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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18 年美中出現貿易衝突，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的清單

一、清單二便明顯針對「中國製造 2025」，並隨著關稅戰的升高，逐步增加出

口管制、採購限制等種種科技管制措施，即便 2020 年 1月美國與中國大陸達

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美中科技戰仍方興未艾。臺灣在全球科技產業中占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且美國及中國大陸廠商皆為臺灣企業的重要客戶，美中

科技戰長期化趨勢下，臺灣資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及 5G產業將受到直接、

間接的影響。本研究主要探討美國、中國大陸之科技產業政策，以及美中科

技戰對台灣高科技產業之影響，尤其聚焦在資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及 5G產

業。 

本研究首先釐清與回顧美中科技衝突之歷程，分析其現況與未來發展趨

勢，探討美、中兩國各自的科技政策與因應美中科技戰之調整對策，進而研

議美中科技衝突長期化下，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及其產業發展可能受到的衝擊，

及其對臺灣的影響。其次，掌握美中科技戰對於產業供應鏈的帶來的變化，

並探究我國資通訊、半導體、5G等科技相關產業所受影響，最後整理出美中

科技戰後兩岸科技產業競合關係的七個變化趨勢： 

一、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企業紛紛移轉產能以分散風險，從中國大陸返臺投

資或走向世界，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長期趨緩。 

二、基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政策優惠等利基，過去有合作基礎的兩岸科技

產業仍會持續合作、持續經營中國大陸市場。 

三、技術受制於美國的臺灣企業被迫放棄與列入實體清單之中國大陸企業合

作，亦可能形成臺企與其他陸企的合作契機。 

四、臺商將藉此機會轉型升級、調整體質，有助於提高臺商未來的國際競爭

力。 

五、面對半導體、5G等走向「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趨勢，臺灣擁有全世

界最佳的競爭力，有機會成為美中競爭下最大的受益者。 

六、中國大陸科技產業進行自主研發技術成為未來趨勢，兩岸將因中國大陸

積極推動自主研發而出現短期的合作與長期的競爭關係。 

七、兩岸科技人才的競爭將會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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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團隊對我國經濟、產業發展與臺商供應鏈布局後續規劃提出因

應策略建議，分為立即可行建議與中長期建議，相關建議如下：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政府宜協助電子零組件產業向上整合，彌補上游材料缺口。 

（二）加強高科技產業跨域整合，掌握 5G應用商機。 

（三） 臺灣在 IC 設計產業還有進步的空間，宜支持 IC 設計產業投入研發，提

高半導體產業的附加價值。 

（四）協助 5G中小企業取得基地臺標案，並媒合我國基礎元件業者與國際廠商

進行合作。 

（五）5G 下游之電信營運商可擴大與企業結盟，攜手資通訊大廠合作掌握 5G

專網商機，建議政府居中扮演媒合角色。 

二、中長期建議 

（一）健全臺灣數位經濟法規環境，協助促進產業數位轉型。 

（二）順應多核心區域製造體系發展趨勢，融入亞太區域供應鏈。 

（三）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促進生產智慧化，創造知識型經濟。 

（四）政府宜促進高科技產業系統整合，提供客戶系統解決方案。 

（五）加強高科技人才之育才、留才機制。 

 

關鍵詞：美中科技戰、資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5G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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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2020年 1月美國與中國大陸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場自 2018

年以來的美中貿易衝突似乎出現緩和跡象。但另一方面，美、中兩國

在科技領域的競爭與摩擦，則越趨緊繃。美國政府繼 2018 年 8 月提

出《2018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並將 14項新興的核心尖端技術列入出

口管制預告、2019 年將多家中國大陸人工智慧（AI）科技企業列入

貿易黑名單之後，2020 年更新《2018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將用於「自

動化分析地理空間圖像」的軟體列入出口管制範圍，推動 AI 科技監

管措施，以避免中國大陸等專制政權取得相關技術，防止美國企業幫

助中國大陸提升 AI 產品能力以用於軍事用途，並命令美國政府禁止

使用中國大陸製無人機，顯示美中貿易戰不僅轉向科技戰，且至今仍

持續延燒。 

無論是貿易戰或科技戰，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各種措施的目的之

一，皆是以「中國製造 2025」作為打擊目標，影響所及涵蓋資通訊、

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全球相關高科技廠商都受到影響。臺灣在全球

科技產業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且美國及中國大陸廠商皆為臺灣企

業的重要客戶之一，美中科技戰長期化趨勢下，臺灣半導體等產業將

受到直接、間接的影響，爰有必要就此議題進行深入研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以技術換取市場為手段，要求在陸外國企業

進行技術轉移，透過投資與併購海外公司方式取得西方產業技術，又

採用網路攻擊與商業間諜手段竊取西方智慧財產權、並以招募海外人

才赴陸發展引入商業技術，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以不當方式取得

新進技術、促其產業快速發展的情勢抱持著高度的警戒。至 2015 年

5 月中國大陸發布「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作為中國大陸推動中

長期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主要政策措施，目標是預計到 2025 年，中

國大陸從「製造大國」成為「製造強國」。為確保邁入製造強國行列，

「中國製造 2025」採重點突破的發展原則，選擇十大優勢和戰略產

業實現重點突破，力爭 2025 年達到國際領先地位或國際先進水準。

由於「中國製造 2025」的實施，直接威脅美國的國際政經地位以及

科技領先優勢，致使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並演變為一場



 

2 

 

持續至今的科技戰。 

一、美國遏制中國大陸「中國製造 2025」政策挑戰其科技領先地位 

「中國製造 2025」的核心，以智慧製造為主要方向，並涵蓋新

一代資訊技術（積體電路及專用裝備；資訊通訊設備；操作系統及工

業軟體）、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

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

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等十大重點領域，

目的是要培育高科技的自主研發能力，打造產業自主供應鏈。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2014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國家集成電

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將半導體產業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層級；2014

年 9 月，中國大陸政府設立規模近 1,400 億元人民幣的國家積體電路

產業投資基金（簡稱國家大基金），扮演國家級積體電路產業建設和

財務投資的雙重角色，推動中國大陸晶片技術研發和生產製造發展。

「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發布後，半導體被列在國家產業發展首

位，國家大基金共投資23家半導體公司，其中，積體電路製造占67%、

設計占 17%、封測占 10%、裝備材料類占 6%。在 12 吋晶圓製造方

面，主要扶植中芯國際和華虹宏力兩家公司，記憶體主要扶植紫光清

華、長江存儲、武漢新芯等企業。 

在中央政府發布政策後，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亦紛紛制定扶持半

導體產業發展相關政策或成立產業基金，包括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

北京中關村積體電路設計園、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西安高新技術

產業開發區、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廈門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南京江北新區等 8 個園區，被認為是目

前中國大陸 IC 產業產值、規模發展較好的地區。以上海張江高科技

園區為例，2016 年 11 月起，上海市政府成立 500 億元人民幣的上海

市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小基金）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聚焦在 IC

製造和裝備、IC材料產業和 IC設計。2018年 2 月，中芯國際、國家

大基金以及上海市小基金共同投資中芯南方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專注研發 14 奈米以下製程技術。同時，上海設立國家積體電路創新

中心，由上海復旦大學聯合中芯國際和華虹微電子兩家半導體製造企

業，共同進行半導體的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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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大陸的國家大基金在 2019 年 10 月正式註冊第二期基

金公司，註冊資本高達 2,000 億元人民幣，投資目標主要聚焦在集成

電路產業鏈布局，重點投向晶片製造及設備材料、晶片設計、封裝測

試等。2020 年 3月，國家大基金出資參與成立廣州興科半導體公司，

主要投資建設半導體封裝產業項目。儘管中國大陸的國家大基金二期

目前尚外開始對外投資，但在過去幾年中國大陸政府有計劃的扶植下，

中國大陸積體電路設計公司數量已由 2015年的 763家成長至 2019年

的 1,780 家，成為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鏈中增長最快的環節，其中，

預計有 238 家 IC設計業者 2019年的銷售額超過 1 億元人民幣。2019

年中國大陸 IC設計業整體銷售額預計為 3,084.9億元人民幣，較 2018

年成長 19.7%，預估在全球積體電路產品銷售比例將首次超過 10%。 

在此宏大企圖心與戰略藍圖驅動下，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政府在

重點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強勢的角色，由國家出資與融資，並採

取多種補貼政策與市場保護策略，推動國家扶植的產業項目。只是，

中國大陸此種發展科技產業的作法與成果，亦引發美國對中國大陸經

濟與產業發展的戒心，尤其川普上任後，美國政府不斷抨擊中國大陸

透過不當手段獲取美國關鍵技術，2018 年美國司法部向聯邦參議院

情報委員會遞交的一份報告指出，自 2011 年至 2018 年，司法部超過

三分之二的商業機密竊取案都與中國大陸有關，並且有很大一部分的

案件都能追溯至中國大陸政府。 

2019年 4 月，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表示，中國

大陸在貿易談判過程中，首次坦承存在竊取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倘若

智慧財產權問題無法解決，美中之間難以達成協議。2019 年 9 月，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指控

中國大陸竊取美國商業機密案，並提及有 1,000 多項中國大陸涉嫌盜

取美國技術的案子在被調查中。2019 年 11 月，FBI 對與中國大陸相

關的生物醫學智慧財產權竊盜案展開大規模調查；2020年 2 月，FBI

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批評中國大陸透過各種手段竊取美國技術，嚴重

危害美國經濟利益；美國司法部長也在同日批評中國大陸存在控制下

一個世代的高速互聯網網絡系統的野心。 

由此可知，美國對於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始終存在戒心，認



 

4 

 

為中國大陸推動產業自主研發，尤其是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與技術的

壯大，將威脅美國軍事與國防安全，並危及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

因此，即使目前全球正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但從美國政府的動

作與發言可以看出，未來美國將透過阻止中國大陸藉由發展「中國製

造 2025」計畫站上全球供應鏈的頂端，美中之間的對決將集中在競

爭高科技產業的領先地位，故美國將可能會對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

展全面展開圍堵政策。 

 

二、美中貿易衝突走向科技戰長期化 

從 2018 年 3 月開始的美中貿易戰，歷經多次來回談判與衝突升

級後，雖在 2020 年 1 月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由於美國政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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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美國產業發展。因此，

美國持續加大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產業的圍堵力道，讓中國大

陸推動「中國製造 2025」目標的達成充滿不確定性，也使得美中貿

易摩擦延伸擴大到科技戰。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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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技

術之爭，才是挑起美中貿易戰的深層因素。 

從技術出口來看，2007 年美國技術出口收入為 713.23 億美元，

占世界比重的 45%，但至 2017 年，美國技術出口收入為 770.8 億美

元，占世界比重的 36%。顯見美國技術出口收入占世界比重從 2007

年開始一路下滑，其在全球的技術主導優勢有被其他國家逐漸追趕上

的趨勢。 

反觀中國大陸，2007 年中國大陸技術出口 3.43 億美元，技術進

口 91.92 億美元，技術比（收入/支出）為 0.04，但至 2017 年，中國

大陸技術出口 47.79億美元，技術進口 286.61億美元，技術比為 0.17。

在 10 年之間，中國大陸的技術比已有大幅成長，顯見其仰賴外國技

術的程度正逐漸下降。 

因此，在這場美中貿易衝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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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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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看，包括航空導航設備、航空引擎、電子通訊產品、機械設備

與醫藥材料等產品，甚至還涵蓋大型飛機、電動汽車與機器人等目前

中國大陸尚未大規模出口或並非美國已進口採購的產品。 

其次，美國國會於 2018 年 8月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針對關鍵

新興及基礎技術採取控管措施。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隨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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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涵蓋人工智慧（AI）及機器學習技術、量子信息和傳感技術、

機器人、先進材料等。2019年 10 月美國商務部擴大制裁範圍，將中

國大陸公家機關和企業，包括浙江大華科技、科大訊飛、曠視科技、

商湯科技、廈門美亞柏科、依圖科技、頤信科技，以及素有「中國天

網」之稱的監視器巨頭海康威視，總計 28 家中國大陸實體列入出口

管制實體清單（即貿易黑名單），業務主要涉及安防、人臉辨識、人

工智慧領域等。這是美國繼2019年5月16日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後，

美國商務部 BIS第四次將中國大陸企業列入實體清單，而被列入清單

的實體，在未經美國政府許可下，將被禁止購買美國製造的零組件；

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已有超過 200 家企業遭到制裁，制裁目標亦

從如中興通訊、華為生產的通訊設備，擴大到超級電腦、核能、圖像

辨識技術等領域及新創企業。 

2020年 1 月，美國商務部 BIS更新《2018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根據該條例新增規定，美國企業出口某些地理空間圖像軟體時必須得

到許可，才能將軟體發送到除加拿大以外的所有目的地。此外，中國

大陸在未經核實名單上仍有 41 個企業，包括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研

究所、廣東工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術及研究機構都在名單中。

由此可知，當前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制裁範圍已經涵蓋產官學研等

單位，只要美國認定中國大陸持續對國家產業發展實施不公平補貼、

威脅美國產業發展利益，美國政府便不會撤銷對中國大陸的制裁。另

一方面，「中國製造 2025」作為中國大陸當前重要的產業政策，目的

是要建構符合國家發展利益的製造業，提升中國大陸產品在全球市場

上的競爭力，故北京政府亦絕不會因為這場美中貿易衝突而改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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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因此，可以預見，美、中兩國之間的科技衝突短期內並不會結束，

儘管全球經濟與產業發展已經因為美中貿易衝突而受到影響。例如，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指出，2019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整體銷售

額為 4,120 億美元，較 2018 年同期下降 12%，是 2001 年網際網路泡

沫化以來最大的降幅。 

臺灣作為全球科技產業的重要一環，又與美、中兩國產業關係密

切，故不論是中國大陸發展為製造強國，抑或是美中貿易衝突，皆對

臺灣產業發展影響甚大。就半導體產業發展來看，臺灣不僅在 IC 設

計領域具有領先地位，在晶圓製造與封測領域的市占率更是居全球第

一。當前美中對抗大格局下的科技戰，凸顯了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上

的重要性，但美中科技戰持續延燒，未來臺灣產業發展以及企業走向

都將面臨眾多的不確定。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美中科技戰對於我國

以及兩岸相關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影響。預計透過回顧美

中科技戰的來龍去脈，包括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以及中國大陸面對美中科技戰長期化趨勢下所採取的一系列產經調

整政策，掌握美、中兩國對於科技戰的態度以及科技戰所帶來的衝擊；

其次，藉由分析我國和中國大陸相關科技產業尤其是兩岸半導體產業

供應鏈，了解當前兩岸相關科技產業的競合關係，以及美中科技戰所

造成的影響；最後根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提出政策建議，以供政府相

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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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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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法等方法掌握相關研究資料。具體

研究範圍與研究重點、研究架構、研究方法詳述如下： 

一、研究範圍與研究重點 

本研究主題範圍宏大，為避免過於龐雜，導致議題失焦，故本研

究之研究範圍，主要以美中科技戰作為主要脈絡，以台灣為核心，探

討在美中科技戰下，我國高科技產業受到之影響。在研究範圍上進行

四個層次的限縮，以聚焦在我國高科技產業所受到之影響，進而能提

出有利於政府參考之政策。 

首先，本文以美中科技戰為主要脈絡，以台灣為核心，因此，在

探討美國與中國大陸科技產業政策時，亦以高科技產業為主，且主要

聚焦於台灣相關的產業為主。舉例而言，美國科技產業政策致力於投

入量子科技，但此與台灣科技產業關聯較小，故非本文研究主題。 

其次，科技產業範圍廣大，而本研究時程、資源、篇幅皆有限，

因此，乃限縮在幾個關鍵產業，本研究依照台灣資本市場產值，及當

前美中科技戰關注的高科技產業，聚焦以半導體產業、5G 產業，以

及高階電子零組件產業為主，如此將有助於本研究聚焦。在此一考量

下，如國防科技產業、生技醫療產業，皆非本文研究重點。 

再者，即便限縮於半導體、5G等高科技產業，但若要深入探討，

仍會有許多細微之處，舉例而言，半導體產業可分為 IC 設計、晶圓

代工、IC 封測等上、中、下游，更有材料、設備等面向。為使本研

究之討論最終能提供政府政策參考，必須要避免過於細瑣，故本研究

討論美中科技戰之影響僅以產業為主，而不細談到個別企業所受之影

響與因應，若須提到案例以資佐證，亦僅以該產業之代表性企業為

主。 

最後，本研究之焦點在於美中科技戰對兩岸科技產業之影響，故

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之影響，亦僅是研究的面向之一，並

非本研究關切的焦點，因此，以 5G產業為例，本研究將探討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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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之科技產業政策，以及美中科技戰對台灣 5G產業，以及對台商

在兩岸 5G 產業布局之影響，而不特別針對中國大陸近年來本土 5G

產業之發展進行深入分析。 

根據本文研究範圍之框定，本研究重點有五： 

（一）美中科技戰之發展歷程，及其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與產業政策

之影響。 

（二）美國、中國大陸之科技產業政策對台灣之影響。 

（三）美中科技戰對台灣高科技產業之影響，如電子零組件產業、電

子代工產業、半導體產業及 5G網通產業。 

（四）在美中科技戰影響下，我國高科技產業之整體布局策略建議。 

（五）在美中科技戰影響下，兩岸科技競合關係之發展趨勢以及我國

政府之因應建議。 

二、研究架構 

首先，回顧美國與中國大陸科技衝突的歷程，探討當前發展現狀

與未來趨勢，並掌握美中科技戰下對中國大陸的整體經濟發展與產業

政策的改變。接著，分析美中科技衝突趨勢下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之

影響，以及中國大陸的因應措施。 

此外，由於臺灣在全球科技產業中，半導體產業具有完整的產業

鏈，晶圓代工和封裝測試目前更已是全球第一、IC 設計排名第二，

居全球領導地位。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各大科技廠，皆是臺灣企業重要

客戶。為因應中國大陸高科技發展及美中科技衝突下對臺灣的影響，

提出我國臺商供應鏈布局之策略建議，本研究團隊將透過舉辦座談會

與深度訪談國內專家學者等作法，以廣泛蒐集各界對此議題之相關建

言與意見；同時，並搭配視訊會議、線上邀稿等方式與美國專家學者

進行訪談，亦即本研究團隊將訪問至少五名美國專家學者，透過請其

以撰文或視訊訪談等方式，就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政策與產業的看法

及因應措施及其對兩岸科技產業競合關係及可能影響等相關議題提

供意見，據此以廣泛徵詢各界對於美中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相關產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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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科技相關產業之影響與競合關係之看法，以協助政府掌握美中科

技衝突對臺商供應鏈布局變化，探索未來我國臺商科技產業的機會與

挑戰，進而提出我國針對美中科技戰的因應建議與配套措施，提供委

辦單位參考。 

研究架構圖如下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移地研究、焦點座談法及

深度訪談法，除基本的文獻分析與比較外，亦會召開專家座談會、針

對個別專家進行深度訪談，並赴美國訪問。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分述如

下： 

（一）文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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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先整理國內外相關研究的脈絡，一方面梳理當前美中科技

衝突的歷程回顧、現況與趨勢，包括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的影響，藉

以了解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與產經政策調整方向；接著針對美中科技衝

突相關趨勢對臺灣科技相關產業進行了解與分析；最後，分析美中科

技戰下對兩岸科技相關產業（如半導體產業供應鏈）之影響及競合關

係，藉以提供政府引導臺商供應鏈布局策略及具體作法。本研究將藉

由蒐集相關資料及文獻，包括美國、中國大陸與臺灣政府所公布的科

技政策文件、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之研究報告、期刊或出版品等，進

行系統化的彙整及客觀性的分析，並以之作為推論的基礎依據。本研

究文獻分析的主題可分為四個部分： 

1. 美中科技衝突的歷程回顧、現況與趨勢。 

2. 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相關重要政策。 

3. 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的看法及因應措施。 

4. 我國產業受美中科技衝突之影響。 

（二）專家學者座談會 

本研究將舉辦焦點座談法，邀請專家進行座談，針對本研究相關

議題進行討論，並進一步提出政策建議。在專家學者座談會人員之選

取上，本研究將邀請與研究主題相關之人士進行焦點座談，包括專家

學者、公協會及智庫研究單位。本研究預計舉辦一場專家座談會，由

本研究計畫之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擔任會議主持人，並邀請 6 位與談

人與會。 

本計畫原擬舉辦一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惟因疫情影響致使本團隊

無法前往美國進行訪問，故增開一場專家學者座談會，並調整座談會

主題與討論題綱，第一場以半導體產業為主，第二場以 5G產業為主，

邀請國內著名學者如高長教授、蔡明芳教授、邱俊榮教授、王蒞君教

授，智庫代表如張超群副所長、劉孟俊所長、陳子昂資深總監、蔣村

杰組長、劉佩真研究員，以及公協會代表如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產業

研究部門曾瑞榆總監出席與會，另外亦邀請業者與會。 

（三）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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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將對專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從美中科技戰下對臺灣科技

