對其他地區國家之平均規模。然而，

隨著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開始出現產業轉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

「騰籠換鳥」政策，要求珠三角地區勞力密集型產業外移，此一政策

往外擴展到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直接導致 2010~2014 年出現第一波的

臺商投資衰退；隨著中國大陸勞力、土地成本不斷上漲，如五險一金

等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環保、金融法規等愈趨嚴格，致使整體投資

環境對臺商愈加不利；再加上中國大陸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趨緩，

於是在 2015~2018 年開始出現第二波的臺商投資衰退。換言之，臺商

自 2008 年以來，就已經開始逐漸遷廠或撤資，往東南亞、南亞投資

分散風險，甚或是進行全球投資布局，而美「中」貿易戰則是加速了

此一趨勢。 

（一）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之現況 

從統計數據來看（見下表 7），2018 年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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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額為 85 億美元，較 2017 年減少 7.5 億美元，較 2016 年減少

11.7 億美元；但 2018 年總投資件數為 726 件，較 2017 年增加 146

件，較 2016 年增加 403 件。整體而言，過去三年對中國大陸投資

呈現投資件數增加，但整體投資金額減少的現象。累計投資總額的

部分，自1991年至2018年，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為1,823.4

億美元，總投資件數為 43,3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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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991-2018 年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及金額 

單位：億美元 

時間 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 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 

1991 237 1.7 

1992 264 2.5 

1993 9,329 31.7 

1994 934 9.6 

1995 490 10.9 

1996 383 12.3 

1997 8,725 43.3 

1998 1,284 20.3 

1999 488 12.5 

2000 840 26.1 

2001 1,186 27.8 

2002 3,116 67.2 

2003 3,875 77.0 

2004 2,004 69.4 

2005 1,297 60.1 

2006 1,090 76.4 

2007 996 99.7 

2008 643 106.9 

2009 590 71.4 

2010 914 146.2 

2011 887 143.8 

2012 636 127.9 

2013 554 91.9 

2014 497 102.8 

2015 427 109.7 

2016 323 96.7 

2017 580 92.5 

2018 726 85 

總計 43,315 1,823.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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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地區別來看，臺商投資主要集中在江蘇省、廣東省、浙江

省、福建省、上海市等沿海地區（見下表 8），2018 年這五省市占

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比接近 78%。 

 

表 8 2018 年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各地區投資件數及金額排名 

投資金額排名 地區 投資件數（件） 
投資金額（億美

元） 

1 江蘇省 174 21.9 

2 廣東省 138 13 

3 浙江省 60 11.9 

4 福建省 51 9.8 

5 上海市 140 9.6 

6 湖北省 23 3 

7 安徽省 14 2.3 

8 山東省 15 2.2 

9 遼寧省 5 2.1 

10 重慶市 25 1.6 

11 四川省 12 1.5 

12 湖南省 8 1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若以產業別來看，臺商投資主要分布於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018 年核准投資金額為 18.5 億美元，約占核准投資總額的 21.8%，

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11.9 億美元）、化學材料製造業（7.9 億美元）、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7.6 億美元）、基本金屬製造業

（6.8 億美元），以及金融及保險業（5.9 億美元）（見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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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8 年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各產業投資件數及金額排名 

排名 產業別 
投資金額（億美

元） 

1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8.5 

2 批發及零售業 11.9 

3 化學材料製造業 7.9 

4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7.6 

5 基本金屬製造業 6.8 

6 金融及保險業 5.9 

7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3.4 

8 電力設備製造業 3 

9 機械設備製造業 2.4 

10 塑膠製品製造業 2 

11 橡膠製品製造業 2 

12 運輸及倉儲業 1.6 

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4 

14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2 

15 金屬製品製造業 1.1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最新資料顯示，至 2019 年 6 月為

止，我國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仍居於我國對海外投資之冠，顯見中

國大陸龐大的市場與消費人口對於企業十分具有吸引力，雖然近年

來因為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環保、勞工權益的重視，嚴格執行相關法

規，使得臺商營運成本上升，也讓臺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面臨許多

難題，再加上美「中」貿易戰增加了臺商投資中國大陸的成本與風

險，但對臺商而言，由於長年在中國大陸投資，除非在臺灣或東南

亞已有既有的產線可以擴大，否則產業鏈的重建並非一蹴可幾，因

此，即便決定遷廠撤資，仍需一定的時間運作。此外，由於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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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持續發展在地化的產業供應鏈，而臺灣在半導體、生技醫療、電

動汽車、智慧機械、文化創意等優勢產業，也與中國大陸相關產業

形成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 許多臺商為避免美「中」貿易戰衝擊，

轉以內銷市場為主，逐漸融入中國大陸的產業供應鏈。 

（二）臺商在中國大陸面臨之問題 

綜合分析近年來影響臺商投資大陸的因素包括：薪資上漲、政

府規定的勞動成本上升、騰籠換鳥、紅色供應鏈興起等。由於中國

大陸勞動力薪資上漲、政府規定的勞工成本拉高，是勞力密集產業

臺商轉移陣地的最主要原因。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2019 年，重慶、陝西、上海、北京等四個

省市陸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31 個省市當中，上海、廣東、北京、

天津、江蘇、浙江等 6 省市的月最低工資標準，均超過人民幣 2,000

元，上海以每月 2,480 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居首，其次是深圳 2,200

元，第三位是北京的 2,120 元，緊接在後是廣東的 2,100 元。58若以

藍領階級月薪來看，中國大陸藍領階級在 2016 年的平均收入已超

過人民幣 4,500 元，北京、上海的藍領平均月薪更已超過人民幣

5,000 元，已高於臺灣的基本工資。59除了人工成本上升之外，近年

大陸政府也積極要求企業重視勞工福利，要求提供退休金、保險等

保障措施，進而拉高企業的成本負擔。 

除高工資之外，中國大陸各大城市近年來因應產業發展政策的

調整，開始要求不符合條件的企業轉移到其他區域發展，其中最具

 

58 黃欣，2019.3.26，〈上海調高最低工資 全陸居冠〉，工商時報：

https://ctee.com.tw/news/china/60663.html；李仲維，2019.5.10，〈陸四省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上海九連漲〉，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804268 
59 自由時報，2016.6.5，〈中國藍領月薪突破 22K 超越臺灣基本工資〉，自由電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83695 

https://ctee.com.tw/news/china/60663.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804268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8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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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者即為「騰籠換鳥」政策。該政策緣起於 2008 年廣東省推出

《關於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具體內容是指：「珠三

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

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

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在此一政策

潮流之下，中國大陸政府陸續在各區域推動產業移轉政策，逐漸推

動沿海城市產業升級，發展高科技、資本密集產業，而引導原本的

低技術、高勞力密集、高汙染產業往西部移動，甚至以高環保條件

要求高汙染產業提升生產設備以發展循環經濟產業，或藉機將高汙

染產業淘汰。 

在一連串產業發展政策調整之後，所帶動出來的便是「紅色供

應鏈」的崛起。過去中國大陸企業多以代工為主，近年來在中國大

陸政府有意識的發展與協助下，以雄厚的資本以及國內厚實的消費

能力，逐漸建立自有品牌，不僅影響外國企業在大陸的布局，也讓

臺商在大陸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 

2018 年 1 月，中國大陸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

稅法》及《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這是中國大陸在施行多年的

排汙費徵收制度後的第一部「綠色稅制」，顯示中國政府環保政策

的變遷，以及對於環境汙染問題的重視。對於臺商企業而言，由於

在中國大陸的臺商多以從事製造業為主，部分企業對環保的要求並

不高，加上過去中國大陸以追求經濟成長為優先考量，並未嚴格執

行各項環保標準。因此，當中國大陸開徵環境保護稅之後，臺商要

更新廠房設備以改善工廠粉塵、排氣、排水等以符合規定，經營成

本因而大幅提升，尤其對於中小規模的臺商企業而言，負擔更是明

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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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大陸的勞動成本

增加、缺工等問題直接促使許多勞力密集產業臺商外移至東南亞，

近年來中國大陸環保意識抬頭，更在環保問題方面抑制高汙染、高

耗能產業和企業發展，傳統產業臺商的營運成本因而快速上升，許

多臺商不堪成本升高而選擇遷廠或撤資。而美「中」貿易戰的爆發，

無疑是讓本已辛苦支撐的臺商處境雪上加霜，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

一根稻草。 

二、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 

近年來臺商在中國大陸發展面臨產業升級需要再投資的問題，承

受勞力、土地等有形成本的增加，以及環保、金融法規等無形成本的

壓力；除了成本與風險增加外，在市場競爭上，隨著紅色供應鏈的崛

起，以及中國大陸經濟進入新常態，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利潤也受

到擠壓；再加上許多 1980 年代即前往大陸投資的臺商開始面臨經營

管理、二代接班、併購清算、媒合合作夥伴、製造業轉服務業等各方

面的困難，使得臺商自 2010 年起，整體投資中國大陸的趨勢就開始

走下坡。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中」貿易戰與其說是近年來臺商大舉撤資

離開中國大陸的主因，倒不如說是扮演了催化的作用，讓本已心生離

意的傳統產業臺商加速撤資與海外布局，讓順利度過產業轉型、本身

體質較好的臺商，開始對未來長遠布局感到動搖，思考是否仍要在中

國大陸堅持下去。 

整體而言，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三個面向上：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明顯衰退、返臺投資金額明顯增加、

轉進東南亞、南亞的趨勢加速。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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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明顯衰退 

鑒於臺灣與美國及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密切，美「中」貿易衝

突勢必影響與大陸有高度經貿往來的臺資企業，尤其是產品涉及美

「中」貿易摩擦加徵關稅之清單項目，包括電腦磁碟機、泵部件、

閥門、印表機和太陽能、鋼鐵及鋁製品、汽車零件、紡織、服飾與

皮革製品、家具與玩具、電器、電子設備和其他部分消費性電子產

品等，均是目前主要受影響的產業。60依經濟部統計，在美「中」

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主要受影響者為在中國大陸生產，且最

終產品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包含網通廠、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

石化產品、工具機和手提包等五大產業。 

然而，評估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不能僅關注

受到加徵關稅影響的產業與廠商。隨著美「中」貿易戰情勢不斷升

高，影響範圍亦不斷隨之擴大，即便如手機、筆電等消費性電子產

品，雖然屬於美方剩下的 3,000 億美元中國大陸進口商品清單，但

只要情勢未見緩和，川普亦不時威脅要就此一清單加增 10%關稅，

中國大陸臺商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自然會加緊進行投資布局的調

整。 

2019 年上半年（1 月至 6 月），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

為 20.8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21.6 億美元，減幅達 51%；總

投資件數為 282 件，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34 件，減幅約為 10.8%。

由於美「中」貿易戰係從去年 6 月底開始升溫，61因此今年上半年

與去年上半年的投資金額相比，出現明顯的投資衰退。顯示臺商因

 

60 詳情請參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 2018 年所出版之《中美貿易摩擦對臺灣及大陸企業的影

響》一文，網址：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tax/trade-war.html。 
61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對「中」徵稅清單，宣布進口價值約 340 億美元的

中國大陸產品將於 7 月 6 日正式加徵關稅。 

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tax/trade-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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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中」貿易戰帶來的風險，而對投資中國大陸卻步。亦顯示雖

然美「中」雙方於去年 5 月短暫停火一個月，但美國隨即於 7 月 6

日、8 月 23 日實施兩波的加徵關稅清單，因此，即便美「中」於 12

月 1 日開始休戰 90 天，但臺商仍認為美「中」貿易衝突不會就此

落幕，並未因「休戰 90 天」而重拾對中國大陸投資的信心。 

如今，雖然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9 年 6 月

29 日在大阪的 G20 峰會會面，達成休兵、復談的共識。中國大陸

在會前承諾採購超過 54 萬噸美國大豆；作為善意回應，川普則在

會後表示暫緩對另外 3,000 億美元中國大陸貨品加徵關稅的計畫，

並放鬆對華為實施的出口限制措施，允許廠商供應華為不具安全風

險的零組件。同時，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與

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再次於 7 月底前往上海，與中

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領的談判團隊舉行自 5 月美「中」第 11

輪貿易談判觸礁以來首次正式協商。但是，由於美「中」貿易戰過

去兩次休戰最終都面臨談判破裂，衝突不減反增的情況。此次是否

會歷史重演，值得持續觀察，但就臺商而言，預先思考應變措施或

退路，應是當前首要之務。 

（二）中國大陸臺商返臺投資金額明顯增加 

自經濟部推動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以來，截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已有超過 150 間公司決定回臺投資，合計臺商回臺投資申

請金額為新臺幣 6,971 億元。62為鼓勵臺商投資回流，政府近期推

出許多獎勵措施（如產業創新條例），並積極擴大三大科學園區（即

新竹科學園區、中部科學園區和南部科學園區），更成立「投資臺

 

62 詳情請參聯合新聞網有關《臺商回台投資統計 6971 億元 經濟部：還未見「境外」資金匯

入》一文，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171692，查閱時間：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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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事務所」，以協助臺商解決返鄉的五缺問題（即土地、水、電力、

人才和勞工）。 

鑒於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溫，引發客戶轉單效應，不少中

國大陸臺商陸續將投資目光移回臺灣。目前臺商回流的作法，主要

分作「轉移生產基地／生產線」、「轉移營運總部、研發中心、創新

中心、育成中心等高附加價值單位」以及「轉移廠房清算所得資金」

三種，其中，對臺灣影響最大的，就是「轉移生產基地／生產線」。 

如宇隆科技將中國大陸汽車零件、醫材、自行車零件等產品移

回臺中港加工出口區生產，總投資金額逾新臺幣 7 億元。不僅深化

臺商與歐美大廠合作模式，亦對臺灣汽車零組件產業穩居國際關鍵

供應鏈地位深具意義。此外，身為老牌網通設備商的亞旭電腦，亦

規劃將蘇州吳江廠無線路由器全製程產線移回桃園的遠雄自貿港

區，總投資金額逾新臺幣 5 億元；而自動化設備供應商的迅得機械，

亦預計將部份產品移回桃園，總投資金額為新臺幣 9 億元，預期屆

時將可透過智慧化生產基地的興建，大幅提升我國自動化設備的自

主性。 

在選擇將部份產能回流的臺商中，以科技業和機械業大廠為主，

例如電子製造巨頭臺達電、工業電腦一哥研華、電子代工大廠和碩、

面板大廠友達、全球前五大空氣壓縮機製造商復盛工業等，另外，

還有自行車製造商捷安特、製鞋大廠寶成等，也將部份大陸產能轉

移至臺灣，或擴大在臺灣原有的廠房與生產線。 

然而，在經濟部公布的名單中，卻鮮少發現在中國大陸的中小

型企業或傳統產業型臺商返臺投資。對此，大陸全國臺灣同胞投資

企業聯誼會（臺企聯）副會長翟所領認為，重建產線有一定困難性，

這波返臺投資熱潮，許多是原本在臺灣就有產線的企業將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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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較小、原本在臺沒有產能的廠商就難執行。63換言之，由於許

多中國大陸臺商「根留臺灣」，因此要轉移產能相對地較為容易。

許多傳統產業臺商，尤其是中小企業型的臺商，過去已經完全撤離

臺灣，如今要返臺投資，便面臨重建產業供應鏈的難題，在這樣的

情況下，再加上工資的考量，返臺投資便未必是這些企業的首選。 

（三）中國大陸臺商轉進東南亞、南亞的趨勢加速 

鑒於美、「中」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矛盾衝突以及後全球化時代

興起之貿易保護主義，為快速回應層出不窮的貿易摩擦所帶來的衝

擊，越來越多企業著眼於客戶／市場需求與產業鏈整合等因素，透

過分散供應鏈及增加海外生產據點的方式，以調整並加速全球產業

佈局。其設廠據點包括擁有政策利多的美國，以及具有「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 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

等經貿協議的東南亞國家（如越南、泰國和印度），均係此次美「中」

貿易衝突下的熱門設廠據點。 

事實上，自中國大陸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來，隨著土地與勞力

成本上漲，大批臺商從珠三角、長三角遷廠移往東南亞，在政府推

出新南向政策後，截至 2019 年 6 月，臺商在東南亞及南亞的投資

總額累計已高達 361.9 億美元，儼然成為臺商全球投資佈局的重要

選項之一。就 2018 年而言，臺灣對越南投資較去年成長 31%，對

印度投資更是成長將近 11 倍，且 2018 年對外投資金額達歷年最

 

63 康彰榮、賴瑩綺、楊日興，2019.6.30，〈騰籠換鳥十年後 貿易戰烽火連天 臺商再突圍〉，

工商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30000232-2602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30000232-2602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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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顯示業者著眼於全球佈局及投資環境的變化，增加對外投資。 

越南尤其受到青睞，臺資還成為帶動越南經濟快速成長的主要

動力。越南 GDP 在 2019 年第 2 季成長 6.71%，為東南亞國家最佳，

這在很大程度歸功於美「中」貿易戰的轉單效應與熱錢湧入，使越

南成為美「中」貿易戰的最大受惠者。然而，越南目前也有工資高

漲、土地難覓等問題，臺商轉移產能的地區，如今從越南擴散至東

南亞的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地，中國大陸臺商看中這些

區域的主要原因，仍是著眼於廉價且充沛的勞動力，因此移往東南

亞及南亞地區的中國大陸臺商，主要仍以傳統勞力密集產業為主；

反而是從臺灣前往當地投資的臺商，除了勞力因素外，亦考量到當

地的市場因素，關注其人口紅利下的龐大消費力。 

 

三、美「中」科技競爭對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 

根據華南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 

China）對 219 家中國大陸美商的調查結果發現，三分之一受訪廠商

估計，2018 年 8 月間美方針對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價值 500 億美元

商品徵收高關稅，已經導致中國大陸美商的年度營收減少 100 萬美元

至 5,000 萬美元。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在中國大陸南方設廠的

美國企業，超過七成考慮延緩進一步投資。受到美國在陸企業撤資返

美的影響，亦引發科技產業供應鏈、產業聚落的遷移，許多臺商的生

產模式皆為在中國大陸生產、組裝，最終於美國市場銷售，這些產品

生產商受關稅影響甚大，如緯創為戴爾和惠普的伺服器進行代工，正

在考慮將業務遷出中國大陸，迫使電腦製造商加速將部分生產從中國

大陸轉移到臺灣、墨西哥、巴西、捷克和東南亞等地。 

由於兩岸產業鏈關係緊密，尤其是在科技產業上，基於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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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細緻，近年來雙方更是有許多合作，因此美「中」貿易戰延燒至

科技產業後，臺商更是首當其衝。2018 年 4 月 16 日，美國商務部宣

布 7 年內禁止美國企業供應相關技術及零組件給中國大陸第二大、全

球第四大的電信設備大廠中興通訊（ZTE）。當時由於中興通訊的供應

鏈並不是以臺商為主，除少部分與中興通訊有合作的臺商外，影響力

有限。但當 2019 年 5 月 16 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及其 70 家公

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之列，命令未經批准的美國公司不得銷售產

品和技術給華為公司，與華為有產業鏈上下游關係的臺商就有明顯的

切身之痛。 

整體而言，美「中」科技競爭對中國大陸臺商帶來的影響可以分

成三個方面來分析： 

（一）美方將華為列為出口管制對象，在資通訊產業鏈關係上，屬於

華為供應鏈的臺商受到明顯衝擊 

華為的核心供應商包括臺積電、大立光、鴻海、聯發科、京元

電、日月光、南亞科等重要科技大廠。鴻海旗下的富士康是華為手

機、平板電腦組裝廠，華為的麒麟處理器由臺積電代工製造，華為

高階手機也大量採購大立光的光學鏡頭；全臺兩大 HDI 板廠華通

電腦和欣興電子皆是華為手機的印刷電路板（PCB）供應商；南亞

科供應 DRAM、旺宏電子供應 NOR Flash；日月光投控旗下的矽品

則為華為旗下的海思晶片進行封測，並由京元電子進行專業測試。

這些供應鏈受到華為被列為黑名單的直接影響，基於華為的訂單減

少，這些企業獲利將會減少一至二成（華為產品臺商供應鏈的名單

見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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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華為產品臺商供應鏈名單 

產業 供應鏈企業 

晶圓代工及封測 台積電、日月光、京元電、矽品、頎邦、精測 

IC 設計 聯發科、聯詠、敦泰、矽創、瑞昱 

半導體 全新、穩懋、宏捷科 

光學鏡頭 大立光、玉晶光 

PCB 欣興、南電、華通 

手機散熱模組 雙鴻、奇鋐、泰碩 

組裝 富智康、工業富聯 

被動元件 奇力新、晶技 

網通 
聯亞、華星光、光環、波若威、穩懋、昇達科、環宇-

KY、眾達-KY 

電源供應器 光寶科、台達電 

資料來源：聯合晚報64、工商時報65。 

 

（二）雖然華為供應鏈受到影響，但在轉單效應下也有部分臺商得利，

呈現短期利多的情況 

雖然與華為產品相關的臺商產業鏈直接受到影響，但並不是所有

與華為有關的臺商都是純粹受害，如聯發科除了華為業務外，亦包括

OPPO、vivo、小米等訂單，故在華為轉弱下，其他品牌有機會取得更

高的市佔率，聯發科整體的訂單也會因此增加。 

此外，華為的 92 家主要供應商名單中，美國超過 30 家，在美

國出口禁令的影響下，南亞科董事長吳嘉昭評估，轉單效應反而對

 

64 張家瑋，2019.5.20，〈台廠華為供應鏈 上到下都受影響〉，聯合晚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823319 
65 簡威瑟，2019.5.21，〈華為風暴 台系鏈災情搶先報〉，工商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21000232-260202?chdtv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82331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521000232-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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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有利，故禁售華為對南亞科的影響不大，反而是一直以來的貿

易戰讓整體產業消費減少，才會對科技產業造成較大影響。 

此外，由於華為不能採購高通晶片，故華為旗下的海思亦將增

加在臺積電、聯發科下單的數量，故對臺積電、聯發科而言也是短

期利多的情況。66不過，這些半導體科技大廠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即從長期而言，若華為扶植的紅色供應鏈成形，則臺商將會面臨更

大的損失。故科技產業臺商目前面臨到相當兩難的情況。 

（三）美「中」雙方在 5G 方面的競爭對網通產業臺商的影響最大 

美「中」科技戰不只是在資通訊產業方面的競爭，更重要的是

在 5G 設備上的標準戰、規格戰，因此，美國對於 5G 主要競爭對

手華為的限制，直接造成與華為網通相關的臺商供應鏈受到衝擊，

如穩懋半導體以砷化鎵晶圓代工為主，多應用於手機通訊網路及通

訊基礎建設；富士康工業互聯網公司（FII）更是華為在網路通信設

備、微型基地臺的重要代工廠，代工比例達 10%；華星光則是在華

GPON 供應鏈中提供光通訊主動元件，來自華為的營收超過 2 成，

可說是衝擊最大的臺廠。67 

不過，對於網通類臺商大廠而言，美「中」雙方在 5G 方面的

競爭有利亦有弊，2019 年 6 月，由於擔心中國大陸生產的電信設

備，可能會有資安疑慮，美國總統川普考慮要求美國內使用的下一

代 5G 網路設備必須在中國大陸境外設計和製造，而美國電信設備

與電信營運商已以臺廠作為優先考量的替代對象。如智邦、啟碁、

 

66 黃靖萱、侯良儒、吳中傑，2019.5.22，〈科技鐵幕時代〉，《商業周刊》1645 期：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8670 

67 徐筱嵐，2019.1.3，〈華為落難之後 台廠幾家歡樂幾家愁〉，《多維 TW》月刊 38 期：

https://m.ctee.com.tw/album/2906cb6c-bfa6-44cc-b29a-ecd85aec7817/26444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8670
https://m.ctee.com.tw/album/2906cb6c-bfa6-44cc-b29a-ecd85aec7817/2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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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磊等，由於先前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已經積極布局臺灣與

東南亞、擴增生產線，成為這波科技競爭下的最大受益者。68 

  

 

68 劉忠勇、何佩儒，2019.6.24，〈美 5G 設備 擬封殺中國生產〉，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389072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38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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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投資意願 

為瞭解美國川普政府執政後，分析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赴新

南向國家發展之投資意願，本節首先將分析臺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情

勢，接著探討在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關稅措施以及科技管制情況下對

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之影響。 

一、 臺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情勢分析 

近年來國際經貿情勢快速變遷，外資快速流入東協及南亞等新興

市場。在此趨勢下，我國於 2016 年 9 月提出新南向政策，強化臺灣

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 18 國合作交流。由圖 10 整理 2009 年至 2018

年臺灣在新南向國家的投資情勢，可以發現在核准投資件數部分，臺

商申請至新南向國家投資件數每年皆超過 50 件以上。在核准投資金

額方面，受到中國大陸當地投資環境惡化等因素影響，我國自 2009

年逐漸增加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2012年則達到60億美元歷史高點。

另外受到 2016 年啟動新南向政策影響，2017 年投資金額達 36.8 億美

元，年增率為 54.5%，為近 3 年以來最高。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臺灣對新南向國家的投資，雖然投資金額呈現波動情況，但投資件數

卻不斷增加，估計多以小額投資為主。 

若從投資存量觀察，由於新南向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同，累計 1952

年至 2018 年我國投資新南向國家，排名依序為新加坡、越南、泰國、

馬來西亞、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尼、印度、柬埔寨、緬甸、汶萊、

寮國、紐西蘭、孟加拉、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顯示

若以投資地區而言，我國主要以投資東協國家為主，南亞地區除了印

度之外，其他南亞國家投資金額與件數投資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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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美元 

圖 4 2009 年至 2018 年臺灣在新南向國家的投資情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9，〈南向 18 國與我國雙向投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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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美元 

圖 5 1952 年至 2018 年臺灣投資新南向主要國家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9，〈南向 18 國與我國雙向投資情形〉。 

 

若觀察投資產業趨勢變化，由表 11 可以發現 2016 年至 2018 年

臺灣對新南向國家投資前五大產業變化，2016 年投資主要集中製造

業，佔新南向國家投資的 46.33%左右，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

分別佔 29.6%與 13.63%左右，金融及保險業此時期達 9.49%。到了

2017 年金融及保險業大幅增加，投資比重提高至 38.78%，位居投資

比重第一大產業，製造業下降至 25.68%。同時，該年度礦業及土石採

取業與批發及零售業則是相當接近，分別佔 17.46%、17.03%。在 2018

年製造業再次回到投資比重第一大產業，比重上升到 59.36%，金融

及保險業比重則下降至 23.14%，但仍位居第二大產業。礦業及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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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業則超越批發及零售業，佔比為 7.49%。 

若進一步從表 12 製造業投資細項觀察，2016 年我國對新南向國

家的主要投資業別依序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6.61%）、紡織業

（4.21%）和化學材料製造業（2.93%）。爾後，2017 年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的比重大幅下滑至 0.41%，而基本金屬製造業大幅增加投資比重

為 12.02%，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以及紙漿、紙及紙製品

製造業比重也較2016年明顯成長。2018年整體製造業投資比重上升，

基本金屬製造業已躍居第一大產業（15.94%），而其他製造業（8.69%）

及化學材料製造業（5.55%）分別位居第二、第三名。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則排名第五（4.26%），顯示過去支撐我國對新南向國家整體製造

業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已逐漸由其他產業所取代。 

 

表 11 2016 年至 2018 年臺灣對新南向國家投資前五大產業 

排名 行業別 2016 年 行業別 2017 年 行業別 2018 年 

1 製造業 46.33% 
金融及保

險業 
38.78% 製造業 59.36% 

2 
批發及零

售業 
29.60% 製造業 25.86% 

金融及保

險業 
23.14% 

3 
運輸及倉

儲業 
13.63% 

批發及零

售業 
17.46% 

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7.49% 

4 
金融及保

險業 
9.49% 

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17.03% 

批發及零

售業 
4.89% 

5 
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0.01% 

資訊及通

訊傳播業 
0.25% 

專業、科

學及技術

服務業 

0.2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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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6 年至 2018 年臺灣對新南向國家投資前三大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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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6 年至 2018 年臺灣對新南向國家製造業投資細項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製造業 46.33% 25.86% 59.36% 

食品製造業 0.61% 0.27% 0.53% 

飲料製造業 0.22% 0.00% 0.23% 

菸草製造業 0.00% 0.00% 0.00% 

紡織業 4.21% 2.82% 4.90%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88% 0.02% 0.47%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0.26% 0.09% 0.05% 

木竹製品製造業 0.00% 0.00% 0.13%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0.13% 2.30% 3.55%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0.00% 0.00% 0.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31% 0.00% 0.12% 

化學材料製造業 2.93% 0.07% 5.55% 

化學製品製造業 0.17% 0.31% 0.90% 

藥品製造業 0.00% 0.02% 0.08% 

橡膠製品製造業 0.39% 0.00% 0.10% 

塑膠製品製造業 0.09% 0.98% 0.34%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0.13% 0.17% 0.78% 

基本金屬製造業 0.71% 12.02% 15.94% 

金屬製品製造業 2.11% 1.16% 4.09%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61% 0.41% 4.26%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0.57% 2.59% 3.51% 

電力設備製造業 2.38% 0.87% 0.49% 

機械設備製造業 0.39% 0.00% 1.46%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0.34% 0.42% 2.73%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0.42% 0.55% 0.16% 

家具製造業 0.00% 0.00% 0.24% 

其他製造業 0.43% 0.76% 8.69%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0.04% 0.03%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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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6 年至 2018 年臺灣對新南向國家製造業投資細項比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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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中」貿易衝突對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之影響 

根據圖 8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地區資料顯示，中國大陸過去以

來為臺商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地區及生產重鎮，其次為加勒比海英國屬

地，新南向國家則是佔比 12.2%。此外，長期以來臺灣整體訂單，超

過半數在海外生產，圖 9 顯示 2018 年臺灣外銷訂單中中國大陸生產

比重達 46.7%，其中資通訊產品在中國大陸生產更高達 89.7%，其次

為光學器材及電機產品，分別佔 72%、40.1%。 

由於美「中」貿易衝突將影響全球供應鏈之發展，例如中國大陸

以在地供應鏈替代進口及推動「中國製造 2025」戰略，以及美國推行

製造業回流與公平貿易政策，將加速全球供應鏈重組。而根據路透通

訊社（Reuters）資料顯示臺灣在全球供應鏈參與程度為 67.6%69，面

對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契機及臺商移轉生產基地的風潮，為避免美「中」

貿易衝突與不確定性，無論臺灣廠商或中國大陸廠商皆已有相當比例

採取因應措施。 

  

 

69 Reuters Graphics，http://fingfx.thomsonreuters.com/gfx/editorcharts/GLOBAL-TRADE-

VALUECHAIN/0H0012Y8E19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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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地區（自 1952 年至 2019 年 5 月）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圖 9 臺灣外銷訂單各主要生產地比重（2018 年）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19 年 6 月公布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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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析臺商受到美「中」貿易衝突影響的動向變化，外貿協會於

2019 年 1 月出版「美中貿易戰對我整體產業影響」，透過「產業供給

面」詳細檢視臺灣廠商、中國大陸臺商、東協印度臺商以及日、韓商

受美「中」貿易戰的影響狀況。在調查的 472 家臺灣廠商中，結果發

現 43.4%廠商將採取分散出口策略，前往東南亞國家、歐洲等國家拓

展市場；39.4%廠商將調整採購與生產策略，增加在臺灣或東南亞國

家的生產比重；而有 26.8%將考慮到東南亞國家投資或設廠。另外，

針對 113 家在中國大陸臺灣廠商調查，發現同樣以採取分散出口策略

佔比最高（36.5%），其次則是到東南亞國家投資或設廠之比重為

29.4%，調整採購與生產策略之比重為 25.9%（圖 10）。 

時隔半年，由於美「中」貿易衝突變化莫測，從短期衝突發展為

長期對抗。因此，外貿協會於 2019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再次針對國內

廠商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總計蒐集 1,727 份國內廠商有效問卷。其

中，有高達 5 成以上的廠商表示為因應貿易戰而轉移投資到其他地

區。同時，本次調查更進一步劃分不同市場布局之受訪廠商，區分為

「全部在臺灣生產製造」、「在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有工廠」及「在臺灣

沒有生產基地，全部在中國大陸生產」3 個類型的廠商。 

而依據不同市場布局之受訪廠商，檢視廠商因應美「中」貿易戰

調整生產與投資布局之狀況，如圖 11 所示。調整投資布局到其他地

區，主要以加碼對臺灣投資占比 46.4%最高，其次為轉移到東南亞地

區投資布局占比 29.3%，僅 10.8%轉移到中國大陸，而 5.3%轉移到印

度投資布局。 

若以第一類全部在臺灣生產製造的廠商而言，主要以加碼投資臺

灣占比 50.7%最高，其次為 22.2%廠商考慮到東南亞投資；第二類在

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有工廠之廠商，則有 53.3%表示在臺灣加碼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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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31.3%赴東南亞投資；第三類在臺灣沒有生產基地之廠商，則以

33.6%赴東南亞投資為最多，其次才是考慮回臺灣投資。 

由此可知，受到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在臺灣有生產基地的

廠商，將有意願加碼投資臺灣，而在臺灣沒有生產基地的廠商，相對

投資臺灣意願較低。另外，在中國大陸有生產基地的廠商，相對第一

類僅在臺灣製造的廠商，也比較有意願移轉到東南亞投資布局。 

 

圖 10 臺灣廠商與在陸臺商之考量策略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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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不同市場布局廠商調整投資布局的目標（可複選） 

註：第一類廠商為全部在臺灣生產製造的廠商 

第二類廠商為在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有工廠 

第三類廠商為在臺灣沒有生產基地，全部在中國大陸生產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 

 

另根據經濟部〈108 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統計〉資料顯

示，在中國大陸及香港有生產線者有 15.8%考慮將生產線移轉至其他

地區或在其他地區新增生產線（即調整產線），至於調整產線的時間

以 2019 年占 43.4%最多，其次為 2020 年占 19.7%，2018 年已經移轉

占 18.0%（圖 12）。若以產品類型而言，其中資訊通信產品考慮在 2019

年調整占達 70.8%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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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調整產線之地點則以東協占 49.2%最多，其次移回國內占

41.8%，按產品觀察，以基本金屬製品、電機產品及電子產品移往東

協之比率較高，各超過 50%。移回國內生產之產品，則以資訊通信產

品、光學器材及機械比例較高，分別為 70.8%、66.7%及 50%。 

顯然受到美「中」貿易衝突影響，我國廠商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生

產產生變化，勞力密集型產業考慮移往東協生產，而科技產業移回國

內，此將有助於國內生產比率逐年提升。 

 

圖 12 在中國大陸及香港有生產線者考慮調整產線之時間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19 年 6 月公布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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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在中國大陸及香港有生產線者考慮調整產線之地點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19 年 6 月公布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結果〉。 

 

三、 美「中」科技競爭對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之影響 

自美「中」貿易協議第 11 輪協議未果之後，美國時間 2019 年 5

月 15 日，美國總統川普以國家安全為由發布「保護資訊科技與服務

供應鏈安全」行政命令，封鎖華為、中興公司進入美國市場，並列入

出口管制實體名單，美「中」貿易衝突正式由關稅戰擴大至科技戰。

比起縮減貿易逆差，顯然美「中」兩方更為重視科技間戰爭；加徵關

稅只是使成本上升，但出口禁令則直接可能造成華為供應鏈中斷，危

及公司營運。 

目前美國四大電信運營商 Verizon、AT＆T、T-Mobile、Sprint 不

在其 5G 網路的任何部分使用華為設備，除了 5G 設備以外，受衝擊

最大是華為所生產的智慧型手機。美國希望利用這次機會，打擊中國

大陸整體科技業發展進度，突破中國大陸以大量政策補貼、竊取專利

等方式所支持的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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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科技管制不僅對中國大陸帶來影響，也對全球供應鏈造成

影響，根據資料顯示，晶片龍頭之一的博通 2019 年 6 月發布季報下

修全年營收財測，從 245 億美元改為 225 億美元，損失約 9 億美元。

3D 感測供應商 Lumentum 也下修會計年度第 4 季財測，營收由 4.05-

4.25 億美元，下修至 3.75-3.90 億美元，調降幅度 7-8%。 

回到對臺灣供應鏈影響部分，2018 年華為對外公佈的 92 家核心

供應商名單中有 10 家臺灣廠商名列其中，由表 13 華為供應鏈臺灣相

關廠商可以發現，大立光、晶技、南亞科是國內上市公司當中是佔總

營收比重最高的前三大企業，分別為 15%、15%、9%。美國對華為的

管制將影響臺商直接供應商的營運，此外，美商 Lumentum 也宣布停

止供貨給華為，此也將影響主要臺灣代工廠穩懋。 

為因應華為事件對臺灣科技產業的影響，預計除了部分高階產品

移回臺灣生產，亦會轉移生產線至其他國家。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顯

示 10家核心供應商在新南向國家布局的廠商有聯發科、日月光控股、

鴻海及旺宏，將有利於分散公司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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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華為供應鏈臺灣相關廠商 

供應產品 公司 
華為營收

占比  

2018 年公司營收

（億新臺幣） 

2018 年公司來自華為 

營收（億新臺幣） 

CCL 

聯茂 5% 224 11 

台燿 5% 178 9 

台光電 10% 229 23 

IC 封測服務 
日月光投控 7% 2,399 168 

京元電 10% 208 21 

PCB 

華通 5% 508 25 

金像電 3% 206 6 

健鼎 3% 521 16 

RF 及 VCSEL 用晶圓 
宏捷科 5% 18 1 

穩懋 10% 173 17 

RF 用晶圓 環宇-KY 10% 20 2 

RF 濾波器及被動元件 璟德 2% 18 0 

VCSEL 及光纖測試量

測儀器設備 
致茂 2% 169 3 

手機用 IC 載板 

欣興 5% 757 38 

景碩 3% 237 7 

南電 7% 288 20 

群創 5% 279 14 

手機晶片、物聯網晶

片組 
聯發科 3% 2381 71 

批發服務 大聯大 2% 5,451 109 

指紋辨識 IC 匯頂 20% 171 34 

記憶體 NOR Flash 
旺宏 5% 370 19 

南亞科 9% 847 75 

高階鏡頭 大立光 15% 500 75 

探針卡專用 PCB 精測 7% 33 2 

毫米波傳輸組件 昇達科 20% 18 4 

晶圓代工服務 台積電 6% 10,314 619 

晶圓凸塊（wafer 

bumping） 
頎邦 5% 18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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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中心交換器,路由

器,手機組裝 

鴻海 3% 52,964 1,589 

英業達 2% 5,069 101 

工業富聯 15% 18,934 2,840 

網通產品及電源供應

器 
台達電 5% 237 12 

網通晶片組 瑞昱 3% 456 14 

磊晶圓 

聯亞 15% 24 4 

英特磊科技 

IET-KY 
10% 7 1 

全新 10% 21 2 

諧振器, 振盪器 晶技 15% 82 12 

觸控 IC, 驅動 IC 
敦泰 20% 99 20 

聯詠 10% 548 5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紅底為華為公布 10 家核心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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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華為供應鏈臺灣相關廠商有在新南向地區設生產基地 

公司名稱 地區 投資公司名稱 被投資海外子公司名稱 

聯發科 

新加坡 

Gaintech Co. Limited Nephos Pte. Ltd. 

聯發科技（股）公司 
MediaTek Investment Singapore 

Pte. Ltd. 

聯發科技（股）公司 MediaTek Singapore Pte. Ltd. 

印度 

Core Tech Resources Inc. 
MediaTek India Technology Pvt. 

Ltd. 

Gaintech Co. Limited 
MediaTek India Technology Pvt. 

Ltd. 

MediaTek Investment 

Singapore Pte. Ltd. 

MStar Semiconductor India Private 

Limited 

MediaTek Investment 

Singapore Pte. Ltd. 

MediaTek Bangalore Private 

Limited 

Smarthead Limited 
MOMAGIC TECHNOLOGIES 

PRIVATE LIMITED 

旭達投資（股）公司 
MediaTek Bangalore Private 

Limited 

日月光 

投控 

新加坡 

A.S.E. Holding Limited ASE Test Limited 

ASE Test Limited ASE Singapore Pte. Ltd. 

ASE Test Limited ASE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 

J &amp; R Holding 

Limited 
ASE Test Limited 

馬來 

西亞 

A.S.E. Holding Limited ASE Investment (Labuan) Inc. 

ASE Corporation ASE Labuan Inc. 

ASE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 
ASE Electronics (M) Sdn. Bhd. 

ASE Test Limited ASE Investment (Labuan) Inc. 

鴻海 新加坡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ECMMS PRECISION 

SINGAPORE PTE. LTD.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FOXCONN SINGAPORE 

PTE.LTD. 