相關產業及兩岸科技相關產業競合關係，深入分析美中科技產業政策

對臺灣的影響。綜合上述各項議題之交叉分析，俾能有效提供政府引

導臺商供應鏈布局策略及具體作法。透過個別的深度訪談，以期能更

深入地探索受訪者的內心想法，亦可以更自由地交換資訊，期能獲得

寶貴的資料及訊息，以做為研究文獻外之重要參考依據。尤其是業者

對於公開座談會頗有顧慮，較適合以單獨訪談方式進行交流，因此本

研究進行四場深度訪談皆以產業界為主，包括半導體協會、半導體公

司、電子公司、以及網通電子公司。 

（四）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無法赴美國進行訪問之替代方案 

本研究原擬規劃六天五夜的行程，由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及相關

研究員二人共同前往美國拜訪專家學者，藉由訪問美國之專家學者將

更有有助於本研究團隊掌握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的看法及因應

措施，及其對兩岸科技產業競合關係及可能影響，以為政府因應相關

衝擊訂定策略建議之參考。另外，可有效掌握美中科技戰下對臺商供

應鏈布局變化及其面臨的問題、存在的機會與挑戰，俾使本研究報告

內容更加完善。 

惟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研究期程內無法赴美國進行訪問，

故以視訊會議、線上邀稿等方式，訪問至少五名美國之專家學者，請

其以撰文或視訊訪談等方式，就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政策與產業的看

法及因應措施，及其對兩岸科技產業競合關係及可能影響等相關議題

發表意見。 

視訊訪談及邀請撰稿人選包括：喬治華盛頓大學 Robert Sutter、

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的 Derek Scissors（史劍道）與 Dan 

Blumenthal（卜大年）、西塔肯基大學 Timothy Rich，以及美國博通公

司的資深工程師。 

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院

的教授 Robert Sutter，專長是亞太政治、安全與經濟發展、中國與臺

灣研究，以及美國外交政策。Robert Sutter 在早年曾經擔任美國國會

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外交與國防部門的資深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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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主任，也曾任職於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並擔任國務院情報研究局

中國部主任等職位，故能對於美中關係下的臺灣角色、美中科技戰下

臺灣所受影響及因應之道提出建議。 

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資深研究員史劍道（Derek M. Scissors）的專長是中

國經濟、印度研究，以及美國與亞洲的經濟關係，之前是美國傳統基

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同時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經濟學兼

職教授。之前曾在香港嶺南大學教授經濟學。更重要的是，史劍道是

目前川普政府在處理中國大陸經濟問題方面的重要幕僚。因此被列為

本研究的訪談人選。同為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的卜大年（Dan 

Blumenthal）則是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東亞安全問題和中美

關係，為美國前國防部官員，長期擔任國防部中國、臺灣與蒙古事務

的資深主管，也曾經擔任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委員與副主席對於美中

關係與兩岸關係極為熟稔，故與史劍道同列為訪談人選。 

西塔肯基大學（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的 Timothy Rich 為

年輕一代的優秀學者，主要專長是臺灣、日本、韓國研究，對於兩岸

關係與臺美關係也有多篇研究論文，本研究邀請其撰稿，希望能得到

不同世代美國學者，以及有異於華府智庫的學界觀點。 

最後，在邀請智庫及大學學者之外，本研究特地邀請到美國半導

體龍頭企業博通公司（Broadcom Inc.）的資深工程師暨技術總監撰寫

稿件，該工程師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機博士，目前仍

任職於美國博通公司。1  

 
1 惟因議題與身分皆較為敏感，故不便提供該工程師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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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影響分析 

中國大陸於 2015 年 5 月 19 日發布「中國製造 2025」行動綱領，

列出了 10 大重點領域，2企圖在 2025 年從「製造大國」成為「製造

強國」，尤其著重於推動工業 4.0 與智慧製造。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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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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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 2011 至 2016 年間中國大陸仍有五成以上科技產品

來自美國（27%）、日本（17%）與德國（11%），3這顯示中國大陸在

高科技領域依賴先進國家的情況依然嚴重。 

因此，中國大陸主要是透過對外資企業要求以技術移轉換取市場

准入，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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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中國大陸透過官方力量扶植重點企業，侵害智慧財產權，引發美國

為首的先進國家的戒心，因此美國藉由關稅戰、科技戰等手段開始對

中國大陸發起「技術圍堵」。 

本章將先簡要說明中國大陸近年來科技產業相關的重要政策，再

盤點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技術圍堵」措施，指出美中科技戰之歷程與

趨勢，最後分析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產業的影響。 

第一節 美中科技戰之發展歷程與趨勢 

自 2017 年川普就任美國總統至今，這四年歷程，美中關係有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四年前，中國經濟仍穩步發展，「一帶一路」在全

世界積極擴張，《中國製造 2025》如火如荼地推動，「千人計畫」吸

納各國人才，中國的實力與影響力遍及全球，中國替代美國領導世界

與全球化的呼聲，時有耳聞。川普總統給人帶來的第一印象卻是一個

 

2 即新一代資訊技術（積體電路及專用裝備；資訊通訊設備；操作系統及工業軟體）、高端數控

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

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機械裝備等十大重點領域。 

3 蘇孟宗、魏依玲，2019.5，〈美中科技霸權競爭與影響〉，《中美貿易戰：全球政經變局與臺

灣產業出路》，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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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擔憂的、沒有方向感的美國。然而，這種看法在四年之後早已徹

底顛覆。貿易戰僅僅是美國對中戰略的第一步。隨著副總統彭斯 2018

年與 2019 年兩次的對中政策演講，以及國務卿彭佩奧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尼克森紀念圖書館發表的演說，美國對中戰略已經清晰的展

現在世人眼前。川普政府憑一己之力，緩慢的扭轉中國大陸在世界塑

造的大國形象，使其全球擴張完全轉向守勢。現在，在經濟、科技、

金融、教育、媒體、乃至政治、外交、軍事、以及意識形態層面與中

國大陸全面對抗，壓制中國大陸全球擴張的野心，甚至是結束中國共

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才是美國政府真正的對中大戰略。 

一、美中貿易戰走向科技戰 

自 2018 年 3月美國發布《301 調查報告》、川普簽署「中國經濟

侵略備忘錄」開始，美中貿易衝突逐步升高。42018 年的 7 月至 9 月

美國對中國大陸連續祭出三份關稅清單並逐一生效，稅率分別為 25%、

25%、以及 10%，總金額達 2,500億美元；期間美中雙方貿易談判代

表多次交鋒，但皆未取得實質進展。2019 年 5月 10 日，由於川普不

滿 2018年底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 G20峰會上提出大規模採購農

產品的承諾沒有兌現，因此全面提升關稅稅率至 25%。5此外，2019

年 9月，美國將剩餘 3,000億美元中約 1,120億商品加徵 15%的關稅。

中國大陸在此過程中也做出相應的反擊舉措，貿易戰來到最激烈的時

刻。而在面臨所有商品課徵關稅的前夕，10 月美中雙方終於取得一

部分共識，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同時川普取消更進一步增加關稅

的決定，並商討簽約的時間與地點。2020 年 1月 15 日，中國大陸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飛往美國，與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第一階段貿易

協議，象徵歷時近 2 年多的美中貿易戰，總算暫時告一段落，邁入下

一個回合。 

然而，美中貿易協議雖處理了雙方在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擴

 

4 USTR. 2018.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s Strong Actions to Address China’s Unfair Trad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rch/section-301-report-ch

inas-acts. Latest update 22 March 2018. 

5  CBC. 2019. “U.S. raises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to 25% from 10%.”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u-s-raises-tariff-on-chinese-imports-to-25-per-cent-1.5127405. 

Last update 8 May 2019.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rch/section-301-report-chinas-acts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rch/section-301-report-chinas-acts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u-s-raises-tariff-on-chinese-imports-to-25-per-cent-1.512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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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貿易等方面的爭端，中國大陸也承諾許多國內制度的改革與執法行

為，以及未來兩年將購買大約價值 2,00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但在關

稅與貿易議題之外，更深層的美中對抗關係才是雙方爭執的核心。與

美日、美歐之間的貿易摩擦不同，美國與中國大陸是霸權國與崛起國

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不會因為貿易協議的簽署而結束，而是在整個

經濟、科技、金融、軍事、外交、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面對抗。而其

中科技領域的對抗比貿易摩擦更為明顯，已逐漸成為美中衝突的核心

議題，即使未來貿易戰休止，科技戰仍將持續發展。 

在前述第一份關稅清單中，美國已明顯揭露關稅戰係針對《中國

製造 2025》計畫的意圖。《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 2015 年提出

的國家大戰略，目標到 2025 年從「製造大國」邁入「製造強國」；到

2035年使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到 2049 年進

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美國《301 調查報告》即指出中國大陸涉及強

迫美國企業技術轉移、竊取美企智慧財產權及惡意收購美國高科技企

業的行為，並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受到政府干預等非市場因素的驅

動，以實現官方產業政策目標，6故而美國乃對中採取關稅制裁措施。

惟美國政府真正在意的並不僅是對中貿易逆差而已，而是要全面壓制

中國大陸的科技實力。如今在貿易戰休戰後回溯觀察，可以發現美國

將採取的對中科技戰相關措施事實上比貿易爭端更為嚴厲，影響亦更

為深遠，如今更已成為美中對抗的主軸。 

二、美中科技衝突歷程 

從較為寬泛的角度觀察，美中科技衝突所採取的手段，主要可以

分為強化機構管制能力、修訂法律加強規範，以及採取司法與行政措

施三個方面，涉及美國白宮以及國會、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司

法部、等絕大多數單位的職權。同時，幾乎所有的舉措都是由美國單

方面對中國大陸發起的挑戰。對美國而言，這是為扭轉過去中國大陸

長期地、不斷地偷竊、滲透、攻擊的情勢所採取的必要回應。 

 

6 USTR. 2018. “Under Section 301 Action, USTR Releases Proposed Tariff List on Chinese Products.”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

on-ustr. Latest update 3 April 201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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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機構管制之相關舉措 

在強化機構管制能力方面，最顯著的是美國擴大外國投資審議委

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CFIUS）的權限。2017 年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簡稱 USCC）年度報告率

先對此擴張 CFIUS 權限提出建議。報告強調中國大陸透過補貼和歧

視性的採購政策加劇了美中貿易不平衡，並建議美國國會對中國大陸

投資美國關鍵技術行業擴大審查，在高性能計算和生物技術在內的科

技行業中，美國的領先優勢正在受到威脅。報告建議美國國會修訂有

關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授權，從而擴大對中國大陸進入美國關鍵技術行

業的審查，尤其要在攸關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領域。其後 2 年的

年度報告同樣強調這一現象，2019 年更進一步建議要更密切監督美

國的商業和大學在軍民兩用技術方面與中國大陸合作；72017 年 12

月美國白宮發布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也同樣

強調對CFIUS的改革，希望擴大CFIUS對於外資的審查範圍與權限，

抑制中國大陸竊取美國關鍵科技。82018 年 6 月 1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

《2019 國防授權法案》（NDAA）以及 26 日眾議院通過《外國投資風

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簡稱 FIRRMA），皆逐步落實擴張 CFIUS 的職權範圍的戰略目

標，USCC年度報告的提議得到回應。FIRRMA主要擴大交易行為與

受審查對象的定義，以保護美國技術避免經由投資或併購而流出；同

時結合國家安全作為審查因素，在涉及關鍵基礎設施時也會受到規範，

納入「綠地」投資審查；最後擴大執行手段以及加快行政程序等。9透

過 FIRRMA 的授權，CFIUS 將有更大的權力去審查與國安相關的外

國投資，避免中國大陸以投資、併購等手段取得美國的關鍵技術。 

（二）修訂法律規範之相關舉措 

 

7  美國之音，2019，〈USCC 報告指  2019 年中共盡顯全球野心〉，美國之音網頁，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c-report-on-china-20191115/5167431.html，2019/11/15。 

8  Defense News. 2017.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unveiled, with focus on economics.” 

https://www.defensenews.com/breaking-news/2017/12/18/trump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unveile

d-with-focus-on-economics/. Latest update 18 December 2017. 

9 陳世傑，2018，〈美國「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重點評析〉，《科技法

律透析》，30(5): 39-47。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c-report-on-china-20191115/5167431.html
https://www.defensenews.com/breaking-news/2017/12/18/trump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unveiled-with-focus-on-economics/
https://www.defensenews.com/breaking-news/2017/12/18/trump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unveiled-with-focus-on-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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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訂法律、加強規範方面，美國政府主要針對《出口管理條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簡稱 EAR）進行改革。EAR是

美國工業安全局（BIS）用以管制美國軍用及民用產品與技術出口的

行政命令，透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簡稱 IEEPA）維持運作，EAR的主要作用就是

實體清單的編制，被列在實體清單上的企業或個人，而 BIS有權審查

美國企業對 EAR 所列清單對象的出口許可。2018 年 8 月 13 日，眾

議院通過的《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簡稱 ECRA）便是要為 EAR 建立永久性的法律效力。10除此之外，

ECRA 其第 1758 條規定「以國家安全為由，授權商務部建立對美國

新興與基礎技術出口、再出口或移轉之認定與管制程序」。換言之，

ECRA 擴大原本 EAR 只涵蓋企業或個人的實體清單，讓所謂的新興

與基礎技術也納入出口管制的範圍。112020 年 1月 5 日 BIS將「用於

自動分析地理空間圖像的軟件」列入管制範圍，就是依照 ECRA 所

做的第一項技術管制禁令。12 

ECRA 也有與 FIRRMA 相互重疊的部分。由於 FIRRMA 相關條

款要求行政單位確定應受出口管制的新興技術，同時釐清與關鍵技術

和基礎設施相關的條款，讓美國企業和外國投資者能夠明確遵循。對

此，BIS也於 2018年 11 月 19 日發布法規制定預告（advanc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提出 14 項可能在未來實施出口管制的新興科

技，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腦機介面、量子資訊、機

器人、先進材料等等。直到 2020 年 1 月 6 日，美國商務部依據 ECRA

發布「AI 監管 10 大準則」，ECRA 就此正式落實於行政明令中，以

有效反制「專制政權」使用 AI 監控，但為了避免過於嚴厲的規定而

阻礙美國企業的 AI創新，目前管轄範圍較為狹窄。 

（三）透過行政手段進行「科技圍堵」 

 

10  杜冠穎， 2019，〈美國如何管制新興技術出口〉，  《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57&tp=5&d=8218，2019/04。 

11 顏慧欣，2019，〈全球情勢分析：美國 BIS 將 5 家與超級電腦相關之中國大陸企業與機構列

入實體清單〉，《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nid=121&pid=326785，

2019/06/30。 

12  林 妍 溱 ， 2020 ， 〈 美 國 要 限 制 圖 資 AI 分 析 軟 體 出 口 〉 ， iThome ，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5187，2020/01/06。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57&tp=5&d=8218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nid=121&pid=326785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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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取行政手段上，第一種是對中國大陸資本的阻擋。早在

CFIUS 進行改革之前，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就已經多次透過行政命

令阻擋陸資企業併購美國高科技公司，指標性案例有中國大陸政府支

持的「私募基金」試圖併購萊迪思（Lattice）半導體公司、阿里巴巴

旗下的「螞蟻金服」試圖收購速匯金國際（MoneyGram）、湖北鑫炎

股權投資合夥企業試圖併購艾科斯羅（Xcerra）、中國華信能源試圖

併購科文（Cowen）等。美國政府阻擋這些併購案的主要原因都是考

量國家安全，要保護美國本土技術避免外流中國大陸。而隨著 CFIUS

的審查權限擴大，陸資企業未來想併購美國公司將更為困難，也因此

中國大陸對美投資金額已大幅下滑。 

第二種行政手段是針對陸資企業參與投資美國國內通訊基礎建

設的限制。2018 年 4 月 17 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開始推動

禁止美國的通訊運營商使用聯邦補貼購買中國大陸企業生產的任何

電信設備的議案，美國電信運營商 AT&T以及 Verizon相繼宣布放棄

與華為（Huawei）合作。其後在 2018年 8 月通過的 2019國防授權法

中，第 889 條即明文禁止聯邦機構及其承包商採購涉及華為提供之設

備和服務，華為逐漸成為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打擊的主要對象。2019

年 FCC決議禁止中國移動（China Mobile）進入美國；1311月 23日，

FCC進一步提出，要其他服務供應商取消或替換向中興和華為購買的

設備服務。將中興和華為列入禁止取得「通用服務基金」（Universal 

Service Fund）的新名單；2020 年 2 月 27 日，參議院一致投票通過向

農村電信運營商補貼 10 億美元，更換其網絡中華為和中興通訊的任

何設備。獲得補貼的電信公司必須在 4 月 22 日之前向 FCC報告設備

使用情況，加速汰換華為與中興設備，以維護美國國家安全。一直到

2020年的 6月 30 日，FCC發布正式官方聲明，認定華為與中興通訊

對美國造成國安威脅，禁止美國公司利用 83 億美元的政府資金購買

這兩家公司的設備。14 

 

13  鳳山太成，2019，〈美國聯邦通信委要拒絕中國移動進入美國〉，日經中文網，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5216-2019-04-18-07-29-13.html ，

2019/04/18。 

14 陳孟朔，〈國際財經：美國 FCC 正式認定華為、中興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財訊快報，2020

年 7 月 1 日 ，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5216-2019-04-18-07-2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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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行政手段則是禁止美國企業與華為公司的商業往來。2019

年 5 月 16 日，美國商務部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

發布「保護資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安全」行政命令，禁止美企使用對

國安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15接著 6 月 22 日，美國商務

部宣布華為公司的活動違反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利益，根據美國

《出口管制條例》（EAR）將華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

名單」。雙管齊下，限制美國企業與政府和華為公司的合作關係。而

除了華為之外，許多中國大陸高科技企業也都同樣受到波及，包括中

國科學院旗下的中科曙光；IC 設計相關的天津海光先進技術投資有

限公司、成都海光微電子技術、成都海光集成電路；與解放軍密切相

關的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以及與核能技術相關的中國廣核集團

（CGN）等等。接著同年 10 月 7 日，美國商務部進一步擴大科技黑

名單，新增 28 個對象。包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安廳及該

公安廳 19 個下屬縣市公安局、以及商湯科技、深圳科大訊飛、海康

威視、深圳頤信科技、曠世科技、廈門美亞柏科、浙江大華、依圖科

技等 8 家上市公司。2020 年 6 月至 7 月，美國商務部又以侵害新疆

維吾爾人人權為由，新增 9 家、11 家華為和其他中國企業列入實體

清單當中，清單限制對象持續增加當中。此外，美國商務部在 2020

年修改了出口管制條例（EAR），除了「實體名單」之外，又新增了

「軍事最終用途（MEU）管制清單」，於 11 月傳出可能將有 89家中

國大陸企業或實體將名列清單，包括半導體代理商艾睿亞太（Arrow 

Asia），以及江蘇長電旗下封測大廠星科金朋（STATS ChipPAC）。 

2020年還有一項新的發展，在 6 月 25日美國國防部發布新一份

「受中國軍方支持名單」，共有 20家中國企業列入，包括華為、海康

威視、以及航空、船舶、核工業、電信等領域。「受中國軍方支持名

單」與美國商務部所發布的「實體清單」並不相同，是根據 1999 年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9C%8B%E9%9A%9B%E8%B2%A1%E7%B6%93-%E7%

BE%8E%E5%9C%8Bfcc%E6%AD%A3%E5%BC%8F%E8%AA%8D%E5%AE%9A%E8%8F%A

F%E7%82%BA-%E4%B8%AD%E8%88%88%E5%B0%8D%E5%9C%8B%E5%AE%B6%E5%A

E%89%E5%85%A8%E6%A7%8B%E6%88%90%E5%A8%81%E8%84%85-234247467.html。 

15  The White House. 2019.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message-congress-securing-information-communi

cations-technology-services-supply-chain/. Latest update 15 May 2019.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9C%8B%E9%9A%9B%E8%B2%A1%E7%B6%93-%E7%BE%8E%E5%9C%8Bfcc%E6%AD%A3%E5%BC%8F%E8%AA%8D%E5%AE%9A%E8%8F%AF%E7%82%BA-%E4%B8%AD%E8%88%88%E5%B0%8D%E5%9C%8B%E5%AE%B6%E5%AE%89%E5%85%A8%E6%A7%8B%E6%88%90%E5%A8%81%E8%84%85-234247467.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9C%8B%E9%9A%9B%E8%B2%A1%E7%B6%93-%E7%BE%8E%E5%9C%8Bfcc%E6%AD%A3%E5%BC%8F%E8%AA%8D%E5%AE%9A%E8%8F%AF%E7%82%BA-%E4%B8%AD%E8%88%88%E5%B0%8D%E5%9C%8B%E5%AE%B6%E5%AE%89%E5%85%A8%E6%A7%8B%E6%88%90%E5%A8%81%E8%84%85-234247467.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9C%8B%E9%9A%9B%E8%B2%A1%E7%B6%93-%E7%BE%8E%E5%9C%8Bfcc%E6%AD%A3%E5%BC%8F%E8%AA%8D%E5%AE%9A%E8%8F%AF%E7%82%BA-%E4%B8%AD%E8%88%88%E5%B0%8D%E5%9C%8B%E5%AE%B6%E5%AE%89%E5%85%A8%E6%A7%8B%E6%88%90%E5%A8%81%E8%84%85-234247467.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9C%8B%E9%9A%9B%E8%B2%A1%E7%B6%93-%E7%BE%8E%E5%9C%8Bfcc%E6%AD%A3%E5%BC%8F%E8%AA%8D%E5%AE%9A%E8%8F%AF%E7%82%BA-%E4%B8%AD%E8%88%88%E5%B0%8D%E5%9C%8B%E5%AE%B6%E5%AE%89%E5%85%A8%E6%A7%8B%E6%88%90%E5%A8%81%E8%84%85-234247467.htm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message-congress-securing-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services-supply-cha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message-congress-securing-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technology-services-supply-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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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所授權編制的。被列在國防部的清單上並不一

定會受到出口限制等影響，但美國總統有權對名單上的公司行使《緊

急經濟權力法》賦予的權利，也就是保有制裁選擇。16 

而由於前述《出口管制條例》的修正，美國不只可以對實體產品

與企業進行出口管制，也可以對研發中的新興技術進行管制。前述美

國商務部國工業與安全局將「用於自動分析地理空間圖像的軟件」列

入《出口管制條例》管制範圍，就是該法令修正過後首次執行的第一

項管制措施。 

（四）聯合世界各國封鎖華為 

前述的行政手段中，禁止美國公司與華為往來可以進一步衍伸出

兩條路線，也是未來美中科技競爭的發展主軸。前述的兩項行政手段

主要是針對美國企業進行限制，而第三項手段除了美國自身企業，還

包括全球各個國家及其內部的企業。第一條路線是 5G網路建設的限

制。目前，美國政府試圖在全球範圍內與各盟國相互合作，封鎖華為

及其他中國大陸科技公司的發展。2019 年以來，川普的行政團隊關

注各國 5G網路建設，乃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不斷遊說和要求世界

上各主要國家必須拒絕華為參與政府的 5G網路通訊基礎建設。 

2018 年下半，澳洲、紐西蘭、日本是最早表態拒絕華為參與的

三個國家。2020年 1 月 23 日，歐盟發布的最新指導準則顯示，為了

保護國家和整個歐盟範圍內的網路安全風險，歐盟建議成員國在 5G

電信網路的核心部分排除高風險供應商，雖然並未指明華為，但用意

已經非常明顯。接著 2 月 14 日，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Thomas 

Esper）出席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部長會議時，再次敦促北約（NATO）

盟國不要讓中國大陸電信企業華為參與本國的 5G建設。 

2020年 4 月 29日，美國國務卿發布美國 5G戰略的整體計畫「乾

淨網路倡議」，該倡議在同年 8 月 5 日更進一步擴張，其主要核心內

容共有五大領域：乾淨電信、乾淨商店、乾淨應用、乾淨雲端、以及

 

16 中央社，〈美認定華為等 20 家企業受控中國軍方，為金融制裁鋪路〉，科技新報，2020 年

6 月 25 日，https://technews.tw/2020/06/25/20-company-with-military-backgrounds/。 

https://technews.tw/2020/06/25/20-company-with-military-back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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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電纜。與 4月推出的倡議差異在於將華為及中國大陸企業從禁止

參與美國國內硬體建設層面，擴展到應用層面。17 

前述有關說服世界各國在 5G設備選擇上跟隨美國的努力，就是

屬於「乾淨電信」這一領域的實踐。如 2019 年 3 月，丹麥最大電信

集團 TDC放棄華為，宣布與愛立信合作；2020年 3 月，希臘最大電

信公司 Cosmote 也選擇愛立信作為唯一 5G 設備商。6 月至 7 月，新

加坡、印度、義大利也都陸續跟上腳步。其他已經表態的歐洲電信商

還有法國電信商 Orange、英國通訊公司 O2、以及捷克、波蘭、瑞典、

愛沙尼亞、羅馬尼亞、丹麥與拉脫維亞等國。亞太地區則有印度信實

資訊通信（Reliance Jio Infocomm）、澳洲電訊公司 Telstra、南韓 SK

電訊（SK Telecom）與韓國電信（KT）、日本電信電話公司（NTT）。
18臺灣的主要電信商也都屬於「乾淨電信」行列。 

但在各國國內電信龍頭都已經陸續做出選擇的發展下，其中仍有

許多國家並未以官方立場表明禁止華為設備進行 5G網路建設。加拿

大、德國是主要案例。加拿大三大電信商貝爾（Bell Canada）、泰勒

斯公司（Telus）與羅傑斯通訊集團（Rogers Communications），德國、

巴西等國內主要電信龍頭同樣決定以愛立信或諾基亞為主要對象，但

政府並未明確做出限制。截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德國政府仍堅持「不

排除華為」的政策。19 

而原本態度模糊，後來轉向明確的國家則有英國與法國。身為五

眼聯盟之一的英國，在 2020 年初仍然允許華為有限度地參與 5G 網

路「非核心」或外圍部分的建設，包括基地臺、天線等，但同時限制

其市占率在 35%以內。不過在美國國務卿彭佩奧的遊說下，以及新冠

肺炎疫情、香港局勢的推波助瀾，英國最終在 7 月 14 號宣布完全封

鎖華為參與 5G 網路建設，希望能在 2023 年之前將華為從英國網路

 

17 Michael R. Pompeo, We call on all freedom-loving nations and companies to join the Clean 

Network,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5g-clean-network/?fbclid=IwAR2gZWlZGq0KDDH_bGXmJE0Jkik2pdHeC

MH5BDToD8nEPJKxjkM1mSE3nrE.  

18 〈多國 5G 紛捨華為 蓬佩奧：意識到中國監視危險〉，法廣，2020 年 6 月 24 日，

https://reurl.cc/9Xl2px。 

19 〈通信運營商製造“既成事實” 德國政府遇“華為難題”〉，德國之聲中文網，2020 年 7 月 15

日，https://reurl.cc/gmdKQ7  

https://www.state.gov/5g-clean-network/?fbclid=IwAR2gZWlZGq0KDDH_bGXmJE0Jkik2pdHeCMH5BDToD8nEPJKxjkM1mSE3nrE
https://www.state.gov/5g-clean-network/?fbclid=IwAR2gZWlZGq0KDDH_bGXmJE0Jkik2pdHeCMH5BDToD8nEPJKxjkM1mSE3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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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中剔除。同一時間，英國也宣布將建立民主 5G聯盟，並尋求日

本的合作，期望日本電氣公司（NEC）和富士通集團可能會取代華為，

成為英國 5G網絡設備的供應商之一。20 

法國方面，直到 2020 年 7 月 21日，法國財經部長仍表示不會禁

止中國電訊巨頭華為在法投資 5G，只建議他們不要再去尋求華為的

設備。但三天後，法國網絡安全局（ANSSI）通知計劃購買華為 5G

設備的電信運營商，一旦其使用華為設備的許可到期後不會得到政府

續期，代表未來法國也將禁止華為參與 5G建設。是近期態度轉變的

主要國家。21 

第二條路線則是在半導體產業領域對華為進行的全球封鎖行動。

指標性作為是 2019 年 5 月頒布的對華為出口限制行政命令。而到了

2020年 5 月 15日由美國商務部發布的最新限制措施，從去年要求美

國公司禁止與華為進行商業活動，升級為全球各國公司只要有採用美

國技術的產品，一律禁止與華為公司往來，以防堵各國公司利用政策

漏洞持續供貨給華為。22同一時間，台積電宣布將前往美國建設 5 奈

米晶圓製造廠，這是美國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上封鎖華為的最重大舉

措。也因此，台積電表示自即日起就未再接受華為公司及旗下海思半

導體的訂單。23 

2020年 8 月 17日，美國商務部再度更新了出口限制令，並在實

體清單中增加 38 個華為子公司，截至目前該實體清單上的華為子公

司來到 152 家。新限制令更加清楚的指出，華為禁止使用美國技術和

軟體生產的產品。任何公司與華為交易，不論華為做為買方、中間收

貨人、最終收貨人或最終使用者，都必須先獲得許可。這使得先前傳

 

20 弗林，英國宣布禁用華為後據報尋求與日本合作發展 5G，法廣，2020 年 7 月 19 日，

https://reurl.cc/EzAEX1。 

21 張玉文，〈法國為全面禁用華為 5G 設備鋪路〉，希望之聲，2020 年 7 月 24 日，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403966。 

22 Commerce Addresses Huawei’s Efforts to Undermine Entity List, Restricts Products Designed and 

Produced with U.S. Technologie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y 15, 2020,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commerce-addresses-huaweis-efforts-unde

rmine-entity-list-restricts.  

23〈日經：台積電已停接華為新訂單  遵循美禁令〉，中央社，2020 年 5 月 18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5180125.aspx。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403966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commerce-addresses-huaweis-efforts-undermine-entity-list-restricts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5/commerce-addresses-huaweis-efforts-undermine-entity-list-restricts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518012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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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華為可能轉向經由聯發科取得台積電生產的晶片更加不可能。24 

半導體科技上的美中競爭與 5G 建設的不同之處，美國在 5G 建

設領域的競爭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協助，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對限制華

為做出努力，而中國大陸則是希望遊說各國不要將華為排除在外，只

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似乎仍未能釐清各國對華為的資安疑慮。半導

體產業則不同，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追求的都是產業本土化戰略。美國

國內的半導體產業側重上游的晶片設計環節，缺乏晶圓代工廠中下游

的相關產業。因此美國參議院與半導體產業協會（SIA）一同要求美

國政府加大對半導體產業的資金支持。拉攏台積電前往美國設廠也是

主要手段。25 

中國大陸在 2014 年就開始成立國家及半導體基金，2015年推出

的「中國製造 2025」戰略也以提升半導體自給率為主要目標之一。

該計畫希望 2020年半導體自給率能達到 40%，到 2025年提高至 70%。

手段包括利用政府基金等為中芯國際提供支援，並成立了 3 家受國家

政策支持的記憶體公司如紫光集團等。不過，屬於中國大陸生產的半

導體零件只占全球供應量的 14%而已。而且即便是在中國大陸境內生

產的晶片，也大多來自外資企業。中國大陸占全球半導體需求的 25%

左右，就華為一家企業就占了 5%的份額，至今仍與當初設定的目標

相距甚遠，更不用說在美國持續加大封鎖力道的未來走向了。 

當然，中國大陸仍想盡辦法突破此一困境。2019 年 11 月，中國

大陸建立第二期國家支持半導體基金，北京與上海市也成立相同基金

項目，旨在推動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並減少對美國高科技技術的依賴，

目前該基金的規模達到 289億美元。26 

從半導體上中下游來看，首先，中國大陸希望至少能在 2020 年

 

24 〈美再將華為 38 家子公司納實體清單，力阻晶片取得管道〉，科技新報，2020 年 08 月 18

日，https://technews.tw/2020/08/18/us-adds-huawei-38-subsidiaries-to-the-entity-list/。 

25 許寧，〈科技競爭的鎖喉環節美中追求芯片本土化或顛覆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美國之音，

2020 年 6 月 13 日 ，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semiconductor-industry-fragmentation/5461301.html?utm_s

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26 〈美國與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對抗將進入下一階段〉，科技產業資訊室，2019 年 11 月 4 日，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127。 

https://technews.tw/2020/08/18/us-adds-huawei-38-subsidiaries-to-the-entity-list/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semiconductor-industry-fragmentation/5461301.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semiconductor-industry-fragmentation/5461301.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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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前將華為的晶片的下游封測階段與 PCB 製造能在中國大陸本土完

成。對此曾傳出華為希望生產半導體封裝材料的日本企業味之素

（Ajinomoto Fine-Techno）與日立化成能在中國大陸進行生産，但日

方企業並無調整產能的計畫。27 

中游方面，在宣布台積電前往美國設廠的同一天，中芯國際宣布

獲得 22.5 億美元的國家級投資基金挹注，將 14 奈米級別的晶圓產能

從每月 6,000 片增加至 35,000 片，以滿足未來的積體電路晶圓代工生

產需要，希望推動晶圓代工本土化。但結果在 7 月 31 日傳出中芯擴

充產能的是 28 奈米，大幅落後於台積電的製程技術，也無法應付華

為的晶片需求。28其次也傳出大陸濟南泉芯（QXIC）與武漢弘芯

（HSMC）兩家半導體製造公司兩年來從台積電高薪挖角逾百名工程

師，以扶持國內晶片產業。29高端晶圓製造設備供應商荷蘭公司 ASML

也被認為存在美國政府的壓力，而不向中國大陸提供關鍵設備。中國

大陸的晶圓代工本土化仍困難重重。 

上游方面，晶片上游設計領域中，「EDA」技術基本由美國公司

寡占，如 Cadence、Synopsys、與Mentor Graphics。而電路設計與指

令集架構，也就是「矽智財」的供應方面，則基本由英國 ARM公司

所掌握，這方面要避免運用美國公司的技術相當困難。而中國大陸採

取的方法是試圖從「開源」智慧財產權領域進行突破。例如 2019 年

7 月，阿里巴巴旗下半導體子公司「平頭哥」宣布利用 RISC-V 架構

開發出玄鐵 910CPU，期望可用於物聯網和 5G的相關設備。30 

最後在司法手段方面，美國為了防止中國大陸不當或不法取得美

國關鍵科技和產業技術，進一步擴大調查參與中國「千人計畫」的學

者專家，不論是中國大陸籍或美國籍。在 2018 年美國司法部公布的

 

27 鄭婷方、黎子荷，〈華為希望供應商芯片最後工序在中國完成〉，日經中文網，2020 年 6 月

11 日，https://cn.nikkei.com/china/ccompany/40900-2020-06-11-08-19-02.html。 

28 楊芙宜，〈中芯僅設 28 奈米廠  華為期待落空〉，自由時報，2020 年 8 月 2 日，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90370。 

29〈日經：中國用 2 倍薪挖角百名台積電工程師！台積電上火線回應〉，商業週刊，2020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3512。 

30 山田周平，〈中國在半導體設計上減少對 ARM 依賴〉，日經中文網，2019 年 11 月 8 日，

https://cn.nikkei.com/china/ccompany/37948-2019-11-08-05-00-00.html。 

https://cn.nikkei.com/china/ccompany/40900-2020-06-11-08-19-02.html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90370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3512
https://cn.nikkei.com/china/ccompany/37948-2019-11-08-05-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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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書中，IBM、通用電氣、蘋果等多家知名科技巨頭都遭到中國大

陸間諜偷取關鍵的商業技術。例如 2018 年的福建晉華盜竊美國美光

公司智財權事件。而最引人注目的則是 2018年 12月發生加拿大依《美

加司法互助協議》拘捕華為首席 CFO 孟晚舟的事件。同時起訴華為

公司 23 項罪名，其中 10 項與華為計劃、共謀與竊取 T-Mobile 所研

發的 Tappy機器人手臂相關。312020 年 2 月美國司法部更進一步追加

指控華為及其代理人數 10 年來違反「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案」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共謀從 6 家美

國科技公司「侵佔智慧財產」，藉以擴展全球業務。32 

美國政府並認為，中國大陸的間諜行為不只針對民間商業技術而

來，也針對美國政府。2020年 2 月 10日，美國司法部指控四名中國

大陸軍方駭客在 2017 年入侵了美國信用報告機構「易速傳真」

（Equifax），竊取了近一半美國公民的個人敏感資訊，以及易速傳真

的智慧財產權、影響了近 1.5 億美國公民。司法部長稱這是歷史上最

大的資料洩漏事件之一。33 

整體而言，美中衝突的核心焦點已逐漸從貿易戰轉變為科技戰，

而美國不但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政府採購、國家安全等多個面向

通過新的法案或修改原有的法律以強化控制，避免中國大陸竊取美國

企業之關鍵技術、影響美國之國家安全，亦透過各種行政手段與司法

手段，防止中國大陸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與美國民眾的隱私權，拉攏

全球各主要國家選邊站隊，封鎖華為 5G網路建設、打擊中國大陸半

導體產業鏈發展，進一步抑制中國大陸在科研技術上挑戰美國的領導

地位。 

 

 

31  Reuters. 2019. “U.S. investigating Huawei for alleged trade secret theft: WSJ.”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huawei-tech-probe/u-s-investigating-huawei-for-allege

d-trade-secret-theft-wsj-idUSKCN1PA2UV. Latest update 17 January 2019. 

32 Reuters. 2020. “Exclusive: Newly obtained documents show Huawei role in shipping prohibited 

U.S. gear to Ira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iran-sanctions-exclusive/exclusive-newly-obtained-docu

ments-show-huawei-role-in-shipping-prohibited-u-s-gear-to-iran-idUSKBN20P1VA. Latest update 2 

March 2020. 

33 張文馨，〈竊美半數公民個資 解放軍 4 人被訴〉，聯合新聞網，2020 年 2 月 12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33805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huawei-tech-probe/u-s-investigating-huawei-for-alleged-trade-secret-theft-wsj-idUSKCN1PA2UV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huawei-tech-probe/u-s-investigating-huawei-for-alleged-trade-secret-theft-wsj-idUSKCN1PA2UV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iran-sanctions-exclusive/exclusive-newly-obtained-documents-show-huawei-role-in-shipping-prohibited-u-s-gear-to-iran-idUSKBN20P1V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uawei-iran-sanctions-exclusive/exclusive-newly-obtained-documents-show-huawei-role-in-shipping-prohibited-u-s-gear-to-iran-idUSKBN20P1VA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33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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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科技管制趨勢 

2020 年以後，美國正研議並訂定更多相關科技管制法令，例如

ECRA 法規中針對 14 項新興技術的管制法案；在行政手段方面，美

國將持續擴大的EAR實體管制清單，以及對華為更全面的封鎖措施。

例如，2月份美國政府正積極辯論是否要禁止通用電氣公司向中國大

陸出售民用航空引擎、禁止霍尼韋爾（Honeywel）公司向中國大陸出

售飛行控制系統等民航機使用的其他零組件。尤其，未來美國或將進

一步要求各盟國在美中科技衝突中選邊站，我國政府以及產業布局也

勢將受到極大影響。例如 2020 年 2 月 18 日，美國政府考慮修改監管

規定，將《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中對華

為出口管制的美國技術含量門檻（微量原則）由現行 25%調降至 10%，

範圍擴大到包括非科技產品。該法令在 5 月 15 日的行政命令得到實

施。未來勢必衝擊全球所有的跨國企業，而與中國大陸高科技企業有

密切產業互動或商業往來的臺灣企業必然受到更大的衝擊。 

以台積電而言，生產晶圓過程中運用的晶圓刻蝕、清洗等工藝步

驟，都必然使用到美國的技術。2019 年華為海思的訂單占了台積電

全年營收的 14%，僅次於蘋果。華為手機採用的高階晶片「麒麟晶片」

也是由台積電代工。市場也傳出消息，指在 5 月 15 日前，華為已向

台積電緊急追加高達 7 億美元的訂單，儘可能備足庫存。34隨著美國

禁令的生效，台積電未來這 14%的產能也將出現缺口，但台積電並不

擔憂，認為有相當多公司能夠填補這一部份產能。35 

未來發展還存在禁令持續擴張的可能性。例如，2020 年 5 月 25

日，華為對韓國三星、SK 海力士提出更大的 DRAM 和 NAND 快閃

記憶體晶片供應需求。目前記憶體領域尚未受到美國政府限制，但這

兩家南韓公司供應全球超過 70%的 DRAM 市場，華為擔心未來制裁

 

34 簡永祥，〈美下追殺令 華為緊急下單臺積 210 億〉，聯合新聞網，2020 年 5 月 17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2820/4571098。 

35 簡永祥，〈填補海思缺口…超微神救援 臺積迎大單〉，經濟日報，2020 年 6 月 8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620238?exlink。 

https://udn.com/news/story/12820/4571098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620238?ex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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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進一步擴張。36中國大陸也正試圖培養本土的半導體公司。紫光

集團旗下的長江存儲科技（YMTC）宣布開工建設新工廠，每月產能

將達 30 萬片，提高至 3 倍。37但與三星的技術相比，仍可能落後 3

至 4 年的差距。 

此外，2020 年 10 月，中芯國際也證實受到美國禁令制裁，對於

向中芯出口的部份美國設備、配件及原物料將依美國出口管制規定進

行限制，未來須事先申請出口許可證後，才能向中芯繼續出貨。 

整體而言，美中科技戰可以分為四個面向，包括強化機構管制力

道、修訂法律規範以提升管制範圍、透過行政手段進行「科技圍堵」、

聯合盟友封鎖華為等四種策略。而具體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的科技圍

堵主要可以分為出口管制、進口管制、採購限制、銷售限制等四種措

施，其法源或政策依據如表 1： 

  