旺宏 新加坡 Macronix (BVI) Co., Ltd. Macronix Pte. Ltd.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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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產業

布局調整 

隨著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改變，許多赴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之經營

型態或是投資據點都已經作出相應調整，如在中國大陸實施「勞動合

同法」之際，不少勞力密集型產業即逐漸離開東南沿海地區，轉往中

國大陸中西部城市或是東南亞國家投資。如今，面對美「中」貿易衝

突長期化的趨勢，對中國大陸臺商而言，尤其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之

企業，將受到嚴重衝擊。在此情勢下，中國大陸臺商將可能重新再思

考企業投資佈局方針，而近年快速崛起的東南亞國家，由於與我國投

資、貿易關係密切，加上具備生產要素、市場優勢，故成為企業拓展

或轉移據點的優先選擇。本節將首先說明當前中國大陸臺商在新南向

國家的發展現況，其次分析美「中」貿易戰及美「中」科技競爭將分

別對於中國大陸臺商在新南向國家產業佈局有何影響。 

一、中國大陸臺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及產業布局現況 

1980、1990 年代，至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多以中小企業為主，且

大多著眼於當地生產成本較低的優勢，主要投資產業為勞動較密集的

產業，例如紡織業、家具業、玩具、塑膠、鞋類等製造業，並主要投

資於珠三角地區；自 2000 年開始，臺商投資中國大陸的產業出現變

化，臺商赴「中」投資的產業以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資通訊產業為

主，並主要著眼於全球布局與進軍中國大陸市場，集中於長江三角洲。 

然而，因中國大陸經營環境變化，影響著中國大陸臺商在當地的

產業布局。在 2003 年、2004 年開始，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發生缺工情

形，2008 年中國大陸開始實施勞動合同法後，使得其勞動成本上升，

尤其對珠三角的勞動密集產業造成衝擊。此外，廣東省提出「騰籠換

鳥政策」，想淘汰勞力密集產業，因此對沿海勞動密集產業造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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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國大陸希望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城鎮化政

策，使得沿海農民工返鄉意願增加。而戶籍政策使農民不能自由將戶

籍遷往都市，均使得中國大陸缺工問題日益嚴重。在缺工壓力下，當

地政府亦鼓勵勞動產業臺商進行轉型升級，但無法轉型升級的臺商，

則轉至中國大陸中西部或是東南亞國家。 

在中國大陸經營成本提高下，壓縮在中國大陸臺商的獲利。中華

徵信所調查，從 2013 年起，臺商從大陸撤資開始慢慢發酵，2013、

2014 年已持續兩年中大型企業登陸投資是零獲利或虧損占比達 60%

以上。70若加上中小企業的投資情形，有近八成的臺商在中國大陸為

虧損，促使中國大陸臺商撤資。此外，前東莞臺商協會會長張漢文表

示，2014 年因缺工問題，東莞製造業臺商減少 3 分之 1，而遷移至東

南亞的臺商以大型企業為主。因大型臺商企業能帶領下游供應鏈一起

遷移，惟一般中小型臺商企業，仍須配合原本的供應鏈，故較難遷移

至東南亞。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臺商凱勝家具原本在深圳設廠，因勞動成本

增加、美國課徵反傾銷稅等因素，遷移至越南設廠，並成為越南最大

的家具製造商。製鞋業者豐泰在十年前就加速遷移東南亞，以因應中

國大陸增加的勞動成本，目前在越南、印度、印尼均有設廠，中國大

陸的產能僅占 11%；觀察紡織產業，2014 年 11 月臺塑集團在越南進

行擴廠，以提升產能，且同時聚陽實業暫停在擴大中國大陸產能計畫，

轉而增加越南的投資布局。 

此外，東南亞相較中國大陸享有較低的勞動成本外，東南亞國家

的關稅優惠亦推升中國大陸臺商至東南亞布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

 

70 林宸誼，2015，〈臺商遇四面埋伏 全線大撤退〉，6 月 24 日，聯合新聞網，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68630，查閱時間：2019/10/4。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6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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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所葉振宇副研究員表示，因越南與許多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享有關稅優惠，因此受關稅影響利潤較大的產品，即會考量至越

南生產製造。 

再者，近年來中國大陸對環保要求趨嚴，亦加速中國大陸臺商至

新南向國家投資。2017 年 12 月江蘇崑山為限制污染排放，對當地企

業下達停產令。此外，2018 年中國大陸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環

境保護稅法》、《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更加重了高耗能、高汙染

的臺商經營成本。因此，部分臺商將產能遷移至內陸或東南亞。中國

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院經濟研究室柳英副主任表示，例如製鞋業為高

勞力、高汙染的產業，中國大陸政府較不鼓勵此類企業在當地投資，

因此此類企業較可能從中國大陸轉出。712019 年五險一金由稅務部門

統一徵收，徵稅能力強，72更加重在陸臺商的負擔。舉例而言，鞋材

供應商豐塑膠因中國大陸工資條件、環保要求提升等因素，自中國大

陸撤離至越南。 

對中國大陸臺商的資通訊業者而言，屬於高勞力密集的電子零組

件外，主要因中國大陸工資上漲壓力轉移至東南亞，其他資通訊產業

主要則受到全球布局與品牌商要求至新南向國家投資。 

舉例而言，金寶在 30 年前即布局泰國，且在當地上市，因此泰

國成為金寶集團全球最大生產基地，產值約占整體 6 成。此外，金寶

集團亦布局菲律賓，且菲律賓廠的產亦約達到 14%，顯示金寶積極布

局新南向國家。鴻海則已積極拓展其生產基地至越南、印度、泰國、

馬來西亞等新南向國家，近來積極布局印度市場，近四年已在印度投

 

71 參酌「兩岸產業在新南向區域競合對我國產業布局的影響與因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經濟

研究所訪談紀錄。 
72 中央社，2018，〈大陸追稅壓力爆表 臺商如何撐過風暴？〉，9 月 13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4966，查閱時間：2019/11/12。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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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逾 10 億美元。仁寶則為全球布局、增加產能、分散風險等因素，

2007 年 11 月宣布至越南投資，並攜手下游逾 10 家電子零組件廠至

當地建立生產基地。聯發科則是在新加坡、印度建立研發中心，以運

用新加坡電子業高階技術人才與印度軟體人才優勢。緯創除了在中國

大陸設廠外，亦在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投資設廠。 

因此，綜上所述，長期而言，中國大陸臺商不論是傳統產業、資

通訊產業大多均可能投資與布局新南向國家。除了東南亞的關稅優勢

外，中國大陸經營成本提升、對污染標準提升，促使高勞力密集、高

耗能產業至新南向國家，或是資通訊產業因應全球布局、分散風險而

選擇至新南向國家布局。 

二、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及產業布局

之影響 

目前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僅在中國

大陸投資的臺商，二是在兩岸皆有投資的臺商，三是已進行全球佈局

的臺商。美「中」貿易戰發生後，這三種類型的臺商所受到的衝擊並

不同，其因應策略亦有所差異。 

整體來看，從表 15 可以看出，外貿協會針對 113 家在中國大陸

臺灣廠商調查，有意到東南亞國家投資或設廠之比重為 29.4%；全國

工業總會的 273 份有效問卷中，面對美「中」貿易戰，有 13.86%的大

陸臺商考慮撤出中國大陸，轉而遷廠至東協國家；而根據國發會的調

查顯示，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製造業臺商，因美「中」貿易戰考量

改變投資、遷廠與服務據點策略的中國大陸臺商，評估回臺灣佈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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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約為 18.9%，低於考量遷廠至東協的 21.97%。73 

表 15 在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投資意願調查 

調查單位 外貿協會 全國工業總會 國發會 

大陸臺商赴東

協投資比例 

29.4% 

（有效樣本 113） 

13.86% 

（有效樣本 273） 

21.97% 

（有效樣本未

知） 

 

從不同類型來看，對於第一種類型的臺商而言，這些臺商可能多

數都是中小型企業居多，當初選擇至中國大陸投資後，因為資源有限

而無法再到其他國家投資。面對美「中」貿易戰，倘若這些臺商主要

是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主，則相對較不受到衝擊，故亦較不會影響

其投資布局策略。例如，有主要是做塑膠桶以用來儲存廢汙水的臺商

即表示，因其以經營中國大陸市場為主，故美「中」貿易戰對其影響

並不大。74金仁寶公司許勝雄董事長亦表示，儘管美「中」貿易戰爆

發，但以中國大陸為主的臺商，仍會留在中國大陸，並思考與中國大

陸業者合作建立供應鏈體系。75 

再者，即使這些臺商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現在考慮到新南

向國家投資，但一方面目前因全球均爭先至新南向國家投資布局，新

南向國家不論在土地價格、員工薪資均快速上升，現階段要在新南向

國家找尋合適的土地興建新廠並不容易，這兩年越南的基本工資以

 

73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2019/7/17，〈2019 年上半年臺灣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

調查〉新聞稿。 
74 訪談崑山臺商，2019 年 11 月 15 日。 
75 訪談許勝雄董事長，2019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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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的幅度成長，目前越南整體平均每月工資約為 150 美元至 180

美元，中國大陸工資雖為越南的兩倍，但在越南工資的快速成長下，

預期越南的工資很快將能達到中國大陸的水準。76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臺商目前若想要撤離中國大陸至新南向國家

布局，可能會面臨中國大陸政府的壓力。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協理

任之恆77表示，因中國大陸政府過去為吸引外商投資，提供許多租稅

優惠，當外資想離開中國大陸時，相關單位會嚴格審視企業交易紀錄，

故若中國大陸臺商想撤資則需繳交大筆稅額。此外，儘管中國大陸臺

商能繳稅後匯出資金，但中國大陸政府能透過管制銀行資金匯出總量，

使資金仍須依序排隊匯出，增加臺商撤離的時間成本，是以臺商短期

要從中國大陸撤資不易。 

對於第二種類型的臺商而言，由於其在兩岸皆有投資布局，故面

對美「中」貿易戰衝擊時，會將高技術或高階產品的生產轉移至臺灣，

擴大臺灣生產線產能，中低階產品短期之內仍將會繼續留在中國大陸

生產，但在美「中」貿易衝突長期化考量下，未來將會考慮新增新南

向國家的投資。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組長張超群即表示，

因臺灣鼓勵高附加價值、高自動化資臺商回臺，此類具高附加價值之

兩岸投資臺商才會透過臺商回臺投資方案回流。78而具備高技術的兩

岸投資臺商，因考量關鍵技術保護之因素，如高階自行車產業，面對

美「中」貿易戰，依舊是維持核心零組件在臺灣生產，中低階一部分

留在中國大陸，一部分則選擇移往越南、柬埔寨等新南向國家。79  

又以機械產業為例，由於機械產業為此次美「中」貿易戰主要加

 

76 潘智義、韋樞，2019，〈越南投資有隱憂 在地化是成功關鍵〉，中央通訊社，9 月 8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35561，查閱時間：2019/10/28。 
77 邱柏勝，2019，〈在陸臺商爆逃命潮 資金匯出卻困難重重〉，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906090012.aspx，查閱時間：2019/10/30。 
78 請參考第二場座談會紀錄。 
79 訪談深圳臺商，2019 年 11 月 7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35561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90609001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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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關稅產業之一，對於中國大陸臺商機械業者而言，因廠商主要在臺

灣與中國大陸均有設廠，故多能透過產能轉移避免加徵關稅，其次，

在陸臺商的機械業者多主要著眼中國大陸市場，因此未出現大規模撤

離情形，同時部分在陸臺商增加在臺灣的布局，如友嘉集團、臺中精

機、亞崴、東臺等。80但未來在美「中」貿易戰長期化趨勢下，倘若

新南向國家發展為新的製造基地，則將會帶動對於機械產品的需求，

臺灣機械工會理事長柯拔希即表示，我國政府或可協助在東南亞規劃

「臺灣機械產業專區」，增加機械業者在新南向國家的設廠，以形成

機械產業供應鏈。81 

對於第三種類型臺商而言，由於臺商早已進行全球布局，不論在

中國大陸或是其他海外地區均有投資設廠，因此能彈性面對美「中」

貿易戰之影響，對於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的產品，可以透過降低

中國大陸產能，提升其他地區的產量，作為因應之道。以製鞋大廠寶

成為例，由於寶成之前早已在新南向國家設廠投資，故在美「中」貿

易戰開打後，寶成即能增加在新南向國家的產能比重，2019 年下半年

持續在越南、印尼及緬甸等地投資，擴大營運布局。據統計，2019 年

第一季，寶成在中國大陸產能比重從 14%下降至 13%，而印尼從 37%

上升至 41%。82 

再以資通訊產業而言，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楊欣倫產

業分析師表示，因資通訊在陸臺商大廠早已全球布局，在東南亞、東

歐、墨西哥等地均設廠。因此，美「中」貿易戰基本上僅調整出貨產

 

80 台經院產業資料庫，2019，〈美中貿易戰，產業怎麼辦，對個別產業的影響〉簡報，7 月 8

日。 
81 翁至威、宋健生，「若機械業有共識 經部考慮東南亞設產業專區」，聯合新聞網，2019 年

7 月 15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1316/3928675。 
82 劉朱松，2019，〈避貿易戰 寶成大陸廠轉內銷〉，中實電子報，6 月 4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4000228-260202?chdtv，查閱時間：

2019/10/25。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6/3928675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4000228-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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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並未大舉回臺或建設新廠。83再者，受限於東南亞的產業結構，

臺商在東南亞僅能進行組裝，且在陸臺商在美「中」貿易戰爆發後，

短期要在東南亞設立新廠並不容易。又如在崑山的電子業者，美「中」

貿易戰爆發後，許多臺資企業確實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回臺灣，另有許

多電子大廠將生產基地轉往重慶，或前往東南亞的越南、泰國，但生

產總部仍留在崑山。84此外，從訪談中亦可以發現，大約有 80%的臺

商早就因為沿海成本提高，還有環保法令等影響，前往東南亞布局，

真正因為美「中」貿易戰衝擊轉而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的中國大陸臺

商大約只占兩成左右。85 

整體而言，隨著中國大陸營商環境改變，許多中國大陸臺商早已

作出投資生產與經營策略的調整，美「中」貿易戰只是中國大陸臺商

決定轉移與撤離中國大陸的最後關鍵因素。只是，對於中國大陸臺商

而言，倘若之前並未進行分散布局，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才想要

轉移生產基地，只怕都已為時過晚。如就紡織業而言，在美「中」貿

易戰爆發後，因許多國際大廠均進駐越南，尤其是中國大陸紡織業者

亦積極搶進越南，此舉將推升越南的薪資成本，且缺人、缺地問題也

逐漸浮現。而對於早已進行分散投資的中國大陸臺商而言，短期之內，

企業都能透過產能調整因應美「中」貿易衝突，但隨著美「中」貿易

戰長期化，未來中國大陸臺商將會一方面以中國大陸生產線因應中國

大陸內需市場，或是非美國的其他國家地區市場，另一方面強化在新

南向國家甚至是中南美洲等地的投資，以此因應美國市場需求。 

三、美「中」科技競爭對中國大陸臺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及產業布局

之影響 

 

83 請參考第二場座談會紀錄。 
84 訪談崑山產業創新研究院主任莊社明，2019 年 11 月 5 日。 
85 訪談上海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2019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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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衝突從貿易戰衍生至科技戰，尤其重創了中國大陸的資

通訊產業，連帶影響著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不論是美國對中國大

陸資通訊產業加徵的關稅，或是美國對華為的禁運，均影響中國大陸

資通訊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角色。 

對中國大陸臺商整體資通訊產業而言，因臺商主要為國際品牌之

委託代工廠，毛利較低對成本敏感度高。因此，美國加徵的關稅對其

成本為極大的負擔，促使臺商需積極思考因應措施，進行投資布局策

略的調整。 

美「中」貿易戰下，在陸臺商資通訊產業細項產業中，因各自產

業特性不同，故影響其投資布局策略。 

（一） 最終產品以出口美國為主，會進行生產線的調整 

在陸臺商之最終產品主要輸往美國者，因直接受到美國對自中國

大陸輸出關稅的影響，因此受到的影響較大，如網通與伺服器產業，

在陸臺商會將高階產品遷移回臺灣，中低階產品仍留在中國大陸或是

布局東南亞。許多中國大陸臺商網通業者回流至臺灣或在東南亞布局，

尤其是加重在東南亞的布局，如啟碁、正文、智易、明泰、中磊等。

啟碁除擴大臺灣的廠房，亦在越南設廠；智易選擇租用母集團仁寶越

南的廠房；明泰逐漸將部份產能遷移至馬來西亞；中磊增加臺灣竹南

生產線外，也至東南亞布局。 

伺服器在陸臺商選擇增加臺灣或東南亞產能，如英業達擴大原龜

山與大溪廠房，將上海伺服器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的部分產能移

回臺灣，86廣達電腦則在臺灣建立第三生產大樓，並選擇泰國為其東

 

86 江睿智、蕭君暉，2019，〈英業達回臺投資 電子五哥到齊〉，10 月 24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124626，查閱時間：2019/10/29。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61153/post/20180912003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12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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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製造基地，在泰國建立子公司。在工業電腦部分，則主要增加在

臺灣的產能，例如研華自 2018 年起即開始將容易遷移的設備遷移回

臺，並擴增美國廠；凌華則是將受美「中」貿易戰影響的產品從中國

大陸移轉回臺灣製造，但將原臺灣製造非輸美的產品遷移至中國大陸

製造。樺漢則考慮將產線主要移轉至臺灣、墨西哥。在筆記型電腦方

面，因許多專業電子代工服務在陸臺商同時製造筆記型電腦，如仁寶、

和碩、英業達、緯創等，亦積極在臺灣與東南亞布局。例如，中國大

陸臺商緯創計畫將筆記型電腦供應鏈遷移至東南亞。緯創董事長林憲

銘表示，在美「中」貿易戰下，電子產業移轉產線主要以東南亞為主，

因東南亞整體在供應鏈產能配置具優勢。然而，未來電子業移轉不會

特別集中於某一地區，未來難以出現如中國大陸崑山、重慶等資通訊

產業聚落。87 

（二）產品送往組裝廠或在整機比重較低者，尚未出現明顯遷移情形，

但已有業者考慮至新南向國家投資 

過去我國資通訊產業臺商在中國大陸長三角地區已形成群聚優

勢，因此，倘若在陸臺商業者的產品主要是送往組裝廠或是占整機比

重較低者，相對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較小，故此產業在陸臺商尚

未出現明顯遷移情形，但已有業者考慮至新南向國家投資，如被動元

件、印刷電路板、連接器等產業。就被動元件產業而言，因被動原件

輸往組裝廠組裝，非直接輸往美國，因此不受加徵的關稅影響。此外，

被動元件在陸臺商可運用非中國大陸的產能，進行產能調配，增加的

運費可分攤或轉嫁。目前在陸臺商華欣科、興勤電子均增加在臺灣的

投資，國巨利用其全球布局特性，在臺灣、東南亞、墨西哥、捷克進

 

87 科技報橘，2019，〈應對貿易戰，緯創將赴美設廠、佈局東南亞〉，6 月 2 日，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9/06/12/usa/，查閱時間：2019/10/5。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9/06/12/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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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產能調配；奇力新則是評估擴大越南廠。 

印刷電路板產業主要集中於中國大陸，不論在原物料、供應鏈、

聚落等面向已形成完整生態系統，且東南亞缺乏產業所需人才，因此

印刷電路板在陸臺商對東南亞布局仍呈現觀望，部分廠商選擇增加臺

灣的產能，如燿華、精星、臺燿、華通電腦、臺虹、臺郡等。僅有精

誠科技選擇增加馬來西亞的產能，而臻鼎為中國大陸第一大印刷電路

板廠，近來積極在印度清奈投資電路板組裝之生產線，預期將在 2020

年開始量產，成為其一營運成長動能來源。 

連接器為連接電路的設施，應用在許多資通訊產品。相較最後電

子組裝產品的價格，連接器占比相對較低。且儘管下游生產組裝廠可

能會轉移生產基地，但海運運費大多由組裝代工廠或品牌客戶吸收，

不會要求連接器廠商壓低價格，因此連接器在陸臺商未積極調整生產

基地。 

（三）在中國大陸形成完整產業聚落，且需要高階技術人才，尚未大

舉自中國大陸遷移 

在陸臺商因融入中國大陸完整產業供應鏈中，且產業需要高階技

術人才者，亦尚未出現大規模從中國大陸撤出至東南亞，如半導體產

業。半導體產業係為我國最後外移至中國大陸的產業，至中國大陸投

資比重較低，因此半導體產業未出現臺商大規模撤離中國大陸的情形。

此外，半導體產業需要完整產業供應鏈與高技術人才，惟半導體在東

南亞尚未形成完整供應鏈，是故中國大陸半導體臺商並未積極至新南

向國家布局，主要仍加大在臺灣的生產與研發比重。舉例而言，臺積

電、南茂、界霖科技、合晶科技等在陸臺商均擴大在臺灣的產能或新

增投資。 

（四）主要隨著品牌廠移動的零組件，先以既有據點因應，或正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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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至東南亞布局 

電子零組件在遷移生產地點時，主要隨著品牌廠而移動，如金屬

機殼、電聲、智慧型手機零組件等產業。此類產業尚未明顯遷移，因

系統商與品牌商對中長期規劃尚未明確決定，因此下游零組件主要是

先以既有據點因應，或正在評估至東南亞布局。金屬機殼廠鎧勝-KY、

鴻準尚未有遷廠至東南亞計畫，可成則考量評估至東南亞設點，因其

仍須考量東南亞的人才及土地、水、電等因素。電聲大廠美律則因擁

有泰國廠，故先以既有據點因應。智慧型手機零組件臺商在中國大陸

享有群聚效果，很難將整個供應鏈遷移至新南向國家。然而，對下游

組裝廠而言，因直接面臨輸出至中國大陸的關稅，因此容易受到品牌

客戶的要求增加至新南向國家的布局。 

（五）專業電子代工廠為全球布局，持續加強在東南亞布局 

專業電子代工廠，則多以全球布局，為在陸臺商相對積極至東南

亞投資布局之產業。中華信評88表示，若美國對中國大陸輸美商品全

面課稅，因我國專業電子代工服務大部分均已在中國大陸布局，且美

國客戶占總體營收比重較高，因此受美「中」貿易衝突高度影響。此

外，本研究認為在陸臺商專業電子代工廠早已進行全球布局，且在規

模優勢下，資源相對較多，能積極在東南亞新增布局。根據彭博報導，

30 年前臺灣企業家將工廠遷移至中國大陸，使得中國大陸成為全球

最大的電子製造國家。富士康集團、英業達，廣達電腦和仁寶等四家

在陸臺商占中國大陸對美輸出資通訊相關產品比重高達四成。然而，

在美「中」貿易戰加遽下，四家在陸臺商之專業電子代工廠均重新考

 

88 鄭琪芳，2018，〈若美中全面貿易戰 中華信評：EMS 廠影響最劇〉，9 月 4 日，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40713，查閱時間：2019/10/29。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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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調整中國大陸的布局。89 

本研究整理在美「中」貿易戰下，專業電子代工廠在陸臺商調整

布局的情形（請見表 16）。舉例而言，緯創擴大在印度設廠的計畫，

並重新啟動菲律賓廠，同時考慮赴美設廠；和碩將中國大陸產線遷移

至印尼，2019 年在印尼巴淡島設立組裝廠，6 月 9 日正式啟用，此為

和碩在東協的首個製造據點。而和碩規劃在印度、越南設廠，並在臺

灣擴廠，預估 2019 年臺灣的產能將成長 3 倍。鴻海集團選擇主要調

整臺灣、越南、美國、墨西哥等地產能，並在印度建立新產線組裝新

型 iPhone。仁寶則同步加大臺灣與越南的產能，2019 年估計分別投

入 5,000 至 6,000 萬美元擴充兩地之製造設備。 

表 16 專業電子代工服務主要在陸臺商生產地轉移 

企業名稱 轉移目的地（生產轉移） 

緯創資通 菲律賓、印度、考慮至美國設廠 

廣達電腦 臺灣、泰國、美國 

英業達 臺灣、馬來西亞、墨西哥 

仁寶電腦 臺灣、越南 

和碩聯合科技 臺灣、印度、印尼、越南 

鴻海精密工業 臺灣、越南、印度、美國 

臺達電 臺灣、泰國、印度 

新金寶 泰國、菲律賓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資通訊細項產業因不同特性，影響其在東南亞布局的

 

89 Debby Wu,2019/10/4, The Tycoons Behind China’s Gadget Factories Boom Prepare to 

Pivot,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03/the-tycoons-behind-china-s-gadget-

factories-boom-prepare-to-pivo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03/the-tycoons-behind-china-s-gadget-factories-boom-prepare-to-pivo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03/the-tycoons-behind-china-s-gadget-factories-boom-prepare-to-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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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專業電子代工廠因早以全球布局，可透過產能調配，並視市場

需求持續進行全球布局。而網通、伺服器產業因最終產品輸往美國，

受貿易戰影響程度大，因此會將高階產品移回臺灣、中低階則在中大

陸或在東南亞投資。被動元件、印刷電路板、連接器則因送至組裝廠

組裝，或占整機比重較小，因此尚未明顯自中國大陸移出，但部分業

者已考量至東南亞。半導體產業則因已在中國大陸形成完整群聚，且

需要高階人才，因此亦未大舉自中國大陸遷移。金屬機殼、電聲、智

慧型手機零組件則主要跟著品牌廠移動，目前則以原有據點因應，或

正在考量布局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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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中」貿易衝突下對中國大陸臺商與我國產業發展之情勢

評估與建議 

隨著美「中」貿易衝突持續發酵，不僅影響臺灣及全球經貿發展，

其中對於中國大陸臺商全球產業布局更是影響甚大。是故，本章將就

中國大陸臺商與我國產業發展之情勢進行評估分析，並提出建議。首

先就中國大陸臺商以及臺灣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進行分析，藉以了

解我國在中國大陸的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應如何將這些挑戰轉化

為自身發展的利基；其次，就我國產業及臺商的應對策略與發展途徑

進行分析，從了解美「中」貿易衝突升高的情勢，對我國產業及臺商

所造成的衝擊，而我國產業及臺商應如何提出相應的策略，以為之因

應；最後，考量因應美「中」貿易衝突的關鍵在於，不同產業會受到

的影響不同，故因應策略也不盡相同。是故，本節則就美「中」貿易

衝突下我國推動兩岸經貿及新南向政策之發展策略提出建議。 

第一節 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機會與

挑戰 

蔡英文總統上任，便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其核心戰略目標

就是要減少對中國大陸市場依賴，同時強化與新南向 18 個國家的交

往與互動。近來隨著美「中」貿易衝突逐漸升溫的影響，致使在中國

大陸的臺灣臺商紛紛轉移陣地，除回流臺灣外，更多數是前往東南亞

與南亞找尋替代市場。即使在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前，受到中國大

陸市場工資上漲、環保議題以及經濟成長出現遲緩等綜合因素，幾年

前部分臺商早就展開分散投資風險的佈局，美「中」貿易角力只是加

速此一趨勢。90然而，臺灣赴新南向國家投資，仍須顧及與美「中」

 

90 端木雲，2019，〈「新南向政策」成果浮現 臺灣應掌握契機〉，新頭殼，6 月 6 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2003482281，查閱時間：2019/8/20。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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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強相處的平衡問題，尤其是受中國大陸與新南向國家間互動關係之

影響。91 

再者，近年來東協每年經濟成長力道介於 4.6~5.9%之間，屬於較

快成長的經濟活絡區域，92不僅中產階級所得逐漸提高，年輕勞動力

也超過五成，且年輕族群消費力強；因此，全球各國競相搶搭東協成

長列車，2013 年，東協首度超過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最大外人直接投資

（FDI）區域。932015 年底，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正式成立，總

人口數僅次於中國大陸及印度，成為大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的全

球第 3 大市場。且 GDP（國內生產毛額）達 2.5 兆美元，為全球第六

大經濟體。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預測，東協 2030 年可望躍升為全

球第 4 大經濟體，發展潛力可期。至於位於南亞的印度，在 2025 年

時，中產階級可望達到 37.2%。可以預見新南向國家市場的消費市場

正在崛起，94中國大陸臺商若能把握此一契機，前往東協及南亞布局

及深化鏈結，將有助其取得東協及南亞高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商機。 

總之，我國在中國大陸的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除了自身企業

的經營戰略調整外，仍須面臨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力，以及其他國家

的競爭。如何將這些新的挑戰轉化為自身發展的利基將是中國大陸臺

商以及政府未來所必須注意的關鍵。是故，以下將針對美「中」貿易

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機會進行深入分析，接著就

 

91 楊書菲，吳玉瑩，2018，〈亞太變局下臺灣落實新南向的挑戰與機會〉，《經濟前瞻》，

(178)：119-122。 
92 連文榮，2019，〈2018-2019 國際經濟形勢分析與展望〉，《經濟前瞻》，(181)：20-27。 
9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2016，〈新南向政策服務指南〉，

https://www.trade.gov.tw/Files/Doc/c35dda02-8aad-4e62-998a-b0687e657ab0.pdf，查閱時間：

2019/8/20。 
94 中小企業處，2018〈南向深耕智慧拓銷 中小企業南向國際高峰論壇 東南亞商機無限，臺灣

中小企業卡位要趁早〉，經濟部，11 月 19 日，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1782

，查閱時間：2019/8/20。 

https://www.trade.gov.tw/Files/Doc/c35dda02-8aad-4e62-998a-b0687e657ab0.pdf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1782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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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挑戰進行分析，

最後就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進行綜合

性的比較利益分析。 

一、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機會分析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進一步深化經濟整合，諸如預計於 2019 年底

完成談判的 RCEP，以及汶萊、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加入

CPTPP 等，更帶動新一波臺商投資熱潮。尤其自 2017 年起美「中」

貿易緊張對峙，東南亞及南亞等新南向國家已成為中國大陸臺商及臺

灣與其他地區臺商密切觀察的投資重鎮。中國大陸臺商為規避從中國

大陸對美出口將被課徵額外關稅，早已走訪東南亞國家，尋找未來考

慮設廠或擴廠的地點，亟思如何在美「中」貿易衝突不斷升級時，將

供應鏈轉向至東協。95 

雖然我國早於 1980 年代就開始布局東南亞國家，後因受中國大

陸推出優惠政策，如投資獎勵，免稅、補貼以及土地免錢等誘因，拉

攏臺灣企業之影響，致使許多臺商轉向中國大陸發展至今。自 1993

年起，歷任總統有感於東南亞國家有絕佳的地理優勢，豐富的天然資

源，充沛的勞動力，低廉的土地和人力成本，以及內需市場龐大等有

利條件，莫不積極推動「南向」政策，期望藉此加速臺灣經濟結構轉

型，提高競爭力，另則透過雙邊貿易往來和臺商在當地的投資，強化

與東協的實質關係。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有感於臺灣和東協的經貿往來日趨緊密，同

時為了降低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改變過去以東南亞和南亞為出口

 

95 Jason Thomas，2019，” Supply chain shift to ASEAN”，1 月 17 日，The Asean Post，

https://theaseanpost.com/article/supply-chain-shift-asean，查閱時間：2019/8/20。 

https://theaseanpost.com/article/supply-chain-shift-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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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基地的型態，擴大與該地區的「產業供應鏈整合」，建立新夥伴

關係。96近來中國大陸臺商受到美「中」貿易衝突牽動之影響，開始

調整其全球產業鏈佈局，已有部分中國大陸臺商陸續移出中國大陸，

回到臺灣投資或轉往新南向國家。是故，以下將就中國大陸臺商赴新

南向國家的機會進行分析及說明。 

（一）中國大陸臺商得以「供應鏈整合者」的姿態，成為促成「非紅

供應鏈」的關鍵角色 

自 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發生以來，就牽動著全球產業鏈

佈局與結構，故引起各國高度關注。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大陸透過

低成本的勞力、土地等條件形成對外資的磁吸效應，並逐步以本土

企業取代，形成「紅色供應鏈」，而以供應中下游零組件為主的眾

多臺商，也逐漸面臨中國大陸之威脅。97如今美國正欲透過貿易戰

裂解紅色供應鏈，致使未來國際分工會產生「質變」，從正面的角

度來看，這不僅是臺灣擺脫對中國大陸依賴的契機，更是臺灣產業

鏈重構的機會。98 

對我國而言，部分在中國大陸的臺商已陸續從中國大陸撤出或

轉移部份陣地至他處，目前乃以「高值化回流臺灣、低階新南向」

的原則陸續移出，亦即是除了高階製造、研發回流臺灣布局之外，

也可建立供應鏈營運總部，透過新南向政策，將需產業聚落、大規

模組裝廠需要大量土地跟勞力的中低階製造活動布局在東協及南

亞各國，藉以擴大臺灣供應鏈優勢，以「供應鏈整合者」的姿態，

 

96 楊惟任，2018，〈兩岸南向戰略的內涵、競爭和挑戰〉，《探索與展望》，16(6)：94-113。 
97 陳素玲，2019，〈龔明鑫：未來東南亞可能出現「非紅供應鏈」〉，5 月 15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813820，查閱時間：2019/8/18 
98 經濟日報，2019，〈臺商回流 把握產業鏈重構契機〉，6 月 8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860702，查閱時間：2019/8/18。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813820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86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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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東南亞供應鏈」或「美國供應鏈」等所謂的「非紅供應鏈」，

以取代臺商過去在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例如，政府正積極

推動系統整合輸出，將國內成熟的示範應用輸出到新南向國家，並

主動了解合作國家的需求，協助對方發展，以促使我國相關產業之

系統整合輸出。99中國大陸臺商逐步將產能轉回臺灣或到東南亞國

家時，也可配合政府政策，進而加速產業創新布局，要從過去的零

組件製造、代工，進階到系統整合輸出。 

總之，臺商可藉由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將供應鏈轉移至新南向

國家，且將有別於以往的紅色供應鏈，將創造以臺商為主的「非紅

供應鏈」，而臺商及中下游將會是此非紅供應鏈的關鍵。除了可移

轉大規模生產、組裝，非紅供應鏈的另一好處是可深入新南向國家

商業市場，經營其內需消費。如同先前所述，東南亞不僅有低廉的

勞動力成本和優惠的關稅待遇外，其勞動人口年輕，勞動力供給充

足且廉價，而人口紅利的優勢，經濟成長動能也較臺灣強勁，有利

於東南亞形成更大規模的消費市場。 

（二）以靈活著稱的中國大陸臺商能善用各國之間的競合關係，與其

他國家連結合作，獲取新南向國家的龐大商機 

隨著亞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擁有龐大人口紅利的東協

與南亞市場，不僅成為全球製造業投資的重心，同時也是各國積極

開拓的區域，因此，包括美、「中」、韓、日都相繼推出或是啟動布

局東協與南亞國家的相關政策。100相比日本、韓國在東協國家的深

耕布局，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政策，而美國則提出「印太戰

 

99 李欣芳，2019，〈我政府推動泰國印尼設工業園區 系統整合輸出〉，7 月 23 日，自由時

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61514，查閱時間：2019/8/18 
100 劉麗惠，2016，〈掌握國際競合關係降低南向障礙〉，《貿易》，303：14-17。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6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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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等，也都鎖定這塊市場潛力雄厚的市場，是以臺灣必須精準掌

握與各國的競合關係，才能順利搶進市場。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2018 年最新公佈的「亞洲發展展

望」報告預測，亞太地區的 GDP 成長率將達到 6.0%的成長，2019

年再持續成長 5.9%。而東南亞國家於 2017、2018 年亦將繼續保持

5.2%的成長，有鑒於「基礎建設」為東協（ASEAN）經濟整合的關

鍵，亞洲開發銀行預計今年將向東協成員國投入 165 億美元，以推

動東協成長發展。101顯見，美「中」貿易衝突持續發酵，不僅加速

東協經濟崛起，臺商此時南向投資布局，可藉機把東南亞的內需轉

化成臺商長期經營的市場，而非如過往般只將東南亞視為降低成本

的製造基地。臺商唯有轉變思維，採取積極作為與他國合作，才能

獲取更大的商機。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政策的基礎上，與新南向國

家合作程度提升。因此，即便中國大陸臺商係受到美「中」貿易衝

突之影響，而逐漸轉移至新南向國家投資發展，仍有必要注意中國

大陸「一帶一路」政策，所帶來的機會與影響，包括與中國大陸廠

商共同合作，在新南向國家建立供應鏈之合作關係，擴大我國在新

南向國家市場的利基。再者，也可以考慮利用中國大陸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設置海外經貿合作區，將其既有的供應鏈合作關係，

延續或拓展至新南向國家市場。 

另外，面對日本、韓國雙雙加深東協與南亞的布局，臺灣可善

用與日本在產業上分工互補與緊密合作，延續過去臺日攜手進軍中

國大陸的策略模式，進一步採取雙贏的策略思維，一同前進東協與

 

101 魏子廸，2018，〈推動「新南向政策」，參與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工具機與零組件雜

誌》，102：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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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市場。102此外，考量臺灣與韓國產品重疊性高，雙方向來競爭

多於合作，故未來臺灣可以採取聯手日本的策略模式，在新南向國

家建立上中下游的供應鏈合作關係，共同在東協或南亞市場發展。

至於面對韓國在東協的競爭，我國也可以利用自身在供應鏈與半成

品製造方面的優勢，臺韓雙方可聚焦共贏策略，並透過既有管道溝

通，以尋求與韓國互補合作的可能性。 

我國面對日、韓等國長期深耕新南向國家市場的競爭，正可以

發揮臺商的靈活特性，善用各國之間的競合關係，與他國連結合作，

獲取新南向國家的龐大商機。尤其，近來日本與南韓的貿易爭端持

續升溫，對於賺取中間財的我國而言，將造成一定的影響，103實有

必要保持彈性，以免遭受波及受害。 

綜觀來看，東協與南亞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與企業的兵家必爭

之地，可以想見，未來國際在東協、南亞市場的競爭，將呈現異常

激烈的態勢。因此，我國中國大陸臺商，除可利用其先前在中國大

陸既有的供應鏈合作關係，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基礎下，

透過與中國大陸廠商在新南向國家進行合作，如基礎設施建設等；

另外在「印太戰略」的框架內，也可藉由美國的影響力，進而加強

與他國互動合作深耕新南向國家，以為臺商獲取更大商機。也可以

在日韓貿易戰持續升溫之際，善用各國之間的競合關係，靈活地為

臺商以及我國產業謀求更大商機及助益。 

（三）中國大陸臺商以自身的產業優勢及跨國營運經驗，善用新南向

 

102 Cho Kye-wan，2019，” Supply chain shift to ASEAN”，8 月 6 日，The Hankyoreh，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904735.html，查閱時間：2019/8/20。 
103  李雅雯，2019，〈日韓貿易戰 不利我電子、晶圓產業〉，7 月 18 日，自由時報，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04122，查閱時間：2019/10/28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904735.html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0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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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產業政策與相關優惠措施，搶占商機 

在東南亞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透過出口導向與外資拉動，逐

漸融入製造業全球價值鏈，進而改變區域的貿易結構，並強化其在

特定產業的競爭優勢。104而機械業是工業之母，臺灣機械業主要集

中在印尼、越南、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度等新南向國家，

合計占臺灣該業對外投資總金額的 16%。近 10 年間，臺灣機械業

對印尼與泰國的投資有較明顯的成長。105由於機械業相當重視產業

的聚落效應，因此中國大陸臺商前進新南向國家，除了可在當地既

有的工業區開發，若上下游產業鏈皆有共識，即可就地建立供應鏈，

方便直接服務客戶。 

以泰國為例，在 2016 年中提出「泰國 4.0」計劃，以十大核心

產業，包括數位經濟、自動化機器設備、生物科技、先進材料、電

子電機、汽車、ICT 等為優先發展之產業。106只要是具備高附加價

值的企業，且符合十大核心產業，就享有各種稅負優惠，「超額優

惠」可以給到「十免五減半」，亦即「前十年免稅、後五年減半」；

若投資像是生物科技、奈米等重點產業，最高更可享有 13 年免納

營所稅。107目前泰國國內已形成汽車製造業、電子零組件產品製造、

橡膠製品等完整供應鏈。 

以印尼為例，印尼政府在 47 個工業園區及 11 個特別經濟區

 

104 余佩儒、黄華璽、陳信宏、溫蓓章、陳莉筑與黄仁志，2014，《東南亞國家的創新轉型：回

顧與前瞻》，臺北：經濟部。 
105 高君逸，2018，〈新南向國家新興領域發展對台產業的機遇〉，《經濟前瞻》，(175)：101-

105。 
106 經濟部駐泰國經濟組，2017，〈「泰國 4.0」產業與「5 加 2」創新產業之合作架接策略〉，

2017/8，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ID=AC52F8EC919D3FAD，查閱時

間：2019/10/28。 
107 陳美玲，2019，〈臺商第四波大遷徙／泰國加速轉型 催生東部經濟走廊〉，10 月 25 日，

經濟日報，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124478，查閱時間：2019/10/28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ID=AC52F8EC919D3FAD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12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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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Z，規劃建立不同產業聚落，以吸引相關業者投資發展。其中在

東爪哇吉沛工業區中，開發 200公頃土地做為臺灣園區，鎖定紡織、

機械、電子、鋼鐵等四大產業，規劃讓自中國大陸撤離臺商進駐，

並享有印尼「五免二減半」，亦即「投資金額 700 萬美元以上，前

五年免稅、後二年稅減半」等各項優惠。108此外，印尼政府還提出

的「印尼 4.0」，109優先推出 5 項優先發展項目，包括食品和飲料、

紡織與服裝、汽車、電子，以及石化等產業，以將印尼建設成為具

有競爭力的國家，不僅仰賴國家政策與當地資本的投資，更需要發

展與整合互聯互通性。這不僅為中國大陸的臺商，找尋到一個很好

的出路，對於正在積極推動「新南向」的臺灣來說，也提供一個新

的契機。 

再者，隨著美「中」貿易衝突持續不斷，許多跨國企業為因應

美國提高中國大陸輸美產品關稅，開始遷移或分散在中國大陸的產

能。而勞工薪資與土地成本較低廉的東南亞國家，成為這些廠商轉

移的主要地區。 

東南亞國家為了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發展，各自提出不同的產業

政策及優惠措施，以吸引更多從中國大陸流出的跨國公司進駐該地

區，110希望藉以改善產業體質、建立更具競爭力的產業發展環境。

111中國大陸臺商作為全球產業供應鏈重要成員，具有豐富的跨國經

 

108 江睿智，2019，〈美中貿易戰臺商大遷移 首座新南向臺灣園區曝光〉，9 月 26 日，經濟日

報，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70890，查閱時間：2019/10/28 
109 戴萬平，2018，〈「印尼 4.0」倡議與臺灣產業的合作機會〉，9 月 4 日，經濟部工業局地

區產業整合計畫網站，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576835，查閱時間：

2019/8/18。 
110 Matthew Burgess，2019，” Can Industry 4.0 Revolutionise Manufacturing in Southeast Asia?”，

2019/6/13，EET ASIA，https://www.eetasia.com/news/article/Can-Industry-40-Revolutionise-

Manufacturing-in-Southeast-Asia，查閱時間：2019/10/28 
111 熊治民，羅伊婷，2019，〈東南亞國家工業 4.0 發展與智慧製造方案需求〉，5 月 31 日，

IEK 產業情報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70890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576835
https://www.eetasia.com/news/article/Can-Industry-40-Revolutionise-Manufacturing-in-Southeast-Asia
https://www.eetasia.com/news/article/Can-Industry-40-Revolutionise-Manufacturing-in-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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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經驗，且因地制宜，前進新南向國家投資，除考量個別國家規模、

產業環境、商機及產業成長潛力等因素外，在衡量自身產業優勢後，

並以得善用個別國家相關產業政策以及優惠措施，進行產業布局，

以搶占新南向國家商機。112 

（四）中國大陸臺商能有效掌握「短鏈革命」的趨勢，以自身產品物

美質佳的特性進行經營與布局 

受到美「中」貿易衝突以及生產技術創新等影響，各國紛紛開

始放棄世界工廠分工的邏輯，而要發展區域生產與經濟，在此趨勢

下，「印度製造」、「美國製造」、「印尼製造」陸續崛起，大家都將自

成一個製造體系。如同麥肯錫在 2019 年 4 月的報告《變革中的全

球化：貿易和價值鏈的未來圖景》便指出，113「價值鏈正在變得越

來越區域性，而非全球性」。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其他發展中國家

產生結構性轉變。例如，在紡織品和服裝領域，跨越多個階段的生

產網絡正在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印度和孟加拉等個別國家內進

行整合。顯見，全球價值鏈生產（GVC）長度出現「縮短」跡象。

跨國企業莫不重新思考全球布局策略，從加速生產「全球化」，翻

轉成「在地化」或「區域化」的全球價值鏈變革，114形成所謂的「短

鏈革命」，全球價值鏈生產不僅「縮短」且更具有「彈性」。 

一直以來，臺灣廠商擁有堅實的製造實力，也積極參與 GVC

分工，但在美「中」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影響，加速「短鏈革命」

 

http://ieknet.iek.org.tw/iekrpt/rpt_more.aspx?actiontype=rpt&indu_idno=11&domain=52&rpt_idno=

304817503，查閱時間：2019/8/18。 
112 高君逸，2018，〈新南向國家新興領域發展對台產業的機遇〉，《經濟前瞻》，(175)：101-

105。 
113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9，《變革中的全球化：貿易和價值鏈的未來圖景》，2019/4。 
114 郭子菱，2019，〈歐美製造業回流 掀短鏈革命〉，1 月 6 日，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576835，查閱時間：2019/8/18 

http://ieknet.iek.org.tw/iekrpt/rpt_more.aspx?actiontype=rpt&indu_idno=11&domain=52&rpt_idno=304817503
http://ieknet.iek.org.tw/iekrpt/rpt_more.aspx?actiontype=rpt&indu_idno=11&domain=52&rpt_idno=30481750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57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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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隨著全世界製造業可能被迫大規模遷徙，包括美國、日本

等企業紛紛轉移生產基地，這對長期將中國作為生產基地的臺商，

勢必在經營布局上也應會有所調整，已有部分臺商表示將把生產線

移至美國、東南亞等地區，或擴增在臺生產線等，115畢竟選擇接近

市場進行「在地化」或「區域化」生產布局的模式，對廠商而言，

將形成更大競爭利基。尤其，臺商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主要特性

就是規模小卻應變速度快，具彈性又擁有客製化能力，更適合在東

協發展獲取商機。 

過去以來東南亞國家因具有低廉勞力與土地成本的優勢，成為

臺灣海外布局的重點對象。臺商在東協各國投資基礎深厚，對當地

經濟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有利中國大陸臺商轉赴新南向國家發展，

進一步參與各國相關產業領域的建設與發展。然由於東協各國經濟

發展、政策及商機不同，以東協人口數最多的印尼及菲律賓為例，

由於其人口結構年輕、市場大，也兼具加工出口與內需市場優勢，

可作為臺商南向投資布局的選項。116顯見，以東協及印度為首的新

興市場，則因年輕人口紅利與不斷提高的消費能力，其龐大的內需

商機，成功吸引許多外資前往投資。 

臺灣長期以來幫歐美代工，有著性價比高的製造能力，產品物

美質佳，價格又是中產階級負擔得起，正是臺灣產品的優勢。是故，

當美「中」貿易衝突升溫，在中國大陸的臺商或許可以利用此機會

積極布局，成為各國要在地製造時的要角。同時配合該國政策以及

企業要求予以「客製化」，或轉型為「平臺」以獲取更高利潤率。畢

 

115 許碧書，2018，〈正視全球短鏈革命所帶動的浪潮〉，12 月 11 日，經濟評論，

https://www.tier.org.tw/comment/pec5010.aspx?GUID=dfcd979a-5b19-4aa0-9cf5-158f27410d35，

查閱時間：2019/10/28。 
116 趙文志，金秀琴，〈我國對東南亞新興市場出口現況與拓展策略之研究〉，《經濟研究》，

16：156-189。 

https://www.tier.org.tw/comment/pec5010.aspx?GUID=dfcd979a-5b19-4aa0-9cf5-158f27410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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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產業供應鏈整合與製造技術是臺灣產業的強項，且在全球產業

供應鏈中，一直占有舉足輕重地位。 

東協及印度擁有將近 20 億人口的充沛勞動力，近年已有許多

臺商陸續在各國當地生產製造後出口，亦即「製造+貿易」的模式，

利用各國已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降低關稅壁壘，有效規

避先進國家的貿易壁壘。另一方面，東協各國 GDP 逐年成長，中

產階級逐漸擴增，消費力上升，擁有不容小覷的內需市場。尤其，

臺商若能深耕當地市場，進行銷售，將有助達成市場多元化，使企

業版圖擴大。 

最後，臺商在東協有綿密網路，若能善用各國不同發展階段與

特性，及自身優勢在東協佈局，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不可或缺夥伴，

例如 IC 設計公司聯發科，就將研發中心設在新加坡，並在印度投

資，將有助臺商企業在新南向國家深根發展。117  

二、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挑戰分析 

隨著美「中」貿易衝突升溫，國際供應鏈的結構性轉變，更突顯

全球布局、分散風險的重要，許多中國大陸臺商，因考量勞動力成本

及為貼近客戶需求，移往新南向國家布局，協助移轉生產基地。以東

協國家為例，由於語言、文化、風土民情上仍有差異，臺商無法直接

複製過去投資中國大陸經驗，無論是貿易或設廠生產，仍須考慮當地

的產業政策、水電基礎建設、交通、市場需求、產業鏈及競爭者，避

 

117 許昌平，2019，〈臺商移生產基地 投保協定需更新〉，4 月 14 日，旺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414000167-260301?chdtv，查閱時間：

2019/8/1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5%95%8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414000167-260301?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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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造成不必要的風險。118 