 

36〈華為要求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供應晶片〉，彭博商業週刊，2020 年 8 月 11 日，

http://hk.bbwc.cn/l4aip0.html?fbclid=IwAR1xgNIjbQ3DecVvliN8nkRLfLRUM8uNJtz4CyYgwBr

WxzdnQ5DYBH7oQPc。 

37 多部田俊輔，〈長江存儲科技的晶片產能將提高至 3 倍〉，日經中文網，2020 年 6月 23 日，

https://cn.nikkei.com/china/ceconomy/41040-2020-06-23-10-03-38.html。 

http://hk.bbwc.cn/l4aip0.html?fbclid=IwAR1xgNIjbQ3DecVvliN8nkRLfLRUM8uNJtz4CyYgwBrWxzdnQ5DYBH7oQPc
http://hk.bbwc.cn/l4aip0.html?fbclid=IwAR1xgNIjbQ3DecVvliN8nkRLfLRUM8uNJtz4CyYgwBrWxzdnQ5DYBH7oQPc
https://cn.nikkei.com/china/ceconomy/41040-2020-06-23-10-0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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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中科技戰期間美國對中國大陸所採行之相關措施彙整 

時間 措施項目名稱 措施類別 

2018/08/12 
《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Fiscal Year 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採購限制  

銷售限制  

2018/08/13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 
出口管制  

2018/08/13 

《外商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 

採購限制  

銷售限制  

2019/05/16 

《確保資訊暨通訊技術及服務供應鏈

安全》（Executive Order on 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進口管制  

2019/05/16 
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及其子公司列

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之列  
出口管制  

2019/12/03 

《 2019 年 維 吾 爾 人 權 政 策 法 案 》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19） 

出口管制  

2020/03/12 
《安全可信通訊網路法》（ 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t） 

採購限制  

銷售限制  

2020/04/29 5G 乾淨網路（5G clean network）計畫  
採購限制  

銷售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目前情況推估，未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打壓力度只會不斷

加強，即便美國政府在經歷政黨輪替後，在美中結構性衝突的背景下，

加上參眾兩院對於抑制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發展、促進本土科技產業產

業有高度共識，相信美國仍將會透過投資併購限制、科技人才管制、

政府採購限制、關鍵技術出口管制、資通訊技術保護管制等手段，確

保中國大陸不能從美國竊取關鍵技術以促使其科技發展，並且排除所

有有資安疑慮的中國大陸產品，進而形成高科技產業與國安產業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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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國化」。由此可見，美中貿易戰已經不再侷限於貿易與關稅議

題，其影響範圍將更加深遠，尤其是在國防、資安、通訊等領域，未

來勢必會不斷擴大限制的範圍，且限制亦會愈趨嚴格，我國涉及相關

領域的高科技產業須做好充分準備，以因應可能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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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相關重要政策 

中國大陸為發展其科技能量，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在美中科技戰

後，更是致力於推動加強資通訊產業自主研發，以下則將中國大陸科

技產業相關政策分成總體面向、針對個別產業發展推動之政策，以及

2020 年中國大陸為因應美中科技戰與反制美國作為所採行之相關措

施等方面進行研析。 

其中，總體面向包含中國製造 2025，希冀推動中國大陸成為「製

造強國」、中國標準 2035、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與「十四五規劃」、

新基建政策；個別產業面向包含半導體產業、5G相關產業政策；2020

年中國大陸為因應美中科技戰所採行之相關措施則包括訂定與宣布

調整「《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發布「《不可靠實體清單

規定》」以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等，進一步分析

如下： 

一、總體面向 

（一） 中國製造 2025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成為世界工廠，然而勞動密集的發展方式，造

成中國大陸的汙染問題，且產業難以升級轉型。因此，中國大陸為了

將製造業產業鏈低端朝向高端發展，將其從「製造大國」轉型成為「製

造強國」。2015 年 5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正式公布「中國製造 2025」

行動綱領與具體實踐計劃，顯示中國大陸實現製造升級、智慧製造的

中長期規劃，並希冀建構中國大陸自主的產業供應鏈與生態系統，降

低對美國等其他國家在科技發展上的依賴。 

中國大陸強力推動「中國製造 2025」，並在全球積極透過併購掌

握產業關鍵技術，且中國大陸長期針對外資以「市場換取技術」，要

求外資企業與中國大陸企業合資，並進行技術的移轉，並同時以金融

支持、財政補貼、政府採購限制等方式扶持重點企業，此引起美國為

首西方國家的高度警戒。在「中國製造 2025」政策推動下，中國大

陸在半導體、5G 等產業有所成長，其中在 5G 產業中國大陸甚至有

超越美國的趨勢，因此美國自 2018 年起，對中國大陸啟動了貿易戰、

科技戰等，希望透過加徵的關稅、技術圍堵等措施，拖慢中國大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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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的發展，以使美國持續維持其全球科技產業領先地位。 

在「中國製造 2025」的十大重點領域中，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

為其重點領域之ㄧ，其中又以半導體產業為備受關注的產業。中國大

陸希冀半導體產業在 2025 年達成自製率達到 70%，然半導體分析研

究機構 IC Insights表示，中國大陸目前晶片自製率仍偏低，預期 2025

年 70%目標僅能達成三分之一，重要關鍵在於大陸缺乏非記憶體 IC

技術製造能力，38預期在未來 5年，甚或 10 年中國大陸仍難以達成半

導體高度自足之目標。 

觀察中國大陸半導體細項產業的發展，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統計，2019年中國積體電路產業銷售額為 7,562.3億元人民幣。其中，

設計業為 3,063.5 億元人民幣，占總值的 40.5%；製造業為 2,149.1 億

元人民幣，占總值的 28.4%；封裝測試業為 2,349.7 億元人民幣，占

總值的 31.1%。39。此外，根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數據，觀察 2019

年中國大陸半導體市場之銷售額排名，在 IC 設計領域前十大企業均

為中國大陸企業，在 IC 製造、封測領域，前十大企業至少有一半為

外國企業，顯示中國大陸在半導體產業供應鏈逐漸成形。中國大陸 IC

設計在全球市占率從 2010 年的 6%上升至 2019 年的 15%，為全球在

IC設計產業成長速度最快之國家，只是中國大陸目前的 IC設計主要

還是針對中低階產品，仍舊缺乏高階設計能力。 

  

 
38  張家瑋，2020，〈研調開槍  陸 IC 晶片 5 年內自製率 70%恐落空〉，聯合晚報，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4582708，查閱時間：2020.10.13。 
39  顧正書，2020，〈中國 IC 設計業 30 家上市公司綜合實力排名〉，電子工程專輯，

https://www.eettaiwan.com/20200518nt61-30-listed-companies-of-china-ic-design-industry/，查閱

時間：2020.10.13。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4582708
https://www.eettaiwan.com/20200518nt61-30-listed-companies-of-china-ic-design-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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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國大陸國內半導體市場之企業排名 

資料來源：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2020，〈關於發布 2019年中國辦寶體十大企業

名單公告〉，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95565 

（二） 中國標準 2035 

排名 公司名稱 總部所在地 

IC設計 

1. 深圳市海思半導體 中國大陸 

2. 豪威集團 中國大陸 

3. 北京智芯微電子 中國大陸 

4. 深圳市中興微電子 中國大陸 

5. 清華紫光展銳 中國大陸 

6. 華大半導體 中國大陸 

7. 深圳市匯頂科技 中國大陸 

8. 格科微電子（上海） 中國大陸 

9. 杭州士蘭微電子 中國大陸 

10. 北京兆易創新科技 中國大陸 

IC製造 

1. 三星半導體（中國） 韓國 

2. 英特爾半導體（大連） 美國 

3. 中芯國際 中國大陸 

4. SK海力士半導體（中國） 韓國 

5. 上海華虹（集團） 中國大陸 

6. 台積電（中國） 臺灣 

7. 華潤微電子 中國大陸 

8. 和艦科技（蘇州） 臺灣 

9. 西安微電子技術研究所 中國大陸 

10. 武漢新芯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IC封測 

1. 江蘇長電 中國大陸 

2. 南通華達微電子集團 中國大陸 

3. 天水華天電子集團 中國大陸 

4. 恩智浦半導體 荷蘭 

5. 威訊聯合半導體（北京） 美國 

6. 三星電子半導體（蘇州） 韓國 

7. 海太半導體（無錫） 中國大陸 

8. 安靠封裝測試（上海） 美國 

9. 全訊射頻科技（無錫） 美國 

10. 晟碟半導體（上海） 美國 

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9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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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造 2025」引起美國的警戒，因美國認為

中國大陸此政策可能對其製造強國造成威脅，且中國大陸透過併購或

是不公平的競爭促進其製造業朝向高階技術發展。因此，美國對中國

大陸發起科技戰，在此情勢下，中國大陸加強其產業自主研發，並希

冀推動產業技術標準，希冀中國大陸從標準追隨者成為國際標準的制

定者。 

2018 年 1 月中國大陸政府提出「中國標準 2035」標準化戰略行

動綱領，開啟了中國大陸推動標準的先鋒；2020 年 3 月，中國國家

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2020 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 前述文件

從五個方面提出工作要點，包括強化頂層設計、提升標準化工作的戰

略定位；深化標準化改革，提升標準化工作的戰略定位；加強標準體

系建設，提升引領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參與國際標準治理，提升標準

國際化水平和加強科學管理，提升標準化治理能效。40此顯示中國大

陸透過其內需市場制定中國標準，並透過參與國際標準治理接軌國

際。 

進一步觀察《2020 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美國 Horizon 諮詢

認為可分成三大重點，分別為「加強新冠肺炎防控相關標準系統建設」、

「建構新ㄧ代資通訊科技和生物技術標準體系」、「建全服務業標準」

等，在「加強新冠肺炎防控相關標準系統建設」涉及智慧監控系統標

準；在「建構新ㄧ代資通訊科技和生物技術標準體系主要涉及新興科

技領域，如區塊鏈、物聯網、5G等標準；在「建全服務業標準」中，

主要在電商、綠色金融、物流等服務業標準，顯示中國大陸新的產業

不再侷限於「中國製造 2025」的實體經濟範圍，而是包含資通訊的

虛擬世界，政策詳情請見表 3。 

  

 
40林楓， 2020，〈《中國製造 2025》後又推出《中國標準 2035》〉，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hina-is-set-to-release-china-standards-2035-20200428/5395581.ht

ml，查閱時間：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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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國標準 2035三大重點 

重點 細節 觀察點 

加強新冠肺炎防控相

關標準系統建設 

包括檢測方法、質量控

制、社會管控、防護用

品及產業鏈配套設

備、城市管理、農村社

區和復工復產等標準

修訂。 

肺炎「防控」背後，

代表中國整套對外輸

出的智慧監控系統，

包括「天眼」人臉辨

識系統、手機防疫軟

體「健康碼」等。 

建構新一代資訊科技

和生物技術標準體系 

包括區塊鏈、物聯網、

大數據、5G、新型雲

端運算、新一代人工智

慧、新型智慧城市、地

理資訊等重點。 

為「中國標準 2035」

的真正重點，要在標

準尚未成形的新興科

技領域，搶佔制高點。 

健全服務業標準 包括電子商務、綠色金

融、社會信用、現代物

流、物流資訊服務、現

代供應鏈服務。 

利用中國大陸在電子

支付、電商的領先地

位，卡位全球標準。 

資料來源：Horizon諮詢、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網站。 

 

（三） 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與「十四五規劃」 

2016年 3 月發布《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以

下簡稱十三五規劃)，再次宣示中國大陸政府貫徹「中國製造 2025」

計畫的決心，明確揭示要以推進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發展為主要目標，

強調傳統製造業要全面升級轉型、提高附加價值。 

中國大陸希冀透過十三五規劃推動製造強國戰略，積極化解產能

過剩，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促進製造業朝高端、智能、綠色、

服務方向發展，並促進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廣泛運用。41此外，「十

三五規劃」其中一項重點方向為調整與優化產業結構，發展戰略性新

 
41 高長，2016，〈從「十三五規劃」剖析大陸經濟發展前景〉，《展望與探索》，14(7)：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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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產業、業態及商業模式，以建構產業發展新體系。42  

2020 年是「十三五」規劃執行之最後一年，檢視「十三五」的

成果，2019 年中國全國研發經費支出超過 2.2兆元人民幣，占中國大

陸 GDP 比重為 2.23%，較 2015 年成長 16 個百分點；每萬人口發明

專利擁有量從 2015年的 6.3件成長至 2019 年的 13.3 件。中國大陸在

歐洲專利申請量，從 2015年約 5,500例成長至 2019年的 1.2萬多例，

成長了ㄧ倍，中國大陸躋身成為歐洲專利局第四大專利申請國。43此

外，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創新方面具顯著成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報告，中國大陸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從 2015 年的第二十九名上升至

2020年的第十四名。此顯示儘管中國大陸研發支出占 GDP比重未達

到「十三五」規劃 2.5%的目標，但目前此比重已相較 2015年顯著成

長，中國大陸已積極透過增加研發支出促進科研發展與技術，並在政

策引導下，中國大陸創新能量提升，在全球創新排名往前，並在專利

部分持續增加。 

值此美中衝突、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際，中國大陸即將制定「十

四五規劃」。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

會議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概念，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尤其在變動國際情勢中，更加重視「內循環」。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認為，內循環意指透過「開放」，

通過保護智財權、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國企業把產

業留在大陸，拓展大陸消費市場潛力。44此顯示中國大陸在全球保護

主義氣氛升起下，加上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下，外在經貿環境限縮中

國大陸外貿發展，舉例而言，華為受到美國的技術圍堵，中國大陸抖

音海外版 TikTok 亦受到美國總統川普以國家安全為由，在美國市場

發展恐受阻，因此中國大陸政府更加重視內需帶動國家經濟成長。未

來預期中國大陸希望透過「內循環」進行產業升級，完善產業供應鏈，

 
42 顧瑩華、林俊甫，2016，〈中國大陸「十三五規劃」對兩岸合作的意涵與機會〉，《經濟前

瞻》，163：96-99。 
43 人民日報，2020，〈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中國「十三五」時期以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0/content_5550020.htm?_zbs_baidu_bk ， 查 閱 時 間 ：

2020.10.13。 
44  黃欣， 2020 ，〈十四五規畫習近平：頂層設計＋問計於民〉，工商時報，

https://ctee.com.tw/news/china/314453.html，查閱時間：2020.09.01。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0/content_5550020.htm?_zbs_baidu_bk


 

36 

 

並推動亞洲區域整合的一體化，發展中國大陸在「外循環」的國際分

工地位，以刺激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 

2020 年 11 月，中共第 19 屆五中全會日前審議通過「十四五規

劃」與「2035 遠景目標」的建議，正式發布《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其

中涵括面向廣泛，包括經濟、金融、產業創新發展、公共服務與社會

福祉、法治、交通與基礎建設設施項目、科技創新（數位科技）、政

府治理體系、區域國土規劃、文化、教育以及綠能環保等。中國大陸

之「十四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係為聚焦在「2035 年遠

景目標」，並實現以下首要目標，包括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改革開

放邁出新步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

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以及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等。45 

在此《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文件建議中，指出「十四五」時期乃為

是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啟整體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乃極具重大意涵。有鑑於此，首先，在《中共

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

目標的建議》文件建議中關於「產業及經濟」方面，提及中國大陸於

未來將加快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持續推動經濟體系的優化與升級、

促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以及提高經濟質量效益與核心競

爭力等，並致力於成為製造強國且將著重於實體經濟並朝向數位化作

發展，而其相關的具體目標及政策、措施項目乃包括：46 

⚫ 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準：如打造新興的產業鏈、推動與深

化傳統產業的高端化與智慧化發展、發展服務型製造、完善國家

基礎設施的品質、增進國內產業有序轉移、優化區域的產業鏈布

局與供應鏈多元化之環境、促進工業基地轉型發展、發展先進技

 
45 劉暢，2020，〈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

目標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網，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查閱時間：2020.11.30。 
46 劉暢，2020，〈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

目 標 的 建 議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官 網 ，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查閱時間：2020.11.30。 



 

37 

 

術、強化國際產業安全合作，進而以建立起高創新力、高附加值

且具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 

⚫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

裝備等產業；致力於推動人工智慧、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各產業

領域的連結，以利建構先進製造業聚落；深化平臺經濟及共享經

濟的發展。 

⚫ 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如推動生產性服務業朝向專業化及價值鏈

高端等層面之延伸發展，並深化發展研發設計、現代物流以及法

律服務等服務業，增進現代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現代農業等產

業的高度鏈結，帶動服務業的數位化發展；聚焦於健康、養老、

育幼、文化、旅游、體育、家政、物業等服務業之發展。 

⚫ 佈建起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建構起具系統完備、智慧綠

色、安全可靠且實用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並加快建設 5G、

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建設）。 

⚫ 發展數位經濟：加快數位化發展，促進產業的數位化並推動數位

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應用，進而以打造出具國際競爭力的數位

化產業聚落；強化數位社會、數位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與社

會治理等數位化服務水準；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提升民眾數

位技能、積極參與數位領域國際規則與標準制定；建設國家數據

共享開放平臺，並保障、保護個人數據資料安全。 

其次，在「科技領域」方面，其《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文件建議中

所提及之相關具體目標及政策、措施項目則包括以下面向：47 

⚫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強化基礎研究與促進創新發展，並致力

於推動人工智慧、積體電路、量子資訊等具高度前瞻性及戰略性

 
47 劉暢，2020，〈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

目 標 的 建 議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官 網 ，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查閱時間：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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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家重大科技專案項目；制定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

並增進科研院所、高校以及企業科研的力量以達優化配置及資源

共享之目標；支持中國大陸境內城市如北京、上海與粵港澳大灣

區區域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並構建國家科研論文及科技資訊

的交流平臺。 

⚫ 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藉由鼓勵企業提升其研發投入之意願並

對投入基礎研究的企業賦予稅收優惠待遇、支持創新型中小微企

業成長為創新重要發源地、推動產業鏈上中下游與企業的連結以

及產學研的高度連結，進而以促進國家技術創新。 

⚫ 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健全創新激勵及保障機制，完善科研人員職

務發明成果權益分享機制，並強化對於創新型、應用型與技能型

專業人才的培育；支持發展高水準之研究型大學，強化對專業基

礎研究人才的育成，並在開放人才政策的搭配實行下，以利國家

能匯聚國內外各方優秀的專業科研創新人才。 

⚫ 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藉由強化知識產權的保護以提升科技成

果的轉移成效；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與健全科技倫理體系；促

進科技開放合作，研究設立面向國際之科學研究基金。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就科技領域而言將著重於、加強

自主科研技術，尤其是 AI、IC、量子資訊等具高度前瞻性及戰略性

之重大科技項目，並提高企業與人才的創新能力，以發展戰略性新興

科技、落實產業智慧化，打造完善的科技創新生態系。 

（四）新基建政策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大陸為因應全球經濟變局與疲

弱的經濟動能，積極透過擴大內需促進其經濟發展，中國大陸政府公

告投入約 4 兆人民幣進行公共投資計畫，以提振國家經濟，地方政府

亦紛紛響應，提出相關的投資計畫，聚焦於傳統基礎建設（鐵路、公

路、機場、橋樑），促進土地應用與交通運輸，此可稱為金融海嘯衝

擊提出之「舊基建」。2018 年 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 2019 年

重點工作任務時公告「加強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

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此為新基建第一次浮出中央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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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新基建」主要核心為科技創新，促進數位時代下之基礎建

設，以提升中國大陸科技產業能量。新基建為中國大陸「十四五」的

重點方向之ㄧ，「十四五」重視國家的「內循環」，並希望促進產業的

升級，其中「新基建」的範圍包含資訊基礎設施、48融合基礎設施、49

創新基礎設施等，50透過此三方面推動產業數位轉型。中國大陸政府

強調在技術革命和發展下，未來將持續發布推動新型基礎設施發展的

相關政策，以加快推動 5G網路部署。此外，前述三大範圍可將「新

基建」分成 5G 基礎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與城際軌道交通、

新能源汽車充電數據中心、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等 7 大領域，51此

涉及數位與通訊等國家重點發展產業。 

此外，IDC 預測 2020 年中國大陸對「新基建」整體投資金額約

為 1.64兆人民幣，其中預估投資規模前三大領域分別為工業互聯網、

城際高速鐵路與城際軌道交通、5G基礎設施等。52中國大陸國家發改

委原副主任徐憲平表示，預估 2020 到 2025年，以 5G網路、AI、工

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雲計算、固定寬頻、傳統基礎設施數

位化智慧化升級等重點領域投資，總規模將達 17.5 兆人民幣，年增

率約 21.6%，帶動產業鏈上下游產業規模增加約 2.8 兆人民幣，年增

率約為 22.6%，53此顯示新基建為中國大陸近來重要的推動政策，中

國大陸未來將加速推動新基建的發展。 

根據中國大陸工信部旗下賽迪智庫發布《新基建發展白皮書》，

新基建針對七項領域均有其建設內容與目標，如 5G主要之建設內容

包含機電設備、5G基站基礎網路設備研發與部署，並預計 2020 年中

國大陸三大運營商建設逾 55 萬個 5G 基站等，大數據中心強調衛星

 
48資訊基礎設施：係指資訊技術演化之基礎設施，包括 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

為代表的通訊網路基礎設施；以人工智慧、雲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資

料中心智慧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 
49融合基礎設施：主要是指加強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支持傳统基礎設施轉型

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例如智慧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 
50 創新基礎設施：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51 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5，2020 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觀察對臺措施研析，經濟部委託。 
52 IDC ,2020, 〈 新 基 建 ， 新 製 造 ， 新 挑 戰 〉 ，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6655320，查閱時間：2020.09.02。 
53科技產業資訊室，2020，〈中國大陸「兩會 2020」兩大議題：「十四五」規劃，通過「新基建」

財政預算〉，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647，查閱時間：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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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車聯網等大數據研發等，相關資訊整理於表 4。 

表 4 「新基建」建設內容與目標 

領域 建設內容 目標 

5G 

1. 機房、供電、鐵塔、管線等的升級、

改造和儲備。 

2. 5G 基站、核心網、傳輸等的基礎

網路設備研發與部署。 

3. 5G 新型雲化業務應用平臺的部

署，與新業務以及各種垂直行業應

用的協同。 

4. 圍繞5G的工業互聯網新型先進制

造網路環境。如物聯網雲、網、端

等新型基礎設施，圍繞車聯網的

車、路、網協同的基礎設施等。 

三大運營商預計年內建設超

過 55 萬個 5G 基站。2020 至

2022 年，投資將逐步上升，

到 2025 年，建成基本覆蓋全

國的 5G 網路，預計需要 5G

基站 500萬-550萬個，以每個

基站平均 50 萬元計，直接拉

動基站投資約 2.5萬億元。 

大數據中

心 

1. 機房樓、生產管理樓等數據中心基

礎配套設施。 

2. 傳輸光纖、互聯網交換中心、數據

服務平臺等支撐數據中心發展網

路及服務設施。 

3. IDC 業務部署與應用協同。 

4. 車輛網、衛星大數據等垂直領域的

大數據研發及產業化項目。 

數據中心實現大型化、規模化

發展，可滿足中國大陸快速發

展的數據存儲需求。到 2025

年，建成一定數量的大型、超

大型數據中心和邊緣數據中

心。 

人工智慧 

1. AI晶片等底層硬體發展。 

2. 通用智能計算平臺的搭建。 

3. 智能感知處理、智能交互等基礎研

發中心建設。 

4. 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 

到 2023年，建設 20個左右新

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

區。 

工業互聯

網 

1. 工業互聯網網路建設。 

2. 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 

3. 工業互聯網試點示範項目建設。 

到 2025 年，形成 3-5 家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工業互聯網平

臺，實現百萬工業 APP 培育

以及百萬企業上雲。 

特高壓 
換流站土建、電氣設備安裝、變電站擴

建等。 

今年內在建和待核准特高壓

工程 16 條線路，具有明確投

資規模 7條。 

新能源汽 充電場站、充電樁建設 2020 年預計新增集中式充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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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建設內容 目標 

車充電樁 電站超過 1.2萬座，分散式電

樁超過 480萬個。到 2025 年，

建成超過 3.6萬座充換電站，

全國車樁比達 1:1。 

高鐵、軌交 通車線路建設 

2020年擬通車線路 14 條，其

中專線 250 和專線 350 各 7

條，通車里程有望達到 3,696

公里。 

資料來源：賽迪智庫電子訊息研究所，2020.03，〈新基建發展白皮書〉。 

 

此外，目前已有 25 省區市發布未來投資規畫，總投資額達 49.6

兆元人民幣，其中 2020 年計畫總投資規模為 7.6 兆元人民幣，但其

中仍有相當大的比重在傳統基建，其中包括 3,000 億人民幣的 5G 產

業、5,000 億人民幣的軌道交通建設以及 1,000 億人民幣的數據中心

建置等諸多項目。新基建的經費預計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將會是

地方的專項債，其次應使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或是利用抵押補充貸款。54此顯示中國大陸除了

中央單位積極推動新基建建設外，地方政府亦積極響應。 

  

 
54科技產業資訊室，2020，〈中國大陸「兩會 2020」兩大議題：「十四五」規劃，通過「新基建」

財政預算〉，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647，查閱時間：20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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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產業面向 

（一）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政策 

半導體為中國大陸重點發展產業，中國大陸希冀建立其自主的產

業供應鏈，降低對外國半導體零組件、技術的依賴，因此積極投入半

導體產業的研發。此外，因半導體為高資本投入的產業，中國大陸政

府長期以來為推動其半導體產業發展之幕後推手，因此在美「中」科

技戰爆發前，中國大陸政府已推動一系列促進半導體發展政策，從資

金面、人才面等面向完善中國大陸半導體發展環境。 

舉例而言，2014 年 6 月國務院推出「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

進綱要」，該政策為單獨聚焦於積體電路，不同於過往積體電路政策

均包含在軟體產業中。該政策最受矚目的內容為成立規模龐大的國家

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基金（以下簡稱大基金），提供中國大陸半導體業

者豐沛的資金得以在國際間競相收購外國高科技公司，抑或透過高薪

挖角獲得尖端技術與具備經驗的人力資源。55大基金第一期成立於 

2014年 8 月，募資規模達 1,387 億人民幣，並帶動 5,145 億元的地方

基金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總計約 6,500 億元資金挹注中國的半導體

產業；中國財政部曾陸續於 2008、2012、2018 年公布半導體製造企

業的稅收減免政策，例如對 2018 年之後投資新設企業或項目，依不

同條件提供一段期間免徵企業所得稅與減半徵收的優惠。56此顯示中

國大陸積極透過建立良好融資環境與資金挹注、提升半導體先進技術、

完善整體產業供應鏈、減稅優惠等方式，促進中國大陸半導體發展。 

美中科技戰以來，美國對華為技術進行全面圍堵，其中高階半導

體為華為重要關鍵零組件，因此美國政府對使用美國出口管制清單上

的軟體及技術生產之半導體業者設有限制，其供貨予華為或其實體清

單中的相關企業時，需經美國政府許可。因此，對中國大陸而言，在

美中衝突後，更加深中國大陸要提升半導體產業自主性的決心，因此

 
55 邱冠倫，2019，《產業政策的極限：以中國晶圓代工產業為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論文，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U0004-G0105260012。 
56 （1）線寬小於 130 奈米且經營期在 10 年以上的，第 1~2 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 3~5 年減

半徵收企業所得稅；（2）線寬小於 65 奈米或投資額大於 150 億人民幣，且經營期在 15 年

以上的，第 1~5 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 6~10 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U0004-G01052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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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亦加強推出促進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政策。2019 年 10 月大

基金第二期成立，規模 2,041.5 億人民幣，投資重點轉為半導體材料

與設備，並進行 5G、人工智慧等國產率低的半導體設計、製造布局。
57觀察投資實例，2020 年 4 月，大基金第二期攜手上海國盛集團向中

國大陸第二大半導體設計業者紫光展銳注資 45 億人民幣，紫光展銳

主要供貨予非蘋果品牌，近來切入中國大陸本土手機品牌vivo、小米、

OPPO等供應鏈，獲得中國大陸政府的強力支持。 

中國國務院於 2020 年 8 月 4 日提出「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

和軟體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簡稱《若干政策》），以促

進積體電路產業和軟體產業的發展，加強半導體產業國際鏈結，並從

財稅、研究開發、投融資、進出口、人才、知識產權、市場應用、國

際合作等八個面向推動。 

此外，《若干政策》推出符合條件的半導體企業可享免徵十年企

業所得稅、相關進口設備可免徵進口稅，以及加速企業上市審核機制

等政策，持續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58特別的是，為吸引半導體外資

企業至中國大陸投資，《若干政策》推出「凡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符合

條件的積體電路企業（含設計、生產、封裝、測試、裝備、材料企業）

和軟體企業，不分性質，均可享受本政策」的政策措施，以全面性的

優惠措施發展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 

在財稅政策方面，政府鼓勵積體電路線寬小於 28奈米（含 28奈

米），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積體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第一年至第

十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積體電路線寬小於 65 奈米（含 65 奈米），且

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積體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

徵企業所得稅，第六年至第 10 年按照 25%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

所得稅；《若干政策》亦提出在一定時期內，中國大陸扶植的積體電

路企業部分進口設備，除了相關不予免稅的項目之外，可享有免徵進

 
57鍾富國，2020，〈中國大陸半導體政策工具及實施走向觀察〉，中華經濟研究院，

https://www.itis.org.tw/NetReport/NetReport_Detail.aspx?rpno=93286406，查閱時間：2020.09.02。 
58黃慧修，2020，〈從中國大陸積體電路進出口分析看中國發展半導體自主化趨勢〉，IEK 產業

情 報 網 ，

https://ieknet.iek.org.tw/iekrpt/rpt_more.aspx?actiontype=rpt&indu_idno=1&domain=1&rpt_idno=3

57054338，查閱時間：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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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關稅的優惠。對於部分半導體重要進口的新設備，在新政策中也訂

出可分期繳納進口增值稅的優惠；在投資與融資的部分，《若干政策》

除了持續鼓勵中國大陸國家和地方現有的政府投資基金支持中國半

導體發展之外，在新政策中也強調將加速境內上市的審核流程。59 此

顯示中國大陸在美中科技戰後，高度重視半導體產業發展，希冀透過

全面性優惠與支持措施，發展半導體上、中、下游整體產業供應鏈。 

綜上所述，從中國大陸推動半導體政策發展以來，中國大陸半導

體產業四大聚落為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上海、江蘇、浙江）、珠江三

角洲經濟圈（深圳、珠海、廣州）、環渤海經濟圈（北京、天津、大

連）及中西部（武漢、西安、成都、重慶）等區域，逾中國大陸 90%

之積體電路企業營運據點在此四大聚落設立。60其中，又以長三角地

區為最重要的半導體聚落，許多 IC 製造與封測大廠在當地投資，如

中芯國際在上海設廠，江蘇長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部於江蘇，顯示

中國大陸在半導體政策推動下，亦形成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聚落，然

而因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不論在 IC 設計、製造仍有部分關鍵技術未

能掌握。根據 IC Insights調查，2019年中國大陸半導體自製率約 15.7%，

僅較 2014 年的 15.1%些微上升，距離 2025 年半導體自製率目標仍有

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發展仍落後於美國。 

（二）中國大陸 5G相關產業政策 

中國大陸為打造其成為科技強國，近年來積極發展 5G及其相關

產業，如人工智慧、大數據等，2016年 12月在《十三五國家訊息化

規劃》中，即提出到 2020 年，希冀 5G 標準制定與技術研發取得重

大進展並進行商用，加速推動 5G產業化與技術研究。2016年 12月，

中國大陸工信部公告《訊息通訊行業發展規劃 2016-2020》，提出鼓勵

5G技術試驗與標準研究，完善國家 5G通訊基礎設備，推動 5G頻譜

規劃與 5G商用，希冀躋身為國際 5G標準和技術的引導者之ㄧ。 

 
59黃慧修，2020，〈從中國大陸積體電路進出口分析看中國發展半導體自主化趨勢〉，IEK 產業

情 報 網 ，

https://ieknet.iek.org.tw/iekrpt/rpt_more.aspx?actiontype=rpt&indu_idno=1&domain=1&rpt_idno=3

57054338，查閱時間：2020.09.02。 
60  中 央 社 ， 2020 ， 〈 疫 情 衝 擊 大 陸 8 吋 晶 圓 代 工  臺 廠 有 機 會 受 惠 〉 ，

https://ctee.com.tw/amp/news/industry/221722.html，查閱時間：2020.10.13。 

https://ctee.com.tw/amp/news/industry/2217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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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納入 5G作為「重點領域」發展，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5G第二次列為「重點領域」的角色，希冀加

快 5G基礎建設與推動 5G產業發展，論述由「加快技術研發和轉化」

轉為「推動產業發展」，顯示中國大陸在戰略層面上，對 5G 的認知

應已完成關鍵技術的研發，並進一步以其為共通性技術，推廣後續的

商用產業化、與其他產業的跨界融合和應用。 

檢視中國大陸 5G發展成果，中國大陸在 2019 年進入 5G商用元

年，且中國大陸積極參與國際 5G標準制訂，並參與相當深入，國際

5G 通訊標準組織為第三代合作計劃（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在華為、中國移動、中興通訊等中國大陸企業參與推

動下，3GPP在 2020 年 7 月 3 日宣布完成 5G的 R16 標準。此外，儘

管美國對華為技術圍堵，因中國大陸已在全球 5G標準制訂占有重要

地位，為避免美國被排除在外，2020年 6 月 15 日美國政府宣布修改

出口禁令，允許美企不須獲得商務部許可證，就能在標準制定機構中

與華為分享制定 5G標準的訊息。61此外，中國大陸擁有的 5G專利數

量為全球第一，在全球 5G統一標準項目中，中國大陸即占有 21項，

其次是歐洲 14 項、美國 9 項、日本 4項等。62此外，中國大陸不僅在

5G標準專利具優勢，且因其在 ICT之產業優勢，因此擁有完整的 5G

產業供應鏈。因此，中國大陸在 5G發展方面，大致實現在《十三五

國家訊息化規劃》訂定之目標。 

目前中國大陸對 5G的政策推動主要分成四類，第一，促進 5G

佈署相關基地建設，以推動 5G網路建設時程；第二，發展 5G技術

之應用場景，促使 5G產業進行跨產業領域發展，發展 5G相關應用;

第三，擴大 5G技術研發能量，補貼企業研發經費；第四，打造 5G

安全環境，加強相關保障措施，建立完善之 5G產業生態系統。 

而隨著移動通訊運用領域的擴大，通訊範圍將從人與人之間擴大

至物與人之間聯繫之「物聯網」的概念。此顯示在 5G 達成正式商用

前後，中國大陸政府應會鼓勵發展更多的「內需消費」應用，以輔助

 
61 尹慧中、黃晶琳、季晶晶，2020.06.17，〈美放寬華為禁令  5G 廠吃補〉，經濟日報，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4640486，查閱時間：2020.06.22。 
62 吳秉宗、林正皓，2019.09.19，〈2019 年中國大陸 5G 運用及市場商機〉，查閱時間：2020.07.2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F%AF%E7%82%B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5G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464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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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快 5G技術的普及；此外，物聯網所採用的通訊技術不限於 5G，

6G 有可能帶來更多想像空間，並持續搭配近期中國大陸在工業互聯

網、人工智慧等領域的推廣應用。 

（一） 中國大陸因應美中科技戰與反制美國作為所採行之相關措施 

自 2018 年爆發的美中貿易衝突以及隨後所衍生之美中科技戰迄

今，中國大陸也為因應美中科技戰及反制美國之作為，乃採行相關之

政策措施進行反制回應，如 2020 年 8 月的《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

技術目錄》、2020 年 9 月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以及 2020 年 10

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等。簡言之，中國大陸於 2020

年提出「一目錄、一清單、一管理法（管制法）」的政策措施以作為

反制美國的因應之道。 

首先，2020年 8 月 28 日，為反制美國干預微軟收購抖音海外版

「TikTok」美國業務，中國大陸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中國大陸科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乃正式調整發佈《中

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以強化管制技術出口。此次的《中

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調整過程先後徵求相關部門、行業協

會、業界學界以及社會公眾等之意見，共計涉及達五十三項的技術條

目，而基本上隸屬於軍民兩用技術，皆納入出口管制管理。63 

其中，《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的調整修正內容所涉

及之五十三項技術條目中包括刪除四項禁止出口之技術條目（如微生

物肥料技術、咖啡因生產技術、核黃素生產工藝、維生素發酵技術等

領域）、刪除五項限制出口之技術條目（如新城疫疫苗技術、天然藥

物生產技術、功能性高分子材料製備和加工技術、化學合成及半合成

藥物生產技術、信息安全防火牆軟體技術等領域）、新增二十三項限

制出口之技術條目（如農業野生植物人工繁育技術、絨山羊繁育和品

種培育技術、空間材料生產技術、大型高速風洞設計建設技術、航空

航太軸承技術、雷射技術等領域）以及修改二十一項技術條目的控制

要點與技術參數（如農作物繁育技術、水產種質繁育技術、化學原料

 
63 王兆陽，2020/08/28，〈商務部、科技部調整發佈《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香

港 01，https://reurl.cc/Q3MzXo，查閱時間：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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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技術、生物農藥生產技術、航天器測控技術、空間資料傳輸技術、

地圖製圖技術、資訊處理技術、真空技術等領域）等。64 

隨後，2020 年 9月 19 日，中國大陸商務部亦公布《不可靠實體

清單規定》以進一步反制美國制裁。《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旨在針

對任何存有危害中國大陸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之外國組織或個人列

入黑名單，並按其相關內容規定，舉凡外國實體（包括企業、組織以

及個人等）在違背上述任一情形之下將被限制或禁止從事與中國大陸

有關之進出口交易活動、限制或禁止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限制或禁

止相關人員的入境、限制其中國大陸境內工作許可或停留資格以及罰

款等處罰事項。 

然而，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提及，此一規定既不針對特定國家或特

定實體，且將綜合評估與考量四大面向因素，以作為列入「不可靠實

體清單」之參酌依據，包括：（1）實體是否存在針對中國大陸實體實

施封鎖、斷供或其他歧視性措施之行為、（2）實體行為是否基於非商

業目的，違背市場規則及契約精神、（3）實體行為是否對中國大陸的

企業或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以及（4）實體行為是否對國家安全構

成威脅或潛在威脅等。但外界各方意見大多認為此一規定的發佈將是

欲對美國《實體名單（Entity List）》（如中國大陸之華為技術有限公

司、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等）所作出之制裁回應。此外，政治風險諮

詢公司歐亞集團 Eurasia Group 指出，被中國大陸列入第一波高度可

能性黑名單之企業則含括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 Inc.）、易安信公

司（Dell EMC）、惠烈－普克公司（HP）、美國航太製造商 Lockheed 

Martin 與 Rockwell Collins 等業者。65 

除此之外，2020 年 10 月 17 日中國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及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

制法》並於 2020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出口管制法》明文規定：

 
64 中國大陸商務部、科技部，2020/08/28，〈关于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的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8/29/content_5538299.htm，查閱時間：2020/12/01。 
65 陳曉莉，2020/09/22，〈反制美國《實體名單》？中國《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出爐〉，iThome

電腦周刊，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0117，查閱時間：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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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國家或者地區濫用出口管制措施，而對於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

及利益等層面造成危害時，則中國大陸將可依據實際情況對等採取措

施，進行反制。」而此《出口管制法》包括（1）總則、（2）管制政

策、管制清單和管制措施、（3）監督管理、（4）法律責任以及（5）

附則等五章內容，合計 49 條條文之規範內容。66 

《出口管制法》宣稱旨在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

而實施出口管制乃為國際通行之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的作法，據此

以藉由此法的制定以強化、規範出口管制。其出口管制之對象則包括

兩用物項（兼具民事和軍事用途）、軍品、核以及其他與維護國家安

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相關的貨物、技術以及服務等物項，

且上述所受出口管制之物項亦包括與該物項相關之技術資料數據或

相關科技技術之出口或轉讓，換言之，如源代碼（Source code）和算

法、5G 科技技術以及量子通訊等，皆被視為《出口管制法》中所明

定之出口管制項目。是故，可以顯見《出口管制法》之規定可謂是形

同中共欲針對美國近期屢次對於中國大陸實行嚴密出口管制所祭出

的重大反制條款、措施行動之一。 

  

 
66 葉琪，2020/10/17，〈中國出台《出口管制法》 規定外國濫用出口管制時可對等採取措施〉，

香港 01，https://reurl.cc/WLnlG5，查閱時間：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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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國大陸為因應美中科技戰與反制美國作為所採行之相關措施 

政策措施項目 調整修正或新增之相關具體內容或反制措施 

《中 國 禁 止出 口 限制

出口技術目錄》  

⚫ 禁止出口部分：畜牧業、醫藥製造業、交通

運輸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

機械製造業以及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

等五項產業領域項目。 

⚫ 限制出口部分：農業、畜牧業、漁業、農林

牧漁服務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

醫藥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通用設備

製造業、專業設備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

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

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製造業、

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電信和其他信

息傳輸服務業、計算機服務業、軟件業以及

專業技術服務業等十七項產業領域項目。 

《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 

⚫ 被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之外國實體所可

能面臨之處罰、制裁措施如下： 

（1） 限制或者禁止其從事與中國大陸有關的

進出口活動。 

（2） 限制或者禁止其在中國境內投資。 

（3） 限制或者禁止其相關人員、交通運輸工

具等入境。 

（4） 限制或者取消其相關人員在中國境內工

作許可、停留或者居留資格。 

（5） 根據情節輕重給予相應數額的罰款。 

（6） 其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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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項目 調整修正或新增之相關具體內容或反制措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