再者，新南向國家經濟成長潛力與地緣政治，引起各國重視，而

與其他國家的競爭；此外，臺灣與多數國家還沒有簽 FTA 仍是不利

因素。此外，臺灣雖與多個東協國家簽訂雙邊投保協定，但距今已有

一段時日，需再重新審視。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8 年 12 月和菲律賓

簽署雙邊投資協定，119至於我國與南亞大國印度，雙方 2002 年簽署

「臺印度雙邊投資協定」，自 2005 年生效後，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

於臺北重新簽署，新增爭端解決機制，並納入第三方投資，有助提升

雙邊投資。這將可做為將來和其他新南向國家達成類似協議的典範。

當然，其他可能面臨的挑戰也不少，包括投資需求用地難尋，一些區

位較佳的工業區多已飽和；行政效率或申辦時程冗長，產業供應鏈體

系不完整、技術或非技術勞工的供應、語言文化的隔閡等，這些都需

要與各國一起合作，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 

又由於美「中」兩國皆為東南亞各國的重要貿易夥伴，許多商品

採取中國大陸採購、東南亞加工組裝出口到美國的模式，產業供應鏈

環環相扣，而各國所處產業鏈的位置不一，所受影響的程度亦有所不

同，120相對的，機會亦有所不同。是故，美「中」貿易衝突發生，使

得我國「新南向政策」的推動，亦有所變化，以下將針對美「中」貿

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挑戰進行分析。 

（一）中國大陸臺商，難以在短期內在新南向國家重建過去兩岸的「代

 

118 蔡淑芬，2019，〈臺商回臺投資正夯 經部助新南向佈局〉，7 月 23 日，工商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414000167-260301?chdtv，查閱時間：

2019/8/20。 
119 amcham，2019，〈新局勢下的新南向政策〉，2 月 13 日，Taiwan Business TOPICS 工商雜

誌網，https://topics.amcham.com.tw/2019/02/新局勢下的新南向政策/，查閱時間：2019/8/21。 
120 連文榮，2019，〈2018-2019 國際經濟形勢分析與展望〉，《經濟前瞻》，(181)：20-27。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414000167-260301?chdtv
https://topics.amcham.com.tw/2019/02/%E6%96%B0%E5%B1%80%E5%8B%A2%E4%B8%8B%E7%9A%84%E6%96%B0%E5%8D%97%E5%90%91%E6%94%BF%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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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體系」，以及找尋可搭配的「產業聚落」 

美「中」貿易衝突發生後，在中國大陸的臺商紛紛將生產基地

轉至新南向國家發展及布局，然而新南向國家中多數客觀條件不佳，

如基礎設施不足，行政效率不彰等。尤其 ICT 產業發展更需賴產業

聚落，所以，短期間要大舉遷廠新南向國家，更是知易行難。121 

以長期布局中國大陸的臺灣電子代工廠，包括廣達、仁寶、英

業達、和碩以及緯創等國內所謂的電子 5 哥，亦陸續在 2018 年啟

動相關計畫，將位在中國大陸的生產線遷移，其中除回流臺灣外，

便是轉往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122然而，新南向國家的供應鏈

聚落不完整等問題成為障礙，以筆電工廠為例，其需要有完整產業

供應鏈配合，目前中國大陸華東、重慶已形成筆電供應鏈聚落，若

筆電工廠自中國大陸遷出，上游零組件廠一個在菲律賓、一個在印

尼，若沒有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聚落，則相關零組件關稅，將成為

廠商負擔，而這則有賴政府相關部會能提供協助。 

（二）我國與新南向國家間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更新進度，仍有待

加速，以確保中國大陸臺商的投資權益 

面對美「中」貿易衝突不斷，臺商亟需轉移生產基地至東南亞

國家，帶動資金流。政府相關部門雖已積極與新南向國家洽簽或爭

取更新「投資保障協定」，123但礙於政治現實以及受限於時間上的

壓力，目前仍是緩不濟急。 

 

121 經濟日報，2018，〈美中貿易戰 臺商面臨大挑戰〉，9 月 18 日，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2003482281，查閱時間：2019/8/20。 
122 商業週刊，2019，〈代工廠撤出大陸 遇難題〉，5 月 15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25775&type=Blog，查閱時間：2019/8/20。 
123 江睿智，2018，〈翻新投保協定 下一步…鎖定東協四國〉，9 月 1 日，經濟日報，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2003482281，查閱時間：2019/8/20。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25775&type=Blog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06/25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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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早已與新加坡、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以

及印度等國簽署投資保障協定，其中，我國與新加坡、印尼等國簽

署之投資保障協定是在 1990 年簽定，至今已近 30 年；而與馬來西

亞、越南投保協定是在 1993 年簽定、泰國則是 1996 年簽定，都超

過 20 年。124為確保臺商之投資權益，降低臺商在地主國的政治風

險，如外匯管制、徵收、國有化、沒收、戰爭、叛亂、暴動等風險，

我國政府自 2017 年，開始推行「新南向政策」以來，便積極與新

南向國家洽談簽署或是更新雙邊「投資保障協定」，但截至目前為

止，僅在 2017 及 2018 年分別翻新臺菲、臺印（度）投資保障協定，

對於亟欲順利快速地移轉生產基地的臺商而言，我國與新南向國家

間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更新進度，實在有必要加速進行洽簽或更

新。 

（三）中國大陸臺商赴東南亞投資，將面臨現有臺商以及華商之競爭 

一直以來，東南亞即是華人遷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是目前全

球海外華人分布人數最多的區域。隨著歲月的積累，華人在東南亞

逐漸開枝散葉，不僅與在地民族通婚，並融入該地社會，後更因當

地經濟發展需要而有機會從商，進而得以扮演著推動當地經濟活動

的重要角色，成為目前在東南亞各國主要大城市的重要成員。125在

1970 年代以後，華僑資本更發展形成「華人企業集團」，朝向多元

化經營和跨國經營，最終在東南亞形成以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菲律賓和印尼為發展據點的「華商」網絡，126在政治及經濟領域發

 

124 經濟部業務投資處，我國與各國簽訂投資保障(證)協定內容，

https://www.dois.moea.gov.tw/Home/relation1_1_2，查閱時間：2019/8/20。 
125 楊昊，2018，〈思考兩岸的「南向」人脈─探索東南亞華人的角色〉，《展望與探索》，

(16)1：54-84。 
126 郭梁，1997，〈試論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的發展和前景〉，《華僑華人歷史研究》，(4)：1-

15。 

https://www.dois.moea.gov.tw/Home/relation1_1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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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其影響，尤其在經濟領域更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早在 1990 年前，東南亞國家就是臺灣主要投資地區，包括馬

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以及越南等。後因兩岸關係緩和，許

多臺商紛紛前往中國大陸投資，致使臺商到東南亞投資金額逐年下

滑。期間雖然我國政府多次提出「南向」政策，但礙於東南亞各國

語言文化不盡相同，且基礎建設落後、政治局勢不穩等因素所影響，

致使多數中小臺商並不熱衷對東南亞投資，尤其是在 1997 年亞洲

金融風暴後，許多臺商投資失利血本無歸，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市場

和政策卻比較穩定，且經濟迅速崛起，許多響應南向的臺商亦開始

轉移至中國大陸投資，自此臺灣在東南亞的經濟影響力也逐漸削弱。

當然，自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仍扎根於東南亞，深植當

地的臺商，當中更不乏有在當地具有一定影響力業者，更形成一定

的臺商組織與產業網絡，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產業合作，以融入當地

區域經濟整合。 

近年來，在東協經濟的強勁成長帶動下，促使各國紛紛搶搭其

成長列車，爭相搶進東協投資布局，中國大陸與我國也不例外。然

而，海峽兩岸和東南亞華商經濟實力已有所消長，三方關係逐漸轉

換成「競合」關係。尤其是海峽兩岸在東南亞的布局，如同兩個華

人經濟圈正在競合中，一方是由中國大陸推動的「一帶一路」政策，

運用大陸豐沛的資源外溢到左緣的海陸各國，藉著由強帶弱，驅動

資源外溢，以延伸運籌綜效；另一個則是由臺商歷經數十年所形成

的「環太平洋」聚落，在北太平洋強強相連的國家態勢中，臺商鏈

結沿太平洋環狀經濟圈，扮演散佈各集散地的節點，也產生了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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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力的槓桿效應。127 

至於在東南亞扎根已久的在地華商，更深入當地社會融入其中，

成為東南亞經濟發展的重要的角色，諸如在東南亞上市企業中，華

人公司占 70%左右。此外，在世界華商企業 500 強中也約有 1/3 在

東協國家。128近來受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影響，以及中國大陸政府

的「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下，使得東南亞華商也逐漸向中國大陸

靠攏。尤其在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以及 RCEP 推動等效應帶

動下，促使華商與陸企間的合作關係更為密切。中國大陸積極運用

華商網絡與東南亞國家在經濟、貿易、金融等方面深化聯繫，為華

商與陸企打下良好合作基礎，獲取巨大的商機。 

是故，對於因美「中」貿易衝突，而打算將產線遷移到東南亞

的中國大陸臺商而言，除了須與國際其他競爭者競爭以獲得商機外，

更可能是與具華人背景的華商與陸企，以及自 1980 年代即赴東南

亞投資布局的臺商一同競爭。畢竟東協商機大，已成為全球經濟成

長的亮點，有意轉往發展的中國大陸臺商，在產業布局及投資發展，

勢必會遭受華人間自我競爭的問題。面對此問題，唯有保持臺商靈

活特性，因人而異，採取不同對策略才能沉著以對。 

（四）新南向國家中人種、宗教、文化、語言、政體各異，需耗費更

多時間融入，且部分國家有排華傾向，恐讓臺商望之卻步  

東協市場是由十個國家組成，各個國家文化和宗教上雖有些相

 

127 陳振昌，2017，前進東南亞，建造新的產業網絡吧，2017//3/14，獨立評論@天下，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80/article/5440，查閱時間：2019/11/5。 
128華商世界，2016，〈世界華商與一帶一路〉，《華商世界》，(16)：18-23，

http://www.wfceo.org/uploads/ueditor/file/20180703/1530586998976026.pdf，查閱時間：

2019/11/5。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80/article/5440
http://www.wfceo.org/uploads/ueditor/file/20180703/15305869989760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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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處，卻也同時存在極大的差異，例如信仰佛教的泰國與信仰伊

斯蘭教的印尼，是個分歧且複雜的區域。129尤其部分國家嚴重排華

或恐中的情緒，例如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國，恐讓臺商心生畏

懼。尤其，各國經濟成長果實分配不均，勞資關係緊繃，演變成 2014

年越南「五一三排華暴動」，臺商損失非常嚴重，甚至超過中國大

陸，130至今仍使部分臺商望之卻步。 

因此，有意前往東南亞國家發展的中國大陸臺商，首先將面臨

到東南亞華人與當地民族，因「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衝突」；此

外，東南亞華人長期在當地所扮演著「經濟支配者」之角色，使得

部分國家當地居民長期具有相對剝奪感，進而發生「排華運動」。

更重要的是，對於有意前往東南亞國家發展的中國大陸臺商，更將

面對東南亞多元民族與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問題，與過往在中國大陸

的經商思維與經營模式大不相同，才能有效進入當地市場。這些與

過去在中國大陸經商大為不同的文化環境，亦是中國大陸臺商欲赴

新南向國家進行產業布局所面臨的問題。 

（五）各國紛紛搶進且深耕新南向國家，中國大陸臺商赴當地投資，

將面臨激烈之國際競爭 

如同前述，世界各國紛紛投入東南亞及南亞市場，並提出各自

的因應戰略。以鄰國日本為例，其透過政府與各種獨立行政法人、

商業團體長期以來深耕東南亞，推進各類開發計畫，成為推動在地

社會與區域經貿整合的助力。日本的資金、援助、技術，甚至是經

 

129 任珮云，2019，〈新南向科技業築巢地，首選泰國〉，8 月 21 日，時報資訊，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821003906-260410?chdtv，查閱時間：

2019/8/21。 
130 朱雲鵬，王昫，2016，〈推行新南向政策應積極面對東南亞投資障礙〉，7 月 12 日，國政

分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s://www.npf.org.tw/3/15968，查閱時間：2019/8/2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821003906-260410?chdtv
https://www.npf.org.tw/3/1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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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再生整理的車輛與設備，都成為東南亞快速發展的重要資源。至

於韓國，過去在東協國家所推動的各項深耕計畫、軟實力社會影響，

以及跨境連結，同時也將成為韓國再次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及社會關

係的重要利器。131例如韓國以融入在地生活的模式，在越南胡志明

市的第七郡富美興，隨著韓商及其家眷遷入，融入在地生活，進而

開創一個屬於「韓國人的社區」，雖然此處一開始乃由臺灣的中央

貿易開發集團與越南政府合作而成。132 

由此看來，相較於韓國傾全國之力投入，以集團總體戰方式深

耕東南亞市場。臺商在耕耘東協等新南向市場上確實比較艱辛，主

要是臺灣則是由中小企業組成千萬螞蟻雄兵，前往當地各自奮鬥，

有時候還出現「臺灣人打臺灣人」的自家競爭狀態。是故，欲前往

東南亞國家投資的中國大陸臺商，必須優先評估自身經營條件，並

適時調整經商心態，因地制宜，提供切實符合當地消費需求的經營

模式，才能有效追求獲利。 

隨著美「中」貿易衝突持續不斷，若從分散市場角度來說，中

國大陸臺商到新南向布局有其必要性。即便中國大陸臺商赴當地投

資，將面臨更激烈的國際競爭，但考量到東南亞經濟快速成長的果

實，臺商實有必要轉型以服務或品牌為主的經營模式，以新南向國

家之市場作為我國內需市場之延伸，進而與新南向國家的產業供應

鏈整合，以獲取商機。 

（六）中國大陸臺商若要撤離，將面臨來自中國大陸政府的壓力 

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受到不小衝擊，

 

131 楊昊，2018，〈理解東南亞與南亞：新南向夥伴關係的再建構〉，《交流雜誌》，(158)：5-

8。 
132 張翔一，2014，〈子承父志實現越南奇蹟〉，《天下雜誌》，(557)：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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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大陸統計數據顯示，2019 年中國大陸第三季 GDP 成長

率 6%，創下 27 年以來官方數據新低，2019 年前三季中國大陸製

造業投資成長率創新低，進出口貿易總額、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均

受到美「中」貿易戰衝擊。對於中國大陸經濟而言，做為拉動經濟

成長的出口、投資、消費這「三駕馬車」，隨著美「中」貿易戰持續

蔓延，如今都難以支撐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於此情況下，大陸臺商若想撤離中國大陸至新南向國家投資，

將會面對來自中共官方的壓力，包括地方政府前來查稅、查帳等，

致使臺商企業需要繳交巨額稅費；其次，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持

續下滑，中共官方對於資金流動控制更加嚴格，中國大陸政府為防

止資本外逃，設下許多行政程序流程，拖住企業清算時間，導致企

業資金難以流通。因此，對於大陸臺商而言，若想撤離目前在中國

大陸的廠房轉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恐將面臨大半資產難以拿回的局

面。 

三、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綜合性評估 

東南亞與南亞近年來成為國際政治關注的重點區域之一，它們的

人口紅利在過去 20 年來逐漸轉換成支撐全球供應鏈的生產基地，各

國經濟能量的快速成長更打造出跨國與跨區域的新興市場。以東南亞

國家為例，它不僅具有豐富勞動力、天然資源等生產條件，加上政府

積極發展經濟，推出各項吸引外資、技術升級及基礎建設的政策方案，

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競相投資的生產基地，特別是臺、「中」、日、韓等

東亞諸國。133尤其近兩年來，東協更是受益於在美「中」貿易衝突持

 

133 劉一郎，2016，〈新南向政策可強化的傳統產業布局策略〉，9 月 4 日，經濟部工業局地區

產業整合計畫網站，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576835，查閱時間：

2019/8/2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57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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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僵持下，加速企業移往。 

事實上，在美「中」貿易衝突升溫前，即有許多中國大陸臺商產

生轉赴新南向國家發展的念頭，姑且不論其是被動消極、還是主動積

極，這都是因應新局變化所必要之作為。然而臺商要在中國大陸進行

升級轉型，不僅受到人才不足、內銷管道不順以及當地政策的變動等

因素之限制，顯示中國大陸臺商在改變經營型態以及在地化經營所面

臨的諸多問題。因此，致使許多臺商思考遷移出中國大陸，而美「中」

貿易衝突持續不斷，則加速中國大陸臺商決策，開始回流臺灣或是轉

至新南向國家設廠。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新公布資料顯示，2019 年 1 至 10 月臺灣對中

國大陸投資額年減 53.88%，顯見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意願已受貿易

戰影響，且開始發酵。尤其 2019 年 1 至 9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前

五大業別中，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投資金額較去年同期衰退最多，年

減 66.76%，機械設備製造業年減 20.07%，化學材料製造業年減 19.42%，

電力及設備業年減 18.55%，批發及零售業年減 16.39%。至於 2019 年

1 至 10 月核准對新南向國家投資金額計 24.2 億美元，較 2018 年同期

增加 22.61%，顯見臺商亦開始將資金轉投入新南向國家。134 

美「中」貿易衝突，不僅讓企業重新調整其全球布局，亦迫使在

中國大陸的臺商，以及外資紛紛找尋新基地。諸如越南、馬來西亞等

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東協國家成為主要受益國。此外，根據日本野

村證券調查報告顯示，美「中」貿易衝突爆發以來各種商品貿易轉移

 

134 經濟部投審會，2019，〈108 年 10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

陸投資統計新聞稿〉，11 月 20 日，

https://www.moeaic.gov.tw/news.view?do=data&id=1396&lang=ch&type=new_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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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10 位最受益經濟體之中，有 6 個來自亞洲，135顯示「中」美

貿易戰讓東南亞經濟有成長，136其中以越南最為受惠，預估未來 1 年

將獲得佔 GDP 約 7.9%的訂單，主要是美國商家訂單轉到越南，佔上

述 7.9%之中的 7.5%。 

但事實上，如越南等國，雖受益於美「中」貿易衝突，而成為投

資熱點，但從另一角度觀之，亦可能成為美國下一個關稅制裁的目標。

屆時，轉赴越南發展的中國大陸臺商，是否需再度遷移之他國發展，

值得臺商省思。 

面對中國大陸臺商往新南向國家發展，雖然有相當多的機會，諸

如得以「供應鏈整合者」的姿態，成為促成「非紅供應鏈」的關鍵角

色；可以自身的產業優勢及跨國營運經驗，配合新南向國家產業政策

與相關優惠措施，搶占市場商機；靈活的運用各國的競合關係，以尋

求國際合作的機會；掌握「短鏈革命」的趨勢，以臺灣性價比高的製

造能力與物美質佳的產品進行經營與布局。 

相對的，也有許多挑戰需要克服，諸如短期內，難以在新南向國

家重建過去兩岸的「代工體系」，以及找尋可搭配的「產業聚落」；且

在新南向國家中人種、宗教、文化、語言、政體各異，需耗費更多時

間融入，且部分國家有排華傾向，恐讓臺商望之卻步；尤其我國與新

南向國家間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更新進度，仍有待加速，尚未能有

效確保中國大陸臺商的投資權益；致使對於各國紛紛搶進且深耕新南

向國家，中國大陸臺商赴當地投資，將面臨激烈之國際競爭。因此，

 

135 受惠經濟體排名前十（括號內是「貿易轉移占 GDP 比例」）：1.越南（7.9%）、2.臺灣

（2.1%）、3.智利（1.5%）、4.馬來西亞 （1.3%）、5.阿根廷（1.2%）、6..香港（1%）、7.

墨西哥（0.8%）、8.南韓（0.8%）、9.新加坡（0.7%）、10.巴西（0.7%）。 
136 林庭瑤，2019，〈中美貿易戰 轉單贏家排行：越南第一、臺灣第二〉，6 月 5 日，聯合

報，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854338，查閱時間：2019/8/21。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85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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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政府政策與企業布局的策略配合，共同減少阻力，才能有更好的

發展。 

總之，面對美「中」貿易衝突所帶來的機會與挑戰，中國大陸的

臺商除回流臺灣或是移轉生產基地至新南向國家發展，以打造「新南

向產業鏈」外，實有必要建立新的評估及啟動機制，調整全球布局策

略以及經營模式。畢竟，隨著新南向國家，經濟快速崛起、人力資源

充沛，中國大陸臺商此時轉赴新南向國家發展，必須重新定位，並且

以更強勁的力道進行全面性的連結，才有機會與全球企業激烈競爭，

在新南向國家建立臺商新的影響力與競爭力，同時打造臺灣經濟發展

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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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產業及臺商的應對策略與發展途徑 

美「中」貿易戰下，因兩岸產業供應鏈緊密合作，且我國許多臺

商至中國大陸投資，因此我國產業與臺商不可避免受到波及。美「中」

貿易戰對臺商影響層面廣泛，影響著臺商發展策略、投資貿易策略等。

在發展策略中，包含供應鏈調整、產業升級、提升附加價值等；在投

資貿易策略中，影響臺商決定生產據點的地點、產能調整、出口市場；

最後則具體探討臺商在美「中」貿易戰下，至新南向國家發展的策略。

因此，以下分別針對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發展之應對策略、美「中」

貿易衝突下我國臺商投資貿易之應對策略、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

臺商赴新南向推動產業發展之應對策略等面向進行研析。 

一、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發展之應對策略 

在美「中」貿易衝突前三波課稅清單中，自 2018 年以來，川普

政府對中國大陸輸往美國之價值 2,500 億美元貨品加徵 25%的關稅，

貨品涵蓋範圍廣泛；中國大陸則對美國出口中國大陸價值 1,100 億美

元的貨品加徵 5%至 25%的關稅。目前美「中」貿易摩擦已發展至第

四波，前三波的關稅清單中，未涉及消費性電子產品，惟在第四波清

單中，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口的筆電、手機等產品均納入其中，預計在

2019 年 12 月 15 日加徵 10%的關稅。 

資通訊產業為我國出口重要產業，過往兩岸在資通訊產業已建立

完整供應鏈，許多電子產業臺商在中國大陸設廠，臺商接單後在中國

大陸供應鏈生產製造，再輸往歐美市場。因此，在美「中」貿易戰持

續升級的情勢下，預估對我國產業及臺商將產生更大的負面衝擊，以

下則針對我國產業及臺商的應對策略與發展途徑進行研析： 

（一）面臨供應鏈重整，臺商會全盤考慮選擇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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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勢下，臺商面臨全球供應鏈重整問題，改變過往「臺灣

接單、中國大陸生產、外銷全球」的分工模式。企業在思考建立生

產基地策略時，不再僅著眼低人力成本的地區，而是全盤考量原物

料、關稅、物流成本、供應鏈、人力成本等所有成本，亦須了解當

地是否有完整供應鏈，以及足夠的電力、土地、勞動力。 

舉例而言，臺商會依其特性選擇生產基地地點，需要大量勞動

力與供應鏈龐大複雜的中大型臺商，會偏向選擇至東南亞。如仁寶、

鴻海之筆電組裝業務，均選擇至東南亞製造，而非臺灣。137然而，

對網通、電子、汽車零組件等產業，供應鏈相對完整，不需要大量

勞動力，則臺灣成為重要的選項。如智邦不僅在原新竹的生產基地

擴產，更在苗栗廣源科技園區建立新廠；2018 年第三季啟碁科技買

下茂迪臺南廠，並擴增其在新竹的工廠。138此外，在陸臺商之中小

企業，若其受限於企業規模，難以透過全球布局產能移轉方式因應，

其因對策略主要為融入紅色供應鏈市場，並以中國大陸內需為主要

市場，避免貿易戰的衝擊。 

（二）加速企業轉型與升級，實現智慧製造 

臺商應加速企業轉型與升級，如提升人工智慧應用、數位化、

自動化等，降低人事成本與增加生產與遷移效率，以因應加徵的關

稅。舉例而言，全球出現在工業 4.0 中能應用尖端技術，做為示範

表率之燈塔工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公布的「燈塔工廠」名單，全球燈塔工廠有 26 座，而富士康為惟

 

137 馬自明、侯良儒，2019，〈臺灣製造大復活〉，商業周刊 1644 期 p.88，5 月 15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8632，查閱時

間:2019/08/25。 
138 台經院產業資料庫，2019，〈美中貿易戰，產業怎麼辦，對個別產業的影響〉簡報，7 月 8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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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臺商企業。鴻海龍華集團已設立燈塔工廠，可不受人力成本與

能力限制，工廠可隨時搬移，且機器能辨識產品品質，進而優化策

略。在龍華的燈塔工廠，工廠不須提供工人作業的空間，亦大大節

省產線空間139，目前此工廠年營收為 15 億美元，為過往大量使用

人力生產的 3 倍。 

此外，因許多勞動密集產業的臺商均從中國大陸朝向東南亞移

動，使得臺商明白追求較低勞動成本的遷移方式難以長久持續。再

者，儘管東南亞普遍具人口紅利優勢，惟因全球企業爭先至當地布

局，因此目前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缺乏勞力問題已逐漸浮現，

是故臺商已出現需加強自動化與智慧化的認知，解決臺商需因上升

的勞動成本而持續遷移的問題，或是回臺灣面臨勞動力缺乏困境。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表示，美「中」貿易衝突發生後，許多在陸

臺商大量從中國大陸遷移至東南亞，惟因泰國、馬來西亞等地國民

所得已提升，因此恐非合適的地點。此外，目前越南之薪資已經是

東南亞中相當高的國家，且目前已出現缺工問題，因此臺商現在遷

移至越南，未來仍可能面對退場問題。而相較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經

營成本，中國大陸或是臺灣的購料成本相差無幾，但臺灣相對中國

大陸的勞動成本約高出 15%。然臺灣擁有較高的勞動效率，且若臺

灣能加強自動化，則臺商在中國大陸或臺灣的生產成本差異不大。 

（三）從代工走向設計代工，創造高附加價值 

臺灣長期在全球供應鏈分工中，扮演國際品牌大廠代工的角

色，附加價值較低，獲益主要取決於壓低成本與大量生產等模式。

 

139 黃靖萱，2019 年，<設備搬去月球也能生產！郭臺銘反制大陸綁架的武器，獨家直擊鴻海深

圳「燈塔工廠>，2019 年 7 月 31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961522，查閱

時間:2019/08/1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96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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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臺商在面臨美「中」貿易戰時，均希望增加企業的利潤，

以抵銷加徵關稅的負面效果。舉例而言，在全球綠色與環保概念

風潮下，紡織業、製鞋業臺商持續透過新材料與新技術發展進行

高值化製造，發展機能性布料。工具機產業則加強研發，透過滿

足客製化需求，加強系統整合系統與良好售後服務，以提升附加

價值。例如，工具機龍頭上銀在國外設廠時，會運用研發優勢與

當地進行策略聯盟。在德國，上銀與紐倫堡大學、斯圖加特大學

等六所大學及德國國家實驗室合作，140以加強研發能量。 

此外，電子業代工廠有「毛三到四」的說法，在美「中」貿

易戰加徵 10%以上的情形下，對許多臺商的經營與生存造成很大

的壓力。因此，資通訊產業臺商積極朝向原始設計製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模式發展，在技術優勢與了解客戶需

求下，參與設計與製造，以創造較高的附加價值，並提升不可替

代性。 

（四）慎選客戶，接單重質不重量 

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可能會獲得轉單的正面效益。然而，

轉單效益短期上是利多，但因轉單所獲得的可能是毛利較低的訂單，

在產能無法大量擴充下，可能會導致成本上升，利潤下降。因此，

當臺商在獲得轉單效應時，應整體思考整體客戶比重與選擇可長期

經營的客戶，才能有助於公司穩健的成長。 

舉例而言，全球成衣大廠聚陽在全球擁有逾 20 家的製造工廠，

但中國大陸的產能僅為 4%，因此獲得轉單之效應。聚陽董事長周

 

140 遠見雜誌，2019，〈中美貿易戰一週年檢視，產能離散、研發升級是解方〉，5 月 11 日，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9/05/11/trade-war-1-year-taiwan/，查閱時間：2019/11/10。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9/05/11/trade-war-1-year-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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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表示，轉單的確能讓公司有更多客戶可以選擇，惟因成衣製造

的毛利較低，因此公司應慎選客戶，而不是以量取勝。是故，聚陽

在選擇客戶時，係以淨利與企業發展潛力為主要選擇標準。141 

二、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臺商投資貿易之應對策略 

臺灣過往對外經濟運作模式主要為自日、韓等地進口中間財，在

中國大陸加工，進而出口至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在此三角貿易結

構下，我國臺商很容易受到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因此臺商均積

極找尋因應之道，以避免受到美「中」貿易戰的波及，以下則分別研

析臺商在投資貿易之應對策略，尤其係指在美「中」貿易戰下直接受

到衝擊的中國大陸臺商。 

對中小企業臺商而言，相對大型企業能選擇的因應策略彈性較少。

受限於資金規模，較難進行投資策略布局的調整，因此可能因應大型

企業臺商之邀請，至新南向國家或其他海外市場布局，在當地建立完

整的產業供應鏈。金仁寶集團許勝雄董事長表示，大型企業臺商較具

遷移能力，惟中小企業資源相對不足，一般只能隨大型企業和產業鏈

移動。因此，仁寶會主動詢問協力廠商要否要一起至海外市場布局，

並會協助協力廠商在當地的土地、資金、租稅等相關投資問題。142 

此外，部分中小企業則運用「且戰且走」策略，繼續在中國大陸

的投資，並主要供應中國大陸市場。天津臺協榮譽會長韓家宸表示，

儘管傳統製造業臺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不較過去容易，但若選擇回臺，

需面對大筆勞工的遣散費，與新建設廠的成本。即便是一家小規模臺

 

141 曾如瑩、吳中傑、黃靖萱，2019，〈[中美貿易戰]破解度冬四大迷思〉，商業周刊，6 月 12

日，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69584，查閱時

間：2019/11/8。 
142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

雄訪談記錄。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mag_page.aspx?id=6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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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企業，遷廠費也需要新臺幣上千萬元。因此，中小企業在陸臺商應

以不變應萬變，經營好中國大陸的市場。143  

而大型企業臺商因規模較大，資源較多，較能採取多元的因應策

略，故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大型企業臺商針對美「中」貿易戰的投資貿

易策略： 

（一）產能移轉或遷移部分生產線 

大型企業臺商多為全球布局，故可透過產能移轉，或遷移部分生

產線以作為因應之道。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秘書長蔡練生表示，因

許多大型企業已進行全球布局，在臺灣、越南甚至美國均設廠。因此，

大型企業只要進行訂單的調配、轉單，將輸往美國的產品從中國大陸

改由臺灣從其他地區出貨，輸往非美的產品則可從中國大陸輸出。144 

換言之，臺商透過產能調配與移轉，銷往美國的產品生產線改由

臺灣或東南亞生產基地製造，而中國大陸的生產基地則專心經營中國

大陸或非美國的市場。舉例而言，有許多臺商在 1990 年代起外移至

中國大陸，臺灣廠房則可能閒置或低度使用，臺商將舊有廠房重新規

劃產線，讓高端銷美產品在臺灣製造。此外，2018 年伺服器被列入美

國 301 條款第 3 波課稅名單，課徵 10%的稅率，惟在 2019 年 5 月關

稅調升至 25%，因此伺服器成為回流臺灣製造的主力產品。2011 年，

鴻佰從深圳龍華廠把伺服器產線分流到天津和臺灣，進駐自貿港區之

商辦，並把龍華 2 條表面黏著技術（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 SMT）

產線遷移回臺灣。2019 年 1 到 3 月，為因應美「中」貿易戰獲得之轉

 

143 陳柏廷，2019，〈臺商：貿然撤出大陸 得不償失〉，旺報，6 月 3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3000072-260301?chdtv，查詢時間：

2019/11/1。 
144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秘書長蔡練生訪談紀錄。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3000072-260301?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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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效應，鴻佰更添購 2 條高單價的 SMT 設備，以製造伺服器和儲存

器。鴻佰的工廠設於「境內關外」的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的廠辦中，145

緊鄰著桃園機場，因此享有物流優勢。鴻佰工廠將自中國大陸海運送

來的機殼，與裝好處理器、記憶體等高價零組件的主機板進行組裝，

即完成伺服器半成品，再透過貨機運往美國，從出貨到抵達不用兩天

的時間。 

此外，美「中」貿易戰亦改變自行車大廠巨大的全球供應鏈布局。

過去巨大係以中國大陸製造，全球銷售的策略方針，惟在美「中」貿

易戰下，2018 年第四季巨大關閉中國大陸的成都廠，且目前中國大陸

的工廠主要供給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巨大除了把部份高階自行車產

能移回臺灣，並將在臺中大甲母廠擴建智能化產線，強化臺灣自行車

生產基地，並在臺中科學園區興建營運暨研發總部新大樓，以及臺中

大甲建置自動化國際物流中心。146 

（二）新增或擴大在新南向市場等布局，持續推動全球布局 

大型臺商為避免在中國大陸加工製造後輸往美國時遭到課稅，

刻正持續推動全球布局，尤其是供應鏈容易遷移的產業，或是規模

比較大的產業。大型臺商新增或擴大在東南亞的投資，將輸往美國

的生產線在其他新建立的生產基地製造，以穩固來自品牌廠的訂單。

事實上，目前在亞太區域，東協及印度是較能取代中國大陸世界工

廠地位的地區。因此，過去許多在中國大陸投資之勞力密集產業，

如紡織、低端自行車、鋼鐵業、石化等產業，許多大型臺商選擇至

 

145 黃亦筠、陳良榕，2019 年，〈輸美專機飛起來！深夜的桃園機場 直擊中美貿易戰新贏

家〉，天下雜誌，7 月 1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6841/3920729，查閱時間：

2019/8/10。 
146 邱琮皓，2019，〈重量級! 巨大回臺 將投資逾 50 億元〉，工商時報，3 月 9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09000297-260202?chdtv，查閱時間：

2019/8/30。 

https://udn.com/news/story/6841/392072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09000297-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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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設廠，而不是返臺投資。147此外，因在當地重新買地建廠相

對費時，且不一定仍會有土地，因此大型臺商亦會透過收購方式建

置生產據點。 

對資通訊產業來說，則依其產業鏈特性決定新增投資的生產據

點。一般而言，其過往在中國大陸已形成產業群聚，因此其會選擇

將容易遷移、不需高技術人才的低階產品，或是較不需要產業群聚

的產品在新南向國家生產製造。 

在此情勢下，目前政府積極在新南向國家建立臺商園區，以協

助企業在海外進行策略佈局，目前正評估在印尼泗水與泰國北部園

區各設立一個工業園區，由臺灣智慧產業進駐，最快 2020 年即能

啟動細部談判。舉例而言，印尼泗水的綜合性產業園區，規劃以「園

中園」的形式，提供 100 公頃土地作為臺灣專區，希望臺灣的智慧

產業和電子業可以至當地投資；泰北工業區預定地亦規劃作為臺灣

智慧產業示範區，以「區中區」的方式讓臺灣智慧製造、數位經濟

與智慧醫療等產業進駐。148 

（三）擴大在臺灣的投資 

大型企業臺商在選擇建立生產基地時，臺灣亦為其中一個選項。

對有在海外布局的臺商而言，大多數的臺商於臺灣仍有生產基地或

營業據點，因此在臺灣仍有根基。因此，臺商擴大其在臺灣的生產

基地或在其他地方設立新的生產基地相對至新南向國家容易。然而，

臺灣仍面臨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等五缺問題，因此臺

 

147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12，〈美國經貿政策對臺美經貿互動策略及我國產業結構之影響及

挑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和外交部委託。 
148 李欣芳，2019 年，〈我政府推動泰國印尼設工業園區 系統整合輸出〉，自由時報，7 月 23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61514，查閱時間:2019/08/18。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6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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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臺灣的生產線大多瞄準銷往美國之較高附加價值的高端產品，

且集中在部分供應鏈較短的產業，相對容易遷移。 

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臺商回臺 2.0 方案」，截至 2019 年 8 月

22 日，已有 118 家廠商響應，總金額逾 5,637 億元，可望帶來 4 萬

8,906 個就業機會。149觀察參與投資回臺的產業，截至 2019 年 7 月

4 日，投資金額最大比重為資本密集的電子零組件業，佔總投資

36.3%；其次為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產業，佔比 22.0%，第三位與

四位則分別為電力設備及配備業與機械設備業，此與美國對中國大

陸加徵關稅的產業相符，可見美「中」貿易戰提升了臺商回臺的意

願。舉例而言，全球資安大廠如廣達、英業達等企業均回臺灣投資，

和碩則研擬在關渡設立研發中心，在新店購入廠房建立高附加價值

之物聯網產品，提升在臺灣生產製造的佔比，使臺灣成為製造、設

計、服務的發展基地。150 

惟目前臺商回臺的實際投資效果仍待觀察，雖然目前有許多臺

商規劃回臺投資，但實際從海外匯回臺灣的投資資金尚未大舉匯入

臺灣，主要仍呈現觀望情勢。根據財政部的統計，境外資金匯回專

法上路後，目前已經有新臺幣 158.7 億元的申請金額，其中已經核

准新臺幣 79.7 億元、實際匯回的則為新臺幣 13 億元。151然而，許

多臺商將資金匯回後，對未來全球經濟成長抱持保守看法，因此尚

 

149 林淑惠，2019 年，〈全球前三大鞋用膠大廠南寶樹脂投資臺灣 臺商回流金額逾 5600 億

元〉，ETtoday 新聞雲，8 月 22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22/1519112.htm，查

閱時間:2019/08/25。 
150 台經院產業資料庫，2019，〈美中貿易戰，產業怎麼辦，對個別產業的影響〉簡報，7 月 8

日。 
151 公視，2019，〈境外資金匯回專法上路 臺商匯回 158 億〉，10 月 29 日，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52396。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22/1519112.htm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5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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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進行實際擴廠等。臺商回臺152方案，多數的投資案仍只是意向書，

而臺商資金匯回臺灣之後，是否有實際投入產業生產或研發創新，

還是僅是持有資金保持觀望，亦須持續的觀察。 

（四）分散出口市場 

許多大型臺商均是在海外生產加工，輸往歐美等市場。舉例而

言，我國電腦電子產品在中國大陸已建立起完整供應鏈，在當地製

造加工後，許多產品輸往美國市場。因此，對大型臺商而言，分散

出口市場為其一之策略，透過分散客戶來源，拓展美國以外的市場，

如增加新南向國家、歐洲、中南美洲等市場，以避免受到美「中」

貿易戰的衝擊。 

事實上，早在美「中」貿易戰以前，我國政府即積極分散出口

市場，自 2016 年開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拓展東南亞與南亞之

市場。政府透過雙邊協商與對話、加強交流與合作、協助臺商在新

南向國家參展、提供金融支持等方式，致力促進我國與新南向國家

的經貿鏈結。 

（五）重新檢視貨號、原產地認證等技術性措施 

不論是大型企業臺商或中小型企業臺商均可透過重新檢視貨

品之貨號，或是運用自由貿易協定及原產地文件等方式因應。在重

新檢視貨品之貨號部分，因美國與中國大陸在互相加徵關稅時，均

公布課稅清單。對臺商而言，廠商在認定與編碼貨品之貨號仍具部

分討論空間。因此，許多臺商會重新檢視進口稅則編碼，企業仍有

機會重新主張，讓商品稅則編碼不在關稅清單中。一般來說，一家

 

152 曾志超，2019，〈臺商回臺投資亮眼數字背後的問題〉，Yahoo 論壇，9 月 16 日，

https://reurl.cc/L1aqdL，查閱時間：2019/11/1。 

https://reurl.cc/L1aq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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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能有 2 至 3 成的貨品編碼存在討論空間，當臺灣電子供應商

的毛利率僅為 5%~6%時，當編碼後貨品若在課稅清單外時，關稅

即可能為 0 與 25%的差距。153 

在運用自由貿易協定及原產地文件中，因加徵關稅係由進口原

產地認定為準，許多臺商會運用自由貿易協定中之「實質性轉型」

原則，若產品製成品經兩個國家以上生產，則可適當調整於各國加

工程度以符合原產地轉換。或是在進口時提供非中國大陸或美國之

原產地證明。154若僅有部分生產製程在中國大陸，在分析產品價值

結構後，臺商會主張該產品是在中國大陸以外進行重要製程與加值。

廠商要在臺灣向國貿局認可的 105 個公會、商會等團體申請為「臺

灣製造」，就必須達到 35%的加值比率。一般而言，許多國家規定

附加價值率都是 35%。155 

因此，在美「中」貿易戰加徵關稅下，對臺商而言，重新檢視

貨號與主張產品為臺灣製造或加值均為其可用之技術性策略之ㄧ。 

三、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臺商赴新南向推動產業發展之應對策略 

為分散對中國大陸貿易與投資的高度集中風險，我國自 2016 年

起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加強我國與東協、南亞的經貿合作交流。

在 2018 年美「中」貿易戰爆發下，更加推動臺商至新南向投資布局

的腳步。 

 

153 楊文財，2018，〈25%重稅罩頂 臺商 4 大因應對策〉，商業周刊，12 月 11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7253&type=Indep，查閱時間：2019/8/30。 
154 葉文義，2018 年，〈因應中美貿易戰 臺商七大策略〉，旺報，7 月 30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30000099-260301?chdtv，查閱時間：

2019/8/18。 
155  曠文琪、李玟儀，2018 年，〈25%重稅罩頂 臺商 4 大因應對策〉，12 月 11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7253&type=Indep，查閱時間：2019/8/19。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7253&type=Indep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30000099-260301?chdtv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7253&type=In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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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南向國家因擁有廣大的市場與豐沛的勞動力，已成為許

多國家爭相布局的市場。尤其對中國大陸企業而言，東南亞與中國大

陸地理位置相近，東南亞許多國家與中國大陸關係友好，因此東南亞

為陸商在美「中」貿易戰中建立生產基地的重要選項之ㄧ。是故，臺

商在新南向家布局不僅會面臨文化、法規、風俗等差異的挑戰，更會

面臨包含陸商等國際企業在新南向國家的競爭，甚或出現陸商在新南

向國家洗產地的情形。以下則提出在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臺商

赴新南向產業發展之應對策略。 

（一）臺商透過在新南向國家的人脈網絡，在當地投資布局 

對新跨入東南亞投資的臺商來說，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會運用

我國既有在新南向國家的豐厚人脈網絡，以擴展當地市場，如臺商

會運用當地的華僑、華商、已在當地深耕的老臺商、公協會、貿協

等途徑，協助其布局新南向國家的策略。因許多華人、華商在新南

向國家產業與商界扮演重要角色，而老臺商已深耕在地，與當地政

商關係良好，累積豐富的人脈網絡。因此，臺商會透過在當地的臺

商協會、華商協會等組織，了解當地投資的實務面；貿協在新南向

國家設立駐外單位，籌組新南向國家企業家聯誼會，並積極帶領臺

商參與當地展覽、產業園區，並提供整合新南向投資相關資訊等，

促成資訊分享、群聚力量、經驗交流等。156 

（二）部份新南向國家缺地日益嚴重，臺商以併購代替新設工廠 

因許多國際企業均爭先至新南向國家設廠，臺商現在至新南向

國家設新廠時，恐面臨缺地甚至缺工問題，部分在新南向國家投資

 

156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協會，2019，〈新南向國家企業家聯誼會〉，臺灣經貿網，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SBNetworing，查閱時間：2019/11/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NSBNetw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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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的臺商，甚至轉型擔任提供中國大陸業者新南向國家土地和員

工的媒介。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張弘遠副教授表示，部分早期

至新南向國家投資的臺商，已成為地產公司，將工廠轉移給陸企，

並協助其引入勞動力，臺商從原先的生產廠商轉向成為中國大陸企

業的合作夥伴。157 

舉例而言，在新南向國家中，越南因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完

整的製造業產業聚落優勢、較高之貿易開放程度，躋身成為外商直

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FDI）重要地區。在美「中」貿

易衝突下，越南更成為許多外資企業爭先布局競逐之地。經濟部次

長黃美花158表示，目前因各國均積極搶進越南，當地臺商反應目前

越南已出現缺地、缺工情形。 

此外，因東南亞已出現缺地問題，若目前才要至新南向布局的

臺商，在考量土地供給與時效性，較可能透過直接併購當地原有工

廠取代新設工廠。然而，過去即在新南向國家布局的臺商，鑒於部

分新南向國家已出現缺地、缺工問題，其中薪資水準特別為勞動密

集產業臺商考量設廠地點的重要考量之ㄧ，因此勞動密集產業臺商

則開始朝向新南向國家非一級戰區布局，如印尼、柬埔寨、緬甸等

國。舉例而言，臺商聚陽159過去已在東南亞的越南、印尼等地布局，

尤其越南為其最大的生產據點，惟因近來越南薪資水準快速成長，

未來聚陽則會擴大在印尼的產能，以因應越南日益上漲的勞動成本。 

 

157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第二場座談會會議紀

錄。 
158 馮建棨，2019，〈越南缺工、缺地... 王美花建議臺商轉往其他國家〉，中時電子報，7 月

24 日，https://reurl.cc/pD97xd，查閱時間：2019/11/8。 
159 潘智義、韋樞，2019，〈越南投資有隱憂 在地化是成功關鍵〉，中央通訊社，9 月 8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35561，查閱時間：2019/10/28。 

https://reurl.cc/pD97xd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3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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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商進駐中國大陸在新南向國家建立的產業園區 

對中小企業臺商而言，因受限於資源與能量，且語言不通，其

難以單獨再赴新南向國家設立據點，因此臺商中小企業會積極尋求

進駐在新南向國家的產業園區。160而中國大陸因與許多新南向國家

具良好外交關係，且中國大陸政府在 1990 年代積極鼓勵陸企走出

去，而後又推動「一帶一路」政策，使得陸企布局遍布在新南向國

家。其中，中國大陸政府積極協助陸企在新南向國家建立產業園區，

如在印尼、柬埔寨、泰國、越南、寮國、印度等國均設立境外經貿

合作區，截至 2018 年底，陸企在海外的境外合作區累計投資逾 400

億美元161，顯示陸企透過境外合作區積極在海外投資。對臺商而言，

兩岸語言溝通無障礙，且中國大陸境外經貿合作區已獲得當地政府

的支持，協助園區的開發與營運，園區亦擁有較完善的配套措施與

較低的生產成本優勢。因此，部分臺商會選擇進駐中國大陸在新南

向國家的產業園區，尤其是紡織業、玩具業等傳統業，需要大規模

的土地和需量產的企業。 

在美「中」貿易戰下，加速了臺商至新南向國家投資布局的誘

因。臺北企業經理協進會高長理事長表示，儘管目前中國大陸在新

南向的國家的境外合作區的產業供應鏈仍在發展階段，然未來 3~5

年後可能逐漸建立完整產業供應鏈，因此不少臺商進駐中國大陸的

境外合作區。162其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以下簡稱為

 

160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

雄訪談記錄。 
161 中國大陸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undp，2019，中國一帶一陸境外經貿合作區佇立

可持續發展報告，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china/docs/Publications/UNDP-CH-BRI-

2019%20COCZ%20Report%20(CN).pdf，查閱時間：2019/11/4。 
162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第二場座談會會議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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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特區）為配合「一帶一路」政策所建設，並主要仿照中國大陸

沿海經濟特區所建設，西港特區距離西港國際機場 3 公里，離柬埔

寨最大的國際深水港西哈努克港 12 公里，緊靠四號國道，交通便

利，物流成本低。163因此，西港特區成為中國大陸與柬埔寨均相當

重視的經濟特區，進駐西港特區的產業主要為紡織品、鞋子、旅行

用品、電子產品、電器配件、汽車零件、家具、辦公設備以及運動

器材等等164，並吸引許多臺商前往投資。 

（四）新南向國家未來恐面臨缺工壓力，臺商透過加強自動化解決缺

工問題 

美「中」貿易戰下，許多陸商與臺商搶進新南向布局，其中勞

力密集程度較高的產業，因著眼新南向國家之勞動力相較低的優勢，

更積極至當地布局。然而，雖然目前大部分新南向國家勞動力相對

臺灣較充足，但在技術工人方面，新南向國家仍相對缺乏。 

舉例而言，因越南對勞動力需求提升，使得招募工人更加困難，

通常廠商需付較預期高出 2 成的薪水才能招募到員工，薪資壓力壓

縮獲利空間。事實上，越南政府每年均調漲基本薪資，2018 年基本

薪資成長 6.5%、2019 年為 5.3%，2020 年則預計為 5.5%，但實際

漲幅遠高於規定。165因此，臺商目前在新南向國家投資時，透過加

強自動化、智慧化等方式，降低在建立生產據點時需因生產成本上

面臨時常遷移的問題。例如，紡織業者遠東新不論在臺灣、中國大

 

163 鉅亨網，2017，〈亞洲經濟新虎柬埔寨 誰製造了她的經濟起飛？〉，12 月 19 日，

https://news.cnyes.com/news/id/3993709，查閱時間：2019/10/31。 
164 環球，2019，〈洪森：西港經濟特區是柬埔寨的典範，是柬中兩國的孩子〉，每日頭條，6

月 2 日，https://kknews.cc/world/bpnm4ym.html，查閱時間：2019/11/11。 
165 林資傑，2019，〈《產業分析》貿易戰炒熱越南，臺企發展憂喜參半〉，時報資訊，7 月 29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29001240-260410?chdtv，查閱時間：

2019/8/10。 

https://news.cnyes.com/news/id/3993709
https://kknews.cc/world/bpnm4ym.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729001240-2604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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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越南、美國、日本均有設廠，並加強自動化與智慧製造設備，

166以提升工廠之競爭力。 

（五）建置東南亞供應鏈體系 

在美「中」貿易戰下，臺商會思考分散客戶，考量東南亞的龐

大的內需市場，亦增加其在建立新南向供應鏈的誘因。部分中國大

陸臺商陸續從中國大陸撤離或是調整生產基地，高階製造回流至臺

灣，而低階須大量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之產業則至新南向國

家布局，促使「非紅供應鏈」的興起，其中「東南亞供應鏈」則為

我國製造業下游加工與組裝之重要合作之產業供應鏈。政務委員龔

明鑫表示，在美「中」貿易戰下，牽動未來國際分工局勢。臺商移

轉地的首要選擇是臺灣，其次是東南亞，再則是美國周邊國家如墨

西哥等。而臺灣供應鏈雖然完整，但產能有限，不適合大規模產品

組裝，因此未來留在臺灣的廠商仍將以高附加價值的零組件或高端

產品為主。167有些大規模組裝無法回臺灣的臺商，可能往東南亞形

成「非紅供應鏈」，取代臺商過去在中國大陸建立的「紅色供應鏈」。

此外，目前許多東南亞國家政府希望臺商能至當地投資168，顯示臺

灣在美「中」貿易戰中扮演重要角色。 

再者，因東協已成為東協經濟共同體，在區域內享有免關稅優

惠，因此臺商可以在某一國建立生產據點後，依周邊國家之特性建

 

166 戴慧瑀，2019，〈622 億 遠東新將海外擴產〉，經濟日報，6 月 28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252/3898848，查閱時間：2019/11/10；廖家宜，2018， 

〈以總成本平衡為原則 遠東先進纖維導入智慧製造展成效〉，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id=0000526317_WH527

NE32OHBFR6DJAP24，查閱時間：2019/11/10。 
167 彭博，2019，〈貿易戰衝擊中國製造 臺灣政府協助臺商建立「非紅供應鏈」〉，5 月 15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22043，查閱時間：2019/11/11。 
168 陳素鈴，2019，〈龔明鑫：臺商移東南亞 「非紅供應鏈可能取代紅色供應鏈」〉，聯合晚

報，5 月 15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813877，查閱時間：2019/11/11。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id=0000526317_WH527NE32OHBFR6DJAP24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id=0000526317_WH527NE32OHBFR6DJAP24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22043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81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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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工之生產體系，在新南向地區建立完整產業供應鏈。舉例而言，

寶成、銘旺等企業以越南為基地，站穩越南後再前往緬甸或柬埔寨，

建立較小規模的新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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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推動兩岸經貿及新南向政策之發展

策略建議 

本章已就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機會

與挑戰進行綜合分析，並提供在此一情勢下，我國臺商的應對策略。

本節主要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思考在美「中」貿易衝突的大環境下，

根據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的現況，從兩岸經貿發展、新南

向政策的推動，及我國經濟發展此三個面向上，政府可以透過哪些策

略方針或配套措施，有效協助臺商發展、或有利於政府既有政策推動，

以供政府參考。 

一、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推動兩岸經貿發展之策略 

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顯著，目前已經明顯影

響到兩岸之間的投資與貿易情況，長期而言，更可能影響到兩岸經貿

合作與發展模式，故針對我國推動兩岸經貿發展面向，本團隊提出以

下建議： 

（一）藉由美「中」貿易戰，重新檢視兩岸經貿合作結構與未來發展

方向 

臺灣產業一向以中間產品為主，因此是美「中」臺三角貿易結

構中相當關鍵的一環，可是，隨著中國大陸沿海勞力等成本上漲，

中國大陸環保、金融等規定愈趨嚴格，許多臺企本來就開始在調整

生產結構，或者進行產業全球布局，或者開始分散市場風險。美「中」

貿易戰僅是扮演催化劑的作用，迫使臺商必須提早面對過於依賴中

國大陸、市場過於單一等問題。即便我國近年來認知到我國過於依

賴中國大陸的問題，開始推動新南向政策，但臺灣對於中國大陸的

依賴程度仍然相當高，短期內似乎也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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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中」貿易戰無疑提供一個良機，讓我國政府及臺商

有機會可以重新檢視我國的產業結構，以及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方

向。過去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臺商大舉前進中國大陸，除了著

眼中國大陸的市場外，也考量到原料、勞力、土地等要素。近年來

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積極推動產業升級轉型，我國對於中國大陸臺商

未來的發展方向，是要鼓勵臺商繼續在中國大陸發展，往二、三線

城市城市移動，還是要配合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往東南亞、南亞移

動，是我國政府必須思考的問題。尤其是在美「中」貿易戰長期化

的結構下，未來可能會出現「供應鏈二元化」的現象，臺灣夾在美

「中」之間，如果無法在維持「美「中」臺三角貿易結構」的運作，

該如何定位臺灣的角色，以及兩岸經貿合作未來的發展方向，是當

前政府的迫切之務。 

（二）部分中國大陸臺商本就出現外移趨勢，政府宜就不同產業廠商

規劃不同之發展模式 

因應美「中」貿易戰的關鍵在於，不同產業會受到的影響不同，

故因應策略也不盡相同。如傳統產業臺商本來就因應沿海工資、土

地成本上漲，而出現外移趨勢，如紡織成衣業很早就將生產重心移

往越南，崑山的中小企業臺商更因應中國大陸產業轉型而少了三成。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國政府宜就不同產業之情況，規劃不同

之發展模式、擬定不同的輔導策略，思考未來兩岸產業鏈之變化，

進而調整兩岸經貿關係。 

舉例而言，資通訊業者在中國大陸已形成龐大緊密的供應鏈，

完整的產業聚落，因此很難將整個供應鏈移動。故這些臺商的策略

大多提高臺灣既有廠房的產能、或轉從臺灣出口等方式因應。在美

「中」貿易戰長期化的影響下，這些資通訊廠商甚至有考慮依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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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進行分流，因應「中」中貿易戰的提高關稅的影響，將中國大陸

的生產能量往外移動，透過強化在東南亞或臺灣的生產線，來降低

關稅成本，而保留在中國大陸的生產線則主要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

這種貿易型態，便與過去臺灣在美「中」之間的三角貿易型態明顯

不同，而更接近短鏈革命下的全球布局。 

（三）中小型企業之中國大陸臺商較需要政府協助，宜持續輔導臺商

轉型或退場 

許多中國大陸臺商當初前往大陸投資時即為中小企業，這些中

小型企業相對缺乏轉型升級的技術與資金，如今在面臨經營管理、

二代接班、清算併購、媒合合作夥伴、製造業轉服務業等種種困難

後，許多已經逐漸退場返臺，或是將公司清算賣給大陸企業、或是

將廠房轉交給大陸員工經營，少部分則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政策往內

陸移動，形成以內需市場為主的模式。 

事實上，許多體質不佳的企業在 2008 金融危機時，便已經自

動被市場淘汰，但如今在美「中」貿易戰下，仍有許多體質良好的

臺商企業在勉力支撐。由於大企業通常都有能力自行進行全球布局，

故我國協助輔導的重點對象，宜以中小企業為主。 

我國政府宜依照不同產業廠商的需求，協助受到美「中」貿易

戰影響，而又無力前往東南亞或南亞投資布局的中小型企業臺商，

進行轉型或輔導退場。 

（四）中國大陸資金外流越趨困難，故政府宜儘力協助臺商資金回流

或移轉 

基於美「中」貿易戰影響，目前大多臺商已選擇在中國大陸縮

小產能，然而，資金從中國大陸流出仍十分困難，所以雖然政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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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廣臺商返臺投資，但事實上資金並沒有真正回流臺灣，目前臺

灣的投資部分主要是募資擴張，即大企業在兩岸同步增加投資，額

外對臺灣進行擴廠，是規避風險，而不是真正將在中國大陸的資金

匯回臺灣。 

事實上，中國大陸對資金外流之管控愈趨嚴格，目前許多真正

想將資金匯回臺灣的多屬獲利了結的中小企業臺商，而這些臺商欲

將資金循正常途徑匯回臺灣，除了中國大陸外匯管理局會索取巨額

手續費外，臺灣本身亦須針對海外所得收取高額稅金。在面臨將資

金匯回臺灣成本高昂的情況下，許多臺商多選擇採取地下管道。 

目前我國已訂定《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規定

臺商境外資金須在2年內匯回至專戶，可享第1年8%、第2年10%優

惠稅率，進行實質投資，可再減半至4%與5%。依規定，匯回資金

5%可自由運用，25%可從事金融投資，70%可用於實質投資。不過

目前的專法並非僅針對中國大陸臺商，故未來還需針對中國大陸臺

商提供更多誘因與配套措施，以便中國大陸臺商之資金回流。 

 

二、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發展之策略 

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之主要目的在於增進我國與新南向國家之

關係，經營東南亞及南亞之新興市場，分散我國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之

風險。而美「中」貿易衝突的爆發，正證明了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

正確性，由於美「中」貿易衝突已有長期化之趨勢，在此一大環境下，

本團隊就未來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提出以下建議： 

（一）於新南向國家選定 2 至 3 個國家，制定產業合作發展策略 

針對美「中」貿易戰長期化，臺商的共識就是往新南向國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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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人口與內需市場來看，東南亞重要的國家為越南、印尼、泰

國。越南有 6,000 家臺商設廠、泰國 5,000 家、印尼 2,000 家。 

觀察整體生產結構，泰國有良好的基礎建設，但其生產型態非

資通訊產業、紡織產業，而是綜合性以中南半島為主的內需市場，

故傳統產業臺商若欲以東南亞地區為目標市場，可以泰國作為主要

生產基地。馬來西亞缺工問題嚴重，菲律賓則有嚴重的缺電問題，

電價為東協第一。故此，要發展製造業，越南與印尼還是較為理想。 

越南臺商有85%的是在南越，多為家具、紡織產業廠商，而資

通訊產業臺商多是在北越，目前臺商訂單雖然轉單效應越來越多，

但是產能卻還是無法跟上。不過由於韓國三星在越南積極布局，加

上中國大陸近來積極在越南蒐購廠房、土地，因此資通訊臺商將生

產重心移往越南將會面臨相當強的競爭。 

印尼人口有2億7,000萬人，內需強大，但印尼政府缺乏整體工

業政策，中央政策難以落實到地方，並缺乏投資誘因，臺商需要在

國家建設的工業區落戶。惟目前雅加達東邊萬隆仍有土地，或許能

建立群聚。臺商可以用母雞帶小雞方式進軍印尼，如電腦公會、電

電公會等機構應帶著臺商去看，讓中國大陸設廠的臺商有出海口。 

希望政府能整合產、官、學、研各方面的意見，選定 2~3 個國

家，並選取我國優勢產業在當地布局，建立產業合作策略聯盟，如

以印尼作為汽車產業發展夥伴、泰國作為食品產業發展夥伴等，並

建立包含工廠、住宿、學校等完善園區，使臺商能在當地長期經營。 

（二）以臺灣作為節點，連結中國大陸臺商與東南亞臺商，形成臺商

主導的東亞「非紅供應鏈」 

目前政府的思考大多是如何吸引中國大陸臺商返臺投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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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國大陸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事實上，還有第三種思

考，即是一方面協助移出中國大陸的臺商在東南亞布局，另一方

面則透過外貿協會、電電公會、電腦公會等公協會，將無法移出

中國大陸臺商與前進東南亞的臺商，或已在東南亞耕耘許久的臺

商進行連結，形成以臺灣為節點的東亞臺商產業鏈。 

尤其是本來仍在中國大陸沿海的臺商產業如機械、汽車零組

件、電子零組件等產業，近期亦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往東

南亞移動，但資通訊產業若至東南亞容易面臨缺地、缺人、缺港

口的問題，如由於中國大陸為因應貿易戰，許多陸商搶進越南，

導致目前北越幾乎沒有土地可使用；在缺人方面，除了新加坡還

有一些資通訊技術人才外，東南亞相當缺乏高科技人才；除了人

才的問題外，東南亞地區的基礎設施不足亦是難題，華碩在印尼

巴淡島投資，即面臨沒有港口或僅有小港口的問題，仍需要自新

加坡轉運至巴淡島。 

因此，雖然政府積極協助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但仍有許多

產業可能會有移動困難的問題，這時，如果能透過臺商之間的聯

繫，形成中國大陸與東南亞臺商之間的產業鏈或貿易關係，應不

失為因應美「中」貿易戰的良方。 

（三）利用美「中」貿易戰、日韓貿易戰良機，與日本、新加坡等國

合作推動新南向政策 

由於過去50年臺灣與日本產業合作關係緊密，在許多產業結構

與供應鏈上彼此互補，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產業布局既深且廣，臺

灣選擇與日本在東南亞合作應無庸置疑，這種合作關係是長久累積

下來的自然結果，並非要聯日抗「中」。臺日合作最早在三年前由

日本主動提出，我國於去年6月才正式推動，貿協現在與日本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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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機構（JETRO）攜手推動臺日合作，透過JETRO把日本大廠和

銀行都納進來，利用日韓打貿易戰的機會，把平臺建立起來。因為

臺日在東南亞供應鏈互補，臺灣企業在印尼、越南及泰國與當地都

有不錯的互動，因此吸引日本主動與臺灣合作。例如在美「中」貿

易戰第四波清單中備受影響的資通訊產業，我國便可與日本攜手合

作，因兩方在電子產業有上下游關係，且因歷史背景下我國與日本

在技術交流上關係密切，而日本在東協布局久且著墨深，我國可與

日本合作組成完整供應鏈進軍東協。例如鴻海已併購日本夏普，因

此鴻海可獲得夏普之軟體與系統整合技術，並運用鴻海本身製造能

力，布局東協市場。 

政府亦可參考日本的管理制度，仿照日、韓在東南亞當地建設

日本村或韓國村，在東南亞國家建立起臺灣村，讓臺商滿足思鄉情

懷，此亦為鼓勵臺商新南向的配套措施。 

此外，新加坡一直是東協地區的金融中心與運輸物流中心，由

於我國與新加坡有FTA的優勢，所以亦可善加利用新加坡作為前進

新南向區域的跳板，拓展新南向地區的投資與貿易。 

（四）注意許多臺商利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等政策「借船出海」 

臺商一向以具有高度的彈性與靈活性著稱，故許多臺商事實上

已廣泛的利用中國大陸既有的政策，諸如廣西與越南之間的邊境園

區，或是透過「一帶一路」政策建立的經貿產業園區，達到新南向

政策的效果。如臺商在中越邊境的跨境合作園區，形成廠房、勞工

還是在中國大陸，但出貨則從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策略。採取這種策

略的廠商通常總公司與邊境距離不遠，在運作上跟調度上，比較屬

於中小型，例如作傢俱或是比較傳統產業。 

同時，中國大陸為推動「一帶一路」，在沿線國家設立了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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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產業園區，也有許多臺商藉此之便，藉由中國大陸的經貿產業

園區達到經營東南亞及南亞等新興市場的目的。 

（五）在新南向地區選擇重點發展國家，鼓勵大型企業帶領協力廠商

一同佈局，並協助中小企業廠商建立群聚 

目前臺商在東南亞發展的主要問題，就是力量過於分散，新南

向政策雖已推行兩年有餘，但在協助建立臺商群聚部分，仍有相當

大的努力空間。尤其是許多中國大陸臺商過去在大陸生產時，已經

建立了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鏈，如今雖然有意願移往東南亞，

卻受困於當地缺乏產業群聚而卻步。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應該積

極協助有意前往新南向國家的廠商，在當地進行產業布局。 

就大型企業而言，其本身有能力進行跨國產業布局，故政府無

需協助，而是應鼓勵產業龍頭帶領其協力廠商建立產業群聚，甚至

是小型工業區，如仁寶便帶著上下游協力廠商與泰國政府直接談判、

要求優惠，建立自己的產業群聚。 

就中小企業而言，由於其本身能力有限，故政府可以透過貿協、

產業公協會，甚至臺商本身，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地建立臺

商群聚，如位於越柬邊境的柬埔寨曼哈頓經濟特區，便是由臺商所

建立，臺商前往當地發展，便能有事半功倍之效。 

 

三、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促進經濟發展之策略 

在美「中」貿易衝突爆發後，我國在短期之內基於「轉單效應」

而獲利，許多中國大陸臺商配合政府政策，大舉返臺投資，然而，面

對當前情勢，我國一方面宜擬定應變策略，協助臺商度此變局；另一

方面則宜制定長期發展策略，俾使我國之產業與經濟發展方向契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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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整體發展趨勢。因此，本團隊針對我國促進經濟發展之策略，提出

以下建議： 

（一）闡明政府政策方針，整合各類資訊，成立資訊整合溝通平臺與

供應鏈管理平臺 

針對美「中」貿易戰下臺商的動向與趨勢，建議我國政府宜建

立資訊整合溝通平臺，資訊整合溝通平臺應具有三大面向資訊：美

「中」貿易戰的最新資訊與相關分析、鼓勵臺商返臺投資之政策與

計畫、協助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之政策與計畫。 

首先，隨著美「中」貿易衝突的升溫，雙方增加課徵關稅的清

單也不斷調整，建議政府即時掌握最新清單，並迅速更新相關清單

調整會受到影響之產業，並在網路上提供最新分析報告，以供臺商

參考。 

其次，資訊整合平臺亦包括吸引臺商返臺投資之政策與計畫，

由於目前要由各縣市自行招商，缺乏統一的資訊平臺，導致資訊混

亂，甚至彼此傾軋。故建議由中央部會整合相關資訊，如引導臺商

鮭魚返鄉，便須載明當前我國重點發展之產業、鼓勵臺商返臺之相

關政策措施、目前各縣市之工業區或閒置土地、目前政府鼓勵臺商

投資之項目、我國目前在政策上如何規劃避免「五缺」問題等，藉

由明政府之志，以釋臺商之疑。如此方能將臺商能量引導至有利於

我國產業發展之方向。 

最後，雖然政府已經積極協助處理五缺問題，但由於目前有許

多中國大陸臺商仍然不適合回臺生產，尤其我國產業發展方向以高

階製造中心為主，許多勞力密集產業仍適宜鼓勵前往新南向國家投

資。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亦須提供相關資訊，如當地政府當前之

產業政策、當地政府相關之優惠奬掖措施、我國政府目前在當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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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資源、當地既有的臺商或華商人脈資源等。建立供應鏈管理平

臺，協助廠商掌握新南向各國的產業布局與市場動向。此外，政府

必須儘量提供臺商投資新南向國家之便利，以協助臺商跨越新南向

國家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語言、文字、文化、習慣等門檻。諸如

日本、西班牙、荷蘭、德國等國都有提供類似的協助。 

（二）政府宜協助臺商解決五缺問題，輔導部分中國大陸臺商回臺投

資或轉移生產線 

資通訊產品（如手機）在美國對中國大陸課稅的第四波清單中，

預計加徵10%的關稅，因目前人民幣已貶值，所以對資通訊業者而

言，10%關稅應尚能承受，但若未來關稅增加為25%，則對業者影

響很大。 

為因應美「中」貿易戰，許多資通訊業者決定重啟在臺灣的生

產線，作為短期的因應措施，惟會遇到缺人、缺地、缺電等五缺問

題。在缺人方面，因許多廠商均至中國大陸設廠，臺灣缺乏管理生

產線的主管，因此需要中國大陸的主管來臺。目前政府是採取個案

申請，每次來臺時間為ㄧ周，明顯對廠商造成不便，故建議政府宜

聽取廠商意見，採取便宜性措施。 

（三）在美「中」貿易衝突長期化的趨勢下，宜制定產業戰略方針 

就當前情勢而言，美「中」貿易衝突有長期化之趨勢，由於我

國與美、「中」之經貿關係皆相當緊密。故如何減少在美「中」貿易

衝突中受到之衝擊，持續發展我國之戰略產業，實為當前最重要的

工作。 

事實上，許多專家學者皆指出，臺灣在最終產品的部分缺乏，

使臺灣產業大多集中於中游，上游依賴中國大陸、下游則隨客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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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移動，而臺灣的中游產業則開始彼此競爭。就此而論，臺灣本

身則缺乏完整的產業發展政策，去定義臺灣在國際產業供應鏈的角

色與地位，由於臺灣對本身在整個「非紅供應鏈」中的定位不明，

因此對於臺灣未來發展方向也因此而不明確。 

尤其在中國大陸、新南向國家皆不約而同的推行具有「工業4.0」

意涵的產業政策時，我國亦須制定長期之產業戰略方針。產業戰略

方針可區分為國內與國外，就國內而言，係以「5+2產業創新計畫」

為核心，帶動我國之產業轉型，提高我國製造業之附加價值；就國

外而言，則需考量彼此之比較優勢，尋找戰略產業盟友。在新南向

政策重點國家設定戰略產業，針對個別產業尋求突破性的合作，建

立標誌性的成功案例，如此亦將有利於政府之政策宣傳。 

（四）拓展與歐、美等國的經貿關係，分散市場風險 

因美「中」貿易戰有長期化的趨勢，故針對美國市場的布局與

拓銷便有相當之必要性。外貿協會曾邀請美國品牌與通路商來臺，

發現美國來臺灣採購的不只是採購消費品，很多是購買工業 4.0 的

產品與自動化設備在美國生產。過去臺美貿易非常暢旺，但在中國

大陸改革開放後，大量臺商均外移至中國大陸，但臺灣仍擁有許多

人才，可思考藉美「中」貿易戰的良機加強與美國與加拿大的合作。 

此外，臺灣的產品一向相當具有競爭力，如臺灣紡織業的高品

質產品，有越來越多的歐美買家至臺灣採購，如義大利的紡織業很

強，過去十幾年義大利買家多至上海採購，若臺灣的產品能滿足其

需求，則這些義大利買家或許不用再至上海採購，因在中國大陸可

能會有遭仿冒的風險，臺灣便能藉著美「中」貿易戰的機會，以高

品質的產品拓展歐美的經貿關係。  



 

168 

 

  



 

16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作為全文總結，主要可以分為本團隊在執行計畫時的研究發

現，以及本團隊根據當前形勢與未來發展，提出對政府政策的建議事

項，將前文的內容進行系統性整理，並簡要呈現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之主旨在探討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受到的

影響，以及這些臺商的動向。包括中國大陸臺商是否會因此選擇前往

新南向地區發展，這些臺商前往新南向地區發展的情形如何，與中國

大陸在本地及當地的企業關係如何等等。本節將先說明美「中」貿易

衝突對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發展的影響，再針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

向地區發展情況細部說明，最後針對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中國大陸臺

商，與在當地發展之大陸企業及新南向國家之關係。 

一、美「中」貿易衝突與中國大陸臺商前往新南向地區發展的關係 

（一）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 

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相當顯著，整體而言，

主要就三個方面對中國大陸臺商帶來影響： 

首先，對於許多早已出現外移趨勢的中國大陸臺商廠商，美「中」

貿易衝突僅是扮演催化的角色，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加

速臺商企業的外移，形成中國大陸臺商資金的大舉外移。 

其次，對於許多有能力進行跨國產業布局的大企業，由於在臺

灣、東南亞或其他國家尚有廠房或生產線，故短期內可透過移轉產

能的方式來應變，也因此直接造成大量的中國大陸臺商回臺投資，

改變兩岸的投資貿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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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帶來的最大影響，其

實是對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由於美「中」貿易衝突已經出現長期

化的趨勢，因此許多大企業為配合「短鏈革命」的發展趨勢，逐漸

開始二元化發展。一些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的廠商，則保留在中國

大陸的廠房，或配合一帶一路政策與東南亞國家合作，持續經營中

國大陸市場；另一方面，一些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臺商，則從中國

大陸轉移到他國發展。長期而言，美「中」貿易衝突將改變過去臺

灣在美、中、臺之間的三角貿易結構。 

（二）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地區發展意願之影響 

由於美「中」貿易衝突變幻莫測，不僅從短期衝突發展為長期

對抗，更從課徵關稅、科技管制到貨幣金融等層面，影響範圍逐漸

擴大。由於過去以來中國大陸為臺商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地區及生產

重鎮，在中國大陸臺商已開始體認到必須順應當前國際經貿變局，

調整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布局與節奏。 

此外，當前中國大陸已不再是廉價的生產基地，特別是中國生

產成本正在逐年攀升，導致加速企業外移的腳步。加上美「中」貿

易衝突亦影響全球供應鏈之發展，為降低關稅成本，廠商積極尋找

新的供應商，將出貨地點移出中國大陸，在其他地區建立新的生產

基地。例如，新南向國家距離臺灣不遠，加上全球對新南向市場逐

漸重視，以及我國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故增加中國大陸臺商有意

赴新南向地區之意願。 

（三）中國大陸臺商受美「中」貿易戰影響赴新南向地區發展之比例 

根據外貿協會於 2019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針對國內廠商如何因

應美「中」貿易戰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總計蒐集 1,727 份國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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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效問卷。由於不同市場布局的廠商所受到的貿易戰影響有所差

異，面對貿易戰所採取的因應策略也有所不同。 

若以「在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有工廠」而言，主要有 53.3%表示

在臺灣加碼投資，其次是有 31.3%有意願赴東南亞投資。至於「在

臺灣沒有生產基地，全部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廠商，由於受到貿易

戰轉單效益或訂單流失的風險最大，因此在因應投資布局上，願意

赴東南亞投資比例高達 33.6%，其次有 32.6%考慮回臺灣投資。顯

然，廠商在選擇開發新市場部分，東南亞地區已躍升未來的布局首

選。 

（四）中國大陸臺商選擇赴新南向地區發展的主要考量因素 

自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大量勞動密集產業臺商

爭先至中國大陸投資；而自 2000 年開始，臺商赴「中」投資的產

業則以高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資通訊產業為主，主要著眼於全球

布局與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然而，自 2003 年、2004 年開始，中國

大陸沿海城市發生缺工情形，此後，2008 年中國大陸實施勞動合同

法後，廣東省更提出「騰籠換鳥政策」，想淘汰勞力密集產業。中

國大陸在勞動成本上升、缺工壓力下，當地政府鼓勵勞動產業臺商

進行轉型升級，但無法轉型升級的臺商，則轉至中國大陸中西部或

是東南亞國家。 

此外，近年來中國大陸對環保要求趨嚴，加速中國大陸臺商至

新南向國家投資。2017 年 12 月江蘇崑山為限制污染排放，對當地

企業下達停產令。此外，2018 年中國大陸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

國環境保護稅法》、《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更加重了高耗能、

高汙染的臺商經營成本，部分臺商將產能遷移至內陸或東南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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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2019 年五險一金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徵稅能力強，169對臺

商造成負擔。 

再者，除了中國大陸造成的推力外，新南向國家對在陸臺商亦

有強大拉力。目前東南亞相較中國大陸仍享有較低的勞動成本，具

有人口紅利優勢，且東南亞國家的關稅優惠亦推升中國大陸臺商至

東南亞布局。如東協為未來生效的 RCEP 成員，且其中如越南、馬

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亦為 CPTPP 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

研究所葉振宇副研究員亦表示，因越南與許多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享有關稅優惠，因此受關稅影響利潤較大的產品，即會考量至

越南生產製造。170此外，東協為一整體的區域共同體，東協在 2020

年前希望達成 90%均零關稅的目標，因此在東協其中一國投資，可

瞄準整個東協市場，因此，新南向國家存在許多優勢與巨大吸引力，

許多在陸臺商因主要為委託代工角色，會因應品牌商的要求，至新

南向國家投資布局。 

 

二、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地區發展情況 

（一）各產業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地區發展情形 

自 2008 年開始實施勞動合同法，加重了在陸臺商的經營壓力，

且陸續「騰籠換鳥政策」、缺工問題、環保法令、「五險一金」均促

使臺商自中國大陸撤離，赴新南向國家等其他海外國家投資布局。

根據中華徵信所調查，自 2013 年臺商從大陸撤資開始慢慢發酵，

 

169 中央社，2018，〈大陸追稅壓力爆表 臺商如何撐過風暴？〉，9 月 13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4966，查閱時間：2019/11/12。 
170 參酌「兩岸產業在新南向區域競合對我國產業布局的影響與因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

研究所訪談紀錄。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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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已持續兩年中大型企業登陸投資是零獲利或虧損占

比達 60%以上。171若加上中小企業的投資情形，有近八成的臺商在

中國大陸為虧損，促使中國大陸臺商撤資。而在 2017 年崑山停產

令與一系列環保稅法後，更加速臺商撤離中國大陸至東南亞等其他

國家。 

對中國大陸臺商的資通訊業者而言，屬於高勞力密集的電子零

組件，主要因中國大陸工資上漲壓力轉移至東南亞，其他資通訊產

業主要則受到全球布局與品牌商要求至新南向國家投資。鴻海則已

積極拓展其生產基地至越南、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新南向國家，

近來積極布局印度市場，近四年已在印度投資逾 10 億美元。仁寶

則為全球布局、增加產能、分散風險等因素，2007 年 11 月宣布至

越南投資，並攜手下游逾 10 家電子零組件廠至當地建立生產基地。

聯發科則是在新加坡、印度建立研發中心，以運用新加坡電子業高

階技術人才與印度軟體人才優勢。緯創除了在中國大陸設廠外，亦

在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投資設廠。 

因此，綜上所述，長期而言，中國大陸臺商不論是傳統產業、

資通訊產業大多均可能投資與布局新南向國家。除了東南亞的關稅

優勢外，中國大陸經營成本提升、對污染標準提升，促使高勞力密

集、高耗能產業至新南向國家，或是資通訊產業因應全球布局、分

散風險而選擇至新南向國家布局。 

（二）受美「中」貿易戰影響赴新南向地區發展之中國大陸臺商分析 

美「中」貿易戰，直接影響著主要出口市場為美國的中國大陸

 

171 林宸誼，2015，〈臺商遇四面埋伏 全線大撤退〉，6 月 24 日，聯合新聞網，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68630，查閱時間：2019/10/4。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Login.action?id=506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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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在加徵關稅壓力下，促使在陸臺商尋求至中國大陸以外進行

海外布局之機會，尤其是與臺灣具地緣關係，且具勞動要素成本優

勢及廣大內需市場的新南向國家，更為在陸臺商積極考慮布局之地。 

全國工業總會為探討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

針對其三百多家會員進行調查。調查發現，在陸臺商選擇轉移策略

時，勞力密集產業重啟臺灣生產線的比重約為 43.9%，移往東南亞

的則為 39%，遷移至美國約為 12.5%，有部分則遷移至中國大陸中

西部。此顯示東南亞地區為勞動密集產業考量轉移的重要區域。172 

事實上，許多調查機構均針對美「中」貿易戰對在陸臺商赴新

南向國家發展影響進行調查，以下則針對受美「中」貿易戰影響赴

新南向地區發展之中國大陸臺商分析如下： 

1. 整體概況：在陸臺商分散出口市場與調整生產基地至東南亞市

場 

外貿協會於 2019年 1月出版「美中貿易戰對我整體產業影響」，

透過「產業供給面」詳細檢視中國大陸臺商、受美「中」貿易戰的

影響狀況。針對 113 家在中國大陸臺灣廠商調查，發現以採取分散

出口策略佔比最高（36.5%），其次則是到東南亞國家投資或設廠之

比重為 29.4%，調整採購與生產策略之比重為 25.9%。 

此外，外貿協會於 2019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再次針對國內廠商

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總計蒐集 1,727 份國內廠商有效問卷。其中，

本次調查針對在不同市場布局之受訪廠商進行調查，區分為「全部

在臺灣生產製造」、「在臺灣與中國大陸都有工廠」及「在臺灣沒有

生產基地，全部在中國大陸生產」3 個類型的廠商。在臺灣與中國

 

172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第二場座談會紀錄，工

總黃建群組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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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都有工廠之廠商，則有 53.3%表示在臺灣加碼投資，其次 31.3%

赴東南亞投資。此顯示對在陸臺商而言，主要因應作法包含分散出

口策略、轉移生產基地，並以臺灣、東南亞為優先考慮設廠之地。 

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的「2019 年上半年臺灣採購經理人營運

展望調查」173，針對在陸臺商進行因應美「中」貿易戰之因應策略

調查，其中選擇策略可為複選。2019 年上半年在陸臺商因美「中」

貿易戰而透過既有產線分散出口地，且評估透過臺灣出口的比重約

為 36.57%，高於東協產線的 22.57%；在陸臺商改變投資遷廠服務

據點策略，且評估回臺灣布局的比重約為 18.90%，低於考量遷廠

至東協的 21.97%。此顯示在美「中」貿易戰下，若只透過既有產地

分散出口地，中國大陸臺商主要考慮增加在臺灣的產能，其次為東

協；然而在改變投資、遷廠策略中，則較可能移往東協地區。 

2. 產業供應鏈 

(1) 傳產產業，紡織、製鞋、機械產業在此波貿易戰中未出現自中

國大陸大規模撤離 

對傳統產業而言，如紡織、製鞋等產業，在陸臺商早在美「中」

貿易戰發生前即轉移至東南亞布局，因此受到衝擊較小，故目前並

未出現勞動密集產業在陸臺商大量撤離中國大陸之情形。然而，在

美「中」貿易戰爆發後，因許多國際大廠均進駐越南，尤其是中國

大陸紡織業者亦積極搶進越南，使得越南的薪資成本上升，造成缺

人、缺地問題逐漸浮現，反推升當地布局的在陸臺商之經營成本。 

機械產業亦為在美「中」貿易戰中受影響產業之ㄧ。對於中國

 

173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2019/7/17，〈2019 年上半年臺灣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

望調查〉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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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臺商機械業者而言，因廠商主要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均有設廠，

故多能透過產能轉移避免加徵關稅，其次，在陸臺商的機械業者多

主要著眼中國大陸市場，因此未出現大規模撤離情形，同時部分在

陸臺商增加在臺灣的布局。 

(2) 資通訊產業依供應鏈特性，影響其在新南向國家發展布局 

A. 最終產品之主要出口市場為美國，調整生產線因應 

在陸臺商之最終產品主要輸往美國者，因關稅影響受到的影響

較大。以網通與伺服器產業為例，在陸臺商會將高階產品遷移回臺

灣，中低階產品仍留在中國大陸或是布局東南亞。許多中國大陸臺

商網通業者回流至臺灣或在東南亞布局，尤其是加重在東南亞的布

局，如啟碁、正文、智易、明泰、中磊等。伺服器在陸臺商選擇增

加臺灣或東南亞產能，如英業達擴大原龜山與大溪廠房，將上海伺

服器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的部分產能移回臺灣。174 

B. 占整機比重較低或產品送往組裝廠者，未出現明顯遷移，但有

業者考慮至新南向國家投資 

在陸臺商產品送往組裝廠或在整機比重較低者，相對受到影響

較小。此外，因其在中國大陸已形成完整產業聚落，故此產業在陸

臺商尚未出現明顯遷移情形，但已有業者考慮至新南向國家投資，

如被動元件、印刷電路板、連接器等產業。 

C. 在中國大陸形成完整產業聚落，且需要高階技術人才，尚未大

舉自中國大陸遷移 

中國大陸臺商因融入中國大陸完整產業供應鏈中，且產業需要

高階技術人才者，亦尚未出現大規模從中國大陸撤出至東南亞，如

 

174江睿智、蕭君暉，2019，〈英業達回臺投資 電子五哥到齊〉，10 月 24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124626，查閱時間：2019/10/2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12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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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產業。半導體產業係為我國最後外移至中國大陸的產業，至

中國大陸投資比重較低，因此半導體產業未出現臺商大規模撤離中

國大陸的情形。此外，半導體產業需要完整產業供應鏈與高技術人

才，惟半導體在東南亞尚未形成完整供應鏈，是故中國大陸半導體

臺商並未積極至新南向國家布局，主要仍加大在臺灣的生產與研發

比重。 

D. 主要隨著品牌廠移動的零組件，先以既有據點因應，或正在評

估至東南亞布局 

電子零組件在遷移生產地點時，主要隨著品牌廠而移動，如金

屬機殼、電聲、智慧型手機零組件等產業。此類產業尚未明顯遷移，

因系統商與品牌商對中長期規劃尚未明確決定，因此下游零組件主

要是先以既有據點因應，或正在評估至東南亞布局。金屬機殼廠鎧

勝-KY、鴻準尚未有遷廠至東南亞計畫，可成則考量評估至東南亞

設點，因其仍須考量東南亞的人才及土地、水、電等因素。電聲大

廠美律則因擁有泰國廠，故先以既有據點因應。175 

E. 專業電子代工廠為全球布局，持續加強在東南亞布局 

因在陸臺商專業電子代工廠早已進行全球布局，且在規模優勢

下，資源相對較多，能積極在東南亞新增布局。富士康集團、英業

達，廣達電腦和仁寶等四家在陸臺商占中國大陸對美輸出資通訊相

關產品比重高達四成。然而，在美「中」貿易戰加遽下，四家在陸

臺商之專業電子代工廠均重新考慮調整中國大陸的布局。176 

 

175林詩茵， MoneyDJ 理財網，2019，〈ODM 廠遷移，供應鏈誰搶先機？〉，MoneyDJ 理財

網，6 月 17 日，https://reurl.cc/VaY96Q，查閱時間：2019/11/12。 
176 Debby Wu,2019/10/4, The Tycoons Behind China’s Gadget Factories Boom Prepare to Pivo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03/the-tycoons-behind-china-s-gadget-factories-

boom-prepare-to-pivot. 

https://reurl.cc/VaY96Q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03/the-tycoons-behind-china-s-gadget-factories-boom-prepare-to-pivo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03/the-tycoons-behind-china-s-gadget-factories-boom-prepare-to-piv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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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地區發展之模式 

對中國大陸臺商而言，不同型態的在陸臺商會影響著其在新南

向地區發展模式，以下則依「僅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兩岸投

資之臺商」、「全球布局臺商」三種型態臺商在新南向國家主要發展

模式進行分析： 

1. 「僅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主要仍布局中國大陸，自中國大

陸遷移至新南向國家機率較低，瞄準中國大陸內需市場 

對「僅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而言，部分在陸臺商原本即因

為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而選擇在中國大陸投資，因此美「中」貿易

戰不會影響其投資布局策略。因此，儘管美「中」貿易戰爆發，但

以中國大陸為主的臺商，仍會留在中國大陸，並思考與中國大陸業

者合作建立供應鏈體系。177此外，部分僅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臺商係

為中小企業，目前新南向國家成為全球爭相競逐之地，新南向國家

不論在土地價格、員工薪資均快速上升，因此在陸臺商之中小企業

難以獨自至新南向國家布局。 

2. 「兩岸投資之臺商」：高階產品轉移至臺灣、中低階產品可能轉

移至新南向國家 

對「兩岸投資之臺商」來說，因需考量避免人才與技術外流，

在陸臺商會將較高技術或高階產品轉移至臺灣，擴大臺廠產能；短

期中低階產品則會在中國大陸生產，並觀察美「中」貿易戰後續發

展，考慮新增新南向國家的投資，未來可將中低階產品轉至新南向

國家製造。例如在兩岸均有布局的自行車臺商，其主要客戶均為美

 

177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

雄訪談記錄。 



 

179 

 

國市場，是故受到美「中」貿易戰較高的衝擊。因此，高階產品一

定會遷移回臺灣，中低階一部分留在中國大陸，一部分則可能遷移

至東南亞178，尤其是在中國大陸是租地非買地的臺商，當美「中」

貿易戰爆發後，其策略為在東南亞同時租設廠房與購地設廠，在一

年後的現在新建的生產線均已開始運作。179 

3. 「全球布局臺商」：調整全球產能，考量將中低階產品轉移至新

南向國家製造，並視需求擴大在新南向國家的布局 

在「全球布局臺商」方面，因臺商早已進行全球布局，不論在

中國大陸或是其他海外地區均投資設廠，因此能彈性面對貿易戰之

影響。在陸臺商的大型企業，早已成為全球布局之企業，以分散風

險。在受到美「中」貿易戰的產品中，透過降低中國大陸產能，提

升其他地區的產量，作為因應之道180，並視需求增加在新南向國家

的布局。 

「全球布局臺商」可運用全球產能調配因應，在中國大陸生產

線主要提供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其他生產基地則可供應美國市場，

且其亦能透過將高階產品移回臺灣或將中低階產品選擇在新南向

國家生產，作為因應策略。不論在傳統產業或是資通訊產業而言，

全球布局臺商均能彈性因應美「中」貿易戰衝擊。例如，紡織大廠

聚陽在中國大陸、越南、印尼等地投資設廠，為因應美「中」貿易

戰，未來將加重在印尼的布局181；專業電子代工廠英業達，將智慧

 

178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第二場座談會會議紀

錄。 
179 卓參「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深圳臺商協會石岩聯誼

會會長陳世偉訪談會議記錄。 
180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第二場座談會會議紀

錄。 
181 潘智義、韋樞，2019，〈越南投資有隱憂 在地化是成功關鍵〉，中央通訊社，9 月 8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35561，查閱時間：2019/10/2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03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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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調整產線至馬來西亞，為因應 12 月對筆電加徵的關稅，將受

影響產能移回臺灣。 

 

三、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機會分析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進一步深化經濟整合，諸如預計於 2019 年底