制法》 

⚫ 出口管制： 

（1） 指對特定物項的出口採行禁止或者限制

性之措施，以對該物項的使用主體或者

用途進行控制。 

（2） 出口管制包括兩用物項（兼具民事和軍

事用途）、軍品、核以及其他與維護國家

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相

關的貨物、技術、服務等，且亦涵蓋物

項相關的技術資料等數據，如將源代碼

和算法、5G科技技術、量子通訊等技術

之出口或轉讓等納入管制中。 

（3） 國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門可對於管制物項

出口目的國家、地區進行相關之評估，

以確立其風險等級，進而以採取相對應

之管制措施。 

⚫ 臨時管制：經中國大陸國務院或經中央軍事

委員會批準，國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門可針對

出口管制清單以外的貨物、技術和服務實行

臨時管制，而臨時管制的實施期限不超過二

年。 

⚫ 針對管制政策及管制清單，《中華人民共和國

出口管制法》之第九條規定：「國家出口管制

管理部門依據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

規定，根據出口管制政策，按照規定程序會

同有關部門制定、調整管制物項出口管制清

單，並及時公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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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與產經政策之影響 

在美中科技戰下，不論因美中互相加徵關稅、美國針對關鍵新興

科技對中國大陸實施出口管制、將中國大陸部份高科技產業列入出口

管制實體清單出口管制等措施，均影響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發展及經

濟情勢。對中國大陸而言，在美中科技戰下，中國大陸為突破美國經

貿的限制，亦須要透過調整產經政策作為因應。舉例而言，透過推動

半導體產業政策、建立中國大陸之自主資通訊供應鏈等，以促進中國

大陸受科技戰拖累的產業發展速度。 

因此，以下分別針對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與產經政策

之影響進行分析。美中科技戰包括美國透過加徵關稅，如清單一、清

單二等，來抑制中國大陸「中國製造 2025」政策發展；且在美中雙

方簽署第一階段協議之後，雙方的關稅暫告一段落，但科技戰仍方興

未艾，故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實際上與科技戰是很難區分的。另

外，在美中結構性衝突的背景因素影響下，2020 年初又爆發新冠肺

炎疫情，且從中國大陸迅速擴散到全世界，就此而論，新冠肺炎疫情

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的影響亦很難完全剝離。因此，在探討美中科技

戰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之影響時，其實應涵蓋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

疫情此二變數，並不能完全排除。 

一、 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影響 

在美中科技戰、新冠肺炎等因素下，全球主要重要機構均認為

2020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相對疲弱，2020 年 7 月世界銀行《中國經

濟簡報》（China Economic Update）將中國大陸 2020 年的經濟成長

預測從 2019年預測的 5.9%下調為 1.6%，此預估的經濟成長率為 1976

年以來的最低水準。此係於因目前全球需求仍疲軟，如中國大陸人民

所得下降、疫情對人民生活型態的改變，如面對面的消費模式將受到

影響，此預期將抑制消費。因企業收入下降與不確定因素提升，預計

私人投資將持續維持低迷。在外貿方面，因全球陷入深度衰退、各國

實施嚴格邊境管制和旅行禁令以及國際運輸受到干擾的情况下，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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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區對中國大陸商品的需求將繼續疲軟。 67彭博經濟

（Bloomberg Economics）預測，中國大陸 2020年 GDP為 2%的成長，

爲自中國大陸 1970 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最慢速度的成長，且彭博認

為，預期中國大陸未來 10 年因面臨全球化出現部分逆轉、資本累積

趨緩、勞動人口萎縮等因素，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將呈現低速成長；
682020年 10月 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預估 2020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為 1.9%，69而相較於 2020 年

6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預測之 2020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 1%，其

微幅上升 0.9%。顯示雖然 IMF 對中國大陸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甦的

情形較過去樂觀，但仍然是低於 2%的低速成長。 

除了觀察國際大型機構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的預估，以下觀察中

國大陸實際經濟相關數據，從經濟成長率、貿易、工業增加值、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等指標，分析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 

（一）美中衝突拖慢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速度，疫情進一步衝擊中國大

陸經濟，然中國大陸 2020年前三季經濟成長率由負轉正 

2019 年中國大陸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為 914,327 億元人民幣，比

2018年成長 6.1%，低於 2018 年經濟成長率的 6.6%，且 2019 年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率增速已創下 29 年的新低，顯示美中貿易戰的確衝擊

其經濟成長動能。 

此外，2020 年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為 206,504 億元人民幣，比

2018年同期衰退 6.8%，創下自 1992年中國大陸公布國內生產總值季

度成長率以來，首度出現衰退的情形。此顯示在美中貿易戰加上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響，特別是因疫情造成全國鎖國、封城等，造成中國大

陸生產停滯，對中國大陸經濟造成嚴重衝擊。 

 
67 世界 銀 行 集團 ， 2020.7 ，〈 應 對 新冠 肺 炎疫 情影 響 推 進中 國 改革 議程 〉 ，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438471594307167536/ceu-July-2020-cn.pdf ， 查 閱 時 間 ：

2020.09.02。 
68 賀景田，2020，〈彭博：中國 2020 年 GDP 增長約 2%〉，.soundofhope.org/post/417283?lang=b5，

查閱時間：2020.09.04。 
69  IMF, 2020.1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Long and Difficult Ascent”, IMF, 

file:///C:/Users/d33734/Downloads/text.pdf，查閱時間：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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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2020 年第二季，中國大陸疫情相對第一季趨緩，部分

城市出現解封，生產活動逐漸恢復，2020 年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為

250,110 億元人民幣，比 2018 年同期成長 3.2%，2020 年第三季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率為 4.9%，總計中國大陸前三季生產總值為 72.3 兆人

民幣，年成長率 0.7%。儘管中國大陸 2020 年前三季經濟成長率由負

轉正，第三季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呈現反彈情勢，但中國大陸經濟

仍面臨巨大壓力，後續仍需持續關注。 

（二）受美中科技戰衝擊，中國大陸出口、進口年增率呈現衰退 

中國大陸對外貿易受到美中貿易戰衝擊，出口與進口年增率大致

呈現衰退。2018 年 4 月美國公布對中國大陸加徵第一波貿易清單，

中國大陸出口成長率自 2018 年 6 月的 11.2%開始逐步下降，2020 年

以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出口成長率下滑更是嚴重；進口方面，

中國大陸進口成長率從 2018 年 6 月 14.1%快速下降，2019 年進口成

長率已是負成長，顯見美中衝突對於中國大陸進出口帶來十分劇烈的

影響。 

圖 2 中國大陸進出口成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局，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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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中貿易戰亦影響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最大夥伴。在 2018

年，中國大陸最大貿易夥伴為歐盟、其次為美國、東協等，在 2019

年，中國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仍為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從美國變成

東協，美國則變成中國大陸的第三大貿易夥伴，此顯示美中貿易戰的

確降低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緊密度。觀察 2020 年數據，2020 年 1

月至 6 月，中國大陸最大貿易夥伴為東協，中國大陸在東協之貿易比

重從 2019 年的 14%上升到 2020 年 1 月至 6 月的 14.7%；中國大陸第

二大貿易夥伴為歐盟，比重從 15.4%降至 14%，第三大貿易夥伴為美

國，比重從 11.8%降至 11.5%。顯見歐美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

因為工廠關閉、商務活動停滯，進而影響進出口。 

（三）新冠肺炎使中國大陸工業增加值急速下降，但在第三季已從負

轉正，累計 2020年前三季工業增加值為 1.2% 

工業增加值即為工業成長速度，可反映一定時期工業生產物量增

減變動程度。利用該指標，可判斷短期工業經濟的運行走勢，判斷經

濟的景氣程度。702018 年美中貿易戰爆發時，中國大陸工業增加值每

月年增率大致維持 6%左右，2019 年工業增加值年增率呈現波動，從

3 月的 8.5%下降至 12 月的 5.7%，其中 2019 年 7 月中國大陸工業總

值年增率僅為 4.8%，此創下 2003年以來最低的紀錄，推測美中科技

戰對中國大陸工業成長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因美國對華為科技禁令的

圍堵，市場氛圍可能不利中國大陸工業生產。 

然而，自 2020 年新冠肺炎影響，中國大陸工業增加值呈現急速

下降情形，2020年1-2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增率降至-13.5%，

但隨著第二季中國大陸經濟逐漸復甦，9 月工業增加值年增率已達到

6.9%。累計 2020 年 1 至 9 月全國規模以上規模工業增加值年增率為

1.2%，顯示中國大陸在 2020 年第 3 季在中大型企業生產呈現回升趨

勢，此可能係因中國大陸刻正推動的「新基建」政策出現效果，且中

國大陸在 2020 年第二季經濟成長動能增強，亦有助於推動中國大陸

工業生產。 

 
70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20，〈2020 年 7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 4.8%〉，

/t20200814_1783047.html，查閱時間：20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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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 年中國大陸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8 個月低於 50%，

2020年初疫情使 PMI 大幅下滑，但近期已逐步上升 

中國大陸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觀察製造業的領先

指標，2018年中國大陸 PMI前 11個月均站上 50%榮枯線上方，顯示

中國大陸在貿易戰初期，中國大陸製造業業者對景氣尚未明顯看淡。

然而，隨著美中貿易戰持續擴大及雙方衝突長期化，中國大陸 PMI

在 2018 年 12 月下滑至 49.4%，且 2019 年中有 8 個月在 50%榮枯線

下方，推測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與對華為之技術圍堵，使中國大

陸製造業業者對其未來前景較為悲觀。 

2020 年年初受到新冠肺炎情影響，2 月中國大陸 PMI 下降至

35.7%，然自 3 月以來中國大陸連續 5 個月 PMI 指數來到 50 以上，

2020年 9 月 PMI為 51.5%，相較 8 月上升 0.5個百分點，並創六個月

新高。推測原因為全球主要經濟體逐漸放鬆隔離封鎖措施，恢復經濟

活動，以及穩外貿政策措施落地生效，製造業進出口有所回暖，惟後

續仍要觀察中國大陸 PMI 是否能持續站穩 50%的榮枯線，並持續呈

現成長趨勢。71 

圖 3 中國大陸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局，本研究繪製。 

 
71  戴 瑞 芬 ， 2020 ， 〈 大 陸 製 造 業 PMI 連 二 升  景 氣 復 甦 〉 ， 聯 合 報 ，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4746443，查閱時間：20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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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大陸積極投入資源發展半導體產業，避免既有產業聚落受

到影響 

美中貿易衝突以來，美國先是透過加徵關稅影響中國大陸產品出

口，之後一系列針對高科技技術、產品的限制措施與貿易黑名單，更

進一步衝擊中國大陸資通訊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以半導體產業

為例，從中國大陸推動半導體政策發展以來，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主

要有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珠江三角洲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及中西部

等四個產業聚落，此四個聚落擁有中國大陸逾 90%之積體電路企業營

運據點。72然而，全球半導體設備主要是由美商提供，中國大陸晶圓

製造對美國半導體品牌設備的依賴程度相當高，因此在美中科技戰影

響下，即使中國大陸致力於打造非美系供應鏈，但短期之內發展仍將

受到影響，許多在陸廠商將可能轉移部份產能，不利其產業聚落發

展。 

有鑑於此，中國大陸政府積極投入資源進行產業發展，包括在上

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版，以協助中國大陸本土科技企業取得融資；

提出「G60 科創走廊」，推動長三角 9 個城市既有產業鏈資源進行協

同孵化，打造先進製造的跨區產業鏈，構建跨區域產業合作新模式。 

（六）美中貿易戰影響中國大陸資通訊供應鏈之產能外移 

在長達兩年的美中貿易戰中，美國目前已針對金額總計約 3,700

億美元的產品加徵關稅，又以前三份清單約 2,500 億美元、6,482 項

產品的 25%關稅為主。前二波清單主要為《中國製造 2025》的工業

產品，第三份清單則以消費品為主，但不包含服裝、鞋類、終端電子

產品等，第四份清單才包含所有民生用品。在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的

關稅清單中，其中第二波清單包含積體電路，清單三中貨品包含電子

及其零件，以及在清單四 A 的消費性電子產品，關稅為 7.5%，可見

美中貿易戰不可避免對中國大陸資通訊供應鏈造成影響。 

 
72  中 央 社 ， 2020 ， 〈 疫 情 衝 擊 大 陸 8 吋 晶 圓 代 工  臺 廠 有 機 會 受 惠 〉 ，

https://ctee.com.tw/amp/news/industry/221722.html，查閱時間：2020.10.13。 

https://ctee.com.tw/amp/news/industry/2217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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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的清單三 2,000億的產品，主要是在 2019

年 5 月才從原先的加徵關稅 10%提升為 25%，第四波 1120 億關稅更

是從 2019 年 9 月起加徵 15%的關稅，而後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起降

為 7.5%，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清單二電子零組

件的變化，請見下表。 

表 6 美國自各國進口清單二電子零組件部分貿易額變化 
 

金額（百萬美元） 比重 

2018 2019 2018 2019 

中國大陸 3,637 1,473 18.15% 8.61% 

臺灣 2,996 3,081 14.95% 18.02% 

韓國 1,866 1,785 9.31% 10.44% 

馬來西亞 2,179 2,145 10.87% 12.54% 

其他 5,600 5,386 27.94% 3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察表 6，在美國進口屬於清單二的電子零組件產品中，中國大

陸占美國進口的比例下降了將近十個百分點，臺灣占美國進口的比例

在 2019 年較 2018年提高了超過三個百分點，明顯成為轉單效應的受

益者，而電子零組件正是我國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主要產品之

一。73 

由此可見，美中貿易戰最直接的影響，主要在中國大陸投資的企

業出口至美國的關稅成本，導致企業減少利潤及訂單減少。在中國大

陸投資的陸資與外資企業，當出口以美國市場為主時，則會受到關稅

極大的衝擊，許多企業紛紛調整生產布局。例如，對於許多跨國企業

布局的臺資企業，由於在臺灣、東南亞或其他國家均設有廠房與生產

線，故透過生產線轉移產能的方式來因應，或透過在臺灣及東南亞等

地新設工廠做為因應。 

 
73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 2018 年資料，臺灣廠商外銷訂單在海外生產全年平均約 52.13%，其中在中

國大陸生產以資通訊產品最高，達 94%，其次是電機產品，占 74.3%；外銷訂單金額排平第二

的電子類產品，也有 44.6%在海外生產。請參見，高長，2019.5，〈美中貿易爭端對中國大陸

臺商影響與因應分析〉，《中美貿易戰：全球政經變局與臺灣產業出路》，中技社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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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球出現生產線的重整，將導致全球供應鏈出現「分鏈」

現象，換言之，若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的廠商，則保留在中國大陸的

產能，但若以美國市場出口為導向的廠商，則將中國大陸的生產線產

能轉移到其他地區，以規避關稅成本。 

（七）中國大陸產能外移，故強化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深化一帶一路

與東協等國之經貿關係，以因應相關衝擊 

在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下，造成各國重視建立自主的產業供應鏈，

並認為供應鏈應分散風險，供應鏈集中於單一市場的風險過高，全球

供應鏈將逐漸由長鏈趨向短鏈，造成短鏈趨勢。舉例而言，鴻海董事

長劉楊偉認為，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正逐步改變全球製造業

生態，供應鏈將進行重整，呈現愈上游愈集中，愈下游愈分散的狀況。

因為原物料等上游產業分散不易，使得愈上游形成愈長鏈，愈下游則

愈短鏈，世界工廠模式將轉換成發展區域製造中心；中經院李淳表示

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為長期化，許多企業認為需要重新檢視供應鏈結

構，因此短鏈革命、在地生產將為不可避免的趨勢。74 

在短鏈革命與供應鏈區域化趨勢下，國家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一

員之重要性日益提升，對中國大陸而言，美中貿易戰、科技戰造成中

國大陸產能的外移與移轉，使得中國大陸外向型的經濟發展受到衝擊，

迫使中國大陸必須夠透過加強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深化一帶一路與東

協等國之經貿關係，來因應美中貿易戰帶來的衝擊。 

目前在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主要包含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

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以及中國大陸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CPTPP已在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其成員包含日本、加拿大、澳洲、紐

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墨西哥、智利及秘魯等 11

個國家，中國大陸並未參與其中。然而，近來在美中關係惡化下，促

 
74  吳 馥 馨 、 林 于 蘅 ， 2020 ， 〈 後 疫 情 時 代 的 短 鏈 革 命 〉 ， 經 濟 日 報 ，

https://money.udn.com/SSI/topic/2020/short-chain-revolution/index.html?topic ， 查 閱 時 間 ：

2020.10.20。 

https://money.udn.com/SSI/topic/2020/short-chain-revolution/index.html?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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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2018 年美國川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戰略，亦成為亞太各國關注的區

域經貿合作框架。美國希望透過印太戰略，加強與印太地區重要經貿

合作夥伴的合作，擴大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地位，可見未來美國與中國

大陸在亞太區域的角力將更加明顯。 

此外，中國大陸一直積極推動 RCEP，2019 年 11 月 4 日第三屆

RCEP高峰會中宣布達成協議，在印度宣布退出 RCEP的情況下，東

協、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等 15個成員，並在 2020

年 11 月完成簽署。對中國大陸而言，RCEP 的生效將有助其開拓與

周邊國家的經貿關係，降低美中貿易戰造成之衝擊。對於受到美中貿

易戰衝擊的產業鏈而言，在 RCEP的整合趨勢下，加上已運作多年的

ASEAN+1（中國－東協自貿區），可透過前述之區域經濟整合，在中

國大陸投資的企業可享有生產中間產品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南亞之

間貿易免關稅的優勢，更有利於原先在中國大陸布局的企業朝向東南

亞及南亞投資。 

再者，在美中衝突長期化下，中國大陸希冀透過深化一帶一路的

戰略，加強與東協國家之經貿合作關係，以突破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

大陸對外經貿的不利影響。2019 年 8月 26日，中國大陸國務院在原

本既有的 12 個自由貿易區之外，新增了山東、河北、江蘇、廣西、

雲南、黑龍江等 6個自由貿易區，其中廣西、雲南新設自貿區，明顯

是針對東協國家的周邊開放。 

在一帶一路計畫下，中國大陸亦在沿線國家建立許多的自貿區、

經濟開發區、保稅區和自由港等，尤其是在東南亞設立雙邊經貿園區，

如泰國的泰中羅勇工業園區、越南的龍江工業園區、馬來西亞的馬中

關丹產業園區、印尼的印中青山工業園區等。中國大陸希望在中國大

陸與東協的自貿協定基礎下，透過在東協國家建立工業園區，引導中

國大陸企業至當地投資布局，建立中國大陸－東協產業鏈，進而可在

東南亞市場組裝出口至外國市場，以因應美國針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

的高額關稅。 

二、 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產經政策影響 

美中科技戰中，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科技圍堵與透過司法手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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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國大陸竊取美國的智慧財產權，促使中國大陸無法從美國取得先

進技術，進而拖慢中國大陸的科技發展進程。因此，美中科技戰不可

避免對中國大陸產業政策造成影響。如華為要取得使用美國技術或軟

體製造的半導體須經美國政府許可，造成華為取得關鍵半導體受到限

制，因此近來中國大陸加強資通訊的自主研發，積極建立資通訊自主

供應鏈。以下則針對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產業政策影響進行分析： 

（一） 加速推動發展半導體政策 

在中國大陸所推行的《中國製造 2025》政策發展趨勢下，中國

大陸部分高端製造產業領域的實力已日漸提升，其中，半導體係為優

先發展領域，並著重於 IC 設計領域的發展，且產業供應鏈全面國產

化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乃成為國家重要的施政方針。當前中國大陸在半

導體各個領域上的標竿企業包括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 MCU）

的華潤微電子、IC 設計領域的華為海思、IC 製造的中芯國際以及表

現最優之 IC 封測的長電科技等。是故，對於中國大陸而言，中國大

陸當前在發展半導體產業領域上是以 IC設計領域、IC封測領域為最

佳表現之著力發展項目，惟中國大陸半導體的關鍵技術仍與世界先進

國家存有差距。75 

美中科技戰下，美國透過一連串的技術圍堵與限制，以減緩中國

大陸透過併購、竊取商業機密所取得之科技發展速度，尤其在科技產

業中在許多領域均須使用的半導體及涉及資訊安全的 5G技術。其中，

在資通訊產業中，半導體為關鍵零組件，因中國大陸半導體在 IC 設

計部分仍主要仰賴美國之技術，因此 2020 年 5月 15 日美國商務部對

華為公布新禁令，規定在未事先取得美國政府核可的情況下，禁止使

用美國軟體、設備及相關技術的晶片供應商，將產品出貨給華為，進

一步防止華為等其他運用美國技術、設備與軟體的供應商供貨關鍵零

組件予華為，目的是全面切斷華為的供應鏈，削弱華為在 5G通訊設

備在全球的市場發展。2020 年 10月，中芯國際確認被美國列為出口

 
75 楊書菲、顧瑩華、盧鈺雈、葉長城、朱芷瑩，〈中國大陸高端製造發展對臺灣的影響〉，大

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2020 年 01 月，

https://ws.mac.gov.tw/001/Upload/295/relfile/7845/75927/dfd9f7a7-dc51-49d8-a6c1-84d72b05d07f.