完成談判的 RCEP，以及汶萊、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加入

CPTPP 等，更帶動新一波臺商投資熱潮。中國大陸臺商為規避從中國

大陸對美出口將被課徵額外關稅，早已走訪東南亞國家，尋找未來考

慮設廠或擴廠的地點，亟思如何在美「中」貿易衝突不斷升級時，將

供應鏈轉向至東協。 

（一）中國大陸臺商得以「供應鏈整合者」的姿態，成為促成「非紅

供應鏈」的關鍵角色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大陸透過低成本的勞力、土地等條件形成

對外資的磁吸效應，形成「紅色供應鏈」，而以供應中下游零組件

為主的眾多臺商，也逐漸面臨中國大陸之威脅。是故，在 2018 年

美「中」貿易衝突發生後，促使許多中國大陸臺商，開始透過新南

向政策，將產業聚落、大規模組裝廠等需要大量土地跟勞力的中低

階製造活動布局在東協及南亞各國，藉以擴大臺灣供應鏈優勢，以

「供應鏈整合者」的姿態，促成「東南亞供應鏈」或「美國供應鏈」

等所謂的「非紅供應鏈」，以取代臺商過去在中國大陸的「紅色供

應鏈」。 

（二）以靈活著稱的中國大陸臺商能善用各國之間的競合關係，與其

他國家連結合作，獲取新南向國家的龐大商機 

隨著亞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擁有龐大人口紅利的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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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亞市場，不僅成為全球製造業投資的重心。包括美、「中」、韓、

日都相繼推出或是啟動布局東協與南亞國家的相關政策。中國大陸

臺商此時南向投資布局，可藉機把東南亞的內需轉化成臺商長期經

營的市場，而非如過往般只將東南亞視為降低成本的製造基地。臺

商唯有轉變思維，採取積極作為與他國合作，才能獲取更大的商機。

例如利用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置海外經貿合作區，

將其既有的供應鏈合作關係，延續或拓展至新南向國家市場。 

（三）中國大陸臺商以自身的產業優勢及跨國營運經驗，善用新南向

國家產業政策與相關優惠措施，搶占商機 

在東南亞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透過出口導向與外資拉動，逐

漸融入製造業全球價值鏈，進而改變區域的貿易結構，並強化其在

特定產業的競爭優勢。隨著美「中」貿易衝突持續不斷，許多跨國

企業為因應美國提高中國大陸輸美產品關稅，開始遷移或分散在中

國大陸的產能。東南亞國家為了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發展，各自提出

不同的產業政策及優惠措施，以吸引更多從中國大陸流出的跨國公

司進駐該地區，希望藉以改善產業體質、建立更具競爭力的產業發

展環境，中國大陸臺商或可利用此機會，搶占新南向國家商機。 

（四）中國大陸臺商能有效掌握「短鏈革命」的趨勢，以自身產品物

美質佳的特性進行經營與布局 

受到美「中」貿易衝突以及生產技術創新等影響，各國紛紛開

始放棄世界工廠分工的邏輯，而要發展區域生產與經濟。根據麥肯

錫在 2019 年 4 月的報告《變革中的全球化：貿易和價值鏈的未來

圖景》便指出，「價值鏈正在變得越來越區域性，而非全球性」。除

了中國大陸之外，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結構性轉變。一直以來，臺

灣廠商擁有堅實的製造實力，也積極參與 GVC 分工，但在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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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影響，加速「短鏈革命」的形成。尤其，臺商

多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主要特性就是規模小卻應變速度快，具彈性

又擁有客製化能力，更適合在東協發展獲取商機。 

 

四、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挑戰分析 

隨著美「中」貿易衝突升溫，許多中國大陸臺商，因考量勞動力

成本及為貼近客戶需求，移往新南向國家布局，協助移轉生產基地。

然而，東協國家由於語言、文化、風土民情上仍有差異，臺商無法直

接複製過去投資中國大陸經驗。且我國與多數國家還沒有簽 FTA 仍

是不利因素。最後，則是美「中」兩國皆為東南亞各國的重要貿易夥

伴，許多商品採取中國大陸採購、東南亞加工組裝出口到美國的模式，

產業供應鏈環環相扣，而各國所處產業鏈的位置不一，所受影響的程

度亦有所不同。 

（一）中國大陸臺商，難以在短期內在新南向國家重建過去兩岸的「代

工體系」，以及找尋可搭配的「產業聚落」 

美「中」貿易衝突發生後，在中國大陸的臺商紛紛將生產基地

轉至新南向國家發展及布局，然而新南向國家中多數客觀條件不佳，

如基礎設施不足，行政效率不彰等。尤其新南向國家的供應鏈聚落

不完整等問題成為主要障礙，以筆電工廠為例，其需要有完整產業

供應鏈配合，目前中國大陸華東、重慶已形成筆電供應鏈聚落，若

筆電工廠自中國大陸遷出，上游零組件廠一個在菲律賓、一個在印

尼，若沒有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聚落，則相關零組件關稅，將成為

廠商負擔。 

（二）我國與新南向國家間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更新進度，仍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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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以確保中國大陸臺商的投資權益 

政府相關部門雖已積極與新南向國家洽簽或爭取更新「投資保

障協定」，但礙於政治現實以及受限於時間上的壓力，目前仍是緩

不濟急。截至目前為止，僅在 2017 及 2018 年分別翻新臺菲、臺印

（度）投資保障協定，對於亟欲順利快速地移轉生產基地的臺商而

言，我國與新南向國家間雙邊「投資保障協定」更新進度，實在有

必要加速進行洽簽或更新。 

（三）中國大陸臺商赴東南亞投資，將面臨現有臺商以及華商之競爭 

東南亞即是華人遷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是目前全球海外華人

分布人數最多的區域。1970 年代以後，華僑資本逐漸成形，最終在

東南亞形成以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為發展據點

的「華商」網絡。在 1990 年前，東南亞國家就是臺灣主要投資地

區，包括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以及越南等，至今扎根於

東南亞，深植當地的臺商，當中更不乏有在當地具有一定影響力業

者，更形成一定的臺商組織與產業網絡，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產業合

作，以融入當地區域經濟整合。對於因美「中」貿易衝突，而打算

將產線遷移到東南亞的中國大陸臺商而言，勢必會遭受華人間自我

競爭的問題。 

（四）新南向國家中人種、宗教、文化、語言、政體各異，需耗費更

多時間融入，且部分國家有排華傾向，恐讓臺商望之卻步  

東協市場是由十個國家組成，各個國家文化和宗教上各有相異

之處。再者，部分國家嚴重排華或恐中的情緒，例如馬來西亞、印

尼、越南等國，恐讓臺商心生畏懼。有意前往東南亞國家發展的中

國大陸臺商，將面對東南亞多元民族與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問題，與

過往在中國大陸的經商思維與經營模式大不相同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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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國紛紛搶進且深耕新南向國家，中國大陸臺商赴當地投資，

將面臨激烈之國際競爭 

世界各國紛紛投入東南亞及南亞市場，並提出各自的因應戰略。

以鄰國日本為例，長期深耕東南亞，推進各類開發計畫，成為推動

在地社會與區域經貿整合的助力。而韓國則以融入在地生活的模式，

以集團總體戰方式深耕東南亞市場。至於臺灣則是由中小企業組成

千萬螞蟻雄兵，前往當地各自奮鬥，有時候還出現「臺灣人打臺灣

人」的自家競爭狀態。是故，欲前往東南亞國家投資的中國大陸臺

商，因地制宜，提供切實符合當地消費需求的經營模式，才能有效

追求獲利。 

 

五、中國大陸政府面對大陸臺商有意赴新南向發展之態度與作為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其實並未明文規定限制臺資外移，許多有意

赴新南向發展之臺商卻面對種種困難與問題，顯示中國大陸臺商即便

有意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而從中國大陸撤資，仍會受到中國大陸之

限制與阻礙。根據本團隊研究與訪談所得，將中國大陸政府對臺商赴

新南向發展之態度與作為，總結為以下四點： 

（一）中國大陸對於任何想要離開的臺商，皆以挽留為優先考量 

基本上，對任何想要離開中國大陸的臺商，無論是何種產業，

中國大陸政府皆是以「挽留」為第一優先考量，尤其是地方政府，

因為工業能有效帶動地方 GDP 成長，因此多不願有工廠外移，即

便該產業具有高勞力需求或高汙染的問題，仍希望企業能在當地進

行產業升級而非外移，並因此而願意提供更多的政策優惠或行政上

的便利，部分臺商甚至因此而故意放出撤資的風聲，以期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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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夠予其更多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優惠。 

（二）對沿海的傳統產業臺商，中國大陸政府會建議其往內地移動 

中國大陸近年來隨著沿海地區工資、土地等成本上漲，一直希

望傳統產業臺商能夠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政策往內地移動，中國大陸

政府也投入巨額的資源與政策優惠協助內陸地區開發，如許多過去

在沿海的電子業臺商便轉入重慶臺商工業園區，包括英業達、鴻海

等企業均前往重慶設廠，形成重慶電子產業聚落。廣西過去對外交

通條件不如廣東優惠，但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由於廣西有與

越南鄰接之優勢，也成為臺商投資發展的重地。 

（三）若臺商真的有意離開大陸，中國大陸政府會希望其利用或參與

一帶一路的方式前往東南亞、南亞，甚至是非洲地區 

如果確實因為關稅成本考量，或者是客戶需求，而必須遷移至

東南亞、南亞地區，中國大陸政府也會希望臺商能夠利用既有的一

帶一路產業園區發展，如越南龍江工業園、泰國羅勇工業園區等，

甚至如崑山市政府便在衣索比亞建立崑山工業園區，並邀請臺商參

與一帶一路的方式前往當地發展。 

（四）對於想要撤資離開的中國大陸臺商，中國大陸通常以種種合法

手段予以限制，製造臺商撤資的不便 

如果未接受中國大陸政府「挽留」，又不願意依照中國大陸的

安排前往大陸內地省份，或透過「一帶一路」政策前往當地的中國

大陸園區，則中國大陸便會「依法」要求廠商進行資產結算，廠商

本身要付清稅額、貸款與債務，處理相關土地、廠房、設備，再針

對資遣員工予以安置，最終在匯出時還要繳交鉅額手續費。這些措

施皆為臺資企業選擇退場時必經過程，導致中國大陸臺商要將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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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回臺灣的成本相當高昂。 

 

六、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中國大陸臺商，與在當地發展之大陸企業及

新南向國家之關係 

（一）赴新南向地區發展之中國大陸臺商與「一帶一路」之關係 

由於「一帶一路」戰略即是中國大陸對外戰略轉型下的具體表

現，其與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存在著一種「競合」的狀態。長期

以來，中國大陸透過政治、外交及經貿等多元途徑，加強與東協各

國的經貿關係。近年來，更在「一帶一路」政策的基礎上，與新南

向國家合作程度提升。然而，就目前而言，兩岸經濟實力懸殊，且

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再加上中國大陸對「新南向政策」的誤解或排

斥，例如將臺灣或臺商排除於亞投行及「一帶一路」政策合作的名

單外。普遍來說，這對臺商在拓展新南向市場商機時，造成許多阻

力及風險產生。 

因此，即便中國大陸臺商係受到美「中」貿易衝突之影響，而

逐漸轉移至新南向國家投資發展，故仍有必要注意中國大陸「一帶

一路」政策，所帶來的機會與影響，包括與中國大陸廠商共同合作

在新南向國家，建立供應鏈之互補共生的合作關係，擴大我國在新

南向國家市場的掌握度。再者，也可以考慮利用中國大陸在「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設置海外經貿合作區，將其既有的供應鏈合作

關係，延續或拓展至新南向國家市場。而我國中國大陸臺商，除可

利用其先前在中國大陸既有的供應鏈合作關係，在中國大陸「一帶

一路」政策基礎下，與中國大陸廠商在新南向國家進行合作，如基

礎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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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並非所有的中國大陸臺商都有能力可以自行將產能轉移

至東協國家或回流臺灣。對於沒有轉移能力的中小企業，或許會藉

由過去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經驗及關係，尋找優勢互補的合作夥伴，

或選擇加入中國大陸供應鏈，以為爭取新南向市場商機。 

（二）赴新南向地區發展之中國大陸臺商與陸企合作情形 

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許多在中國大陸境內的企業紛紛

往東南亞移動，致使部分東南亞國家面臨缺地、缺人、缺港口的問

題，與部分中國大陸外資企業一樣，中國大陸企業為因應美「中」

貿易戰，陸續將產能轉移至越南，導致目前北越幾乎沒有土地可使

用；在缺人方面，除了新加坡還有一些資通訊技術人才外，東南亞

相當缺乏高科技人才；除了人才的問題外，東南亞地區的基礎設施

不足亦是難題，華碩在印尼巴淡島投資，即面臨沒有港口或僅有小

港口的問題，仍需要自新加坡轉運至巴淡島。這表示在美「中」貿

易戰的影響，雖然許多有能力轉移至東南亞的企業都紛紛啟動計畫

開始轉移，但也都不約而面臨東南亞市場既有資源不足或不堪使用

的窘境。而中國大陸早些年為推動「一帶一路」，因此有部分臺商

因既有和陸商有產業供應鏈合作關係，因此會有意願與陸商一起透

過「一帶一路」至新南向國家市場布局。182  

如同前述，中國大陸因與許多新南向國家具良好外交關係，且

在「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基礎上，促使陸企布局遍布在新南向國

家。其中，中國大陸政府積極協助陸企在新南向國家建立產業園區，

如在泰國、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國均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且

也形成一定規模的產業聚落。因此，儘管目前中國大陸在新南向的

 

182 「兩岸產業在新南向區域競合對我國產業布局的影響與因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經濟研究

所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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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境外合作區的產業供應鏈仍在發展階段，然未來3~5年後可

能逐漸建立完整產業供應鏈，因此不少臺商進駐中國大陸的境外合

作區。183。例如，泰國泰「中」羅勇工業園區來說，主要進駐企業

為汽配、機械、家電、建材與電子等產業，184在陸臺商永冠能源集

團在泰「中」羅勇工業園區投資設廠，以20億泰銖購買了29萬坪

土地要建組裝廠。 185 

此外，因薪資水準特別為勞動密集產業在陸臺商考量設廠地

點的重要考量之ㄧ，因此勞動密集產業臺商則開始朝向新南向國家

非一級戰區布局，如印尼、柬埔寨、緬甸等國。位在印尼的中國大

陸與印尼經貿合作園區中，則有全興工業有限公司（汽車零配件生

產）、印尼虎星有限公司（PP中空板及建材）、新光彩有限公司（汽

車零配件生產）等。而位在越南龍江工業園，則有越南萬邦鞋業有

限公司（鞋類製造）、JL精確工業有限公司186（模具製造）、怡晉（越

南）工業有限公司（球類生產）、德大（前江）責任有限公司（紡織

製造）等。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以下簡稱為西港特區）為配合

「一帶一路」政策所建設，並主要仿照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特區所建

設，西港特區距離西港國際機場3公里，離柬埔寨最大的國際深水

港西哈努克港12公里，緊靠四號國道，交通便利，物流成本低。187

 

183 參卓「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臺商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研究」第二場座談會會議紀

錄。 
184 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2015，〈泰國泰中羅勇工業園〉，http://www.cocz.org/news/content-

243504.aspx，查閱時間:2018/11/14。 
185 陳美玲，2019，〈臺商第四波大遷徙 泰國篇／泰國加速轉型 催生東部經濟走廊〉，經濟日

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178/4124478，查閱時間：2019/11/12。 
186 由臺灣、澳大利亞、英國共同投資 
187 鉅亨網，2017，〈亞洲經濟新虎柬埔寨 誰製造了她的經濟起飛？〉，12 月 19 日，

https://news.cnyes.com/news/id/3993709，查閱時間：2019/10/3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178/4124478
https://news.cnyes.com/news/id/399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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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港特區成為中國大陸與柬埔寨均相當重視的經濟特區，並

吸引許多臺商前往投資，包括均輝船務（柬埔寨）有限公司（船務、

貿易）、Aurora Inc（眼鏡）等。 

總之，雖然政府積極協助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但仍有許多產

業可能會有移動困難的問題，這時，如果能透過臺商之間的聯繫，

形成中國大陸與東南亞臺商之間的產業鏈或貿易關係，應不失為因

應美「中」貿易戰的良方。臺商一向以具有高度的彈性與靈活性著

稱，故許多臺商事實上已廣泛的利用中國大陸既有的政策，諸如廣

西與越南之間的邊境園區，或是透過「一帶一路」政策建立的經貿

產業園區，達到新南向政策的效果。如臺商在中越邊境的跨境合作

園區，形成廠房、勞工還是在中國大陸，但出貨則從東南亞國家出

口的策略。採取這種策略的廠商通常總公司與邊境距離不遠，在運

作上跟調度上，多是以傳統製造業，且中小型企業為主。雖然，臺

灣製造業與高新技術產業較發達，在半導體、通訊、電子精密製造

等領域有所領先。但就目前看來，兩岸資訊科技產業在新南向國家

並未有明顯的合作項目進行。 

（三）赴新南向地區發展之中國大陸臺商與新南向國家當地企業、政

府、華僑、華商，以及老臺商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情形 

我國在東南亞地區耕耘已久，早在1990年代就已有許多臺商前

往當地發展，並逐漸形成與當地華商企業和華人社群網絡的商貿網

路。我國政府於2016年推動新南向政策時，更彰顯「以人為本」的

精神，希望藉由臺灣與外籍配偶、外籍勞工、留學生、僑民等人文

連結，協助臺商在新南向區域紮根。利用新南向國家人民親近臺灣

的態度，發揮臺灣的強項，將臺灣在新南向區域優於中國大陸的人

脈資源與文化連結，掌握新南向各國當地社會關係網絡，以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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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優勢，並轉化為實際的經貿利益。 

因此，許多中國大陸臺商在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時，往往善加

利用當地政府當前之產業政策、當地政府相關之優惠奬掖措施、我

國政府目前在當地提供之資源、當地既有的臺商或華商人脈資源等，

不過，由於中國大陸臺商仍有許多是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的中小企業，

過去在中國大陸投資時，尚無語言、文字等門檻，如今欲引導其前

往新南向國家投資，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語言、文字、宗教、種

族、文化、習慣等因素，皆造成中國大陸臺商前往投資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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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事項 

整體而言，本團隊提供之政策建議，依照執行期程，可以分成短

期、中期、長期三個部分。短期的部分，主要是因應美「中」貿易衝

突下，一些具有急迫性必須儘快處理，或施行後立即可達成一定效果

之措施；中期的部分，則是針對在美「中」貿易戰下，我國宜重新檢

視我國產業結構，規劃兩岸產業合作發展方向，並在新南向國家中，

選定兩至三個國家發展臺商產業群聚，此為政府之中期目標；長期的

部分，則是我國須制定長期之產業戰略方針，一方面讓中國大陸臺商

與東南亞臺商形成上、下游產業鏈的貿易關係，形成臺商主導的東亞

非紅供應鏈，另一方面則與日本等國合作，經營東南亞等新興市場、

強化拓展歐美市場，形成全球產業布局以分散市場風險，此為我國之

長期發展建議。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短期建議 

（一）在中國大陸臺商有許多為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相對缺乏轉

型升級的技術與資金，在面臨種種困難後，已經有許多企業打

算退場返臺，由於大企業通常都有能力自行進行全球布局，建

議政府針對這些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而又無力前往東南

亞或南亞投資布局的中小型企業臺商，依照不同廠商的需求，

協助進行產業升級或輔導退場。 

（二）中國大陸資金外流越趨困難，除了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本身會進

行「挽留」外，廠商首先要結清相關稅費與債務，其次要處理

相關土地、廠房、設備，再針對資遣員工予以安置，最終在匯

出時還要繳交鉅額手續費，且臺灣本身亦須針對海外所得收取

高額稅金，資金匯回臺灣的成本相當高昂。目前我國雖已訂定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不過目前的專法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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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針對中國大陸臺商，故未來還需針對中國大陸臺商提供更多

誘因與配套措施，如所得認定與稅率、手續費減免等，以便中

國大陸臺商之資金回流。 

（三）對臺商而言，回臺投資的最大困境便在於五缺問題，尤其是電

子產業更需要高階技術人才，而許多失業勞工並不具相關專業

技能，因此企業回臺雖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但與就業市場而

言，卻存在一定供需落差。建議政府宜協助臺商解決五缺問題，

輔導部分中國大陸臺商回臺投資或轉移生產線回臺灣。 

（四）目前臺商在東南亞發展的主要問題，就是力量過於分散，建議

政府協助有意前往新南向國家的廠商，在當地進行產業布局。

一方面鼓勵產業龍頭帶領協力廠商在特定國家建立產業群聚；

另一方面則可透過貿協、產業公協會，甚至臺商本身，在重點

國家建立臺商群聚，如此將更有利中小企業臺商之發展。 

（五）臺商一向以具有高度的彈性與靈活性著稱，故許多臺商已開始

利用中國大陸既有的政策，如廣西與越南之間的邊境園區，作

為因應美「中」貿易戰的權宜手段。就政府立場而言，宜持續

關切中國大陸臺商利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等政策「借船出

海」的現象，尤其是中小企業臺商因為較缺乏跨國投資的能力，

故更需要藉由中國大陸的經貿產業園區達到經營東南亞及南

亞等新興市場的目的。 

（六）建議我國政府宜建立資訊整合溝通平臺，整合各類資訊，包括：

美「中」貿易戰的最新資訊與相關分析、中央及地方政府鼓勵

臺商返臺投資之政策與計畫、協助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之政策

與計畫；並成立供應鏈管理平臺，協助廠商掌握新南向各國的

產業布局與市場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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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可能在明年完成簽

署，亞太地區區域經濟整合進程又再往前邁進一步，再加上近

期有關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是否面臨十年後終止

的問題備受關注，此都恐將影響臺商產業布局，臺商離開臺灣、

赴新南向國家發展之驅力都可能提升，建議我國政府宜儘早評

估亞太區域整合新局對於我國經貿與臺商投資之影響。 

二、中期建議 

（一）臺灣產業一向以中間產品為主，生產結構偏重中游，在上游的

原料生產與下游的組裝封測皆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美「中」貿

易戰提供一個契機，讓我國政府及臺商有機會可以重新檢視我

國的產業結構，以及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方向。尤其是在美「中」

貿易戰長期化的結構下，未來可能會出現「供應鏈二元化」的

現象，我國政府宜及早思考臺灣在美「中」之間的角色定位，

以及兩岸經貿合作未來的發展方向。 

（二）部分中國大陸臺商本就出現外移趨勢，不同產業會受到的影響

不同，故因應策略也不盡相同。如同樣是電子業，以美國為主

要市場的廠商，可能會決定前往東南亞地區發展，但以歐洲、

日本、東南亞、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的廠商，可能會選擇留在

當地或往大陸內地移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國政府宜就不

同產業之情況，規劃不同之發展模式、擬定不同的輔導策略，

思考未來兩岸產業鏈之變化，進而調整兩岸經貿關係。 

（三）新南向國家的發展程度不一，適合發展的產業也不盡相同，許

多國家缺乏足夠的基礎條件，如缺電、缺工、缺乏合適的土地、

缺乏便利的交通、缺乏上下游產業聚落等，建議政府能夠整合

產、官、學、研各方面的意見，選定其中兩到三個重點發展國



 

194 

 

家，並選取我國優勢產業在當地布局，建立我國與當地國家的

產業合作策略聯盟，並建立包含工廠、住宿、學校等完善園區，

形成能吸引臺商、臺幹前往當地投資工作的臺灣村，使臺商能

在當地長期經營。 

（四）美「中」科技競爭已成長期趨勢，未來美、「中」兩國在產業規

則制定權、新興科技等方面搶占科技制高點，將會逐步推動兩

國產業脫鉤，此不僅對於美「中」臺三角貿易模式造成衝擊，

對於我國中小企業投資布局、市場經營亦有所影響，建議政府

宜從國家產業發展層面儘早擬定政策，並協助我國中小企業做

好因應措施。 

三、長期建議 

（一）臺灣缺乏最終產品，使臺灣產業大多集中於中游，上游依賴中

國大陸、下游則隨客戶要求而移動，而臺灣的中游產業則開始

彼此競爭。故如何減少在美「中」貿易衝突中受到之衝擊，義

臺灣在國際產業供應鏈的角色與地位，持續發展我國之戰略產

業，實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此而論，我國須制定長期之產

業戰略方針。就國內而言，係以「5+2 產業創新計畫」為核心，

帶動我國之產業轉型，提高我國製造業之附加價值；就國外而

言，則需考量彼此之比較優勢，在新南向國家中尋找戰略產業

盟友，針對個別產業尋求突破性的合作，如與印尼在石化產業

合作，與泰國在醫衛產業合作等。 

（二）政府可以考慮以臺灣作為節點，將無法移出中國大陸的臺商與

前進東南亞的臺商，或已在東南亞耕耘許久的臺商進行連結，

透過貿協、產業公協會、臺商網絡等連結，讓中國大陸臺商與

東南亞臺商形成上、下游產業鏈的貿易關係，形成臺商主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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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非紅供應鏈。 

（三）臺灣與日本產業合作關係緊密，在許多產業結構與供應鏈上彼

此互補，臺灣企業在印尼、越南及泰國與當地都有不錯的互動，

建議利用美「中」貿易戰、日韓貿易戰良機，與日本合作推動

新南向政策。 

（四）因美「中」貿易戰有長期化的趨勢，故針對美國市場的布局與

拓銷便有相當之必要性，其實許多中國大陸臺商長期經營歐美

市場，只是過去多由中國大陸出貨，如今，在美「中」貿易戰

的影響下，許多過去經營美國市場的廠商多將生產線移為臺灣，

或者改由臺灣出貨，造成臺灣對美出國大增。未來我國亦可加

強拓展與歐、美等國的經貿關係，以分散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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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conomic-news.tw/2019/01/trade-war.html，查閱時間：

2019/6/24。 

 

https://www.economic-news.tw/2019/01/trade-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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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座談會紀錄 

壹、第一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內容 

（一）委辦單位：大陸委員會 

（二）執行單位：臺灣經濟研究院 

（三）舉辦時間：108年8月7日（星期三）下午2:00~4:00 

（四）舉辦地點：臺灣經濟研究院（臺北市德惠街16-8號） 

（五）會議主持：譚瑾瑜所長（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六）與會學者（依姓名筆畫排序） 

1. 王雅鈴高級專員（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亞太組） 

2. 吳佳勳副所長（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3. 陳廣哲處長（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 

4. 郭曉薇總經理（中華徵信所） 

5. 黃偉基秘書長（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6. 黃鋆鋇副總幹事（臺北市電腦公會） 

7. 簡汎亞會技師（資誠事務所東南亞及印度業務服務）  

（七）討論題綱： 

1. 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可能受影響之產業供應鏈類型及

業別。 

2. 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國家的產業與政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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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3. 美「中」貿易衝突對我政府推動產業布局新南向國家之影響與

因應策略。 

4. 美「中」貿易衝突對臺商布局新南向國家之影響與因應策略。 

二、會議紀錄 

（一）臺北市電腦公會 黃副總幹事鋆鋇： 

資通訊產品（如手機）在美國對中國大陸課稅的第四波清單中，

預計加徵10%的關稅，因目前人民幣已貶值，所以對資通訊業者而言，

10%關稅應尚能承受，但若未來關稅增加為25%，則對業者影響很大。 

為因應美「中」貿易戰，許多資通訊業者在臺北的舊廠房開始重

新啟動，惟會遇到缺人、缺地、缺電等問題。在缺人方面，因許多廠

商均至中國大陸設廠，臺灣缺乏管理生產線的主管，因此需要中國大

陸的主管來臺。目前政府是採取個案申請，每次來臺時間為ㄧ周。 

在中國大陸的臺商至東南亞布局以紡織業等傳統產業為主，資通

訊業者在中國大陸已形成龐大緊密的供應鏈，完整的產業聚落，因此

很難將整個供應鏈移動。臺灣缺人、地、電的部分，臺灣目前外勞限

制已放寬到40%，且臺灣中南部尚有空地，電力部分電廠部分也已過

了環評。 

電子業若至東南亞則容易面臨缺地、缺人、缺港口的問題。因臺

商與陸商均積極投資東南亞，中國大陸可從廣西直接到越南，很多陸

商搶進越南，目前北越幾乎沒有土地可使用；而除了新加坡還有一些

資通訊的技術人才外，東南亞很缺乏電子業的人才。在缺港口方面，

舉例而言，華碩在印尼巴淡島投資，面臨沒有港口或僅有小港口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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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仍需要自新加坡轉運至巴淡島。 

政府刻正積極協助臺商進軍新南向國家，經濟部已在印尼泗水規

劃一片土地讓臺商投資，但企業仍可能面臨缺乏前往當地的管理人才，

企業建議政府媒合在臺的印尼留學生與企業，以解決缺人的問題。強

烈建議政府帶頭在東南亞國家建立起臺灣村，讓臺商滿足思鄉情懷，

例如日、韓均在東南亞當地建設日本或韓國村。 

然而，近期許多在中國大陸的臺商也已經陸續關廠，如崑山臺商

少了三成，不僅是因美「中」貿易衝突，亦因中國大陸環保意識抬頭，

中國大陸政府希冀產業轉型。目前大多臺商以選擇在中國大陸縮小產

能，因為錢從中國大陸流出十分困難，所以錢並沒有真正回流臺灣，

臺灣的投資部分都是募資擴張的部分。 

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確實在萎縮，但大廠也不太會考慮去美國投資，

因成本至少高了三倍，如人事成本很高，至美國設廠是以無人工廠為

主。美國在5G的競爭力已經比不過華為，強力懲治華為只會讓供應鏈

裂解，造成美國與中國大陸分成兩個系統。 

（二）中華徵信所 郭總經理曉薇： 

目前就我所知的情況來看，美國的川普下一次選舉將連任總統。

所以對「中」政策可能長時間也不會改變。在美「中」貿易戰長期化

下，未來供應鏈會在亞洲，例如東南亞和印度等。中華徵信所在2019

年3月公布一份洞察報告，臺灣在新南向國家呈現獲利，在東協臺商

500大中，2017年總營收成長35.43%，總獲利成長17.93%。臺商偏好

至新南向國家則為越南、泰國、新加坡等國。 

美「中」貿易戰持續延遲，中國大陸可發展內需，對其是有益的。

因此，現在美國在打貨幣戰等其他事件。臺商若無法移出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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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能用機器或雲端製造加重生產。我國政府可協助對能移出中國大

陸的臺商在東南亞的布局，無法移出中國大陸的臺商將來可以與東南

亞的臺商進行策略布局。 

除了東南亞國家外，印度或可成為臺商投資的選項，因印度擁有

人口紅利。此外，政府需要加強在新南向國家的關稅協定，因日、韓

均與東協有貿易協定。 

（三）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 陳處長廣哲： 

美「中」貿易戰長期化，臺商的共識就是往新南向國家發展。越

南有6,000家臺商設廠、泰國5,000家、印尼2,000家、馬來西亞1,700家，

菲律賓臺商則少於500家。 

以人口與內需市場來看，東南亞重要的國家為越南、印尼、泰國。

觀察生產結構，泰國最為理想，但生產型態非資通訊產業、紡織產業，

而是綜合性以中南半島為主的內需市場。印尼人口有2億7,000萬人，

內需強大，但印尼政府缺乏整體工業政策，中央政策難以落實到地方，

並缺乏投資誘因，臺商需要在國家建設的工業區落戶。惟目前雅加達

東邊萬隆仍有土地，或許能建立群聚。印尼有電動車市場，未來發展

可期。三星在越南積極布局，因此應不會在印尼設立大型生產基地，

臺商可以用母雞帶小雞方式進軍印尼，電腦公會、電電公會等機構應

帶著臺商去看，讓中國大陸設廠的臺商有出海口。 

越南臺商有85%的是在南邊，多為家具廠商，而資通訊臺商是在

北邊，目前臺商訂單雖然轉單效應越來越多，但是產能卻還是無法跟

上。中國大陸業者積極收購平陽臺商公司廠房員工與市場，因此貿協

積極組團至越南與當地政府與企業座談媒合。 

泰國雖然有5,000家臺商，但與臺灣互動少，主要是中小企業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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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泰國內需市場。雖然泰國有不錯的基礎建設，但要將臺商整合起來

較困難。馬來西亞缺工問題嚴重，馬來西亞600萬外勞，只有200萬是

合法的。緬甸有年輕勞動力，因此有光學業者至仰光投資，因需要視

力良好的工作者。菲律賓則有嚴重的缺電問題，電價為東協第一。 

貿協現在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攜手推動臺日合作，透過JETRO把日本大廠和銀行都納進來，

利用日韓打貿易戰的機會，把平臺建立起來。希望政府能整合公協會

與跨部會，選定2~3個國家，並選取我國優勢產業在當地布局，並建

立包含工廠、住宿、學校等完善園區，使臺商能在當地長期經營。 

前往中國大陸跟東南亞投資在前期有很大的差別，早期的臺商前

往中國大陸享有許多特權，前往東南亞投資沒有臺商優惠、沒有免費

土地等。但是時間拉長，當初前往東南亞投資經營內需市場的廠商，

現在經營非常不錯。 

此外，因貿易戰在短期不能結束，故要加強對美國的布局與拓銷。

貿協邀請美國品牌與通路商來臺，發現美國來臺灣採購的不只是採購

消費品，很多是購買工業4.0的產品與自動化設備在美國生產。過去臺

美貿易非常暢旺，但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大量臺商均外移至中國

大陸，尤其在1990年至2005年期間。例如模具、製造業都外移，但臺

灣仍擁有許多人才，可思考加強與美國與加拿大的合作。 

（四）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 黃高級專員雅鈴： 

2019年貿協進行最新的調查，臺灣廠商問卷共1,727份，海外買主

879份，總計超過2,500份。受訪業者分成三類，第一類為全部產品都

在臺灣製造的有55.6%，第二類同時在臺灣和中國大陸均生產比重為

23%，第三類全部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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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調查廠商中，43%的廠商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因此會受

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而對全部在臺灣生產製造的廠商而言，48.7%

業者表示會受到貿易戰影響（存在部分轉單效應），在中國大陸和臺

灣都有生產的廠商，和全部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廠分別有67%和68%表

示受影響，而在兩地都有生產基地的廠商被美國客戶要求從臺灣出貨。

臺商的應對策略中，調查顯示有在臺灣投資的廠商偏好加大投資臺灣，

而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廠商，則移往東南亞。 

（五）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黃秘書長偉基： 

臺灣紡織業在美「中」貿易戰中沒受到什麼影響，因1997年至2000

年臺灣紡織業開始轉型，發展機能性紡織，從化纖開始，競爭力優於

日、韓兩國，因研發使臺灣紡織業站穩根基。此外，2009年中國大陸

施行勞動合同法，紡織業臺商開始從中國大陸外移至東南亞，產能與

供應鏈已完整建立。 

舉例而言，越南紡織業已具有上游紡紗和下游成衣供應鏈，但越

南存在中游做布料的缺口，本來臺商希望臺越能簽署FTA，讓臺灣布

料可免關稅進入越南。但越南政府希望做布料的臺商至當地投資生產，

因此臺越要簽署FTA可能性降低。事實上，越南可發展紡織業的土地

僅剩下北越的廣寧與南定，因越南58個省中，只有5個省能接受織布

與染整。但臺商不會去廣寧，因已有大型中國大陸廠商在此設廠；南

定土地租金相較較低，離河內機場車程約為2.5小時，具有發展機會，

目前已有臺商洽談。 

然而，海外紡織業臺商存在憂慮，因中國大陸紡織業在越南最大

廠的規模即為臺商最大廠的三倍，中國大陸廠商現在直接在東南亞買

廠，且不會完全持有，會將原有工廠人才和設備留下。臺商也擔心在

當地圈地後，有中國大陸廠商在周邊設廠，到時很難找到技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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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臺灣紡織業的高品質產品，目前有越來越多的國際買家至臺灣採購，

如歐美等國。舉例而言，義大利的紡織業很強，過去十幾年義大利買

家至上海採購，若臺灣的產品能滿足其需求，或許不用再至上海採購，

因在中國大陸可能會有遭仿冒的風險。 

在臺灣的紡織業中，染整廠為其中一個重要製程，而染整廠的鍋

爐原本燒油，但因原油價格變動大，因此改成燒煤。但臺灣近來重視

環保減碳，改成天然氣，但未來天然氣不一定能供應，因儲存槽的設

立亦有人抗爭。現在中央政府想推動環保政策，但沒有配套措施，會

讓廠商無所適從。若臺灣紡織業不作染整，只做研發，則整體產值與

就業人數將大幅降低，遷移至海外會使他國享受經濟效益。 

柬埔寨的話，只有成衣業，且需要從泰國、越南等國進口布，且

人口較少，因此要發展上游紡織業可能性小；菲律賓沒有紡紗，只有

工業，較難發展紡織業。緬甸土地太貴了；孟加拉與某些國家的最惠

國待遇可能被取消；印尼目前還有機會發展紡織業。 

近來石油價格上漲，但紡織業化纖價格下降，主因是中國大陸紡

織業產能過剩，因此開始傾銷尼龍等原料，如提供給越南。儘管臺灣

業者有向越南政府反映，似乎沒有作用，因便宜的紡織原料對越南下

游製造商有利。然而，有品牌的國際大廠仍向臺灣買品質較佳的布，

對中國大陸便宜的原料沒有興趣，因此這條供應鏈沒有斷掉，但未來

情形很難說。 

（六）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 吳佳勳副所長： 

提供兩份關於美「中」貿易戰的研究議題，一份是日本瑞穗總研

報告，一份是法國外貿銀行報告，這兩份報告提出的時間點，大致上

美「中」貿易戰仍以關稅戰為主，所以這兩份報告的議題出發點，大

概就是說如果真的是以關稅戰的形式存在的話，那麼它對整個亞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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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變化，包括產業的影響，那剛好很符合今天供應鏈的主題。 

第一個是瑞穗總研去年12月底，它用的是OECD的產業關聯表來

做分析，主要兩個影響，一是直接的，在課關稅之後，供應鏈事先賣

到中國大陸，然後加工再出去被課到稅，此定位成為直接影響；間接

影響指的就是說比較不受關稅影響要把供應鏈移轉出來之後，可能會

有一個生產替代效果，就是你跟中國大陸買，到美國你就必須可能要

從亞洲的其他地方來做出口，這就是一個間接的替代效果，那他就從

這兩個層面做分析。分析結果大致上是說他把每一個國家的個別產業

做了效果分析，發現到同時都會存在一些負面的效果。換言之，由於

我們跟中國大陸還是有供應鏈的關係，所以關稅對我們還是有一些負

面的效果；但是，也同時存在生產的替代效果，這兩個在產業中都會

同時存在，那就需比較正面效果跟負面效果之間的差異抵銷之後，對

國家是受益還是受創。評估報告指出，若供應鏈或者是品項的相似度

跟中國大陸越相近，它受惠於替代效果就會相對較高，所以越南、馬

來西亞、泰國、臺灣、墨西哥等是受正面效果，也就是轉單效益或是

生產替代效果較大。其中越南受正面效果最大，光是因為課徵關稅的

效果，就讓越南的GDP增加0.5的百分點。報告也進一步提供個別產業

的例子指出，臺灣同時承受很高的負面效果以及很高的正面效果，如

桌上型電腦，整個亞洲供應鏈，包括越南、馬來西亞、日本、中國大

陸等國家，其實臺灣的負面衝擊是這些國家中最大的，但是正向效果

也不小，所以就臺灣整體而言正面還是大於負面，但是，如果單從負

面來看，其實臺灣所受衝擊是最明顯的。如果說越南的話，它認為當

然它的機械、桌上型電腦都有受惠，那紡織是受惠最大，剛剛黃秘書

長分享很多；柬埔寨是腳踏車等運輸機械跟紡織，這兩個可能是比較

多的生產替代效益。 

第二份報告是法國外貿銀行，分析時間是在去年的12月，這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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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比較可惜是雖然是全面去評估，用整體模型，但是沒有把臺灣放進

去；不過，有關美「中」貿易戰對東協國家的影響卻是有系統性的分

析，相當具有可讀性。它分析一旦供應鏈要撤出中國，哪些國家可以

承受哪些供應鏈，並將不同的國家類型進行清楚的分類。以製造業來

講，勞力密集型的越南、印尼、印度，比較能夠承受供應鏈，報告認

為是農業、紡織皮革、食品業是可以受惠於供應鏈的移轉；另外，泰

國、馬來西亞因為他們的基礎建設跟軟硬體設施相對比較完整，所以

比較受惠的像是電子通信業、石化、重型機械、電力工業，這些產業

比較可能可以承接中國供應鏈的移出；馬來西亞的產業可能比較偏向

IC電路、天然氣跟通訊設備等，這些在報告中都有根據國家別與產業

別進行分析。 

另外在中經院大陸所部分，我們從去年開始就有密切的跑中國大

陸拜訪廠商，發現中國大陸臺商的反應事實上隨著時間有很明顯情緒

上的轉換。譬如說，去年年中他們相對都還是比較觀望的心情，可是，

從去年9月到12月我認為是臺商最焦慮的時間，就是說情況未明，他

們很難預期變化的時候，相對於之前去問，他可能還在觀望，但現在

真的可能要開始準備做供應鏈的移轉，或是其他市場的布局，但是，

到底該怎麼動，或是動到甚麼樣的程度，我認為整個去年底大概是一

個焦慮期的最高峰；美「中」貿易戰發展到今年5、6月的時候，雖然

我們知道5月突然又有一個大轉折，但是在此之前，你會發現廠商經

歷了去年的動盪後，似乎有點下定決心，面對美「中」貿易戰長期化

的發展，看來已成定局，因此該走的就走，不走的就專心經營大陸市

場，所以在心情上反而比較穩定。其實中國大陸政府的態度也可以看

出，他從美「中」貿易戰前猶疑不定的談判方式，到現在中國大陸開

始比較有苦撐待變的談判策略轉換，我認為這種政府的心情跟廠商的

心情有連動關係。所以今年5月我們再去拜訪臺商時，他們大多說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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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會去做供應鏈的移轉，而設在大陸的廠既然被定位在中國大陸市

場，就是專心經營中國大陸市場，所以大陸臺商不再憂心於衝擊，而

是專心經營市場，他們的心情已經慢慢穩定下來。 

整體而言，臺商的因應策略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策略，第一種所

謂的回臺投資，比較精確講其實這些中國大陸資金很難外移，做得越

多被中國大陸政府管控的越嚴，怕是更難去移動，但是，他們一樣會

做臺商回流或是同時去做擴廠，中國大陸增加投資，臺灣也在增加投

資，就是雙邊再同步進行，那這就是屬於他在規避風險以及美「中」

貿易戰解決的一種方式，那幾乎每一家廠商都有做這樣的預備動作；

第二比較有趣的是他們其實很廣泛的應用中國政策，特別是在邊境園

區或是一帶一路，有一種邊境交界上，我用的也是中國大陸的人，但

是，我的生產地可能是在我的中緬邊境、中越邊境的園區，那出貨可

以從越南、柬埔寨出去，但是廠房、勞工還是在中國大陸，透過雙方

默許的邊界灰色空間，來因應貿易戰。採取這種策略的廠商通常總公

司跟邊境距離不遠，在運作上跟調度上，比較屬於中小型，例如作傢

俱或是比較傳統產業。 

另外，貿易對東南亞數字萎縮，其實很多貨品都在下滑，這對蔡

政府而言是比較難面對的數據，我認為這可以從政策意涵上討論的重

點為，如果說供應鏈的移轉對於臺灣在產業界及經貿界沒有辦法加強

新南向的話，這中間原因是甚麼？解決的辦法是甚麼？這些供應鏈具

體移動到底是因為美「中」貿易戰而轉移還是因應一帶一路而轉移，

其實很難去做切割，所以中間的環節需要做更多細緻的討論。 

對於臺商來說，其實目前的本質上我們的技術還是靠著美國，市

場靠著大陸，如果說供應鏈分流，但是，剛有提到臺美合作的重要性

及技術上的交流，在技術防堵的概念上政府還需思考看看，一旦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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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更連接後在技術上，要如何說服美國技術不會流入中國大陸。 

（七）資誠事務所東南亞及印度業務服務 簡汎亞會計師： 

對於這次美「中」貿易的分析，第一點，美「中」貿易戰絕不是

短期的，資誠事務所初步認為至少會延續4到6年；第二點，其實民主

黨與共和黨對於美「中」貿易戰是具有高度共識，所以不管之後川普

是否連任，就算是換成民主黨，這個政策一樣會持續下去，在處理方

式上可能會比較緩和，但態度上維持一樣；第三點，美國認為過去在

國際上的遊戲規則對美國是不利的，所以美國想重洗遊戲規則，因此

與中國大陸打貿易戰，可是中國大陸之外，我們也認為對於其他國家

也有類似的風險，譬如印度、墨西哥，甚至是越南，這些對美國來看

會認為其他國家用這些的運作方式來搶走美國的勞工及工作機會，我

們認為對於其他國家都有這些潛在的風險。 

關於美「中」貿易戰對於中國大陸產業上的影響，可以分為兩部

分，在傳統產業部分，例如鞋子、鐵釘、傢俱、日常用品等，以及在

東南沿海的勞動法令對於污染的要求本是越來越高，其實這個移動在

美「中」貿易戰前就已開始；另外，比較特別在最近開始在移動的像

是機械製造、汽車零配件、電子零組件這些。也就是說這些本來利潤

比較高，所以在當初雖然在法令要求更嚴格、勞工的工資愈來愈高時，

他的利潤還是在，所以這些原來並沒有移出的動作，但是因為加入美

「中」貿易戰的因素影響後，其實讓我覺得利潤更薄，因此機械類在

美「中」貿易戰開始後移動越來越明顯。因為美「中」貿易戰其實是

一個推力出來，所以許多東南亞臺商也觀察出中國大陸的廠商開始移

到東南亞地區，但不確定性的是廠商選擇買廠還是擴廠的問題。 

東南亞臺商認為對於美「中」貿易的前景有許多不確定性的因素，

可是他們要搬就要速度快；另外，東南亞的行政效率本就比較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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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若要新蓋廠房申請核准，會比預期的時間更久。因此不管是陸商或

是臺商其實要去東南亞，大部分皆是直接買廠房，不過，買廠也會遇

到價格太高、東西太差的問題，還是著重於誰錢多、誰速度快。目前

較多為越南，但越南在土地上已越來越少，雖有提出優惠方案，整個

產業聚落、供應鏈等面相仍有挑戰，由於在越南當地而言，許多廠商

產品的供應廠商不見得夠成熟，所以目前很多還是較於低階的產品，

因為美「中」貿易的關係，像是機械類利潤比較高、技術成分比較高

的也在考慮是否移轉出去。 

另外，對於臺灣政府部分，該如何協助臺商產業布局，或是其他

因應策略，廠商的想法認為其實只要有利可圖，政府其實不太需要做

產業的引導，倒是有一點我認為政府可以協助一些非政府組織提供整

套前往東南亞投資所需要的資訊，來協助臺商前往東南亞，像是日本、

西班牙、荷蘭、德國等都有類似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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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內容 

（一）委辦單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二）執行單位：臺灣經濟研究院 

（三）舉辦時間：10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4:00~16:00 

（四）舉辦地點：臺灣經濟研究院 T203 會議室（臺北市德惠街 16-5 號） 

（五）會議主持：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譚瑾瑜所長 

（六）與會學者（依姓名筆畫排序） 

1. 李俊杉主任（臺灣綜合研究院國家發展研究中心） 

2. 高長理事長（臺北企業經理協進會） 

3. 張弘遠副教授（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4. 張超群所長（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5. 黃健群組長（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組） 

6. 楊欣倫產業分析師（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七）討論題綱 

1. 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陸產業供應鏈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對我

國產業布局的排擠效應。 

2. 美「中」貿易戰下大陸臺商在新南向國家發展之機會與挑戰。 

3. 新南向政策推動以來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概況與陸資企

業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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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應如何避免與中國大陸企業正面衝

突，找尋最佳利基。 

二、會議紀錄 

（一）臺灣綜合研究院國家發展研究中心 李俊杉主任： 

臺灣的優勢在於我們的形象，再者，中國大陸與部分東協國家

存在南海爭議，因此這個敏感議題也是我們要儘量避免的，另外一

方面，由於臺灣與東協國家缺乏區域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協定，相

對處於弱勢，因此不如直接前往東協國家投資設廠，規避本土產業

的出口限制，也可以善用當地龐大的內需市場。目前來看，前往新

南向國家且有獲利的臺商都是比較早過去布局的廠商，愈後面的臺

商其機會成本愈高。 

這幾年東協國家經濟崛起，聯合國報告也提及東協國家正創建

自己的經濟區，這部分與經濟部前往印尼建立臺商專區的概念是一

樣的。另外東協投資方面，東協國家對高端產業之投資也逐年增加，

但臺商對東協的布局還是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高端產業還是希望

可以留在臺灣。今年臺灣民間投資低靡已久，但今年有很多臺商回

流，我們必須思考這些從中國大陸回流的臺商究竟有哪些適合留在

臺灣發展，哪些又適合前往新南向國家。 

進一步觀察前進東協投資的國家可以發現，日本、韓國早在臺

灣開始動作之前就已前進東協布局，是我國可以學習的對象。而近

期立委也針對新南向政策的成效提出質疑，認為臺灣在新南向政策

上花費六、七十億元，但卻沒有顯著的效果，這部分可以參考澳洲

的作為，除了整體策略之外，澳洲也有針對東協投資進行監測與評

估（M&E），長期追蹤與管考，而新南向政策落實至今已將近四年，

政府或許也應該對此政策進行成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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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企業經理協進會 高長理事長： 

我想針對今天提綱談一下我的想法，美「中」貿易戰下中國大

陸產業供應鏈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對我國產業布局的排擠效應。我認

為排擠效應這個詞彙用得有點沉重，應該不至於有排擠的問題，因

為供應鏈的移轉本身就是一個市場機制所導致的現象。根據中經院

去年 7 月及今年 11 月所做的臺灣製造業經理人指數調查報告，兩

個不同時間點所做的結果卻大同小異，其中有一題提及臺商面對美

「中」貿易戰該如何應變，當中一個選項提到「改變投資、遷廠服

務據點」，去年 11 月調查有 43%廠商選擇此選項，今年 7 月則有

49.6%，將近一半。更進一步針對此問題進行詢問，投資遷廠的目

的地選擇，去年 11 月的調查，當中選擇移回臺灣的廠商有 39.3%、

前往東南亞有 59.3%，今年 7 月的調查，選擇前往東南亞的有 62.9%、

移回臺灣的有 45.7%，若以全部受訪廠商的調查結果來看，選擇回

臺灣投資的有 11.8%、選擇前往東南亞的有 16.2%。 

回流的產業方面，基本上勞力密集產業不會選擇回臺灣，只有

高附加價值產業才會回流，例如筆電相關產業，仁寶、廣達、英業

達等，他們選擇將生產線撤回到臺灣，恢復原先在臺灣的生產線。

而轉移前往東南亞投資的國家方面，主要是越南，再者是柬埔寨、

緬甸及印度。其中越南投資已有土地不足、勞工工資上漲等問題浮

現，這就是前往東南亞投資的其中一項挑戰。 

前往東協國家投資的機會方面，東南亞國家工資低廉、成本低、

具有成長潛力、市場規模大、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等優勢，臺商若能

搭上這些優勢就有發展機會。例如印度、泰國推動紡織高值化，越

南、印度鼓勵機械業發展，泰國、印尼、菲律賓、印度則針對汽車

零組件，提供一些政策支持，特別是電動車方面。挑戰方面，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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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企業前往而產生競逐、人才爭奪、勞動力流動性高等短期挑戰，

根據歷史發展脈絡，東協為主要生產國家，美國依然是最大消費市

場，在貿易失衡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未來東協也有可能面臨美國

的貿易戰。 

而關於新南向政策推動以來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概況與

陸資企業的競爭，根據經濟部投審會 2018 年資料，其中越南、泰

國是成長幅度最高的兩個國家，新加坡、印尼、菲律賓則呈現負成

長，而 2019 年 1 月至 8 月的情況，新加坡成長最快，越南、菲律

賓呈現負成長，泰國則呈現兩位數成長，顯見短期波動是不可避免

的。根據中經院調查，臺商從中國大陸外移仍會以東協國家為首選，

我國政府針對新南向政策提供許多政策支持，但目前看來，市場機

制仍勝過政府政策的領導，從數據上變化看不出其中的因果關係，

政府政策所帶來的效果實際上是有限的，但仍不能否定政府的努力，

政府與菲律賓、印度分別於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重新簽署

投資保障協定（BIA），我認為這個非常重要。 

第四題，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投資應該如何避免與中國大陸企

業正面衝突，找尋最佳利基。我認為臺商與中國大陸企業之間在東

南亞國家並沒有什麼衝突，兩岸民間企業之間的競爭關係在中國大

陸地區就已經存在，彼此互為競爭者，但雙方仍有合作機會，例如

台積電提供中國大陸華為企業許多重要零組件，中國大陸以政府力

量與東協國家合作，設立許多雙邊產業園區等，我認為臺商也可以

利用這樣的資源進駐產業園區與中國大陸企業合作，拓展當地投資

規模。 

（三）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張弘遠副教授： 

從我個人的研究角度切入，我想引述童子賢董事長提到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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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貿易戰下臺商面臨的三個主要問題，分別是生產分散、短鏈

效應、長鏈管理，我主要從這三個面向來看。 

2008 年之後，勞力密集產業已經開始在亞洲擴大布局，觀察越

南進出口貿易，2008 年之後中國大陸出口至越南金額突破 100 億，

韓國則是在 2014 年後加大投資，所以大家實際上對中國大陸世界

工廠生產是存在飽和點的預期心理，因為中國大陸近年增加內部生

產成本、勞動福利的管制等。日商告訴我們，他們早在 2011 年就

開始討論前往東南亞國家投資，因為中國大陸仍存在反日情結、以

及當時的茉莉花革命，認為中國大陸未來也有可能發生這樣的革命

運動，所以 2011 年開始，日商便決定分散風險，加大對東南亞地

區的投資。 

日商在決定分散生產前往東南亞國家投資後發現，部分國家包

含越南、泰國內部並沒有完整的供應鏈體系來支撐，例如能源問題、

水資源等等都必須要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來進行，所以發展規模受限。

因此，日商在 2011 年去了之後便產生跨國供應鏈的建構，原先在

越南、泰國的臺商也因此可以和日商合作，進一步與日本企業在東

南亞國家建立供應鏈關係。但此關係在後來也出現問題，2012 至

2013 年間，日商和臺商確立在東南亞投資後便開始在當地內建自

己的供應團隊，將原先在中國大陸、日本的日籍中小企業移往東南

亞，這方面日本人做的比較好，韓國做的比較差，因此韓國中小企

業在東南亞布局並不明顯，所以韓國集團乾脆自己建立垂直供應鏈

體系，不與其他國家合作分工。而日本所保留的網絡也從 2014 年

開始逐漸限縮，在日本訂單取得不易的情況下，當地臺商也面臨一

些營運成本。 

東南亞地區尚未進入中階製造階段，因此尚未發展出像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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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一樣的紅色供應鏈，日本在當地的廠商主要是以低階製造業為主，

例如豐田、三陽在當地建立自己的供應鏈，形成短鏈效應，然而川

普上臺後提出美國製造，希望將製造業搬回美國，這時各廠商就要

開始衡量前往美國的利弊，對中小企業來說，前往美國生產所面臨

的生產成本、勞動成本、管理條例、政府法令其實是無法消化的，

因此如何透過其他方式更接近美國市場是這些供應鏈廠商必須思

索的問題，因為不是每個企業都可以像鴻海一樣有大筆資金能夠直

接前往威斯康辛州投資。 

這時「距離成本」亦即降低運輸成本便是中小企業的考量，我

們發現 40 呎貨櫃的計算方式中，泰國曼谷及越南海防的貨櫃價格

是一樣的，但曼谷相對較有效率，曼谷出貨只要 14 天，越南則要

花上 21 天，因此物理距離是解決方法之一。再者則是「制度成本」，

很多廠商選擇前往東南亞投資時不再僅是考慮生產成本，制度是另

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所以即便越南面臨投資飽和，土地、勞動成本

上升等問題，仍有很多廠商前仆後繼地前往。因為越南是亞洲地區

除韓國以外，與美國、歐盟都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他同時

也是東協成員，所以制度上的比較利益優勢也是臺商選擇投資的考

量。 

再者是政治情勢的比較利益，泰國有泰王協調政局，不排華，

對外資也相對開放，而越南則長期由共產黨領導，比較沒有政治動

盪的問題，其他地方的政治情勢則相對難以捉摸，所以從要素成本、

制度成本、政治經濟成本三個面向來觀察，臺商原先認為菲律賓相

對於越南，制度上與美國較相近，因此比較適合投資，但菲律賓相

較之下其政經成本又比越南高，所以臺商還是會選擇前往越南投資。 

目前臺商在中國大陸有很強的製造業部門，但在分散生產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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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整合與管理，因此，長鏈管理成為臺商目前的主要問題。在生

產分散的情況下，多數傳統產業目前都在徵詢導入 ERP 系統來管

理整個生產供應鏈，以有效率地在不同地區找到合適的採購、併購

價格。 

最後針對臺商與陸企的競逐，我認為我們本身跟陸企並沒有太

大的競爭關係，如同前面提及，廠商若原先在中國大陸已與陸企競

爭，那麼就會依然延續這種競爭關係，但在東南亞地區，臺商可謂

陸企進駐的白手套，許多陸企進入前都會先以臺商做為橋樑，進行

人力的引進、資產的盤點，我們發現原先在東南亞經營不太好的臺

灣中小企業現在都改做房地產，將工廠轉移給陸企，最重要的是勞

動人力的引入，因為臺商熟悉當地勞工，臺商協助陸企找尋合適的

人才，臺商因此從原先的生產廠商轉向成為中國大陸企業的合作夥

伴。 

此外，大型陸企進駐後，其遊戲規則都是直接找中央級的政府

來談，所以陸企可以取得比較好的優惠，因此其他開發區的韓商、

臺商等其他外商企業就會團結在一起向中央政府抱怨不對等的待

遇，但其中並沒有看到兩岸企業競爭的具體案例，但陸企通常有大

量的勞力、土地需求，因此也提高當地要素成本，所以會有要素上

的競爭，但營運上的競爭關係並不存在，再加上，中國大陸企業並

不像日韓已具備完整的合作關係，所以進入後會調整其策略，通常

會選擇與臺商合作以儘快適應當地，因此雙邊其實是一種策略上的

相互掩護關係。 

（四）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張超群所長： 

所謂中國大陸產業鏈外移一直是一個進行式，自從中國大陸調

整工資、排汙禁令等政策落實後已經開始有企業外移出走，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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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只是加速這個外移的過程。其中因為美「中」貿易戰而出走

的企業，主要是因為面臨關稅的成本壓力，而不得不移出，像是電

子資訊產業及其他比較高階的產品，這些廠商必須要將原本對美國

出口的產能轉移，主要佔總產能的三成至四成。前面提到那些電子

五哥，其實他們很早就在進行全球布局，美「中」貿易戰下，他們

只是將產能重新配置，並不需要調整生產線，例如原先在泰國生產

以銷售東南亞市場為主的產品將部份轉移到美國出口。 

但為何臺商選擇前進東南亞而不是臺灣？詢問部分臺商後發

現，主要是因為臺灣有一些移入的限制，包含附加價值、自動化等

都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只有達到這個程度的廠商才會選擇回臺；另

一部分會選擇回臺的廠商主要是運用高端技術的廠商，因為移到其

他地方相對較沒有安全感，移回技術母國臺灣相對較有保障。所以

廠商選擇移動到哪些地方是有脈絡可循的，例如自行車產業，高階

的部分一定會移回臺灣，中階則前進東南亞，低階則是一部分在中

國大陸、一部分移到東南亞。 

既然都要移出，相較於移回臺灣，東南亞國家對在中國大陸設

廠的臺商來說也有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因為部分東南亞國家與中國

大陸領土緊鄰，從珠三角地區到越南空運只要兩個半小時，陸運約

兩天半，長三角空運約七至八個小時，陸運約一周的時間，所以若

將低階組裝工廠移到東南亞國家，物流運籌方面也要考量距離成本，

因此部分臺商會選擇將工廠撤到越南河內，因為河內距離中國大陸

較近。 

東南亞當中只有馬來西亞、越南、泰國有一定的製造業供應鏈

水準，其中越南算是供應鏈體系最完備的國家，加上越南是共產國

家，其政府效率是很高的。在越南買地到投入生產大約花一年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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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但在印尼做同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三至五年。因此東南亞各國

都有不同特性。目前泰國投資幾乎都被日商佔據了，所以要到泰國

投資不可避免要與日資企業搶人才，而馬來西亞若排除沙巴那塊，

其土地規模、勞動力也相對不足，所以很多人都傾向投資越南，因

此導致當地土地、勞工成本上漲，這也致使很多臺商開始考慮推動

自動化。 

印尼最大的問題在於資源多集中於爪哇島，若要將資源分散到

各地，仍有人才、物流運籌系統、基礎建設等問題。臺商在決定前

往東南亞國家投資時必須思考究竟要單槍匹馬獨自前往還是要與

當地夥伴合作，許多臺商都會選擇與當地華僑合作，但也必須要有

被當地合作夥伴坑錢的心理準備，其中坑臺商最厲害的就是華僑，

再來就是臺商自己人，這是我們前往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做完訪

談後的結果，所以多數臺商選擇與當地夥伴合作後，一開始的投資

並不順遂，除非找到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才有辦法避免。 

平心而論，臺商前往東南亞投資與陸企的競爭關係並不嚴重，

與臺商競爭的企業多是當地本土企業或是其他外資，例如越南現在

最大的企業三星，因為韓國當初藉由垂直整合將整個供應鏈帶往越

南，所以韓國在越南發展很快，臺商現在要過去越南投資是有點來

不及了。在越南被韓國佔據、泰國被日本佔據的情況下，加上印尼、

馬來西亞又有排華的政策與歷史，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陸資跟臺

商的競爭關係其實很少，而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在當地建設投資

的數量已超越日本在當地的投資。 

二次大戰時期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仇恨在近年已逐漸消弭，日

本利用官方發展援助（ODA）對當地發展有所貢獻，雖然這些投資

最後都回到日企口袋，但日本依然為當地基礎建設、經濟發展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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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成效。近年中國大陸私人企業也透過自己的力量在當地建立海

外經貿園區，並非政府政策支持下所創立的，但商務部、財政部對

此也出臺相關辦法，若這些企業在當地所設經貿園區符合辦法規定，

將會提供補助，而這些私人企業也非常歡迎臺商進入。因此，我建

議要前往東南亞投資的臺商，可以考慮加入當地已創建的工業區，

而不是毫無準備地直接到當地買一塊地投資，雖然工業區土地相對

較貴，但直接買地所要面臨的管理成本更高，失敗的風險也較高。

再者也建議臺商親臨當地，去當地住一段時間，做一個長期的觀察，

才能挖掘可以合作的夥伴以及了解當地是否值得投資。 

各國發展的利基也不同，我認為不同類別的臺商應該要各自去

評估，因為沒有一體適用的準則。臺商到東南亞投資後與陸企的競

爭關係其實是一個假議題，臺商與當地本土廠商或其他外商的競爭，

或許還遠遠超過與陸企的競爭。 

（五）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組 黃健群組長： 

去年我們陪臺商到印尼看地，在看地的同時就接到中國大陸在

當地工業區的邀請電話，臺商思考後最終也選擇前往進駐工業區來

投資。坦白說，臺商與陸企之間其實沒有什麼競爭的個案，中國大

陸企業規模大，主要以基礎建設為主，而臺商則是中小企業居多。 

我們目前也在做一個跟今天主題相關的研究，探討美「中」貿

易戰下對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對此我們有做一些訪談，針對三百

多家全國工業總會的會員廠商進行有效的訪談，我們認為臺商決策

可以歸納成幾個面向，包含轉移、轉型、轉入、轉出。首先轉移的

部分，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回臺約 43.9%，移往東南亞國家約 39%，

移往美國約 12.5%，有部分則轉移到中國大陸中西部，另一方面，

我們也有針對轉移市場進行調查，亦即開拓除了中國大陸以外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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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大約佔 44%，開拓東協市場約 45.7%、歐洲 21.9%、日韓 19%。 

關於中國大陸臺商因應美「中」貿易戰，我們有一個小結論，

我們認為美「中」貿易戰是中國大陸臺商決定轉移及撤離中國大陸

的最後一根稻草，2008 年隨著中國大陸勞動法規、環境要求愈來愈

嚴格之際，中國大陸臺商及本地陸商也開始有轉移的跡象，特別是

位處華南地區的陸商。而部分仍留在中國大陸的廠商則會轉型，從

製造業轉服務業，或者往二、三線城市布局。坦白說，中國大陸臺

商完全移出的比例並不高，有意願完全撤出的臺商只有 16%，進一

步詢問發現，這些中小型臺商要移出中國大陸其實非常困難，主要

面臨一些壓力，包含當地政府要求廠商將原先的優惠補助退回、當

地政府也會每周前往訪視等，所以大部分臺商仍會選擇留在當地靜

觀其變，加上近日美「中」貿易談判有漸入佳境的趨勢，未來會如

何發展要再觀察。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認為大型廠商有因應的能力，但中小型廠

商則有難以撤離的苦衷。新南向政策是一個很好的政策，但從預算

上觀察，政府分配給新南向的預算是有逐年縮減的趨勢，所以國家

這麼多，我們認為政府在投入新南向政策的力度是不夠的。再者，

政府在引薦臺商前往當地參加座談會，並簽署合作備忘錄後，卻沒

有更進一步的作為，這使得後來幾場的邀請會議，臺商的參與顯得

興致缺缺。 

在新南向政策推動之前，已有很多臺商前往東南亞設廠，但在

美「中」貿易戰下，政府應該協助的是這群中小企業廠商而不是在

當地已發展相當良好的大型企業，鑑於此，我們也建議政府要解決

中國大陸臺商轉移等問題，最好是前往中國大陸了解當地臺商狀況，

才有辦法提供這些留在中國大陸中小型臺商實際的解決辦法。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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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選擇前往東南亞投資的廠商還是會以開拓東南亞市場為主，但

臺商對東南亞市場了解程度有多少，我認為這部分還要投注相關資

源。 

（六）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楊欣倫產業分析師 

資策會的調查比較偏向資通訊產業，這一波美「中」貿易戰主

要還是針對輸出到美國的產品，根據我們的調查，臺商有九成的產

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國大陸製造，因此有將近三成出口到美國的商品

都會受到影響。短期來看，大廠在東歐、墨西哥、東南亞等地區原

本就有設廠，美「中」貿易戰下基本上只有調整出貨產地，並沒有

如大家所說的大舉回臺、蓋新廠等等，雖然調整產地會使成本有所

增加，但主要還是希望可以避開關稅的影響。 

第二，在資訊安全的部分，可以觀察到的是，與資安、國家安

全有關的產品，基本上美國都不願意進口，美國會仔細查看成分是

否符合安全性才願意進口，因此，這方面的東西即使東南亞國家可

以做也僅是組裝而已，整個產業的架構基本上無法完全支持。另外，

美「中」貿易戰從去年六、七月開始到現在，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設

廠並不容易，工廠建設至少需要兩年，就算僅是調整產線也需要好

幾個月，所以這方面東南亞國家可能就只是暫時的急救站，先針對

要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做調整。 

過去這幾年來，很多美國重要的大廠都在臺灣設立研發中心，

可以看出美國依然重視臺灣的研發力量。美國的那些大廠或是代工

的大廠他們還是有考慮到兩邊的配合，短期來看，將筆電、手機生

產轉移至其他生產線是可以勉強維持產量，但不可能把所有的產線

都移回臺灣，只能針對部分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去做。 

廠商短期會選擇先稍微回臺灣擋一下，讓他們可以爭取更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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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到東南亞、印度，或者上流公司指定的代工廠，但是目前在墨西

哥、巴西以及東南亞的多數工廠，大部分還是在基礎的組裝階段。

美國本身不希望國家一直處於貿易逆差的情況，他希望能將所有產

線移回美國，但美國外包的模式已久，基本上整個國家內部製造業

生產有限，除了研發之外，可能連蓋間工廠都是困難的。 

再者，規模大的臺商能夠在全球布局，但小規模的臺商只能困

守中國大陸，或者部分臺商即便有能力走出去，但並不會倚賴新南

向的平臺，因為一旦涉及政治問題，廠商在中國大陸的生意就會受

到影響。所以很多在東南亞的臺商都選擇低調，私下交流但不願意

在公開媒體上曝光。 

臺商除了轉移生產線，其實也在觀望明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因

為相較於美國，共產黨的政策體制是比較具有一致性，是可以長期

維持的，再加上中國大陸最近提出許多新政策來開發本身的內需市

場，所以臺商基本上若不做美國生意，就會選擇待在中國大陸境內

做內需市場，或者跟著中國大陸的品牌去做，因為臺灣基本上無法

去打造堅強的品牌，且終端產品的價格也相對不具競爭力，因此在

這種情況下就會選擇與中國大陸廠商合作。 

另外，關於東南亞國家的產業發展，上週我們前往玉山論壇，

部分學者提到，他們國家也有勞動力的需求，例如泰國、馬來西亞

都已經開始進口緬甸或其他地區的勞工，因為他們自己本身的勞動

力不夠，而泰國本身也已轉型成為服務性的型態；而菲律賓及印尼

雖然具有破億的人口，但在管理及基礎設施上方面仍未健全，加上

他們有回教的激進組織，所以廠商是有所顧慮的，再者能去的地方

可能已經被占滿，因此能夠使用的空間會是有限的。 

關於印度，因為印度缺少華人的網絡關係，因此臺商前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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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新開始，再者每個省、州文化差異不同，地方權力的權力甚

至高於中央，使得臺商前往設廠必須耗費比較長的時間。再者，因

為有政治的干預，基本上無法透過官方去談，因此公協會的能力還

是有限的，東南亞國家如果其立場是相對屈服中國大陸的壓力之下，

那麼臺商前往投資就會有困難，因此我認為在目前的兩岸關係下，

臺商遇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是滿大的。 

若臺商有心要去的話，就我們的觀察，基本上都是看好當地的

內需市場，另外，國際消費品的大廠例如蘋果就是進駐印度市場，

蘋果供應鏈的相關廠商也就必須要把工廠遷移過去投資。但是並不

是說廠商過去一年的投資就能夠賺得過去五、六十年的投資金額，

主因還是在於市場是被壟斷的，緯創、鴻海的加入就已經贏得全部，

蘋果認為印度還是有很大的發展優勢，因為越南已經發展差不多了，

印度不管是本身的內需市場或未來發展，或是從印度東岸前往東南

亞國家，西岸到中東、歐洲的地理優勢，印度其實有許多優勢。 

以鴻海來說，鴻海已經前往印度設廠，臻鼎也過去了，但這兩

家都還是以基礎組裝廠為主，要做到整個供應鏈還是需要花上不少

時間，因為廠商依然會害怕上游公司突然不提供訂單，但對中國大

陸品牌來說，中國大陸廠商會不計代價地把整個市場拿下，所以基

本上訂單很穩，但能不能夠吃下全部就要各憑本事。但對於很多前

往印度的臺商來說，他會選擇七三配，七成針對內需市場，三成針

對出口，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出口單沒了，還能夠維持一定的營運狀

況。 

而印度會比較讓臺商卻步的主要原因在於在印度做生意需要

花很長的時間去調適，政策變動性大，而印度除了觀光以外，真的

在做生意的廠商相對較少。一帶一路下，大部分的東南亞國家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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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傾向中國大陸，因為大部分的組裝、零件基本上都還是從中國

大陸進口，因為中國大陸出口原物料低，所以在有求於中國大陸的

情況下，面對國家力量支持的中國大陸廠商的競爭，基本上當地廠

商很難存活，除非有國家政策提供保護。 

部分臺商希望在新南向地區當地試點，進行比較高端、高階的

生產，但臺灣政府不願意開放這一塊，因為這是臺灣的命脈。但如

果臺灣不靈活運用手上的資源，再過幾年中國大陸可能用其他方式

去進行人才挖角或是自行發展，例如中國製造 2025，等到中國大陸

發展起來後其實也就不需要臺灣了。就他若用自己的體系的話，還

有中國標準 2035，基本上他已經開始在佈局，那臺灣到時就只能看

看還能去哪邊去發展。所以在發展的進程上，價格競爭還是未來的

主要問題，只要中國大陸想要拿下這塊市場，國家就可能運用補貼

或其他生產方式拿下。 

（七）臺北企業經理協進會 高長理事長： 

臺商從中國大陸退出的退場機制已經討論多年，但並不是那麼

容易，其中最大的困難點就是你想退出可以，那勞工、土地怎麼處

理，土地即便購脫手，錢又該如何拿出，以及財稅等問題。這些都

是問題，這三關如果過得了的話那才能夠走出，但關關皆不好過。 

的確現在臺商要退出是很困難的，美「中」貿易戰之後，中國

大陸更積極地想留住臺商。聽說中央已經下指令給地方政府，不准

臺商出租廠房離開中國大陸，臺商當然想要合法退出但中國大陸政

府不准將土地轉走。第二，臺商該如何因應美「中」貿易戰，部分

選擇在中國大陸轉做內銷，中國大陸其實也非常希望臺商外銷轉內

銷，畢竟現在外銷市場景氣也不好，目的都是希望臺商留下，因此

也就會提供一些減稅、降費等優惠政策措施，一方面讓臺商可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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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美「中」貿易戰後增加的關稅成本；另一方面如果改做內銷會提

供其他政策來協助，但臺商做內銷並不是那麼容易。第三，我想補

充的是產業園區，我認為大部分還是由中國大陸政府推動的比較多，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的政策推動下，也有不少成果，例如一帶一路的

戰略、產業開發成果等，因此方提到產業園區的問題，這部分其實

中國大陸很用心，在了解臺商有轉移的想法之後，他也認為實在是

留不住臺商，但若你想要轉移到其他國家，例如越南、印度等，中

國大陸也會提供協助。 

對臺商來說，前往中國大陸設立的產業園區可能會擔心受到其

掌控，但是單獨去的風險可能更大，何況在園區要付的費用也比較

高，所以據我的了解，選擇前往中國大陸產業園區投資的臺商還不

少，他們一方面也是產業鏈的考量，雖然目前不是太完整，但三五

年過後會漸漸完整。 

（八）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張弘遠副教授： 

在亞太地區有發現中國大陸不停的倒貨，我看他通貨緊縮的輸

出就是到處在倒貨，就如同剛所提到的印度，我們看也看到在越南、

巴西、墨西哥的廉價玩具、塑膠製品、鞋子，在人民幣貶值的情況

下變得非常廉價，第二庫存多，放久了會有成本；第三則是中央提

供補貼，如果拿不到補貼氣就喘不過來。現在不僅在製造業，就連

ITC 產業以及傳統產業也都面臨倒貨的情況，低折變賣真的會逼死

人，就會遇到剛剛所講的，只要中國大陸鎖定哪項產品倒貨，這個

行業就有可能會崩盤。 

（九）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張超群所長： 

先前幾個禮拜與上海臺商談過，對於產品的倒貨，中國大陸方

面解釋原先這些產品是要出口至美國，但因為產地無法變更導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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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出口，只好在中國大陸內部市場低價倒貨，這些都是中低階的產

品為主，待庫存清完之後就會停止倒貨，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短期的

現象。不過，原物料可能就是相對較長期問題，因為他的產能會陸

續，像石化原料是一直產的，因此我認為產品跟原物料需要分開討

論。 

再者，剛剛有提到東南亞人對臺灣的印象優於中國大陸，但我

要提供一個警訊，我去印尼與當地華僑訪談時，他們現在對臺灣的

印象越來越差，第一、因為詐騙集團都是臺灣人；第二、印尼現在

販賣毒品也以臺灣人居多，因為這兩個原因，再加上中國大陸有錢、

投資又大方，所以慢慢在扭轉對於兩岸的印象。我覺得這是一個警

訊，但平心而論毒品我們管不到，詐騙集團臺灣抓到也放掉，所以

那些因素對於臺灣長期的影響是很大的。 

另外，中國大陸早期的海外經貿園區的確是由中國大陸政府出

面去做的，例如埃及蘇黎世、白俄羅斯等國家，但那些都是少數，

因為政策結束後，後來真正去投資的其實大部分還是以民間企業為

主。而最近一帶一陸的出現，中國大陸又開始支持一些國家去建立

經貿園區，可是我們去參訪幾個園區後發現，一個園區從開發、廠

商入駐到形成某個規模，一個園區要能夠自給自足，至少要十至十

五年的時間，因此，園區開發其實是很花錢且長期才能回收的事情，

所以中國大陸政府也不可能長期去做，幾乎都是靠著企業去推動。 

最後針對新南向政策，在工業局的產業鏈結計畫當中，我們是

針對原先以開發好的土地進行開發，採取區中區的模式，因為這樣

的情況下，只要針對原來的開發商單一窗口就能把事情談定。當然

另一方面，有利也有弊，可能以後擴張規模相對就小，成本也相對

高一點。但我認為以臺灣廠商的資金來評估，中小企業是不可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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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看起來區中區可能是解決的一個方案。但其實大企業不需

要政府太多的支持，反而是中小企業他們比較喜歡抱團出去，如果

政府能透過新南向出面跟當地的國家談一些條件，例如開發工業區

或取得一些區中區的土地，我覺得廠商是有興趣的，但他們也希望

能有一個大廠可以帶頭，這樣會比較安心，因為中小企業單獨出去

的時候，很多廠商都會有被吃掉的風險，尤其在面臨中國大陸的龐

大資源時，兩岸企業規模差異是非常懸殊的。 

（十）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 張弘遠副教授： 

工業區的開發其實大家都有所共識，臺商在工業區的開發其實

沒有甚麼優勢，六、七年前新加坡還叫我們去開發印度東北部，但

一去就會發現，赤道以南並沒有開發工業區的自然條件，現在要這

樣做的話是在挑戰人類歷史。我後來查了資料發現，赤道以南因為

天氣的問題，一下雨就是狂風暴雨，也就是乾季和雨季，所以一個

國家如果基礎建設不好，就難以變成合適的製造園區。 

另外，我一直有個假想，會不會從 1940 年到現在的亞洲開發

模式最後的邊界點會落在地緣線，到馬來西亞、印尼、澳洲為止。

我們自己到泰國、印尼或是馬來西亞去看，勞工的素質、基礎的條

件、生產的環境還有政治上的動盪性，都總覺得好像要克服一關又

一關，所以我認為這麼多的不確定性，我們是不是已經到這種供應

鏈模式或價值鏈模式的一種地理經濟的邊界。 

再者，工業區的開發對這些後發展的國家來說都已經有成套的

方法，我們看到越南是跑到印尼去學工業區，泰國跑到臺灣來，而

崑山模式大家都會到中國大陸，現在看起來唯一受歡迎的只剩下醫

療園區，因為目前看來生物科技、工業或是高科技產業，這些產業

他們都已經有所佈局了，我詢問過泰國，臺灣是否有在東部走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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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投資開發的可能性，他們認為臺灣可以去蓋醫院，因為所有發展

中國家都缺少醫療資源，只有先進國家的醫療資源是多餘的。他們

也衡量過臺灣是最適合做醫療產業或是醫療教育園區的輸出。那我

們就可以進一步在當地建立醫療工業科技，依附在某個醫院旁邊，

他們說高科技園區如中國大陸都會來。 

第三、我要說的是美「中」貿易戰導致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

大陸官方他們要鎖定的是戰略產業及重點產業，一般作開模、壓模

射出的塑膠產業，或者是精密機械的那種，他們都沒有在管理，都

管理高科技資訊產業。美「中」貿易戰造成中國大陸經濟出現重挫，

但是你可以把他當作是一種建設性的破壞，因為資源、勞工都出現

移轉，那我現在評估美國工業四十年到六十年才出現鏽帶，中國大

陸 260 個資源城市，國務院已經頒發一個命令要擔心他們成為中國

大陸的鏽帶，就像包頭、遼寧這些靠石油、靠美礦的。而我觀察到

中國大陸的傳統製造在脫鉤的過程當中，國家資源重視的是戰略產

業，第一、他有可能會出現排擠效益。第二、挽救一個資源型城市

是需要花百分之一、二的 GDP，要不然就是直接讓他消失。再者是

地方債務，我們都知道資產等於負債加上股東權益，若將股東權益

設為國家資產的話，你只要對中國大陸有信心股東權益就很大，現

在我發現這種資源型的城市慢慢開始萎縮，主要是國外要洽談的意

願性降低，所以他們現在也面臨嚴重的債務危機。 

最後，經濟部一直有再問我們說萬一 ECFA 被取消怎麼辦，這

不就等於是宣戰嗎？很顯然的，我們要有一個避險的措施，留一兩

個在東南亞國家作為我們到時候洗產地的地點，現在看起來是越南

和柬埔寨，可是我們現在是被人家洗產地。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形

你還是需要有這樣的地方洗進中國大陸，所以新南向政策中就有一

些跟中國大陸成立自貿區的，因此要提醒一些廠商，特別是資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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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十一）全國工業總會大陸事務組 黃健群組長： 

美「中」貿易戰即使初步簽完協定以後，其實會慢慢演變為長

期的科技戰；第二是下一次美國總統大選，不管是民主黨或是共產

黨當選，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都不會變，只是可能手段會有所不同而

已，也就是說美「中」的衝突會變成長期的衝突。另外，我也有聽

到中國大陸學者提到，所謂長期的衝突必須等到中國大陸的 GDP

達到美國的九成或是相當時，也就是美國認為可能衝突下去也不會

贏的情況下，衝突才有可能緩和。 

如果打到科技戰的話，我們都在問脫鉤的問題，很多的專家都

說傳統產業既有的供應鏈體系已經建好了，真的要跟美「中」脫鉤

其實是困難的，因為兩個是不可能完全脫鉤的，真正能夠脫鉤的是

未來的一些新興產業，可能在一開始就分成兩個方向，現在最明顯

就是人工智慧（AI），所以，也許未來像人工智慧或某些新興產業

才有機會在美「中」之間脫鉤。臺灣的廠商要處理的問題是在於臺

灣的產業體系是走美國的產業標準，未來如果美國要嚴加管控的話，

臺灣又想要兩邊市場通吃的情況下，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在不違反美

國的要求之下，又能夠把東西賣到中國大陸去，就像台積電這種大

公司他可以做得到，但臺灣其他中小企業廠商又該如何去處理，我

認為這是政府應該開始去思考，且應該協助廠商做因應的措施。 

（十二）臺灣綜合研究院國家發展研究中心 李俊杉主任： 

剛大家都有談到政治干擾的部分。其實我們最怕的就是政府大

張旗鼓要去拚經濟。另外，大家也提到產能回流，其實從臺灣用電

的資料來看，真正好的只有高科技的半導體業，其他廣義的電子業、

鋼鐵化材這些都並非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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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在新南向的市場聚焦在紡織、機械、電子、鋼鐵的

部分，剛剛也提到，中國大陸基本上除了成本運輸及國家補貼有優

勢外，另外的重點是他在國際價格上的影響力，這也是一個該考量

的地方。再者，鋼鐵部分前陣子越南的鋼鐵就被中國大陸搞得很慘，

當然也是有一些洗產地的疑慮。洗產地該如何洗也是一門藝術，我

覺得這是未來可以好好研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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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臺灣訪談紀錄 

壹、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蔡練生秘書長 

一、訪談內容 

（一）委辦單位：大陸委員會 

（二）執行單位：臺灣經濟研究院 

（三）舉辦時間：108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3:00~4:30 

（四）舉辦地點：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五）出訪人員： 

1. 陳華昇主任（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中心） 

2. 林雅鈴副研究員（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六）訪談對象： 

1. 蔡練生秘書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2. 邱碧英副秘書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二、訪談記錄 

（一）蔡練生秘書長： 

在美「中」臺三角關係來講，臺灣 60%投資在中國大陸，40%

貿易也在中國大陸，美國目前還是我們第二大市場，整個三角關係

長期一直維持，所以我們就一直把中國大陸當作我們的製造基地，

縱使中國大陸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市場，但是我們的重心還在製造，

所以到中國大陸幾乎很少看到臺灣的產品在架上，因為就產品結構

來講，我們賣的大部分都是中間原料、原材料。換言之，因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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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作為代工基地，我們把零組件生產後賣到中國大陸組裝，包括

在中國大陸的廠商也是一樣。透過這樣的模式，或是廠商自行把產

品銷到美國，或是透過下游去美國，所以我們在中國大陸基本上並

沒有太多在內需市場著力，過去雖然有兩個案子，但後來都不成功。 

主要的因素我覺得跟我們的產業結構是有關係的，相較於在中

國大陸市場看到日本、韓國專區，但很少看到臺灣專區，若有臺灣

專區都是本地製造而不是臺灣銷過去的，所以臺灣的最終產品進入

中國大陸市場的比重真的不高，就是把它當作製作基地在用。所以

當美「中」貿易戰爆發，當然臺商首當其衝。 

很多人都問我美「中」貿易衝突是短期還是長期，我的經驗至

少是 20 年，不會是短期的，現在美「中」之間就是戰戰停停，美

國 301 法案成立在 1978 年，但沒有一個國家被真正報復。美國最

早拿 301 對日本，造成日本泡沫經濟，第二個目標是臺灣，同時也

對很多國家，但是為甚麼從來沒有真正做到報復的地步，因為報復

的威力很強大，很多國家會一直受到傷害。臺灣那時候對美國的依

賴大概也達到六成，東西幾乎都賣美國、歐洲、日本這三大市場，

美國佔最大，所以我們當然是經不起，所以那時候談判代表是很辛

苦的事情，因為你最後回來一定會被罵，但你不能不接受，因為在

兩害相權的時候必須取其輕。但有一個國家不怕美國，就是斯里蘭

卡，因為斯里蘭卡對美國貿易依求度很低，所以這告訴我們美國 301

威力大小是看你對他的依賴度大小，所以美「中」臺三角關係來講，

誰的傷害最大？我們去大陸請教汪洋，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他

們說不怕，因為美國只占中國大陸市場中的一小部分，連 20%都不

到，除了美國市場，還有歐洲市場、內需市場、非洲市場還有很多

市場，所以不一定要卑躬屈膝對美國有求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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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美國產品賣大陸的比重似乎也不是那麼高，所以他們

兩個打來打去，最後傷害是我們。為甚麼傷害最大？因為老共宣布

的十大出口商，七家是我們。換句話說，我們都是以大陸做基地賣

東西到美國去，所以美國課徵關稅，大陸的臺商就首當其衝。衝擊

有多大，大陸臺商要何去何從？我們的一個調查狀況，大概有六成

以上衝擊很大，只有少部分說是好的有正面的。有正面影響的就是

說，可以因為美「中」貿易戰而有轉單效應。 

整個來講，臺商在美「中」貿易戰有六成受到衝擊，而且是負

面多於正面。怎麼因應？我們政府期待臺商會不會藉此回流，或是

說因為這樣而撤出中國大陸，或是有甚麼其他的策略？我們的研究

成果，覺得需要離開中國大陸的比重不如想像中的多，這些想要離

開大陸的不到兩成，歸納起來有兩個原因，大企業覺得他沒有必要，

因為大企業有很好的布局，在臺灣、越南甚至美國都有廠，只要做

訂單的調配、轉單，要去美國的產品就不從大陸出貨，從臺灣從其

他地區，要去歐洲的產品就可以從大陸輸出。 

但是比較辛苦的是中小企業，因為中小企業是被綁在那裏，因

為我們產業型態，中小企業很在意的就是群聚效應，因為他只是在

做其中一個小的零組件，不可能單獨一家搬，脫離原有的產業鏈，

要搬就是大家都搬。中小企業很苦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做全

球布局。當然不足 20%的裡面，他們的選擇，有部分回臺灣，有部

分配合新南向，但是我相信大概也不多，因為我相信多數臺商現在

還在觀望美「中」貿易戰到底甚麼時候會結束，說不定過兩天就結

束了，那他幹嘛這麼辛苦去搬家？有些還在做市場調查分析，但是

分析到最後他們發現大陸投資環境還是最好的，因為大陸的基礎建

設相當的完備，大陸的產業鏈相當成熟，上下游產業鏈成熟，印度、

泰國、越南產業鏈沒那麼完整，而且這些地方土地成本不見得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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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重要的語言問題，還有勞工素質，沒有聽過大陸有勞工罷工，

但是提到越南就咬牙切齒。大陸現在交通四通八達，更重要是現在

大陸行政效率是我們都要跟他學的，我們現在要投資臺灣案件都要

排隊，都要拜託我去看能不能插隊，不然要三、五個月。 

今天去參加臺印論壇，印度人口僅次於中國大陸，平均年齡 29，

但是不能把印度看成一個市場，因為他每一個省、邦都有規定、法

令，我們召集人說臺商都被大陸慣壞了，大陸對臺商的優惠是你們

想像不到的，我前兩天到淮安參加一個智慧工業機械園區的破土，

7,000 畝的土地一望無際，還拿錢給你，所以大陸招商的手法是非

常的有效率的，所以臺商是真的離不開大陸，已經習慣在大陸的模

式。 

臺商離開大陸，美「中」貿易戰是最後一根稻草，還有很多問

題，但很多問題對臺商是轉機。最近因為非洲豬瘟，大陸一年 6 億

頭豬，現在剩下 3 億頭豬，所以大陸現在買不到豬肉，鄉下還跟過

去一樣要豬肉券，現在養一隻賺一隻，臺商現在在那裡是一貫作業，

高科技養豬，從飼料到種豬、育種到最後零排放，糞便都做處理轉

去發電，現在都機器人在作業。所以大陸現在對那些小廠、不合格

的廠會是威脅，但是對大廠來講威脅程度不大。 

現在我們看，配合新南向到東南亞是臺商必走的一條路，因為

臺灣回不來，因為臺灣不歡迎那些傳統的高耗能、勞力密集產業回

來，臺灣現在也面臨五缺的問題。臺商回流六千億、七千億，為甚

麼會有這麼多？甚麼叫臺商，臺商的定義何在？廣達、上銀科技、

友達等都叫回流的臺商嗎？他沒有回流本來就在臺灣。我們不是說

缺地，六千億的資金回流我們竟然沒有缺地，因為他廠房都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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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增加生產線，甚至太多是衝著國發基金去掛號，因為有一些利