pdf，查閱時間：2020 年 12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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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對象，包含美國技術的半導體設備、材料出口給中芯國際都必須

通過許可。由於中芯國際是中國大陸目前唯一在 14 奈米以下先進製

程發展藍圖較為明確的晶圓製造商，故此舉不僅影響中芯國際自身的

企業發展，更對中國大陸推動半導體產業自主化有重大影響。 

對中國大陸而言，半導體為其長期積極發展的產業，且半導體為

資通訊產業中重要的零組件之一，2019 年在中國大陸製造 IC產值達

195 億美元，而企業總部位於中國大陸的公司僅生產 76 億美元，占

比約 38.7%，僅占中國大陸 IC市場 6.1%的比重，顯示中國大陸為全

球半導體消費國，卻不是主要的 IC製造國家。76因此，中國大陸為避

免其產業技術持續受到美國禁令的限制而趨緩，刻正積極推動半導體

產業政策。 

中國大陸目前除透過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基金第二期對中國

大陸半導體業者投入大量資金，積極扶持中國大陸的本土企業中芯國

際、紫光展銳等，亦透過國家規劃之整體半導體政策推動。例如，2020

年 8 月 4日中國大陸公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

量發展的若干政策」，針對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進出口、人才、

知識產權、市場應用、國際合作等八大面向，促進中國大陸整體半導

體產業的發展。預期明年即將開始實施的「十四五規劃」，半導體產

業也會是重點發展產業。 

（二） 試圖建立資通訊自主供應鏈 

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的影響下，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遭遇極大

衝擊，許多資通訊廠商早已透過分散產能、改變生產基地，甚至是轉

移生產線的方式做為因應。面對此一局面，中國大陸政府更加積極布

建自有供應鏈體系，而國際大廠為了中國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亦試

圖在中國大陸打造另一條供應鏈。 

 
76 沈培華，2020/05/22，〈《產業》陸半導體自製率難達標 IC Insights：10 年內進展不大〉，時

報資訊，

https://tw.news.yahoo.com/%E7%94%A2%E6%A5%AD-%E9%99%B8%E5%8D%8A%E5%B0%

8E%E9%AB%94%E8%87%AA%E8%A3%BD%E7%8E%87%E9%9B%A3%E9%81%94%E6%A

8%99-ic-insights-10%E5%B9%B4%E5%85%A7%E9%80%B2%E5%B1%95%E4%B8%8D%E5%

A4%A7-054013106.html，查閱時間：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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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蘋果（Apple）為例，2020 年 7 月，緯創將旗下組裝 iPhone的

中國大陸昆山廠賣給立訊，8 月時機械大廠可成將在中國大陸的兩個

廠出售給中國大陸的藍思科技，77此舉形同讓可成完全退出蘋果手機

供應鏈。由此可觀之，面對美中衝突，蘋果正積極扶持大量中國大陸

企業形成完整的供應鏈，生產的產品則以供應中國大陸的國內市場為

主。至於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則改由臺商在印度等地的工廠生產

供應，以此規避龐大的關稅成本。 

換言之，在美中衝突下，中國大陸昔日早已成型的資通訊產業聚

落，原本屬於臺商或外資的位置，可能會逐漸被中國大陸本地廠商所

取代，此舉不僅符合國際品牌大廠的利益，同時也符合當前中國大陸

政府要推動的「內循環」政策方向。 

（三） 要求國外資通訊品牌產品從事中國內銷者須在中國生產 

中國大陸在 1978 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吸引外資赴中國大

陸投資，其中資通訊產業亦為其中一項吸引投資的重要產業。此外，

中國大陸希望扭轉進口大量電子零組件之情勢，並發展中國大陸當地

的電子零組件供應鏈，因此提出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使用零組件，

必須有三成是向中國大陸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78在中國大陸推動的

「中國製造 2025」政策，亦希望推動中國大陸在高端技術產業的進

口替代。 

事實上，中國大陸政府在推動產業發展扮演重要角色，透過補貼、

政策措施、租稅優惠等方式，以扶持中國大陸的產業供應鏈。其中，

對要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資通訊品牌商而言，中國大陸政府會希冀外

商與中國大陸企業合作，尤其是向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扶持的企業進行

採購，或是要求外資企業技術轉移給中國大陸企業，藉此培育中國大

陸廠商發展。 

就緯創出售代工廠給立訊、可成出售代工廠給藍思一事之分析，

 
77 葉佳華，2020/08/28，〈緯創、可成撤出中國》黃顯華：蘋果在中國扶植立訊 台商像遊牧民

族哪裡有草哪裡去〉，信傳媒，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3146，查閱時間：

2020/12/01。 
78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67，〈紅色供應鏈對我國之警訊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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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廠出售是基於品牌商之要求或中國大陸政府之要求，專家學者有

不同的意見，資策會陳子昂資深顧問認為蘋果扶持立訊，是在培養自

己的紅色供應鏈，即以中國大陸製造的產品，直接供給中國大陸市場。

惟工研院張超群副所長對於蘋果整合供應鏈背後的動機存疑，認為蘋

果是在配合中國大陸的政策進行整合。79福邦證券金融集團董事長黃

顯華則認為，蘋果為持續掌握中國大陸市場，故向中國大陸釋出善意，

選擇扶持陸企立訊，並建立一條專門為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供應鏈。
80依團隊之判斷，緯創、可成出售旗下代工廠，無疑是直接來自品牌

商的要求，但蘋果此一作為，係主動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政策，或被動

因應中國大陸政府要求，則不得而知。 

但無論為何，由於近來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政治關係呈現緊張情勢，

在美中貿易戰、科技戰持續下，此亦影響外資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布局

策略。為避免美國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的衝擊，在中國大陸的資通訊

產業供應鏈未來勢必要逐漸以供應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為主。目前我

國在中國大陸境內之蘋果供應商包括鴻海、夏普、日月光、英業達、

光寶、可成、仁寶電腦、華通、大立光、台達電、玉晶光、廣達、緯

創、國巨等（詳見下表 7），未來是否會在蘋果調整供應鏈下受到影

響，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79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半導體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 
80 葉佳華，2020，〈黃顯華：蘋果在中國扶植立訊 臺商像遊牧民族哪裡有草哪裡去〉，信傳媒，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3146，查閱時間：2020.10.20。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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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兩岸蘋果供應商名單 

區域 代表企業 

中國大陸 

中石偉業、京東方、江蘇長電科技、蘇州安潔科技、蘇州加值電子

工業、崑山科森科技、東山精密製造、依賴電子科技、東莞朝陽電

子科技、台山金橋鋁型材廠、汕頭超聲印刷板公司、深圳德賽電池

科技、深圳富誠達科技、深圳信維通信、深圳裕同包裝科技、深圳

立訊精密、深圳美盈森集團、深圳高偉電子、深圳瑞聲科技、深圳

藍思科技、深圳歐菲光科技、深圳比亞迪電子、深圳欣旺達電子、

歌爾聲學、山東創新金屬、正和集團、廈門京嘉光電、溫州金龍機

電、成都宏明雙新科技、吉林利源精製。 

香港 

領益製造、聯豐集團(Luen Gung)、創良科技(Crealand Tech)、伯恩

光學(Biel Crystal)、中南創發(CN Innovations)、INB Electronics、百

成實業、盈利時企業、通達集團、東江集團。 

臺灣 

鴻海、夏普、日月光、英業達、光寶、奇鋐、嘉聯益科、可成、正

隆、正崴精密、仁寶電腦、華通電腦、大立光電、正美、達方電子、

台達電、順達科技、台郡科技、復揚科技、玉晶光電、捷邦、金箭

印刷、明翔科技、良維科技、美津實業、南亞、和碩、華殷磁電、

先鋒材料科技、致伸科技、廣達電腦、瑞儀光電、新普科技、精元

電腦、欣達電子、緯創資通、國巨、臻鼎科技、兵中松琴工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pple Supplier Responsibility 2019。 

 

（四） 推動「新基建」加速發展 5G 

中國大陸的 5G發展在國際上表現亮眼，華為設備市占率為全球

第一，且因華為設備具高性價比之優勢，許多國家之政府機構與民間

企業採用華為 5G通訊設備，此引起美國高度關切，因此透過出口管

制、美國禁止政府單位使用華為之電信設備進行圍堵，甚至呼籲其他

國家加入美國抵制使用華為設備之措施。 

在此情勢下，華為在拓展國外市場受到限制，此將延緩中國大陸

在海外市場的 5G 佈署。但此並未減緩中國大陸政府持續發展 5G 的

決心。 

2018 年 12 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 2019 年重點工作任務

時提出「加強人工智慧、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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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新基建）」，後續並提出一連串與新基建相關之政策措施。81中國大

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 2020年 4月 20日首次明確提出新型基礎

設施的推動方向，強調「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驅動，

以資訊網絡為基礎」提供數位轉型、智慧升級與創新服務的基礎設施。

中國大陸將透過「新基建」，推動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打造數位強國。

此外，中國大陸官方首次明確了「新基建」的範圍，將 5G列為新基

建七大領域中。 

再者，除了中央推動新基建措施，地方政府亦積極響應。多數省

或直轄市皆於 2020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對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

對應作法，例如設置資料中心、5G 等建設相關佈局或計畫。例如，

北京市政府發布的新基建行動方案，涵蓋 5G、衛星互聯網、新型資

料中心等六大任務；上海市政府則是宣布將在 2020年至 2022 年間，

建設 100家以上無人工廠、無人生產線，以及 20 個工業互聯網平臺。

預估 2020 年中國大陸各省市政府投入新基建投資約在人民幣 1 兆元

左右。 

（五） 低階資通訊產品或出口美國產品之生產線外移 

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制裁及技術圍堵措施，致使中國大陸既有的供

應鏈體系產生變化。原則上，以供應美國市場為主的產品，其生產將

移出中國大陸，供應中國大陸及其他非美國市場的產品則還是會留在

中國大陸。因在中國大陸建立起的產業鏈，享有高度成本優勢與效率，

是故廠商不會輕易放棄在中國大陸生產製造。82此外，因美國對中國

大陸加徵高關稅，在中國大陸生產的低階產品會傾向外移至新南向國

家。因此，在美中貿易戰之不確定情勢下，在中國大陸投資的企業將

分散產能在不同國家，儘管此須提升生產成本，但長期而言建立多元

的生產基地為企業之投資布局趨勢。 

事實上，陸企在美中貿易戰後，積極將低階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電

子零組件、組裝部分及輸美產品的生產線外移至新南向國家。舉例而

 
81 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5，2020 中國大陸經濟情勢觀察對臺措施研析，經濟部委託。 
82顧瑩華，2019.5，〈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影響〉，《中美貿易戰：全球政經變局與

臺灣產業出路》，中技社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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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陸企之蘋果供應商為因應客戶的要求，較早開始往新南向國家布

局，以分散風險，如中南創發、博恩光學、信維通信、哥爾聲學、立

訊等陸企在 2018 年後均選擇在越南投資或擴廠；而歐菲科技、新旺

達、美盈森等陸企則是選擇印度；華為供應商則是在美中貿易戰後，

明顯共同至印度設廠投資，以形成電子產業聚落，許多下游的電子零

組件是跟著品牌商一起前往印度布局，例如光弘科技、匯頂、邱鈦科

技、長盈精密、聞泰科技等企業均相繼至印度布局。 

 

表 8 陸企電子業者在東協與印度布局 

分類 陸企名稱 業務 東協與印度布局 

蘋果

供應

鏈 

凱成 包材 越南、印度 

比亞迪＊ 配件 印度（2007 年設） 

深圳裕同 包材 印度（2017 年設）、越南（2010 年設） 

德賽＊ 電池 越南（2012 年設） 

瑞聲＊ 聲學 越南（2014 年設，2019年擴）、菲律賓

（2014 年設） 

蘇州安潔 絕緣材料 泰國、新加坡（2014 年收購） 

江蘇長電 IC封測 新加坡（2015 年購併） 

立訊＊ 組裝 AirPods 越南（2016 年設，2018年擴）、馬來西

亞（2012年購併） 

歌爾聲學＊ 組裝 AirPods 越南（2016 年設，2019年擴） 

藍思 觸控 越南（2017 年設，自勝華購併） 

新旺達＊ 電池 印度（2017 年設，2019年擴） 

美盈森 包材 印度（2019 年設）、越南（2017 年設） 

伯恩光學＊ 玻璃 越南（2018 年設） 

中南創發 表面處理 越南（2018 年設） 

領益 機構件 越南（2018 年設） 

信維通信＊ 天線 越南（2019 年設） 

歐菲光＊ 觸控 印度（2019 年設） 

華為

供應

鏈 

京東方 面板 新加坡（2006年設子公司）、印度（2016

年設子公司、印尼（2018 年設子公司） 

舜宇光學 鏡頭 新加坡（2006 年設）、印度（2018 年設） 

光弘科技 智慧型手機 印度（2018 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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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陸企名稱 業務 東協與印度布局 

匯頂 半導體和軟體設計開

發 

印度（2019 年設） 

邱鈦科技 鏡頭及指紋識别模組 印度（2019 年投產） 

長盈精密 智慧手機零組件 印度（2019 年設） 

欣旺達 電池模組供應商 印度（2019 年設） 

聞泰科技 通訊與半導體 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2019 年投

產）、印度（2019 年投產） 

碩貝德 通訊天線 越南（2019 年設子公司） 

信維通信 天線 越南（2019 年設）、印度（籌畫中） 

註 1：＊代表同時為華為供應鏈。 

註 2：華為供應鏈為 Mate20X 5G、Mate30 系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各公司官網，及 2019/8《商業周刊》1655 期〈碎鏈時

代〉，頁 69。 

（六） 吸引外商投資中國大陸資通訊關鍵零件產業 

近年來大陸製造業技術進步和技術升級進展較大的為電子、家用

電器、通訊設備、辦公用品、儀器儀表、化工原料和製品等，大多是

外商投資企業進入比較密集、外資研發機構設立較多的行業，技術進

步和外資進入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因此，外商投資企業特

別是大型跨國公司進入，加快了中國大陸製造業技術進步和製造能力

提升。83 

因此，中國大陸為發展資通訊關鍵零組件製造技術，希冀持續透

過吸引資通訊產業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以留下其關鍵技術，以積極建

立中國大陸的資通訊自主供應鏈。為推動「中國製造 2025」的九大

戰略性產業，2019年 6 月發佈新版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19

年版）》，在電子資訊產業，增加 5G核心元元件、積體電路用刻蝕機、

晶片封裝設備等項目。此外，為了更吸引臺資企業專業人才與資金的

參與，2019 年 11 月公佈《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鼓勵臺商參與大陸 5G技術研發、標準制定、產品測試和

 
83 高長，2019.7，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崛起的國際效應，《遠景基金會季刊》20：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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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建設。84從前述推動政策可見，中國大陸政府刻正吸引外商投資

中國大陸資通訊關鍵零件產業，以提升中國大陸整體資通訊產業能

量。 

此外，中國大陸特別聚焦技術相對落後之半導體產業，希冀積極

透過吸引半導體產業的投資，以提升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的製造能量，

作為因應中國大陸擴大的內需市場與非美外銷供應鏈的需要。在此背

景下，中國大陸提出「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

展的若干政策」，其中政策內所有優惠補貼措施，對象涵蓋中國大陸

境內設立符合條件之半導體企業，該政策並未獨厚中國大陸半導體企

業，顯示中國大陸積極招攬外國半導體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 

  

 
84 林淑怡、趙慶章、王集忍，2020，〈2020 年趨勢解析《稅務篇》2020 年中國大陸產業發展暨

財 稅 改 革 趨 勢 〉 ， 勤 業 眾 信 稅 務 部 ，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tax/articles/2020-outlook-chinatax.html ， 查 閱 時 間 ：

2020.10.20。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tax/articles/2020-outlook-chinata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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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美中科技戰及疫情影響下，許多國際機構均已下調對中國大陸

2020 年的經濟預測，但相較其他世界主要國家，中國大陸的經濟表

現仍是相對亮眼。據統計，中國大陸 2020 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

6.8%，第二季上升為 3.2%，第三季更上升到 4.9%，累計 2020 年前三

季年增率為 0.7%。此外，近幾個月來在進出口年增率、工業增加值、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等指標亦呈現回升情形，顯示中國大陸可能出現

經濟反彈的跡象。 

美中貿易戰亦可能不利區域甚或全球的貿易表現，因全球產業供

應鏈已形成緊密的鏈結，因此美國與中國大陸相互的加徵關稅，所有

參與在供應鏈中的國家都將因此受到損害。美中科技戰使得中國大陸

進出口年增率下滑，但由於許多在陸投資企業轉為分散產能或產線至

東南亞國家，美中貿易戰反使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建立更緊密的供應鏈

關係，從數據來看亦可發現，2020年前 10個月，中國大陸第一大貿

易夥伴從歐盟轉變成東協。 

美中科技戰亦影響區域經濟情勢，因各國認為應建立自主的產業

供應鏈，認為供應鏈集中於單一市場的風險過高，應分散風險。全球

供應鏈一方面將出現多元化情形，另一方面將基於終端市場考量，逐

漸由長鏈朝向短鏈發展。而中國大陸在美中貿易戰下，不利其對外經

貿發展，因此需透過深化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一帶一路等，來因應美

中貿易戰帶來的衝擊。而美國在亞太地區，則透過印太戰略加深其影

響力，預期未來美中雙方將持續在亞太區域進行角力。此外，在美國

對中國大陸科技領域的技術圍堵下，全球可能形成雙元供應鏈，因美

國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領域進行圍堵，而中國大陸亦以積極建

立自主技術與供應鏈以為因應。可見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情勢

將不可避免造成影響，並促使中國大陸調整其產經政策方向。 

因美國限制使用美國技術與軟體製造的企業對華為供貨，此對中

國大陸在半導體產業與 5G等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中國大陸已

在 2020 年 8 月 4 日公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

量發展的若干政策」，並吸引外商投資中國大陸資通訊關鍵零件產業。

而中國大陸政府亦會希望布局中國大陸市場的外國資通訊品牌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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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對中國大陸企業的電子零組件採購，或要求其在中國大陸投資生

產，以促進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發展。此外，中國大陸的目的在建立

其資通訊產業自主供應鏈，以降低對美國技術的倚賴，避免美國透過

技術圍堵制約其產業發展。 

再者，在美中貿易戰關稅與科技管制出口相關禁令的壓力下，不

論是陸企或是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外資企業，均面臨出口美國之產品產

線外移壓力。其中，地理鄰近且具生產成本優勢的東南亞國家與印度

即成為首選遷移目的地。在此情勢下，中國大陸亦推出相關優惠措施

吸引資通訊關鍵零組件外商留在或前往中國大陸投資。中國大陸透過

推動新基建政策，透過佈署 5G 基地、發展 5G 技術之應用場景、增

加 5G技術研發能量、建構 5G安全環境等模式，以加速推廣 5G。 

簡言之，美中科技戰明顯促使中國大陸調整其產經政策方向，其

中最為明顯且與兩岸關係相關的，即為半導體產業與 5G產業，下一

章中，本研究會具體探討美、中科技產業政策及美中科技戰對台灣資

通訊產業、半導體產業與 5G產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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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中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產業之影響 

整體而言，美中科技戰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開始是以關稅戰的

形式，透過加徵關稅，迫使國際企業進行產能移轉，削弱中國大陸「世

界工廠」的地位，降低中國大陸的生產能量，進而延緩中國大陸持續

精進生產技術的進程。這也是美中貿易戰爆發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層

次，才是針對中國大陸關鍵技術的「技術圍堵」，透過種種手段防止

中國大陸取得先進國家的關鍵技術，拖慢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發展；

同時，藉由對華為等人工智慧、5G、安控企業在高階晶片上斷鏈，

削弱中國大陸在人工智慧、物聯網、5G等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 

因此，本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討論美中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產業之