息的優惠，所以印證真正遷離大陸的不會太多。 

到東南亞的部分面對的問題會滿多的，基礎建設不足、語言、

土地還有政治的不穩定，舉例來講，電電工會去要了一塊地，為甚

麼後來都沒有人去？因為他給你的是塊素地，沒水、沒電、沒路要

自己開拓，臺商怎麼會去，大陸都蓋好好的。越南現在地也不便宜，

而且官員貪污，所以很多臺商看看後不敢下手，我們現在推動新南

向政策已經兩年多，倒不是因為美「中」貿易而推動，但到現在貿

易是下降的、投資也是減少的，顯然就是說，今天臺商要選擇到新

南向國家並不如想像般踴躍，目前最主要集中還是越南為主，紡織

業去了很多，但是問題是他們都是淺碟式經濟，這中間政府到底要

能做甚麼？政府如果真的要去推動到新南向國家，我個人認為需要

有計劃、有策略、有規劃，而不是讓廠商到那邊去單打獨鬥，因為

這些地區，日本、韓國包括印度都進去了，他們都是大企業，他們

自己會在那邊做據點打廣告，而我們是中小企業在那邊會吃虧。 

我們的產業都是中小企業為主，當然有他的靈活性，但是有時

候在國際競爭力是弱的，在大陸為甚麼進不了內需市場？我們只能

靠貿協，貿協過去只是辦展覽，但沒有後續，所以我們沒辦法打入。

在東南亞同樣凸顯中小企業弱點，因為大企業有能力開發比較大的

園區，也有比較好的談判籌碼，但是中小企業做不到，所以政府是

不是應該在推動時要對市場做深入分析，第一要排除我們在這地方

貿易或是投資障礙，我們現在跟這些國家都沒有雙邊協定，這也就

是臺商不願回流。五缺是我喊出來的，是工總在白皮書提到的，我

說我少了一缺，缺國際鏈結，韓國、越南甚至新加玻，FTA 覆蓋率

都達到 80%以上，今天在臺灣製造要銷出去就要關稅了，這也是越

南為甚麼這麼熱門，很多東西越南在外銷上享有優惠，但是我們跟



 

250 

 

這些國家沒有協定，我在臺灣的零組件要賣過去要繳關稅，我不可

能所有東西都在當地製造當地取材，我們希望投資帶動貿易，但是

如果今天沒有 FTA 怎麼去帶動貿易，包括很多石化、鋼鐵等，臺

灣把東西賣到那邊都要負擔關稅，那乾脆從大陸進口算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要營造一個穩定的好的環境，第二安全

要有保障，當罷工的時候政府是不是能夠出面，是不是能夠來處理

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花幾個大的計劃，以中心、衛星工廠

這樣的一個模式，今天大陸很聰明，只要郭台銘過去，是會把他的

下游通通帶去，所以政府要有這樣的策略，看要做甚麼東西，要發

展石化或是其他的，然後要找到一個龍頭企業來帶頭，要跟對方談

出好的條件，要有比較高的高度才可以當籌碼運用，而不是中小企

業到處拜託，而且這些政府真的要做，因為臺商要回來也回不來，

臺灣沒有那麼多土地，再比方說缺水的情況一定越來越嚴重，缺電

缺口怎麼去彌補，再生能源，風力發電到底上不上的來？天然氣發

電那更危險，那是國安問題，將來甚至達到 50%是用天然氣，我們

通通需要從海外進口，如果遇到颱風，那就是斷電，臺灣現在能源

要依賴天然氣，要從印尼、巴林、卡達一船船運過來，運到南海緊

張，船不是那麼順利，那就斷氣了，何況現在儲氣槽還蓋不起來，

臺商難道不知道嗎？以土地來講，工業局清查出來，屬於政府擁有

的都是偏遠的沒有人要去的，像彰濱，一些好的園區土地都在私人

手上，私人手上就像我們華亞工業園區、五股，一坪都要七、八十

萬，上百萬，我一個廠要 3,000 坪，土地要花多少，中小企業能夠

買得起土地嗎？這些總總的問題，臺灣的投資環境改善，政府要有

比較大的魄力去做規劃。 

其實很多臺商的錢要從大陸出來並不容易，所以他們要去東南

亞的時候，如果跟大陸的企業合作共同去東南亞發展，比較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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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陸在東南亞也開發了很多的園區，而且因為大陸跟東南亞國

家之間有各種協定，如果臺商跟大陸的企業，從原來在大陸的合作

延伸到海外去，我認為也是不錯的安排，因為合作本來就是一直存

在的，我們現在在東南亞很多的幹部就來自大陸，所以是可以把在

大陸的合作延伸到東南亞地區。 

（三）陳華昇主任： 

現在感覺我們政府比較鼓勵臺商去東南亞可以跟日本、韓國合

作，但是對於大陸跟我們合作不知道政府抱持什麼樣的立場。 

（四）蔡練生秘書長： 

我們很早就跟日本說要合作，因為臺灣在國際貿易上我們中小

企業很強，但是日本很弱，但日本擁有很好的技術，如果能夠合作

當然好，所以我個人倒是認為不要去限定，廠商自然會選擇他所要

的，他如果覺得跟日本好就會選擇，如果跟陸商好就跟大陸合作，

不要自己限定。 

（五）陳華昇主任： 

剛剛秘書長提到說，大陸在東南亞地區有一些工業園區，美「中」

貿易戰之後開始逐漸認為可以兩岸合作，把原來在大陸的產業供應

鏈搬過去，不知道政府對這方面的態度為何？ 

（六）蔡練生秘書長： 

這個問題我不是那麼了解，包括政府或大陸，我所瞭解到的，

美「中」貿易戰不是針對臺商，所以很多大陸企業也積極地增加對

東南亞地區的投資，所以大陸現在資金也湧入，目的也是規避美「中」

貿易的關稅，我相信這是來自市場法則，不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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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陸現在更擔心失業的問題，所以在這個狀況下相信不管是臺

商或是陸商，搬離大陸都不是中國大陸樂見的，所以臺商要搬離大

陸不是那麼容易，就很多中小企業來講要遣散員工不容易，廠房做

何處理，還有就是驗證問題，產品要搬離還要經過驗證，所以不是

說要搬就搬。所以很多臺商最後必須要轉型，回過頭來看是不是能

進入大陸內需市場。現在很多臺商都開始在做轉型，降低美國比重

增加大陸比重。 

（七）陳華昇主任： 

開始做轉型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目標的比例會不會很高？ 

（八）蔡練生秘書長： 

我們沒有確切比例，但是有問我的朋友，的確有開始在做，臺

商要做大陸內需市場有很大的問題是稅，賣的東西都要開發票，反

而大陸對本地企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就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 

（九）林雅鈴副研究員： 

想請教如果現在臺商有意願到東南亞投資，在政府新南向政策

之下有沒有政策上的建議？ 

（十）蔡練生秘書長： 

因為廠商沒有辦法單打獨鬥，一定要改善跟這些國家的貿易跟

投資雙邊關係，第一我們能不能跟這些國家簽 FTA，或者積極加入

一些組織，因為個別簽很難，那至少要加入組織，就可以跟那些國

家貿易往來處於比較公平的條件，還有就是投資保障協定也要弄好；

第二就是中小企業本身能力比較薄弱，政府是不是比較能夠有計畫

地去做規劃，找到一個帶頭的大企業，要從這方面的角度去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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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做的事情也還很多，包括人才問題，要幫企業解決語言等問

題。 

（十一）工總邱碧英副秘書長： 

剛剛很多問題其實應該問政府，我們是沒有答案的，我們只有

期待。我們去跟這些東南亞國家談雙邊的 FTA，其實還是非常難，

因為我們現在在跟他們打交道，他們很願意跟工總接觸，不管是東

南亞的官方或是民間都很願意跟工總打交道，但是一旦工總要把政

府的角色介紹出去之後，他們就開始敏感了，包括我們去印度、越

南辦活動，全世界的地圖裡，我們把南海忽略掉，越南就要求我們

把南海點出來，就可以知道有多敏感，在面對這些國際現勢有不得

不屈服的地方，但我們還是希望有實質的合作對我們產業是有幫助

的，所以即便是在這樣子互相理解的情況下做修正，工總認為還是

值得的，因為會產生一些合作。 

美「中」衝突事實上就是最後一個引爆點，中國大陸臺商供應

鏈的移轉會是一個趨勢，只是快或慢而已，這個供應鏈的移轉有幾

個趨勢，第一個是公司夠大，公司本來就是全球布局，他要把全球

布局的資金或是新的產品領域做一點區隔，這次臺商轉移到東南亞

國家，是原來在當地有投資的移動最快，去擴廠這個趨勢是明顯的，

企業如果是重新走到這些國家，他也要考量，因為晚進去成本很高，

但是原來已經有點了會比較有機會進去，當這些大廠去的時候可能

會有一些新的項目，這時候他就把臺灣或大陸一些廠商拉過去，所

以就是大帶小是另一個機會，第三個就是品牌商，因為美「中」貿

易戰，我們訪問過許理事長，品牌商像是蘋果，可以決定和碩、仁

寶哪一條跟著我走，所有的遷廠設備算品牌商的，甚至和碩說了他

的機器都是蘋果給的，代工的多少利潤蘋果都幫你算好，所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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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移到哪裡品牌商說了算。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看到供應鏈是這樣

子形成的。 

現在我們看東南亞投資的時候看到非常弔詭的事情，現在不只

是兩岸的貿易下滑，我們在東南亞的貿易也下滑，所以我們其實應

該建議團隊去觀察原因，如果今天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是減

少的，但是對東南亞出口貿易也是減少的，大陸到東南亞出口貿易

也是減少的，這表示跟全球貿易有關係，是因為美「中」貿易衝突

的關係？還是因為產業鏈的變化？對中國大陸跟東南亞的貿易減

少，中間有沒有甚麼連帶的關係，這是可以去探究的，要從產品項

目去觀察。 

另外剛剛講到園區的部分，像印尼有很多小島是等著被開發的，

最近有聽到政府對印尼的吉貝島是非常有興趣的，未來也會考慮這

個島。像剛剛秘書長說的，一個島要蓋廠房是非常大的工程，要投

入非常大的經費。以我們臺灣都是中小企業，除非是以大帶小或是

跟著原來在當地就有投資的，不然要搬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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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金仁寶集團許勝雄董事長 

一、訪談內容 

（一）委辦單位：大陸委員會 

（二）執行單位：臺灣經濟研究院 

（三）舉辦時間：108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00~3:00 

（四）舉辦地點：金仁寶公司 

（五）出訪人員： 

1. 譚瑾瑜所長（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2. 陳華昇主任（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中心） 

3. 林雅鈴副研究員（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六）訪談對象： 

1. 許勝雄董事長（金仁寶集團） 

二、訪談記錄 

（一）許勝雄董事長：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不論是新南向、東南亞或全球布局也好，

另外一個是臺灣自己的布局，我一直覺得美「中」貿易戰是 35 到

50 年不會停止的戰爭，除非有一方示弱，被壓制下去。因為這牽涉

到修昔底德的陷阱，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當然另一個大國不會罷

手。關於修昔底德的陷阱，我想幾位博士應該比我更清楚，從歷史

歸納，我想是說 16 次會同樣出現在歷史上面，有 12 次是以戰爭結

束，這是一個無休止的戰爭。因此，對企業也好，政府也好，是應



 

256 

 

該也必須作一個動作。 

對臺灣而言，這是臺灣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地位在全球產業鏈中，

未來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過去的臺商擁有很好的創新、技術，並在

產業鏈扮演創造價值的角色。我常常說臺灣在全球產業鏈扮演重要

價值鏈的角色，而且在某一些產業中，擁有全球重要影響力，例如

電子產業、電腦在全球市占率也好等等。但是，最終我還是覺得不

管全球布局也好，企業成長也好，最終利益效益要在臺灣。電子業

多偉大、多厲害，都全球布局去了，最終的經營效益不及於臺灣，

利益不及於臺灣。企業產生的機制，還是靠政府的機制讓他成長茁

壯，但企業去全世界布局，到底給了臺灣什麼？這反而是政府要去

想的一些事情。 

因為不能說只有營收利益，為了對臺灣一些股東交代，因為是

上市公司考量分配問題。企業內部也培養了一群人，不論是在研發、

營運、全球營運機制，這也使得現在許多外資都在臺灣投資，想要

臺灣的人才，這個是幾十年建立的環境。但是如果我們只有在服務

業這塊，或是在製造業服務化的領域中產生一些價值，我們並沒有

辦法運用這個機會，讓有創意或是有未來的民間產業能夠回到臺灣

來投資，這個給予臺灣的就會打了折扣。因為臺商若能運用這個機

會回到臺灣來，那就能產生更多的就業人口，薪資就能提升，優化

臺灣環境，當然就會往上提升。臺灣常說低薪，因為市場是供需，

企業的人多有良心，是很難的。例如你說臺積電、廣達、還是臺塑

薪資好，他們薪資都是在市場的結構。紡織業的薪資好不好，一般

路邊攤的薪資好不好，其實他都是市場的定位和供需的平衡。好的

企業會願意對員工好一點，就會稍微提高一些，卻也不會無限制。

但如果把餅作大，需求就會增加，所有人都會雨露均霑，水平就會

往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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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而一直覺得臺灣政府應該把目前的投資環境友善化，我想

臺灣總體的力量才會上來。這就是我過去一直在談的五缺，水、電、

工、地、人才等，基本的東西要不虞匱乏。有人問我會不會擔心缺

電，我說我從來不擔心，我擔心的是政府有沒有執行力，沒有執行

力就沒有辦法讓人民放心，這才是我擔心的。因為你是政府，你跟

我說不要擔心電，我就不會擔心。但政府會讓人民擔心，代表裡面

有問題。這一兩年來，經濟部長沈榮津就拿一些數據出來，我說你

要拿數據出來，告訴企業和人民說你們不要談缺電，我就告訴你我

們用多少電，備用容量有多少，這是建立友善環境的第一步。 

另外政府在對外的話語中，例如政府會說臺商要回臺，因為在

中國大陸活不下去了，所以要回來臺灣。但我說政府應該要張開雙

臂，竭誠歡迎臺商回臺。至於政府說哪些臺商是你想要的，哪些是

你積極鼓勵的，有些可能是你認為不要回來的臺商，因為會影響臺

灣的整體環境，你就去做就好了。而不要說你們就是鮭魚返鄉，那

其實是不健康的，其實是不對的。政府可以自己選擇，鼓勵創新、

R&D、用基金、租稅用其他方法等等，把它弄大就好了。那些真的

活不下去的企業，他嘴巴說要回來，但最後發現回來臺灣沒辦法經

營，他就會想辦法創新或到別的地方去。 

另外一個是政府打死也要去簽FTA，任何一個雙邊的關稅協定，

都會有一些人贊成，有一些人反對，這是必然現象。因為農業有的

人很不認同，但也有農業的人認為可以促進外銷，簽了 FTA 可以

引進技術，有更大的機會。不同的思維、想法映證了人的心態其實

是不盡然相同，所以政府要去說服人民，要有肩膀承擔壓力。例如

跟美國、日本簽 FTA，誰願意吃災區的食物？但是日本是對全世界

都開放，要有一個嚴格的審核條件，國際間怎麼做。臺灣人需要生

命的安全，但你又要跟日本簽 FTA，又不要日本的東西進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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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我的東西都可以賣到全世界，包含中國大陸、韓國等，現在唯

一一個限制的是臺灣。你跟我說臺日友好，日本食品要賣到臺灣不

行。因此政府要有肩膀承擔，並有嚴格的審核制度。 

而美牛、美豬應不應該進來？如果有一天美國去修理中國大陸，

他也來修理臺灣，臺灣要不要投降？以前我年輕的時後，很常碰到

301 條款，臺幣就是因此升值到 25.8，我沒辦法了，1988 年我就到

泰國投資，我們是很早去泰國的臺商。而我那時沒有去中國大陸，

怕被飛彈打，怕共產黨，怕人治的環境。90 年後，中國大陸也開放

了，臺商也比較多去中國大陸，我才引進仁寶去中國大陸。說一個

玩笑話，我有一個副總，一直跟著我。金寶在電子業小有知名度，

中國大陸地方的書記說有一個地要提供給金寶，但我的副總說這個

地方好像不太適合電子業發展，書記就拿出一隻筆說，你要哪一塊

地你自己畫。我聽到後嚇死了，我說這不是開玩笑，這樣太沒有法

治，將來有一天他下來怎麼辦？ 

臺灣要國際化，要國際接軌，但臺灣有沒有讓國際進來？臺灣

不是說只要打進國際市場，而不跟國際接軌？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臺

灣要簽 FTA、要加入 RCEP、CPTPP 等，不然你就是在掏空臺灣。

你就逼得臺灣的企業往外移，這是臺灣要的環境嗎？企業國際化對

臺灣貢獻什麼？我常常在問，例如有的企業在全世界用了十幾萬人，

但臺灣你用了幾萬人？因此政府要建構友善環境，內部的話要解決

五缺問題、人才、創新、獎勵這些問題，另外跟國際接軌，簽署 FTA。

如果這些做了，會有很多企業能夠留在臺灣，才是真正對臺灣有幫

助。回應主題，在南進中，臺灣地小人少，出生率低於死亡率，已

經死亡交叉了。臺灣因此要全球布局，最近的東南亞，東協 10+6 以

後可能 10+8，10+6 中，包含東協在內，其實他們內部間投資和貿

易都占了 60%，已經不要需要外部國家，東協間的認證專利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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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業會考量進軍的市場申請專利，東協的力量占全世界已經很大

了。 

新南向大方向是對，但政府能做什麼？新南向推動成效好像是

觀光，農業雙方合作有一些效益，基礎建設也有一些成果。但政府

其實不一定能幫助企業什麼，反而應該多利用公協會。其實我在工

總任內，我就是南向辦公室民間的召集人，我安排了六個國家，越

南、菲律賓、泰國、印尼、印度、馬來西亞。我有辦過臺菲會議，

每一次都是數百人，臺灣企業約有兩百到三百人，加上菲律賓代表，

總共都有五、六百人，是很大的交流活動。有一次在菲律賓當地辦

的臺菲論壇活動，我和菲律賓的工安部副部長說好了，他們要參加，

結果很不幸，後來菲律賓工安部不敢出席，因為中國大陸出手。表

面上是公協會辦活動，其實是閉門會議，雙方的政府官員，經濟部、

商業司、工業部都會出席，因為是對等的，兩國雙方進行經貿交流。

現在我都沒有參與，都是政府自己去談的，關於稅、資源等問題。

因此建議政府多利用民間企業、多應用臺商在當地的影響力，我剛

談的是大規模的論壇，民間很多在南進國家關係比政府好很多，企

業能見到當地的政府層級很高，因為這是政治問題。 

政府早期的觀念都是高過臺商，辦了活動拜託你去，大使參加

就很有光采。但是現在臺灣的地位環境比較不好，反而大使天天拜

訪，去拜託搭橋，靠企業搭橋。政府的角色應該是雙邊協議、租稅、

觀光、人才交流等等，政府要去做的是這些。政府能保障臺商在當

地國家投資的是有保障安全的環境，這是政府能做的。要求對方國

家提供給臺商，使得企業茁壯的條件。臺灣政府也很清楚，因為過

去企業成長有拿到一些政府資源，讓企業在國際有一席之地。因此，

政府可依照這個模式跟對方國家談，這樣企業就有機會。因為臺商

都會考量當地是否適合這個產業過去。企業會考量當地人才有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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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人才是最重要的。政府若知道當地國家人才不足，政府就要去

幫他，因為政府還是政府，他們之間是平等有一點壓力的關係。民

間企業去要求對方官員時，對方禮貌上說沒有問題，但他也沒有壓

力，大企業一般要的大部份他都會給。而中小企業就很辛苦，他也

沒有辦法比較見到當地的部長。政府要建立與當地國家的關係，雙

方關係若能平順，我國政府能告訴當地政府，哪些是臺商需要的地

方，因為政府更清楚臺灣是怎麼走過來的。例如，臺灣租稅、關務

是怎麼協助企業，都有過去的經驗。 

我一直覺得要簽署 FTA，我也跟幾任總統講過，當時陳水扁總

統也推動簽署 FTA，我們簽了 5 個國家，現在變成 9 個國家。當時

我們占貿易總額不到 1%，我是和政府說，如果不簽署 FTA，我擔

心臺灣會被掏空。因此後來臺灣也和新加坡簽署 FTA，本來最早簽

的是小國家，但我一直希望陳水扁總統去簽署其他 FTA，去跟其他

國家說我們有意願和他們簽署。當然過程中，臺灣會面臨農業、製

造業、服務業等產業抗拒。最不會抗拒的是電子業，因為電子業

WTO 關稅已經沒有了，所以簽署 FTA 對他們沒有影響。現在電子

業比較緊張的是美「中」貿易戰，因電子業有太多集中在大陸，所

以開始緊張。政府在政策與經驗中，和當地政府立一個可溝通的平

臺，多利用臺商與公協會，這樣就會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和互動。 

現在我在幫臺商朋友，在一帶一路的政策。我們公會一直在跟

中國大陸政府說，你一帶一路一邊說歡迎臺商朋友，但又不認同臺

商朋友過去的業績跟資歷。要求公司要成立幾年，還有資歷和資本

等要求。我們引進的建設公司資歷已經三十年了，要承認臺商在海

外資歷。因為有些臺商在海外有豐富資歷，卻沒有在中國大陸的資

歷，就不被承認。政府和南向國家也一樣要去談承認臺商資歷，對

臺商在當地的投資或是業務擴充更加方便。像是健檢中心，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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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新南向國家對我國健檢中心是否能認定，這要我們就可以移植臺

灣健檢中心至新南向國家。不然臺灣要去泰國重新建立，泰國的醫

療與美容已是國際級的，而臺灣的醫療與醫美也很好，臺商也會想

能不能去泰國布局。不然泰國的規定很嚴，若不承認臺商資歷，就

會把臺商排除在外。 

（二）陳華昇主任： 

我想請教許董事長，政府鼓勵跟新南向國家貿易，但在投資好

像沒有那麼鼓勵？另外，如果是中國大陸的臺商，政府會鼓勵他從

中國大陸去新南向投資嗎？還是會希望中國大陸臺商回來臺灣？ 

（三）許勝雄董事長： 

我想如果用政府的立場，健康去思考，他第一個會希望臺商回

到臺灣。但是政府也知道，哪一些是政府鼓勵他回來的，政府要提

供資源協助。臺商要知道回來臺灣能成功嗎？如果這些人要回來，

政府願意去努力改善環境，也許這些人就會回來臺灣。但如果政府

沒有改變他的操作和運作，這些人就知道他應該到東南亞去。因此，

上述是政府是可以有效規劃和鼓勵。 

政府就要提供一些資源，人才、租稅、環境等資源，中國大陸

20 年前，要發展軟體，軟體工程師，薪資免稅。我國政府也要協助

企業營業稅、退稅等。但臺灣現在已經是要符合國際規範，不敢做

太多非自由市場的資本市場運作機制，但有些是政府可以做的。政

府如果認為這些企業都不是你要的，或是可有可無，但他若離開中

國大陸，對臺灣是正面的，政府就應該幫助他。如果臺灣的銀行在

中國大陸設分行，今天中國大陸銀行不會那麼大，也不會有那麼多

的錢要進到中國大陸。因為很多中小企業在中國大陸很難借到錢，

就回臺灣搬錢至中國大陸。外商銀行、當地銀行拼命給企業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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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有很多錢是在臺灣，所以現在中國大陸要修理大企業，就抽

銀根，會造成企業的問題，因為他給大企業很多額度。相對中小企

業比較難獲得較大的融資額度，如果他去中國大陸投資，你設定全

部在臺灣，根本不用賣財產，因銀行可以授信，錢可以去中國大陸

借。因此，也不是臺灣政府出錢，因銀行間可聯合授信，可利用中

國大陸外資和當地企業的錢，協助臺商。臺商若進不來臺灣，政府

應該要去幫助他，因銀行可以透過徵信、保證，提供臺商資金予海

外市場。 

我們集團在 10 個國家有 54 個工廠，我們都是靠自己的力量，

不論是資金、人才等，更重要的是我們會告訴協力廠，我們要去巴

西、或是泰國，你們要不要一起去？就會有協力廠商跟我們一起到

海外布局。但中小企業只能在一個地方布局，他就比較難自己去，

因此中小企業只能跟著大型企業和產業鏈去移動。中小企業可能沒

有人、錢、關係等資源。我去泰國的時候，我還在工廠旁邊談一塊

地，把它切成 8 分，提供 8 家工廠在那邊設廠。我們也帶協力廠商

和銀行談額度，和泰國投審會談租稅優惠等，這些政府也不會做。

我們現在在新南向國家有園區，政府要去關心有哪些臺商投資。 

（四）陳華昇主任： 

在新南向國家的園區中，會有中國大陸的廠商，請問臺商適合

前往布局嗎？ 

（五）許勝雄董事長： 

我個人認為政府如果考量中國大陸的業者，不願意臺灣業者交

流的話，其實蠻難的。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勢力也是這次美「中」

貿易戰主要的原因。因為中國大陸勢力真的是無遠弗屆。我到伊朗、

非洲去，全部的手機都是中國大陸品牌的。臺商為什麼要進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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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原因就是語言、環境等，另外很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政府很積

極在招商引資，也鼓勵中小企業去投資。但中小企業若不是大企業

帶著一起去東南亞，因為語言也不通，中小企業也無法與當地政府

建立關係，因此很難在當地投資。政府如果不想自己在新南向國家

建立臺商園區，那你要不要開放臺商中小企業去中國大陸建立的園

區？如果政府是協助臺商，或是完成南進的大戰略，就不要排斥，

甚至去支持他們。你要知道你的大戰略是什麼？其他的只是戰術。

毛澤東說，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我是認為中國大陸在東

南亞國家滿地都是，好的地方都被中國大陸占據了。因此，排斥和

中國大陸業者在同一個園區我覺得是沒有道理的，沒有任何事情都

只有好處。 

我自己是不會去中國大陸建立的園區，因為我們規模比較大。

但有很多中小企業真的沒有辦法有那麼好的工業區，政府應該讓他

去。如果當地臺商認為新南向國家本身的工業區比中國大陸設立的

工業區好，他就會去了。所以我認為我們政府要比較有彈性，去看

待臺商朋友是否在東南亞的陸資工業園區投資。因此，政府要一視

同仁，幫助在東南亞陸資工業園區的臺商。當這些臺商壯大，對國

力也有幫助。雖然我一直批評，利益要及於臺灣，但臺商在海外茁

壯，也是國力的沿伸。因這樣也是讓臺商茁壯永續發展，我覺得政

府要改變心態。如果政府有能力在泰國建立臺商園區，並提供百分

之百的優惠，讓臺商能選擇。若政府做不到，就不能限制臺商。因

為臺商朋友打死心在臺灣，不論他是在中國大陸或是在全世界布局。 

我之前有談過，讓臺灣建立起籌資中心，讓臺灣朋友回臺灣來

上市，企業喝我的奶，抽我的血，要不要愛臺灣？你天天跟他說你

要愛國，但是若臺商在臺灣上市，你可以不愛臺灣嗎？臺灣有問題

時，你要不要協助？此關聯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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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華昇主任： 

這個問題可能比較敏感，泰金寶、仁寶在中國大陸有很多布局，

但在美「中」貿易戰爆發，是否對集團有影響？是否會因此調整新南

向的布局，如生產線的移轉？  

（七）許勝雄董事長： 

我想不只是我們，大型企業都有同樣的思維。因為臺灣市場不

夠大，臺商基本上沒有自有品牌。當然我們有部分自有品牌，如華

碩、宏碁等。臺商電子業，製鞋業也好，基本上是代工。代工當然

就分成很多種，包含設計加工（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 

ODM）、委託代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國際

專業代工商，電子製造服務（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 , 

EMS）。我們現在在巴西，包含製造、通路、銷售、收錢都是我們

在做，只有品牌不是我們在做，我們扮演價值供應鏈提供者的角色。

我一直強調產業鏈中，要做到有存在的意義，有被利用的價值。對

我們而言，我們的客戶品牌商，他的決定遠勝於我們自己的決定。 

美「中」貿易戰，伺服器已經被課稅。仁寶是最大的 PC，但

伺服器比廣達小很多。網通產品我們也有做，也被課稅。客戶跟我

們說你自動的縮小，但廣達、英業達卻拼命在做，全部回臺灣，沒

有一家沒有回來。因為伺服器無法到菲律賓、越南、印尼去做，全

部回臺灣。網通我們就去越南廠，廣達就去泰國，英業達去馬來西

亞，所有人在不同國家布局，哪些國家能永續發展，就去哪裡。所

有人都知道美「中」貿易戰是長期戰爭，是 30 年至 50 年的戰爭，

遷移只是時間早晚和規模而已。每個企業會和客戶討論，決定要遷

移去哪裡。在美「中」貿易戰後，所有代工業者全部和客戶一直討

論遷移的問題。因此。可以移的遷移，按照進度，哪些移到哪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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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這是針對賣到美國的部分。至於賣到其他國家的部分，就不一

定了。這牽涉到市場規模，例如美國市場占整體 60%，就比較會遷

移；如果只有占比 30%~40%，企業不一定會遷移，但會會把受關

稅影響的遷移。因為不知道美國什麼時候又要對中國大陸加徵更高

的關稅，企業家都很緊張。 

但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的企業，則會留在中國大陸。臺商朋

友會開始思考部分的轉型。以前臺商朋友不太喜歡和中國大陸合作，

因會拼價格，且當地政府會照顧自己的供應鏈。但未來因中國大陸

仍有大量的人口與市場，臺商可能會和中國大陸合作供應體系。另

外，很多產業鏈很方便在中國大陸，相對成本較低，但中國大陸慢

慢人口紅利消失，現在人的流動力太高，人的流動率一個月為

6%~15%，相當於每半年至一年換一次血。但對電子業來說，不見

得完全壞事，因淡旺季差異很大。旺季時拼命在趕工，給仲介很高

的仲介費用。當時我們和重慶政府談說，我們擔心你們人力不足，

重慶政府就建立一間學校，有五萬名學生。旺季來臨時，分別提供

給廣達、鴻海、英業達等企業人力，淡季來臨學生則回去學校上課，

創造三贏，對企業、學生、政府都是贏家。企業旺季時獲得人力，

淡季時學生回去，又不用付薪資或資遣費；學生大部分都是偏鄉來

的，可以有機會工作，又有讀書機會；政府則因創造好的投資環境，

獲得稅收。所以已在中國大陸建立很好產業鏈的，移也移不走，一

直做到看是美國贏還是中國大陸贏；你可以移的就移了，移到哪裡

要去比較。 

現在到底最後是美國還是中國大陸先投降我不知道，因為過去

美國對臺灣 301 條款時，我們趕快就遷移了，不然我 1988 年就沒

有必要去泰國。泰國計畫是美其名，現在我們真的知道國際化的好

處，但當時是因真的被逼到企業活不下去了。美國也有修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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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定廣場協議，讓日幣從 240 到 98，造成日本泡沫經濟 30 幾年。

中國大陸 GDP 內需占 70%，有機會和美國拔河，中國大陸用空間

獲取時間。中國大陸主席習近平說自立更生，中國大陸所有人就自

立更生，這就是中國大陸，最近美國 NBA 雖然也重視人權，但面

對中國大陸市場，最後也半投降。所以，包含臺商，企業採取的策

略，大概是幫打邊看，並跟客戶密切合作。如果在中國大陸市場的，

想辦法增加和中國大陸合作，因為資產都還在中國大陸，很難搞臺

獨。 

美「中」貿易戰真的影響很大，前三季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的，

出口金額降了大約 10.3%，進口衰退 26.3%，9 月份出口少了 22%。

所以，美「中」貿易戰真的對中國大陸經濟有很大的傷害，這就看

中國大陸的承擔和抗壓的狀況，要看習近平的決定，我想依習近平

的個性，也沒那麼快投降與降伏，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長期的戰爭，

變成金融戰、貨幣戰、科技戰。 

但中國大陸真的不公平，提供自己的企業獎勵金或是退稅，你

要什麼給什麼。我有一個朋友，現在負責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兩年

前說政府要給我兩千五百億人民幣去發展半導體，後來好像增加是

五千億，就是用錢去發展，難怪美國受不了，因為所有人都被打趴。

如果按照這樣下去，全世界真的都投降。我一直遺憾二、三十年前

臺灣的銀行都沒有進去中國大陸，那時中國大陸的銀行負債比例很

高，寫白條，大家寫合同，要不要還錢都沒關係，現在中國大陸的

銀行規模和營收都很高。企業也是一樣，中國大陸如半導體、面板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中國大陸面板剛生產時，亦使其他廠商無法

獲益。雖然中國大陸的業者也沒有賺錢，但他就是有辦法靠中國大

陸政府生存，最後生意做起來。臺商的大公司，全部都是受益者，

過去仍受中國大陸的幫助，要人才幫你找，有哪一個國家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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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美「中」貿易戰會持續很久，美國國會也難得團結，

不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這是史無前例的。臺灣政府若積極去做，

把土地、人力、租稅等發展環境弄好，臺灣應該會從中獲利。因企

業沒有失去中國大陸市場，但回流臺灣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經濟

活力與動能，對臺灣都是正面的，讓臺灣重新拿回在製造領域的優

勢。臺灣真的有機會，在全球產業鏈扮演舉足輕重的機會。臺灣人

有很努力的特性與民族性，因此機會很大。如果你問日本人，你要

跟臺灣人還是韓國人合作？日本人會說要跟臺灣人合作，因為太可

靠了，有信任關係。韓國人的話，在你面前和背後完全不同。 

中國大陸還是臺商的一個重要市場，不論臺商移到東南亞或是

其他地方。我覺得向心力很重要，很多事情取決於心態，你抱持著

他是我的子民，他就是你的子民。你要把他全部都抓過來，只是有

親疏之別而已。因為臺灣地小人少，市場不夠大，所以要全球布局。

因此，心胸要廣大一些，你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把他納在

資源應用的範疇。企業資源不夠就協助他去海外取得，但營運中心

可來臺灣。我一直很討厭為什麼臺灣沒有成為營運中心，因為推動

到最後只是虎頭蛇尾。透過好的租稅與發展環境，吸引營運中心來

臺，不論是臺商或外商。但推動一、兩年後，財政部有意見，要回

到原地課稅，所以最後廠商都跑走了。但其實如果成功的話，利用

全世界的資源，把中心擺在臺灣，因企業的研發、創新、資金調度

都在臺灣，對臺灣正面影響很大。把營運中心、籌資中心、研發中

心建立好，因為臺灣土地與市場真的太小。新加坡人口增加很快，

而且很國際化，我們卻比較不開放，我們不能成為移民的島，其實

移民只是先後順序而已。現在的人比較排斥很可惜，只要移民認同

這塊土地，就應該歡迎他們。因為臺灣現在出生率很低，我們很多

優秀人才外移，我們沒有能力留這些人，這是很汗顏的事，幾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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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都沒有把環境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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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產經建研社洪奇昌理事長 

一、訪談內容 

（一）委辦單位：大陸委員會 

（二）執行單位：臺灣經濟研究院 

（三）舉辦時間：10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3:00~4:00 

（四）舉辦地點：臺灣產經建研社 

（五）出訪人員： 

1. 陳華昇主任（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中心） 

2. 林雅鈴副研究員（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六）訪談對象： 

1. 洪奇昌理事長（臺灣產經建研社） 

2. 蕭明福副教授（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二、訪談記錄 

（一）陳華昇主任： 

在美「中」貿易戰的國際環境之下，我國政府不斷鼓勵在陸臺

商回臺投資。但其實有部分臺商因為產業層級、技術需求、成本考

量等因素，造成他們既不容易也不適合回臺投資，轉進東南亞則成

為另一項方案。對此，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辦法或政策？ 

（二）洪奇昌理事長： 

關於臺商回臺投資，要先了解一件事，臺商返臺投資的真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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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為何？現在公布的投資金額已達到 6 千億以上，但事實是如何？

首先要看產業組成。中階以下的臺商是沒有返臺投資的空間，只有

中高階臺商回來才有意義。如果廠商回臺灣要求的是低廉勞動成本，

而非技術創新與自動化，這樣沒有意義。因此政府還是要從嚴審查，

要清楚國家需要甚麼產業。其次，產業回來需要形成聚落，政府如

何提供土地？地緣經濟要能符合廠商需要、同時要有人力資源的提

供才行。跨部會單位「臺商回臺投資辦公室」所公布的數據顯示，

經過 37 次審查後有 160 家企業回臺，總金額 6,152 億。其中主要

的有電子資訊 73 家、民生化工 35 家、金屬機械 38 家。以我的觀

點，我不會只滿意這樣簡單的報告。一樣的問題，錢真的進來了嗎？

有沒有實際證據？為什麼有這些數字？我對政府的期待是更高的，

希望能得到這一部分的答案。而實際上，錢還沒有進來。這個數字

是由於國發基金表示，只要臺商資金進來臺灣，可以提供一些服務，

例如利率 1.5%。這當時也引起沒有出去境外的本土企業不滿，因

為他們長期以來都投資臺灣本土，卻只有今年可以比照境外資金回

臺而享有這些投資優惠。 

第二，接下來縱使投資計劃都已經開始了，計畫都一定會有延

遲性，例如廠房建設、設備購買等，這些都需要行政程序配合，有

一定時間成本。政府又說，估計回臺投資潮可以創造 5,316 個本國

就業機會，那麼這些是甚麼樣的就業機會呢？這仍然需要更細的解

釋，我從工總和其他公會交換的意見是，跟政府公布的有落差。 

第三，這些廠商回來需要多少土地供應？從哪裡來？水源供應

大概是沒有問題，但電力足夠嗎？我們最擔心的是電力供應，政府

搭配再生能源、2025 非核家園的政策，對臺商來說是很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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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府應關注在中國大陸的臺商，其生產規模有沒有受影

響。2016 年至 2018 年來臺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仍然擴大，去年

達到 830 億元歷史新高。而這 3 年對新南向的貿易占比仍沒有成

長。這代表甚麼？我建議在審查的過程中政府應該詢問更多關於廠

商的布局。建議用研究單位的名義，去更了解廠商。 

（三）陳華昇主任： 

所以說近期的回臺投資潮，是由於政府有優惠，廠商先掛號的

形式，而政府也可以再次宣傳。那有沒有很多臺商打算跟中國合作？

是否因為這樣比較容易將錢移出中國大陸？或者比較容易受到東

南亞國家關照？政府對此的立場又是如何？ 

（四）洪奇昌理事長： 

我覺得可以向王文淵（工總）或余俊彥（中鼎）、許勝雄（三三

會）等人請教。對於跟中國大陸企業一同合作，我是認為當然是好

事，只是難度很大。臺商企業文化與體制跟中國大陸大型國企差異

很大。可以先看看日本和中國大陸有沒有共同投資計畫，參考「中」

日兩國是如何合作的。兩岸合作理論上是很適合，而且臺商國際化

經驗與國際市場的對接、透明度與制度都優於中國大陸。 

（五）陳華昇主任：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也曾表示願意與臺灣合作投資東南亞。臺商

如果能打通進入東南亞各國的主要產業園區，政府能不能幫上甚麼

忙？ 

（六）洪奇昌理事長： 

美臺之間到現在，我只看到戰略上的合作，例如印太戰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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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的法案等等。但在經貿上的合作幾乎沒有，TIFA 連動都沒

動。我個人覺得政府相關部門應該要思考。而臺灣在產業鏈上與日

本的對接是很好的，但我們也沒有看到進展，尤其是 CPTPP，至今

仍沒有看到我國或日本提出相關方案。現在這麼好的臺、美、日戰

略架構，卻都沒有反應在經貿上。這並不是中共的阻礙，是臺灣沒

有積極努力爭取。三年半以來連福島核食、美豬、美牛都沒辦法解

決。政府必須超越民粹，必須做出取捨，為了臺美、臺日未來關係，

必須更加開放。現在國會過半與絕對優勢之下沒有進展，第二任之

後我並沒有抱持太多期待。 

（七）蕭明福副教授： 

從產業供應鏈角度來看，比較中高端的臺商也沒有動力與誘因

去東南亞，因為那裏沒有充足的產業聚落，與其過去等待，不如先

回來臺灣。當然有一些化學與傳統產業等沒有涉及產業鏈的臺商，

就可能直接去東南亞。去東南亞的目的在於看好未來的內需市場，

除了短期原料、勞動、土地等成本之外，中長期是著眼於當地市場。

這也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例如華碩在印尼的手機品牌可以佔到第 2

名。 

中國大陸也挾著龐大資源前往東南亞，臺商大部分都是單打獨

鬥。政府可以做的並不多，重點還是人才培養。看能不能與東南亞

各國簽訂相關協議，鼓勵年輕學子來臺灣學習，建立關係，未來無

論是回國或留在臺灣都對臺商有利。 

資金問題方面，許多國家的利率都高於臺灣，越南、印尼都是。

臺商若願意前往當地建立據點，官股銀行應和廠商一同過去打拼，

這樣也會對臺灣金融業有利。此外，臺商若要更快速地進入當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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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找到當地合作夥伴比找中國大陸企業合作還要好，兩岸合資的

經營策略彈性與風險都較高，只是我們的政府沒辦法使上力。因此

短期政府應該金流方面多做努力，長期是人才培養。 

（八）陳華昇主任： 

我國銀行不太容易打入東南亞國家？政府有辦法幫助金融業

嗎？中國大陸也不希望臺商將資金、工廠移出，透過在廣州與越南

交界處設立園區，讓臺商將產品運往越南，再出口美國。我們應該

如何看待中國大陸？ 

（九）蕭明福副教授： 

在現階段是在臺灣借貸後輸往東南亞，當地金融業發展較為困

難。 

（十）洪奇昌理事長： 

政府就應該站在廠商的角度想，廠商也是為了生存發展。他們

知道這是不得已的，也不是長遠之計，正面幫助也有限。商業決定

也很難配合政府，最多就是道德勸說。 

（十一）林雅鈴副研究員： 

臺商在轉移的時候，投資保障是最受臺商擔心的，在這方面臺

商希望政府有更進一步的作為。另外由於東南亞國家仍然缺乏重要

技術與人工，即便貿易戰之下還是有許多臺商無法離開中國大陸，

政府能有其他作法？ 

（十二）蕭明福副教授： 

新南向一開始就是以教育跟人才培育為重點項目。政府針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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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國人才、新南向國家的大專人才等。而在地培養專業技術人員

或中階管理幹部，政府是比較難處理的。投保協議談判的部分，政

府也還需要努力。有些臺商會因為中國大陸政府與領事館在東南亞

國家的力量較強，較能提供保障，所以遇到問題或糾紛時會傾向尋

找中國大陸幫忙，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十三）洪奇昌理事長： 

ECFA 通過後，只有跟新加坡、紐西蘭有簽 FTA，希望政府能

創造新的可能性。政府必須面對這些問題，不是只有差在關稅而已，

還有投資、人流等。此外，廠商回臺大概除了電子資通訊產業不太

需要考慮稅負以外，民生化工業、金屬機電業就非常在意，其他臺

商沒有誘因回臺。最後，CPTPP、RCEP 什麼時候能加入？這兩個

都卡死的時候，臺商回臺就需要更高的門檻與創新能力。 

（十四）陳華昇主任： 

政府現在的新南向政策服務的對象大多是根在臺灣的企業，例

如協助打入新南向國家工業園區、建廠、舉辦展覽等，那對於在大

陸的臺商，政府能不能也提供一樣的幫助？ 

（十五）洪奇昌理事長： 

首先臺商在中國大陸的資金要移出本身就相當困難，很難獨自

撤離到第三地，政府很難幫助。與中國大陸企業合作可能比較有機

會，但只是權宜之計。臺灣金融業在大陸的曝險程度則是這些問題

之外必須納入考量的風險。臺商返臺後，應該問問工業局，他們到

底如何協助企業？準備開發工業區？或者放大原有廠區容積率？

老舊廠房如何更新？其他基礎準備進行得如何？這些在明年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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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無論如何，東亞三十年來產業鏈的建立無法一夕之間調整的。

我國在東南亞各國的產業分布也不太一樣，我們想將在高雄停工的

石油裂解廠轉移至印度還是印尼，但到目前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東

協國家還有分進步的與落後的。我們不應該包山包海。例如我們去

印度就必須與新加坡合作，新加坡對印度相當了解。或者我們需要

日本的幫忙，才能找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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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大學經濟學系邱俊榮教授 

一、訪談內容 

（一）委辦單位：大陸委員會 

（二）執行單位：臺灣經濟研究院 

（三）舉辦時間：10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2:00~3:00 

（四）舉辦地點：臺灣經濟研究院 T201 會議室 

（五）出訪人員： 

1. 陳華昇主任（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中心） 

2. 唐豪駿組長（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六）訪談對象： 

1. 邱俊榮教授（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二、訪談紀錄 

（一）邱俊榮教授： 

從業界角度來講。會希望政府協助處理的幾個方向包括： 

第一個就是政府要能夠解決產業界回來面對的五缺問題。另外

一個就是能不能在課稅上儘量的給優惠，特別是在實體投資上，大

概主要是這幾個方向。 

簡單來講這些努力其實政府不是沒有過，之前在賴院長的時代

就非常努力地要解決五缺問題，非常努力希望吸引臺商回流，不過

那時候趨勢還沒有形成，所以做了很多的工作，正面來講是打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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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礎做好，特別是電的問題。 

碰到美「中」貿易戰最激烈的時候，政府之前做的基礎剛好就

發揮作用，臺商回來的情況變得非常積極，看在政府眼裡就是這樣，

沒有的時候也擔心，有的時候也擔心，因為臺灣畢竟是資源有限的

國家，我們要去支應這麼多臺商回來並不容易，因為臺商當初離開

到各個地方都慢慢茁壯，茁壯回來以後就會遇到這些問題。 

我們看到現在回來的臺商，第一波會在臺灣產生效果做實體投

資的就是本來就在臺灣有廠的，他當初的布局並不是全部都外移，

就在臺灣、大陸其他地方都有佈局，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要回來非常

快，既有的產能、土地做一些整備後就可以投入生產，這大概我們

看到最快的情況，其他的情況特別是當初完全外移的廠商，他回來

就會面對很多問題，最基本就是土地、勞工問題，這兩個問題就是

目前政府正在積極地幫忙解決，那經濟部沈部長當初就說，地的部

分政府已經往南協調到雲嘉南，所以整個看起來回來設廠的趨勢，

跟以前一樣是從北部往南部走，現實上遭遇的問題大概就這些。 

現在臺商回來，理論上任何廠商要來投資，我們是自由經濟的

體制，當然都不能拒絕，但是政府能做的政策就是優硬機制，像是

優惠，要貸款政府就會有利息補貼類似這樣，這些優惠就會有一個

篩選的機制，這篩選的機制像是要回來研發的、跟 5+2 相關的，有

一個標準的規範在那，這等於是政府對臺商回臺比較柔性的篩選機

制，政府會希望臺商回來臺灣不只是回來生產、投資，更希望是回

來升級，這是政府主要的方向，至於效果會有多少現在不確定。 

當然政府在解決五缺上面還是很積極地在做，但是這些政策或

業界希望的，政府能做的就會儘量做，但是現在政府有些東西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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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隨心所欲地去做恐怕不太簡單，譬如說我們都宣稱臺商回來會

提供就業機會，但是我們看到其實也有非常多臺商回來再抱怨缺工，

土地問題還沒有那麼難解決，缺工問題比較難。這就形成了一個矛

盾，就是到底對我們這些希望他去就業的失業勞工來講，現在提供

的就業機會在供需兩邊是否符合，也許是有一點落差的，所以這其

實是個最困難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乎的是不是就業的值而是就業率，或是增加就業減

少失業，我會對臺商回來產生的效果比較擔心，你希望他回來升級，

但是通常失業勞工需要的通常不是這種相對高階的工作，所以如果

我希望的是一些比較高階的製造業，我們需要的是比較高階的人才，

這些人恐怕不是在失業名單裡，所以臺商回臺它所能創造的效益之

一就是提供就業機會，到底對現在有的廠商來講是提供競爭效果還

是真的能解決失業問題，恐怕要做仔細的考量。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臺商回臺現在看起來是製造業為主，現在

牽涉到的問題是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策略到底製造業戰的重要性比，

這是滿複雜的問題。我們過去常常講，臺灣已經經過效率驅動的成

長，我們很早就是效率驅動的，我們雖然沒有資源但是有非常好的

人才跟製造能力，所以我們過去可以很容易賺管理財。但效率驅動

的製造業某種程度會非常在乎成本，因為成本就是效率驅動製造業

非常需要的模式。但是現在我們都希望臺灣的經濟將來是一種比較

創新驅動的經濟，所以本質上的問題就是說，如何在效率驅動、創

新驅動之間如何拿捏未來發展的方向，是現在比較難解決的事情。 

一種比較好的調和方式是，像總統講的臺灣應該是一個高階製

造中心，這是一個不錯的方向，過去製造業很少將目標放在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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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製造中心就會產生對創新的需求，需要比較多高階人才，從這

個角度來講在面對美「中」貿易臺商回來的事情，我覺得是有個比

較好的定調。我們到底面對這波要甚麼東西，如果總統的宣示是重

要的，那我們將來就是高階製造業，靠著很多創新活動來搭配，但

這問題就來了。 

所謂的高階製造業希望的是能夠真正利用有效資源創造高附

加價值，所以我們比較不希望量產為例的製造業，但是在現實上就

會遇到難處理的事情，因為對大部分業界來講，高階是政府宣示，

對他們來講如何定義高階，若不是高階就不用活下去了嗎，這是比

較困難的，所以來自於業界各種需求，對資源、土地、勞工這些要

求還是會不斷產生，所以政府未來經濟發展活動該如何拿捏，我們

將來要發展的方向的衡量尺，這東西在臺灣民主體制的社會比較不

容易處理，對於很多先進國家來講政府會先做的事情是會先凝聚整

個國家包含公、私部門、產業界，到底整個經濟、產業發展的走向

是如何，這東西凝聚出來後政府在分配應用有限資源會比較有整理，

不然很容易會在相對民粹情況下，目標是高階但事實上很難抵擋各

式各樣的製造業。 

（二）陳華昇主任： 

現在問題也是包括中國大陸很多臺商過去是以勞力密集為主，

當然勞力密集這部分已慢慢在外移，美「中」貿易帶來更大的衝擊，

包括電子業開始外移，現在如果政府這邊已經明定未來國家發展方

向是高階製造中心，這意味這種比較勞力密集的產業會鼓勵他往新

南向國家移動。 

（三）邱俊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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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是，我也覺得有此必要，畢竟臺灣沒有辦法提供這麼多勞

力密集的勞工，比較好的方式應該這麼說，將來全球的供應鏈趨勢

已經越來越明顯，中國大陸過去主導的供應鏈美國不高興，因為這

供應鏈對美國來講造成很多的困擾，不只是單純貿易，還有很多在

智財權等對美國造成很多的壓迫，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將來全世界

供應鏈的情況會分裂。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中國大陸供應鏈、美國供應鏈等，所謂美

國供應鏈絕對不是所有廠商都美國，所有生產都在美國，是指由美

國的產業來主導的供應鏈，大概是這樣。另外的說法是紅色供應鏈

或非紅供應鏈，但是無論名稱上如何，將來供應鏈裂解的情況正在

發生。 

我們看到外資企業離開中國的速度一直在發生，所以供應鏈裂

解的情況勢必免不了的，對臺灣來講是很困難的，因為臺灣過去有

很多產業依附在中國大陸供應鏈下面，所以要一下子從中國大陸供

應鏈脫離並不容易，特別是電子產業，當然臺灣的產業也夠優秀，

將來在美國主導的供應鏈上面臺廠也不可能缺席，最典型的例子包

含台積電、大立光或是聯發科，他們現在還有非常多的生意是在中

國大陸那邊，所以目前來講臺灣政府的態度是沒有像美國那麼激烈

要去與中國大陸供應鏈切割，我們對於臺廠與中國大陸供應鏈的互

動也沒有像川普那麼激進，這是非常順應現實的狀況，畢竟我們還

是有很多臺廠在中國大陸供應鏈扮演重要的角色，也許我們想像的

是能夠兩邊通吃。 

現在的情況也的確是這樣，譬如說現在的台積電，大家都非常

清楚如果台積電不供應給華為這些中國大陸產業，這是美國最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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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牽涉到很多技術性問題，像是台積電的原物料有沒有超過 25%是

從美國來的，美國是否能管制台積電，最近有很多消息不斷傳出，

像是美國不段施壓臺灣政府，希望台積電不要供貨給華為，這些沒

有經過證實，但我覺得並不會空穴來風。 

貿易戰現在的趨勢有時候激烈有時候平和，所以現在看似相對

平靜的情況之下，美國不會對臺灣有太大的施壓，隨著貿易戰的發

展，沒有人可以保證會發生甚麼事情，現在至少這個消息告訴我們，

美國要對台積電施壓是有辦法的。 

現在對我們來講包含政府，站在產業角度，現在不會很激烈的

跟中國大陸政府做切割，但萬一美國比較強硬的時候我們還是必須

要有一點準備，這個準備就是消極的提醒廠商去防範，積極面有兩

件事，第一，如果我們判斷將來美國供應鏈會是非常強勢的主導，

中國大陸供應鏈變得弱勢，我們長期來講跟美國維持相對好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這也非常務實。 

臺灣過去經濟情況好的時候就是 IPHONE 要出貨的時候，這

是非常現實的供應鏈關係，這供應鏈關係獲利情況當然比中國大陸

供應鏈關係來的好，若真的逼迫台積電去選 APPLE 或是選華為，

他應該會是選 APPLE，若這是很重要的現實，政府要思考的是如何

和美國維持密切關係，就是要讓美國知道臺灣將來會在美國供應鏈

裡扮演忠誠、支持的角色，這對臺灣將來的產業鏈來說是很重要的。 

新南向的問題，我自己的想像是，現在全世界的供應鏈，不會

是集中在一個地方生產，所以對臺灣來講也是，我們不太能期待某

個產品的供應鏈全部留在臺灣，會分在不同的國家去處理，分在不

同的國家是合理的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掌握，我們應該掌握的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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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供應鏈的概念，在整個完整的供應鏈下，有很長一段是臺廠要

能夠主導的，也許這是我們應該要成立一種類似供應鏈的管理平臺，

所以供應鏈的管理平臺不一定由同一家廠商，它可以是很多廠商，

但是要有人領導，這樣才有足夠的談判力去與未來主要供應鏈協商

並確保獲利狀況，理論讓來講是早就該做的，因為只要在既有供應

鏈上切割，在過程裡任何臺廠都有相對利潤可賺，事實上不用太擔

心這事情，讓市場去自由發展就可以了，但是現在看起來將來情況

會比較複雜一點，更好的做法就是政府去做一個供應鏈管理平臺，

用策略鏈盟的形式讓在供應鏈裡的臺廠有上下游的呼應，用這種比

較長的供應鏈去鑲嵌到美國主導的供應鏈裡面去。 

（四）唐豪駿組長： 

這意思是說用政府的力量協助臺廠組成一個供應鏈的管理平

臺，讓臺廠可以在非紅供應鏈裡佔到關鍵的角色？ 

（五）邱俊榮老師： 

當然具體的做法也有很多，像政府已經在做的，像是如何讓分

散的各地廠商在新的生產基地裡面去生產，譬如說很多勞力密集的

企業。過去在大陸投資的時候這種群聚或多或少是有的，像是在崑

山聚集比較多電子業，在同樣的地方大家可以相互呼應，但是現在

面對美「中」貿易戰臺廠少部分回來臺灣，大部分到東南亞去，現

在看起來是比較沒有組織的，看那些地區成本低、事情好談就各自

去。大家分散的狀況非常大，對於維持供應鏈的關係相對不容易，

政府已經在考慮如何讓離開大陸的臺商能夠有群聚的生產基地在

東南亞或南亞，這是一個對的方向，剩下的就是執行面的問題，如

果能做得到，過去的群聚效果就能發揮出來，供應鏈平臺管理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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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實施。 

當然有時候有很多人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貿協、產業龍

頭，過去的產業龍頭是大家各做各的，台積電很大但不會去想到其

他廠商，他只要顧好自己就好了。就是要協調出產業龍頭，用產業

工會或是其他方式去執行非官方的事情，這恐怕是有很多的想法，

但有人要掌握方向執行會比較容易。 

新南向問題錯綜複雜的原因是我們還是把新南向國家當作生

產基地，隨著美「中」貿易戰，另個層面的問題我比較擔心，在沒

有美「中」貿易戰，臺灣本身就有產業問題，就是這麼多年下游產

業都外移，所以臺灣很少生產最終產品，我們生產的各式各樣東西

都是中上游，這是臺灣過去產業相對嚴重的。 

因為下游消失，所有資源就往中上游移動，中上游資源變多就

往橫向發展，所以會有非常多的類似廠商彼此是競爭對手，有很多

時候會發現有很多競爭對手不再大陸、韓國而是在臺灣，大家都生

產一樣東西彼此競爭、殺價。這麼多年下來，對臺灣產生出結構的

扭曲，這種產生情況是源自中上游虛胖，下游廠商流失，所有價值

分配都在於下游，像 APPLE 如此賺錢，但台積電、大立光能拿多

少都是 APPLE 在分配的。 

以前石化產業的時代有很多污染，某種程度想起來還不錯，我

們從最上游一直到中間到最後製造甚麼都可以，供應鏈很完整，也

許賣出去東西沒有多有價值但我們可以自己分配，那是一個有最終

產品的時代。 

我們在新南向時有觀察到一件事，一開始新南向的目標不只是

當作生產基地而是市場，那個地方經濟成長快、消費力成長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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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口多，所以我們不只把它當作生產基地，也應該視為潛在市場。

但這種看法見仁見智，但如果簡單去了解東南亞市場會發現，他們

現在所得高，生活環境就提升，我們只能非常緊密的鑲嵌在既有的

供應鏈下面，所以臺灣基本上是沒有很多最終產品可以買的，沒有

品牌，所以這東西很重要，除了廠商的移動方向之外，如何找到在

東南亞做生產基地鼓勵做最終產品的作法。 

最近看新聞覺得聲寶家電賣的不錯，但是我們都很清楚很少在

臺灣生產，所以另外要把握新南向基地，不只是純粹是生產基地的

預算而已，政府也可以針對東南亞需求布局，他們的特色就是開發

中國家，經濟成長快、所得快速上升，在這個階段會需要一些最終

產品，過去是日本人和韓國人，所以這些最終產品應該適當佈局到

東南亞國家，針對東南亞市場做這些事情。 

在臺商回來的過程中，我心裡希望兩件事情，第一臺灣經濟在

過去 20 年發展對最終產品掌控力是越來越弱的，跟品牌互為因果，

所以在很多主要產品的市場。 

就汽車來說，我們曾經有過雄心壯志一直沒有放棄過，包含裕

隆到中國大陸去投資，他想的還是汽車的最終市場而非零組件，過

去對這些市場缺乏品牌、掌握市場，讓我們在掌握最終產品這塊有

點棄守，這種狀態我們覺得在未來臺灣經濟發展過程裡，不應該像

現在是集中在中上游，這種經濟是非常奇怪的，除了奇怪之外，容

易競爭，找出海口也辛苦，所以如果只有中上游永遠只能仰人鼻息。 

將來比較健康的產業方向還是要能有一些最終產品，所以政府

在把資源投注到吸引臺商回臺或是安排到東南亞國家去時，這塊也

是滿重要的。現在的發展方向會讓我比較擔心的是，回來本身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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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很大，純粹從數字上來講是很亮眼的，但是在過程裡比較少想

到的是產業應該有的型態是甚麼，這是大家比較少顧慮的，但是我

會顧慮這些回來的產業都是壯大了我們中上游，在這個過程裡也看

到，像昨天的新聞，謝金河社長在談論 SONY，SONY 七十年了為

甚麼牌子可以歷久不衰，這個公司的使命、目標就是，用科技創新

來感動世界。 

這句話我們回頭想一想，每個總統都談要創新驅動，但是政府

講政府的，業界做業界的，我們看絕大部分，特別是中小企業，為

甚麼我要做這個生意，因為我的朋友做這行不錯，我的親戚有賺到

錢，我也來做一下，所以臺灣的產業在做生意比較少像 SONY 這種

概念。我們是比較欠缺企業精神的，我們的企業精神是政府幫我準

備好所有要素，我就可以很快生產，在這種情況之下，我的很多朋

友都是這樣賺錢，我們都比較習慣集中在數字討論，比較少對未來

結構的想像、未來經濟裡應該要具備甚麼樣的精神，這兩者之間的

連結性沒有這麼高，現在政府現在有個看起來好一點的高階製造中

心，但絕大部分思維還是傳統的，還是比較惟成長論的。 

換另外一個方向來講，現在談電子業、新南向等，過去臺灣這

幾年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會有另外一群人，他會談很多問題，談 AI、

5G、資安，各式各樣的應用，你會看到這兩件是在談的時候好像是

兩個世界，當然有些人會有點企圖心，像是鴻海，但他還是希望找

的事情是在這些東西發展的時候他可以組裝甚麼東西，提供甚麼，

但是比較少想說在智慧應用，5G、AI 應用去做領導者的角色，這

件事情和臺商回臺需要很多土地、勞工等投資，這些邏輯是重疊在

一起的，所以這是比較擔心的問題，如何在過去幾年統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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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向矽谷，有個很另類的矽谷地圖，很多年前他的地圖

是根據企業的產值、市值來標示，20 年後的地圖相差甚大，現在市

值最高的在 20 年前都不再地圖裡，所以將來全世界正在發展中的

產業市值成長最高或是產業成長速度最快的第一個是自駕車，自家

車看起來像是硬體，但其實是無數軟體的結合，第二個是數位金融，

包含智慧家庭、智慧工廠，將來的時代是硬體在衰退，所以我們在

做硬體這件事，我們現在有利基，全世界要像臺灣硬體做得這麼棒

的確不容易，但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非常多，十年前可以說他們是

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那時候他的製造業超過美國大概兩成，我常

問一個問題，那將來的世界工廠呢，不知道在哪裡。 

傳統的經濟理論告訴你，政府印這麼多錢出來一定會通膨，但

是過去十年 Q1 倒到負利率，沒有通膨，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是

太會生產、太會製造，將來這種太會製造的趨勢只會變本加厲，所

有應用在加 BIG DATA、IOT，所有應用整合是非常快的，光是一

個 IOT 就已經很厲害了，現在再加上人工智慧等，將來製造能力不

容小覷。未來經濟情況很難預測，但是大概有個比較容易預測的，

就是未來全世界物價會有一段時間很平穩。 

所以長期來說要思考。高階製造中心我個人是滿贊同的，原因

是我們還沒有辦法想像，未來很多人宣稱的數位科技發展後會取代

很多人工作，可能還有一段時間，在那之前人要有工作還是要有製

造，我聽過很多年輕人有很極端的想法說，臺灣為甚麼還要台積電？

台積電很重要，是臺灣的盾牌的，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看到國外的

趨勢就是這樣，製造業利潤會越來越低，其實都沒有錯，大家都去

做新創，可還是要填飽肚子，某種程度我也不會認為說臺灣應該要

全面的做創新，為了要養活大家，製造藥還是要顧，要有製造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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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大家的溫飽，所以這個部分在某種程度來講還是很重要，未來

來說製造還是重要，也要能跟新創活動能結合。 

我們當初去做「亞洲矽谷」這個東西，某種程度希望在做新創

活動可以跟矽谷連結，跟矽谷連結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譬如說我們

臺灣的製造業要當作矽谷的備援基地，這些新創團隊可能有很多的

創意，但他沒有生產能量，他也許需要樣品、成熟時需要量產，我

們希望臺灣的製造要在這時候可以提供一些貢獻，這些貢獻有別於

傳統的製造業，是跟新創活動連結的，現在的新創已經有一定的標

準，希望新創活動能跟製造業有更多的連結，這樣製造業才會有良

性循環，讓製造業不要停在低階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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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中國大陸訪談紀要 

壹、上海臺灣研究所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4 日（一）下午 4:00 

二、訪談地點：上海臺灣研究所 

三、訪談對象：上海臺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杰 

四、訪談紀要： 

（一）因為美「中」貿易摩擦，美國川普總統打「臺灣牌」，從而也讓

民進黨當局取得打「美國牌」的機會，而在對外政策上抓住美

國這根浮木，做圍堵中國的棋子。現在民進黨政府密切與美方

聯繫，謀求參與「印太戰略」，與美國開展戰略安全情報溝通、

經濟協商對話與民主治理諮商機制、擴大對美軍購，並配合美

國對付中國大陸，密切與美國進行經貿聯繫。大陸對於民進黨

政府的策略是很清楚的。 

（二）川普政府打「臺灣牌」、「經貿牌」、「軍事牌」等，構成了美國

政府打擊中國大陸重要組合，直接衝擊「一個中國」原則，將

會動搖「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從而也會不利兩岸關係的良

性發展。美國政府主動就臺海問題做文章，甚至不斷加碼，這

使「臺灣牌」朝著更為危險的方向發展。 

（三）現階段臺灣的戰略地位已大不如前。兩岸經濟與軍事實力差距

進一步擴大，臺灣不應該採取與大陸對抗的策略和作法。尤其，

「中」美差距也不斷縮小，中國大陸軍事力量已具有穿越第一

島鏈的實力。臺灣靠攏美國要對抗中國大陸的風險很大。 

（四）在「中」美貿易摩擦形勢下，臺灣要分散出口地區，要轉移產

業生產區域，大陸可以理解。所以臺灣的「新南向政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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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為了因應「中」美貿易摩擦所採取的經貿策略，看起來是

合理的；但實際上，所謂「新南向政策」早於「中」美貿易摩

擦之前就在進行了，是民進黨政府所採取的「去中」、「脫中」

的策略的一環，是要促使臺灣擺脫與中國大陸的經濟互賴，也

是和「傾美抗中」策略掛鉤在一起的。 

（五）所以，基本上，大陸臺商要向東南亞地區轉移，我們是不支持

的，無論臺商的行動是否等合經濟規律。中國大陸正在推動「一

帶一路」，在東南亞、南亞乃至中東、非洲有很多基礎建設、

工業園區正在推動，如果臺商和中國大陸企業合作前往開拓新

興市場，我們是比較歡迎的。我們的「一帶一路」，還有李克

強總理剛提出 RCEP 將在明年成立，中國大陸在東協和亞太地

區會有更大的影響力，臺灣應該和大陸合作，不要搞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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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崑山產業創新研究院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5 日（二）上午 9:00 

二、訪談地點：崑山產業創新研究院 

三、訪談對象：崑山產業創新研究院主任莊社明 

四、訪談紀要： 

（一）崑山在 1980 年代起開始發展鄉鎮企業，相關產業有 4,000 多

家，主要的發展方式就是透過崑山鄰近上海的地緣優勢，配合

1990 年代浦東開發，去上海將外資引進崑山。 

（二）崑山在 1990 年代建立工業集中區，透過「以臺引臺」的策略，

吸引臺商前來崑山投資，因此崑山的外資企業大概有 60%是臺

企，約略有 5,000 家臺資企業。而崑山的本土企業，主要則是

圍繞著臺商企業，成為臺商企業的配套企業。 

（三）崑山的臺企占江蘇的 25%，全國的九分之一，臺商數量僅次於

東莞，但東莞當初多是農民直接把土地給臺商，因此多是做來

料加工的中小企業，崑山由於土地是集體的，所以都是整塊土

地的租售給臺商，導致崑山臺企的質量也比較好，以電子業居

多，以筆電為例，大陸有 50%的筆電在崑山生產。 

（四）在美「中」貿易戰爆發後，許多臺資企業確實有將部分生產線

轉移回臺灣，尤其許多電子大廠將生產基地轉往重慶，或前往

東南亞的越南、泰國，但許多企業仍是將生產總部放在崑山。 

（五）事實上，崑山市政府近年來一直在推動智慧製造、生物醫藥、

光電等高科技產業，對於一些用工量大、污染量大的企業，我

們鼓勵他們遷徙，包括配合江蘇省政府的發展策略，前往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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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的崑淮臺商工業園，甚至是跟著一帶一路去衣索比亞，在

那邊的崑山工業園區發展。 

（六）由於接近上海，思想比較開放，所以崑山的創新性比較強，崑

山市政府也一直在鼓勵企業轉型升級，但就我個人經驗，轉型

的成功率低，反而是升級的成功率高，例如臺灣的研華科技等，

積極輔導產業推動自動化、智慧化生產。 

（七）對於臺商離開崑山，我們當然是會積極挽留，因為崑山這邊不

只有完整的產業聚落，政府的服務品質跟工作效率更好，所以

許多臺商還是願意留下來。事實上，崑山的土地取得還是相對

困難，許多臺商因為土地租用年限未到，還不願意將工業用地

交出來，我們也在協助他們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 

（八）整體而言，美「中」貿易戰在今年（2019 年）上半年對崑山的

影響還好，不過下半年可能就會有影響。所以我們也在積極輔

到臺商，尤其是在過去的出口加工區，至少有 20 家企業會轉

做內銷。未來我們計畫是通過《崑山市深化兩岸產業實驗區條

例》，提高崑山市的行政位階，這樣未來在面對美「中」貿易

戰的衝擊時，崑山市能夠有更多應變創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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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崑山臺商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5 日（二）下午 2:00 

二、訪談地點：崑山環保節能產業臺商總經理辦公室 

三、訪談對象： 

（一）環保工程公司總經理 A 

（二）塑膠工業公司業務副總 B 

（三）五金工業公司臺商 C 

（四）資產管理公司顧問Ｄ 

四、訪談紀要： 

（一）環保工程臺商 A： 

美「中」貿易戰對崑山臺商影響很大，因為崑山臺商許多是電

子業，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而將生產線遷回臺灣，或是往越南、

泰國、印尼等地方布局，崑山這邊據說工業用電少了 30%。 

我主要是做臺商生意，協助臺商處理廢氣、汙水等環保設施。

我不做本地產業生意的原因，是因為本地廠商大多是因應政府要求

才做，沒有編列既有預算，所以拖欠款項的問題嚴重。臺商外移東

南亞後，也有許多臺商找我前往東南亞幫他們處理環保工程，我也

有去越南、泰國等地考察過，還在考慮是否要過去，主要考量的是

二代接班的問題，如果能順利接班，我可能就會繼續做，不然可能

就準備退休了。另一方面，崑山本地許多電子業臺商都停工了，將

生產線移回臺灣，因此也就沒有設置環保設施的需求，所以美「中」

貿易戰對我們產業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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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退休其實也相當不易，臺灣希望臺商資金回流，但資金回流

的前提是出得去，像我們公司當初來大陸投資，主要都把資金投入

廠房、設備，如今想要轉換成資金，再想辦法匯回臺灣，就會變得

很困難。 

崑山之前發生一起很大的事件，即是 2014 年崑山「八二爆炸

事件」，事情發生後崑山主要領導被撤換，臺商董事長更面臨刑期，

更重要的不但是崑山領導群被撤換後，地方發展政策的緊縮，而是

地方在出事之後發展偏向保守，對臺商審查從嚴處理，帶來寒蟬效

應，加速了崑山臺商的停工、外包或是外移。 

我建議政府要加強對於臺灣人才、錢財的吸納，過去 1980 年

代，大量的臺商將人才、錢財投入中國大陸，帶來了中國大陸的繁

榮。你看大疆創新的無人機，其中有八大零組件是由臺商製造的。

如今，政府要思考，如何藉由美「中」貿易戰的機會，把臺商再度

吸納回臺灣，讓這些人才與錢財為臺灣服務。 

（二）塑膠工業臺商 B： 

美「中」貿易戰對以經營大陸市場為主的臺商影響不大，我們

公司主要是做塑膠桶，用來儲存廢汙水，因此近幾年因應大陸環保

要求提高，生意特別好。 

事實上，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經濟成長趨緩，人力成本提高，再

加上環保意識抬頭，即便沒有美「中」貿易戰，也有許多臺商想要

離開崑山，尤其是高汙染的電路板，都移往湖北、成都等地，華通

電腦好像也有過去。像我們公司則是透過管理制度來降低人力成本，

例如我們製作塑膠桶，都是按件計酬，做的多就賺得多，所以人力

成本提高對我們公司的影響就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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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金產業臺商 C： 

我們公司主要是做五金業，尤其是做六角扳手，由於亞洲習慣

使用螺絲起子，所以六角扳手主要就是銷往歐美，且美國更是我們

的主要市場。第一波清單時，我們還不在清單中，就已經跟貿易商

預先擬好應變措施；第二波清單將我們的產品涵蓋在內，25%的額

外關稅，就是製造商 15%、貿易商 10%，各自吸收直到契約結束，

他們貿易商就會去找其他製造商。 

我是覺得，臺商企業其實早就應該要分散市場、降低風險，像

我們公司早期剛來大陸時，基本上是 100%外銷，現在已經慢慢降

低，大概是 60%外銷、40%內銷。現在外銷美國的部分受到衝擊，

接下來中國大陸這邊可能會以歐洲市場為主，美國市場的部分，則

會由臺灣的生產線出貨。事實上，要不是我們公司前兩年才剛剛在

蘇北投資建設新廠，這波美「中」貿易戰，我們可能就直接回臺灣

生產了。 

（四）資產管理臺商 D： 

中國大陸臺商撤資或移轉的情形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從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隨著在沿海地區經營成本越來越高，就陸陸續續

一直有臺商將資金匯出，只是在美「中」貿易戰後，這種情況愈加

的普遍而已。因為中國大陸的銀行有資金匯出的配額限制，崑山這

邊還好，可以透過上海匯出，如果是其他城市，外匯不充裕的情況

下，匯出的時間就會拖很久。 

但基本上，只要按照規定走，該繳的稅費都有合法繳交，即便

時間上可能會拖延，但資金終究可以分批從中國大陸匯出。只是當

初臺商來大陸時，很多時候沒有按照正常管道，或者是想要逃稅，

甚至是積欠債務跟員工薪資就急著想要脫產，所以才會想要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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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我們資產管理還是建議走正當管道，通常只要一切合法，不

會有資金匯不出來的問題，中國大陸即使想卡關，總是有辦法可以

從正規管道將資金匯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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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上海市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6 日（三）上午 9:30 

二、訪談地點：上海市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 

三、訪談對象：上海市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李驍東 

四、訪談紀要： 

（一）上海正在舉辦第二屆進口博覽會，我們也鼓勵臺商踴躍參與，

所以有很多臺資企業報名參展和參觀，臺企展商分佈於科技生

活、汽車、裝備、醫療器械及醫藥保健、品質生活、服務貿易、

食品及農產品等七個展區，這有助於臺商業掌握進口博覽會所

帶來的商機，可以擴大兩岸產業合作。 

（二）這次進口博覽會設有臺灣展區，不但充分彰顯臺灣地域特色，

同時展示大陸惠臺經貿政策措施、兩岸經貿交流發展成果，以

及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願景等內容，展現出我們積極推動兩

岸經貿合作將會朝正面的方向前進，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會有

良性的影響。 

（三）對臺商、臺資企業而言，進口博覽會不僅是拓展大陸市場的平

臺，也是與大陸企業攜手走向世界市場的契機，是臺灣品牌突

破的最好機會。臺資企業要把握大陸內需市場，可以借助進口

博覽會的平臺，開拓更廣闊的市場。我想這也是臺商因應美「中」

貿易摩擦的重要而且可行的方向。 

（四）上海一直推動兩岸城市交流，並且為兩岸青年更美好的未來，

創造更好條件。臺灣青年到大陸創業，所面臨環境與 1980 年

代的臺商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從中央到地方，對臺灣青年

創業提供一切便利機遇與條件」，最近國臺辦與發改委推出的

對臺 26 項措施，更進一步落實了對臺商和臺灣同胞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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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商、臺幹、臺灣學生和臺灣民眾到大陸營商、求學、謀職、

創業、生活都有更好的環境和機會。 

（五）我認為即使「中」美貿易摩擦會持續進行下去，來大陸投資發

展還是臺商最好的選擇，大陸的環境、條件和對臺商的照顧，

東南亞國家是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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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上海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中心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6 日（三）上午 11:00 

二、訪談地點：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 

三、訪談對象：上海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 

四、訪談紀要： 

（一）針對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的影響，整體而言可以分

成兩大部分，第一類是因應上游要求而轉往東南亞生產，但由

於東南亞地區生產效率低，故從中國大陸輸往當地，在當地貼

牌，也就是一般說的「洗產地」。如今像越南也因此引起美國

的注意，成為下一個可能受到 301 調查的地方，越南自身也開

始對這種洗產地的企業進行調查，於是許多臺商處理額外關稅

的方法是價格轉移，也就是從越南出口時貼較高的價格，但這

其實是違反大陸法令的，因為從大陸出口時價格較低，課的稅

也比較低，因此這種行為抓到是要補稅的。 

（二）第二類則是直接到東南亞生產，不過這種只有大企業可以做到，

尤其從崑山、寧波等地過去的多。不過根據我們的調查研究，

這些企業不見得都是因應美「中」貿易戰才過去的，事實上，

早就因為沿海成本提高，還有環保法令等，已經有許多大企業

前往東南亞布局，這種大概佔了八成，真正因應美「中」貿易

戰而前往當地設新廠的，大概只有兩成左右。 

（三）據我們的調查結果，臺商大致都表示，如果第三波 3,000 億的

額外課稅真的到位，大概 50%表示一定會離開。其餘如富士康

鄭州廠，已經開始進行裁員，將 22 萬員工減少為 16 萬，這些

大企業雖然裁員，但產能卻不變，主要是先逐步裁員，然後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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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員工加班，以備將來正式課稅時，就能直接降低產能。 

（四）事實上，許多傳統產業臺商本來就有逐漸轉移到東南亞的趨勢，

即是「貿易轉移」，許多東南亞臺商更直接走中國大陸前往歐

洲的班列來將商品銷往歐洲。如越南臺商，透過海運前往大連，

再從大連透過火車班列運到歐洲，這樣比直接走海運更快。不

過，由於歐洲班列雖然能比海運節省將近一半的時間，但成本

也高於海運，僅次於空運，所以一般只有較具有保鮮需求的產

品會使用歐洲班列。 

（五）基本上，臺商如果想要外移，有三個程序是一定要走的。首先，

當地政府一定會想辦法挽留；其次，如果堅持要走，地方政府

就會要求資產結算，包括銀行借款要還清、廠房土地要處理、

資遣員工要安置等；最後，臺商剩餘的資金要匯出，自然有一

套程序，該繳的稅費還是要繳。在這三個程序下，許多臺商就

覺得相當麻煩，尤其是土地、員工這兩個部分要處理起來相當

複雜，全部處理好能匯出的資金已經大打折扣，而在匯出時，

又必須再繳一次手續費，因此許多臺商才會覺得在中國大陸結

算資產困難。但這不是大陸政府有意阻擋，而是正常程序就是

如此。 

（六）事實上，中國大陸也希望能跟臺商一起走向世界，如最近公布

的 26 條，就包含了輔導臺商外移，這些 26 條、31 條等，我都

有提供一些意見。近來，中國大陸一直積極在將一帶一路轉為

多邊合作機制，尤其著重在 RCEP 這塊，我就一直建議，應該

要列個一帶一路臺商專章，將臺商如何參與一帶一路法制化。

如最近在修外資法，就是要將臺商待遇視同於特殊外資，要在

法律上地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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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6 日（三）下午 2:00 

二、訪談地點：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 

三、訪談對象：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包承柯 

四、訪談紀要： 

（一）美「中」貿易戰目前看來應該是會在近期落幕，尤其是第三波

的 3,000 億應該是會減，但前兩波應該不會，而中國大陸主要

的訴求就是要平等，要同步削減貿易障礙與關稅。主要是因為

中國大陸提出不會走冷戰對抗的老路、沒有成為區域霸權的意

圖，而美國接受了中國大陸的論述，因此從理想主義走向務實

主義，將中國大陸從「敵人」的定位轉為「挑戰者」的定位。 

（二）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研究顯示，中國大陸

在美國市場損失的 350億美元出口貨物，約有 210億美元（63%）

被轉移到其他國家與地區，而其餘的 140 億美元則被美國生產

者取代彌補。其中，臺灣是最大贏家，今年上半年對美出口較

去年同期增加 42 億美元，其次是增加 35 億美元的墨西哥，再

次是歐盟與越南，分別增加了 27 億美元與 26 億美元。 

（三）最近國臺辦與國家發改委提出對臺 26 條，核心主旨就是呼應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和平發展、共同繁榮。 

（四）最近三省一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的臺辦與

學者共同召開會議，討論長三角一體化的惠臺政策方向，就有

指出，為因應美「中」貿易戰，長三角地區需要從出口轉向內

銷，而內銷的動力引擎，分別是長三角與珠三角，其中，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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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可以與北臺灣對接、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可與南臺灣連

結，尤其是上海的科研單位更應該與臺北、桃園、新竹等科技

產業合作，透過對臺 26 條，帶動與北臺灣的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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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深圳臺商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7 日（四）上午 10:30 

二、訪談地點：久裕交通器材（深圳）公司 

三、訪談對象：深圳臺商協會石岩聯誼會會長陳世偉 

四、訪談紀要： 

（一）我們企業主要是生產自行車的零組件，有相當高的市占率，光

是在深圳的工廠，大概就占 10%的市占率，如果再加上崑山、

臺中的工廠，總共約占 20%的市占率。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企

業很早就在進行市場布局，約有 40%內銷大陸、40%輸往歐洲、

只有 20%外銷美國，在分散出口風險的情況下，美「中」貿易

戰對我們影響不大。 

（二）然而，大陸的自行車產業有個相當特殊的現象。由於歐盟對於

中國大陸輸往歐洲的整臺自行車，長期課徵 47~48%的關稅，

即便中國大陸與歐洲關係不斷改善，但當地的自行車協會始終

影響當地政府未降低關稅，因此，大陸的自行車廠商 90%都是

銷往美國。換句話說，在美「中」貿易戰剛剛開打時，我所有

的下游客戶就全部外移，一部分將生產線移回臺灣，另一部分，

在大陸主要是租地，而不是買地的企業則選擇移往越南、柬埔

寨，他們的策略是一邊租廠房生產，同時亦買土地建廠房，如

今已經過去一年，當初新建的生產線都已經開始運轉了。 

（三）目前的情況是，組車廠移往臺灣的，我們則透過 ECFA 的優惠，

提供他們免稅的產品；組車廠移往越南的，我們則透過中國－

東協自貿區的優惠，同樣是免稅的輸往越南。所以，我們僅需

負擔百分之零點多的運輸成本，美「中」貿易戰對我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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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乎其微。 

（四）此外，組車廠僅需要建立生產線，但我們生產自行車零組件，

除了需要重型器材外，更需要鐵、鋁等原料。我們現在的重型

器材已經全部更新，來源是臺商在大陸生產的工具機；而鐵、

鋁等原料，東南亞地區缺乏好的生產廠商。因此，雖然許多前

往越南布局的下游廠商一直希望我們供應鏈可以一起移過去，

但我們在現實上有困難，所以不會外移。 

（五）我們也曾經考慮過前往印尼、越南等地生產，但生產效率實在

太差，以印尼為例，我們企業曾經一度要買下當地原有的自行

車零組件廠，但後來打聽才發現，當地的工會極其強勢，甚至

當年排華即是由該工會發起，再加上當地匯率可以漲跌 40%、

關務運作效率低、鐵、鋁、煤等原材料缺乏、宗教因素等種種

原因，最終只好放棄。 

（六）相反的，不但沒有前往東南亞的布局，反而有在中國大陸擴廠

的打算，目前崑山廠主要是負責輸往日、韓、俄、美等地，深

圳廠輸往歐洲與美國，臺中廠則專門外銷美國。未來我們還打

算在江蘇中部的泰州建立新的廠，除了因為泰州有長江第一個

深水港外，更重要的是包括統一、統一超商物流、緯創、東元

電機等臺商企業都在當地群聚，101 企業還在當地打造臺灣小

鎮，這些都相當具有吸引力。 

（七）相較於崑山，深圳其實更具有吸引力與未來發展前景。崑山的

優勢就是靠近上海，強調的是對臺商的優惠；深圳則是靠近香

港，發展高新科技，強調的是普遍的優惠措施，因此相當適合

具有創新性的研究與發展。如剛剛落幕的寶安產業發展博覽會，

便強調物聯網、人工智慧、智慧製造等工業 4.0 等新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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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強的曝光度，同時，深圳走在大陸尖端的特性，亦吸引

各大企業來此設立據點，深圳也因此成為人才薈萃之地。 

（八）相較於美「中」貿易戰的影響，ECFA 的取消對我們才會是滅

頂之災。因為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產業的核心零組件目前還是

來自於臺灣，而銷售對象有一部份亦移回臺灣，現在這兩個部

分都屬於早收清單的零關稅，所以即便供應、銷售兩端都在臺

灣，我們也不會考慮回臺設廠。而我們不回臺設廠的原因也很

簡，不只是因為缺水、缺電、缺土地等問題，主要是缺工與缺

人才，如現在將本勞與外勞薪水掛勾，就對我們企業相當不利，

此外，工程師也有很大的學用落差，種種原因導致我們不會選

擇回臺設廠。可是，一旦 ECFA 碰上十年大限，最終落得取消

的結果，則我們在別無選擇之下，只能將目前仍在臺灣的關鍵

零組件改往大陸生產，同時，因為美「中」貿易戰而反臺的下

游企業，勢必會再次出走，很可能會因應短鏈革命的趨勢，而

前往歐、美生產。我們臺商還是相當愛臺灣的，希望在外國經

商的時候，背後有個強大的國家支撐，所以，ECFA 的取消，

將會是我們自行車產業最不願見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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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訪談 

一、訪談時間：2019 年 11 月 7 日（四）下午 6:00 

二、訪談地點：廣州大學城 

三、訪談對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葉曉迪 

四、訪談紀要： 

（一）美「中」貿易戰目前看來，顯然美國已經趨向妥協，川普因為

選舉壓力，必須在選前達成階段性的協議。中國大陸顯然早已

認知到這點，中共政治的特質，使中國大陸有更多的籌碼可以

運用種種手段拖延，一直拖到美國大選前，使川普產生在選前

簽署協議的急迫性，進而放棄對中國大陸持續施壓。 

（二）美「中」雙方各退一步是必然的結果，美國去除 3,000 億的 25%

關稅，來換取中國大陸承諾去除貿易障礙。至於前兩波的清單，

則是川普的底牌，會根據中國大陸執行協議的進程與誠意，來

逐步取消，不但是中國大陸無法撕毀協議的保證，更是對美國

國內選民宣傳的政績，短期內取消的可能性不高。 

（三）對於美「中」雙方而言，關鍵就是必須達到所謂「文本平衡性」，

一方面是美國要取得實質利益，對國內選民有所交代；另一方

面則是中國大陸要維持國家尊嚴，不能感覺是中共在美國威脅

下全面讓步。當初第十一輪談判最終破局，就是因為未能兼顧

「文本平衡性」，所以中共才無法接受。 

（四）我們家是五金行業，父親是專門做臺商生意的，由於我們家是

福建人，但長期在廣東沿海做生意，所以精通閩南語與粵語，

對於聯繫臺商、港商十分便利。大約在 1980 年代，一批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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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崛起，我父親藉語言與工作之便，跟他們搭上線，這些人

跟我父親原本都是在港商下面工作的中層幹部，後來出走開始

建立自己的產業，並相互合作，形成一個產業供應鏈。 

（五）我們家與臺商形成的產業供應鏈，在 1990 年代後期達到高峰，

但基本以外銷為主，同時屬於勞力密集產業，因此在 2000 年

以後，隨著沿海勞力成本、環保要求逐漸提高，這些臺商企業

一部分移往東南亞等地，另一部分則順勢歇業。由於這個產業

供應鏈大多是中小企業，且發展方向與國家政策不一致，所以

也未出現垂直整合。再加上我跟我弟都無意接班，導致我父親

跟許多臺商一樣，都抱持做完就退休的態度。而這波美「中」

貿易戰，基本上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促使這種中小

企業臺商下定決心要結束營運。 

（六）整體而言，美「中」貿易戰應該短期內會達成兼顧「文本性平

衡」的協議而休戰，但美「中」結構性衝突具有長期性，因此，

中國大陸沿海，尤其是廣東一帶的傳統臺商企業，若能轉做內

銷，可能會逐漸以內銷為主，如果在性質上，就以美國市場為

主，則可能會移往東南亞或者直接停工關廠。而與臺商相關的

本土產業供應鏈，因為轉型困難、二代接班等種種問題，不見

得就會取而代之，或形成所謂「紅色供應鏈」，尤其是沒能力

出走的中小企業，可能就直接與臺商一起退休，與臺商在廣東

地區建立的傳統產業供應鏈一起結束，也是廣東地方發展的一

個階段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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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東莞理工科技創新研究院訪談 

一、時間：2019 年 11 月 8 日（五）下午 5:00 

二、地點：東莞理工科技創新研究院 

三、訪談對象：東莞理工科技創新研究院副院長夏能禮 

四、訪談紀要： 

（一）近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同時發展對內與對

外發展，由於臺灣與珠三角的聯繫是大陸第一，臺商數量高於

長三角，因此，臺灣如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計畫，便是廣東地

區主要的研究議題。 

（二）整體而言，美「中」貿易戰對東莞地區的影響不大，事實上，

東莞臺商以中小企業、傳統產業為主，因此許多企業早就因應

東莞的產業升級而轉型，或者直接選擇離開。如成衣、製鞋、

家具等產業，都因為勞力成本提高、環保法令要求，而選擇離

開，美「中」貿易戰反而不是主因。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過去

來大陸選擇租廠房的企業，由於廠房租金提高，所以較多選擇

移往廣西或東南亞；當初來大陸直接買土地蓋廠房的企業，如

今因為土地價值大幅提高，所以大多在土地增值上賺了大錢，

反而產業本身結算之後獲益不高。 

（三）目前東莞留下的臺商由於仍是以傳統產業為主，所以前兩波針

對高新科技產業、電子業為主的關稅清單，對東莞的影響也不

大，第三波 3,000 億的清單影響比較大，但近來的發展態勢，

看起來這 3,000 億應該不會持續太久。 

（四）東莞這邊許多臺商，早年間就是一卡皮箱前來大陸，以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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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主，因此，如今面對臺商轉型升級，要強調創新區動，這

些中小企業便需要資本投入創新。在這方面，我們東莞理工科

技創新研究院，便成為相當好的媒介，如今我正是這個研究院

的實際負責人，同時，我又是廣東臺灣研究中心的所長，像我

這樣又了解科技創新、又了解臺商需求的人相當少。因此，我

之前便提出建議，由我們研究院提供儀器、人才、技術，資金

的部分也可以請臺辦媒合來想辦法，我們一起來協助臺商轉型。 

（五）我一直都認為，臺商主要群聚就是在長三角與珠三角，如今，

長三角在推動一體化，珠三角也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臺灣應

該把握機會，讓北臺灣與長三角地區合作、南臺灣與粵港澳大

灣區合作，形成兩條海上通路，這樣才會有前途，相較之下，

福建的平潭、海西等地，發展就極為有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