影響，首先是針對美國與中國大陸各自的科技產業政策，探討其對臺

灣之影響；其次是針對以關稅戰形式表現的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相關

產業之影響，這部分主要是基於加徵關稅的成本考量，所以對臺灣而

言，受到影響的是以電子零組件為主的資通訊產業；最後才是美中科

技戰中美國針對關鍵技術及關鍵晶片的管制，這部分臺灣科技產業主

要受到影響的是半導體產業與 5G相關產業。 

第一節 美中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之影響 

中國大陸近年來在半導體、物聯網、人工智慧、機器人、5G 等

高科技產業投入大量資源，「中國製造 2025」更是明顯主張要建設中

國大陸成為「製造強國」，對美國形成威脅。美國近年來也開始意識

到其在高端製造方面的弱點，思考如何改變其過於偏重研發的科技產

業政策。由於美國、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關係都極為密切，故其科技產

業政策對臺灣有直接的影響，本節主要從美中雙方個別的科技產業政

策，探討其對臺灣之影響。有關美中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產業的影響，

將會在後續的章節中再進行分析。 

一、美國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之影響 

川普政府上臺以來持續推動「美國製造」政策，此政策期待透過

新的製造技術提高生產力，推動美國高端製造業的發展，並促進美國

經濟繁榮。因此，2018 年 10 月 5 日，美國先進製造科技委員會發布

《確保美國在先進製造領域領導地位之戰略》（Strategy for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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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報告指出，雖然創新一直是美

國的優勢，且也相當重視先進製造的技術創新，但由於美國過去長期

傾向將創新研發中心留在本土，但在製造部份則因為成本、市場等要

素考量而將工廠設在國外（Innovation Hear/ Production There），使得

美國本地的製造業呈現衰退。自 2000年至 2010 年間，美國製造業之

工作機會從 1,730 萬減少至 1,170 萬，之後政府雖然努力改善，但至

2015年也只恢復至 1,230萬，可見美國較注重上游的創新研發，卻缺

乏強大的國內先進製造業作為支撐，不利美國維持其世界創新引擎的

領導地位。85 

2019 年 2 月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在官網上發布的「美國將

會支配未來產業」《America will Dominate the Industries of Future》一

文中，明確指出當前美國重點發展的科技產業為人工智慧、先進製造

業、量子資訊科學、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等四大產業。86白宮針對 2021

年財政年度提出 4.8兆美元聯邦預算案，其整體研發支出雖然從 2020

財年 1,560 億美元降至 1,422 億美元，但其中針對人工智慧相關技術

的研發支出將從 10億美元增至 20 億美元以上，量子資訊科學研發支

出也增至 8.6 億美元，87顯示當前美國對於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科學

等尖端科技的重視。 

不過，美國重視尖端科技研發、缺乏高階製造技術的問題在川普

政府任內依然未解，《金融時報》撰稿人 David Adler（2018）指出美

國較重視「創新生產方式」（novel-product innovation），而較缺乏「生

產方式創新」（incremental and process innovation）。88事實上，過去美

國兩種創新都並重，但如今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美國專注研發新的生

 
85 Subcommittee on Advance Manufacturing Committee on Technology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uncil, 2018.10, “Strateg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0/Advanced-Manufacturing-Strategic-Plan-

2018.pdf，查閱日期：2020/4/25。 
86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2019.2.7, “America Will Dominate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america-will-dominate-industries-future/，

查閱日期：2020/4/25。 
87 陳 穎 芃 ， 2020.2.12 ， 〈 川 普 產 業 政 策 拚 AI 、 量 子 運 算 〉 ， 工 商 時 報 ，

https://ctee.com.tw/news/global/218851.html，查閱日期：2020/4/25。 
88 David Adler, 2018.5.20, “The American Way of Innovation and Its Deficiencies”, American Affairs 

Journa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america-will-dominate-industries-futur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0/Advanced-Manufacturing-Strategic-Plan-2018.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0/Advanced-Manufacturing-Strategic-Plan-2018.pdf
https://ctee.com.tw/news/global/2188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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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方式或新的科技，致力於先進的、上游的研發（advanced or upstream 

R&D），藉由其領先的技術，成為國際產業供應鏈的上游，並把下游

製造外移至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等地，因此亞洲國家致力發展應用

型的研發（applied R&D），如台積電在晶圓代工上的專利即是典型的

應用型研發翹楚。在此情勢下，美國在「生產方式創新」逐漸被扮演

製造基地的亞洲國家趕超，形成美國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危機。 

美國專家學者 Sridhar Kota 等在《哈佛商業評論》表示，儘管美

國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投資繼續保持世界領先地位，但其失去創新

所必需的各種過程改進的能力。在製造業方面，因美國長期將下游製

造端在海外生產，美國已經失去了邊做邊學的能力。美國缺乏工業共

同體（industrial commons）所需的生產技能與能力。因美國幾乎所有

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均在國外設計及製造，美國失去生產平板顯示器、

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等 3C 產品的基本能力。89蘋果等資通訊大廠已在

中國大陸形成完整供應鏈，儘管因美中貿易戰提升其分散風險的概念，

但其主要產能移轉國家仍以新興亞洲為主，如東南亞等國，亦未大舉

遷回美國。因此，美國製造業要全面從中國大陸回流至美國仍有技術

上的困難。 

隨著美中科技戰的升溫，美國開始意識到其在半導體產業相對於

中國大陸的優勢，尤其是美國透過「實體清單」的方式對華為、海康

威視等中國大陸企業進行「科技禁運」，禁止美國企業向這些企業提

供高階晶片，導致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5G 產業受到巨大的衝擊。

另一方面，美國亦感受到包括韓國、臺灣等亞洲國家在半導體產業上

急起直追產生的威脅，甚至在晶圓代工、記憶體上，已經有超越美國

的趨勢，因此美國在美中科技戰爆發後，提出多項法案，企圖強化美

國半導體產業。 

2020 年 5 月 21 日，美國國會提出《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提高美國政府在科技領域方面的投資，計畫擴大國家

科學基金會（NSF），將其更名為國家科學技術基金會（NTSF），在

 
89 Sridhar Kota , Justin Talbot-Zorn and Tom Mahoney,2018.10.23, “ How the U.S. Can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novat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18/10/how-the-u-s-can-rebuild-its-capacity-to-innovate. 

https://hbr.org/search?term=sridhar%20kota&search_type=search-all
https://hbr.org/2018/10/how-the-u-s-can-rebuild-its-capacity-to-inno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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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投資 1,000 億美元，用於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半導體等先進

電腦硬體、量子資訊與量子運算、機器人與先進製造、災防科技、先

進通訊技術、生物科技、能源科技、網路安全與數據存儲、與其他關

鍵技術領域有關的材料科學、工程與勘探等十大關鍵技術領域，推動

科研成果轉為科技應用，獲得民主黨與共和黨的一致認可。 

2020年 6 月 10日，美國眾議院更針對半導體產業提出《半導體

產業振興法案》（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Act, 簡稱 CHIPS Act）以 5 年 250億美元的資金與稅收抵免優惠，加

強美國半導體產業在國內建立完整生產工廠。在不到一個月內，2020

年 7 月 1日，美國參議院又提出另一個振興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美國

晶圓代工業法案》（American Foundries Act, AFA），將授權美國商務

部發放各州 150億美元補助款，協助半導體晶圓廠、封測廠或先進封

裝產線與研發據點的建設、擴展或現代化，尤其強調確保國防安全、

資訊安全的晶片生產，同樣獲得兩個政黨的共同支持。由於CHIPS Act

跟 AFA 兩項法案的性質類似，重複性高，按照過去慣例，參眾兩院

應該會進行協調，將兩項法案整併成為一個法案。由於由於台積電供

應高效能晶片給予美國 F-35 戰鬥機零組件供應商 Xilinx，因此如果

該項法案通過，則我國赴美建設新廠的台積電亦將因此而受惠。 

換言之，對臺灣而言，美國在高階製造業的弱勢卻成為臺灣與美

國科技產業合作的契機。因美國的科技產業在美國主要聚焦於研發、

創新、設計等，而臺灣強項則是在生產製造與品質控管等，因此在美

國積極推動高科技、資安、國防等產業供應鏈與中國大陸脫鉤之際，

美國研發與臺灣製造可望進行彼此互補的合作。 

整體而言，美國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的影響可統整為以下三點： 

（一）美國創新主要來自基礎研究，擁有先進技術研發優勢，臺灣資

通訊產業享有厚實製造能量與豐富的人才，具下游製造能量 

美國長期以來為全球研究支出第一的國家，自 2000年至 2017年，

美國研發支出平均以 4.3%的速度成長，90美國重視基礎研究的發展，

 
90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20.1.15,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S. 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03，查閱日期：2020.4.30。 

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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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美國發展基礎。因美國長期將製造業生產端在海外生產，儘管

美國大學亦進行了後期應用研究，希望基礎研究能進行到商品化階段，

然而大學在製造端僅能扮演有限的推進角色。美國經濟學家詹妮弗．

克拉克（Jennifer Clark）和蘇珊．克里斯托弗森（Susan Christopherson）

認為，在缺乏技術熟練的技術勞動力和資本投資下，來自大學的技術

創新難以大規模的創造當地就業，此僅可能在舊金山灣區實現，因其

能吸取周圍大學的創新，並建立一定規模的產業。91因此，對美國而

言，其科技重點發展方向為先進技術的研發優勢，美國為全球科技技

術的領導者，而在下游製造則須與其他國家進行分工與合作。 

另一方面，臺灣經濟已從過去的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到 2011

年已跨入到創新驅動，顯示我國的經濟發展逐漸偏向自主設計、研發

與透過知識經濟推動。臺灣利用工程專業發展硬體技術，衍生出許多

國際的資通訊製造大廠。例如台積電為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市值為全

球前 20，毛利率將近 50%；聯發科為全球 IC設計第四大廠，亦有 40%

毛利率。92臺灣美國商會執行長傅維廉（William Foreman）表示，相

較中國大陸高競爭性的地區，在臺灣設立公司可雇用到素質優異且忠

心的工程師，這些人才流動率低，更不容易被挖角。93因此，看好臺

灣的製造能力與擁有優良人才，國際大廠如 Google、微軟均選擇在

臺灣投資。如 2016年 10月微軟在臺灣設立「微軟物聯網創新中心」，

後續並成立「人工智慧研發中心」，進行 AI開發應用與技術研究；2018

年 3 月 Google 開啟「智慧臺灣計畫」，培育 AI人才。 

然而，儘管臺灣在資通訊製造方面已有深厚的基礎，但在智慧製

造起步較晚，而先進技術發展與專利取得尚在發展階段；臺灣自 2008

年才開始對智慧製造進行布局，相關專利則是在2011年才開始發展。

在我國現階段智慧製造與 AI 專利中，主要申請人仍為在臺灣布局的

 
91 David Adler, 2018.5.20, “The American Way of Innovation and Its Deficiencies”, American Affairs 

Journal. 
92  交通大學， 2019.10.18，〈迎戰 AI Google 臺灣總經理：軟硬整合是臺灣優勢〉，

https://www.nctu.edu.tw/component/k2/item/3729-ai-google，查閱時間：2020.5.4。 
93 Ralph Jennings,2018.9.29, “ How Taiwan Is Becoming A Top Destin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sia”, 

Forbes,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8/09/29/how-taiwan-is-becoming-a-top-desti

nation-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in-asia/#2b36421f40a0，查閱日期：2020.5.4。 

https://www.nctu.edu.tw/component/k2/item/3729-ai-google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8/09/29/how-taiwan-is-becoming-a-top-destination-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in-asia/#2b36421f40a0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8/09/29/how-taiwan-is-becoming-a-top-destination-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in-asia/#2b36421f40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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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企業所提出，例如高通、阿里巴巴控股、英特爾等企業。若觀察

我國本土研發能量，以研究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為領導者，但大多聚

焦於電腦科技相關技術，顯示企業的研發能量較弱。此外，現階段我

國在智慧製造相關專利中，主要集中於電腦技術與網路頻寬等技術，

但較缺乏實際應用於技術操作與工程技術面向的專利。94 

因此，我國資通訊產業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且具硬體製造優勢，

因此美國先進技術與臺灣製造能量具高度互補性，例如我國可結合美

國在前端技術研發，如 AI 先進技術，並導入我國的製造端部分，推

動我國智慧製造升級。 

（二）美國發展本土半導體產業，有利於臺美結合製造與研發能量 

美國當前積極發展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科學、5G、先進製造業等

先進技術，尤其是在美中科技戰的交鋒中，美國發現在半導體產業上

領先中國大陸的重要性，而要在技術上持續領先中國大陸，光是依賴

「實體清單」禁止美國半導體技術、設備與產品輸出中國大陸顯然不

足夠，因此國會開始擬定法案，投入大量資源在半導體產業上。 

美國政府資源的投入固然有助於美國半導體製造商，如英特爾

（Intel）、美光（Micron）、格羅方德（GlobalFoundries）等，但誠如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臺灣區總裁曹世綸所言，美國的強項

是 IC設計及應用，例如蘋果（Apple）、高通（Qualcomm）、超微（AMD）

及輝達（NVIDIA），應用則有谷歌（google）及微軟（Microsoft），

再加上美國有最大的終端消費市場，但是美國本土在 IC 製造已然難

以再起，台積電正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廠商，因此，美國在發展美

國本土半導體產業鏈時，必須要與台積電合作。 

事實上，臺灣資通訊科技產業具全球競爭力，臺灣為全球第二大

資訊硬體生產國，晶圓代工業與封裝測試業產值更位居全球第一、IC

 
94 樊晉源，2019.12.30，〈人工智慧運用在智慧製造領域重點專利布局—比較臺灣廠商及世界標

竿 廠 商 為 例 〉 ，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62?utm_source=Facebook_PicSee ， 查 閱 時 間 ：

2020.5.4。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562?utm_source=Facebook_Pic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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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業則居全球第二、PC產品居全球第三。95可見我國在半導體享有

全球龍頭地位。台積電在全球半導體市占率將近 50%，並遠優於全球

半導體第二大廠商三星，且台積電在 7奈米晶片享有量產的領先技術，

稱霸全球。我國資通訊產業長期扮演歐美等電子品牌大廠委託代工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委託設計代工（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的角色，隨著美國資通訊產業「去中國

化」的趨勢，未來臺美在資通訊領域可望成為更緊密的合作夥伴。 

（三）美國在國防及戰略產業「去中國化」的策略，有助於臺美在國

防科技、5G通訊、智慧機械、生技醫療等領域加強合作關係 

近年來中國大陸透過企業投資、併購等策略取得美國技術，美國

明顯感受到中國大陸的威脅，因此積極在國防及戰略性產業上尋求

「去中國化」，反而提供臺美進一步合作的契機。尤其是在新冠肺炎

的影響下，世界各國認識到生產過於集中於中國大陸的危險，同時亦

注意到臺灣隱形冠軍反應快速、物美價廉的實力，開始思考以臺灣作

為中國的替代供應商。日前傳出美國有意籌組「信任夥伴」（trusted 

partners）聯盟，正在與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印度、越南進

行協商，合作領域從數位、經濟、能源、基礎建設、貿易，甚至涵蓋

教育、研究等，希望供應鏈能夠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96我國也可

藉由這波契機，強化與美國的合作關係。 

更為關鍵的是，由於美中科技戰的爆發，美國開始積極排除美國

國防產業屬於「紅色供應鏈」的原料及零組件，並尋找替代供應商。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在 2018 年 5 月 10 日舉辦第一屆「臺美國防產

業論壇」，由美國國防產業代表與我國防產業業者進行交流與互動，

並針對未來產業合作之機會與挑戰進行研討。 

美國在《2018 國防授權法》899 條，禁止美國政府或供應商使用

華為、中興通訊、海康威視、大華科技、海能達（Hytera）以及相關

企業產品。此即提供我國廠商加入美國資安產業供應鏈的機會。此外，

 
95  Invest Taiwan ， 〈 選 擇 臺 灣 的 十 大 理 由 〉 ，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showPagecht5290?lang=cht&search=5290，查閱時間：2020.5.4。 
96 中央社，2020.5.18，〈去中國化正夯，臺灣緊握全球供應鏈，歐美都會來敲門〉，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2649714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showPagecht5290?lang=cht&search=5290


 

78 

 

美國政府近來常用「其他交易授權（Other Transaction Authority, OTA）

作為美國政府新的採購模式，旨讓國防部能夠規避傳統且繁瑣的聯邦

採購規範（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FAR），讓政府能與廠家簽

署更快速且有彈性的商業合約，提升武器採購的效率，但規定承約方

需為非傳統的國防廠家或中小企業，以增加市場創新和競爭。美國聯

邦政府規定總公告金額至少 23%須由小企業得標，且國防部及各軍種

均有小企業專員來協助小企業理解競標程序。97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

的臺灣企業相當有利。 

就我國國防產業的分類，資安產業與船舶、飛機並列為我國國防

產業的三大支柱。從美國針對華為一系列制裁措施中可以明顯看出，

抵制華為的 5G系統已經成為美中科技戰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關鍵在

於美國試圖強化其在 5G 基礎建設的領導地位，避免華為在 5G 建設

上與美國形成規格戰。2018 年 10 月 25 日川普總統發布「為美國未

來應發展永續的頻譜戰略」之總統備忘錄（President Memorandum），

要求商務部及國家電信資訊署盤點現行聯邦政府所使用頻率，量化其

頻率使用率並預想未來可能的頻譜需求，制訂國家頻譜戰略（National 

Spectrum Strategy）。國家頻譜戰略包括法令制定與政策建議，以達到

增進頻譜接取、創設彈性頻譜管理模式、促進新興頻譜利用技術發展、

建構安全且自動化的頻譜使用能力等目標。98此外，白宮配合《確保

5G安全法》（Secure 5G and Beyond Act）的簽署，在 2020年 3 月發

布《確保美國 5G 安全之國家戰略》，正式制定了美國將如何保障國

內外第五代無線基礎設施安全的框架。此闡述美國與合作夥伴和盟友

攜手合作在全球範圍內，領導安全可靠的 5G 通訊基礎設施的開發、

部署和管理的願景。99美國國務副助卿米德偉（David Meale）等多位

 
97 Formos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19.9.24，〈臺灣企業進入美國國防產業鍊的機會與挑戰〉，

https://www.formosanenterprise.org/single-post/2019/09/24/%E5%8F%B0%E7%81%A3%E4%BC

%81%E6%A5%AD%E9%80%B2%E5%85%A5%E7%BE%8E%E5%9C%8B%E5%9C%8B%E9%

98%B2%E7%94%A2%E6%A5%AD%E9%8D%8A%E7%9A%84%E6%A9%9F%E6%9C%83%E

8%88%87%E6%8C%91%E6%88%B0 
98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2019.7.16，〈美國積極發展國家頻譜戰略以領先 5G 競賽〉，

https://www.ttc.org.tw/mobile/index.php?apps=news&action=more&id=325 ， 查 閱 日 期 ：

2020/4/25。 
99  White House, 2020.3, “National Strategy to secure 5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3/National-Strategy-5G-Final.pdf，查閱日

期：2020/4/25。 

https://www.ttc.org.tw/mobile/index.php?apps=news&action=more&i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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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倡議美臺產業深化合作，也包含 5G通訊發展，以確保資訊安全，

此都顯示臺灣加入國際的安全、國防產業供應鏈將具有更多機會。100 

此外，機械為工業之母，我國在中部地區有完整的機械產業聚落，

美國在臺協會副處長谷立言（Raymond Greene）在「2019 臺北國際

工具機展—美國館」開幕致詞時表示，臺灣機械與美國人工智慧的結

合為未來最具發展性的一項領域，並相信臺美合作製造的機械可提升

工廠生產的效率性。如德大機械為臺灣最大自動換刀製造廠，並已在

2016 年與美國高階機器人軟體科技公司恩納基（Energid）簽署合作

備忘錄，101可見德大機械希冀透過結合其硬體與美國軟體進行合作；

臺達電則致力於自動化，且 2019 年臺達電與臺灣微軟在雲端、AI等

科技進行合作，因此在未來新興科技持續發展下，德大機械、臺達電

可望在與既有美國企業的合作基礎下，擴大雙方的合作或與其他美國

企業進行研發合作。 

最後，由於我國擁有豐富的資通訊能量，因此，近年來許多資通

訊大廠紛紛跨足智慧醫療，尤其是在醫材相關領域，臺灣擁有先進醫

材設備能力與醫療技術，且擁有健保大數據資料，若能掌握 AI 在醫

療的應用，將有助於我國在智慧醫療的發展。因此，我國與美國在智

慧醫療合作具龐大的發展機會。目前美國史丹佛大學已與臺灣大學簽

署合作備忘錄，未來將在生技醫療在 AI 的應用、資料處理與應用、

人才培育、轉譯成果等面向進行深入合作。 

新冠肺炎的爆發更加速了臺美在生技醫療方面的合作，2020 年 3

月 18日我國與美國在臺協會共同發出「臺美聯合防疫夥伴關係聲明」，

臺美未來將在快篩試劑研發、疫苗的研究與生產、藥品的研究與生產、

追蹤接觸者相關技術機制與科技、舉行科學家與專家的聯合會議、防

疫醫療用品及設備的合作與交流等六大措施進行合作。102目前位於新

 
100  蘇 紫 雲 ， 2019.9.3 ， 〈 臺 灣 國 防 產 業 的 經 濟 效 益 〉 ， 臺 灣 新 社 會 智 庫 ：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科技經濟/8584-臺灣國防產業的經濟效益 
101  經濟部臺美合作辦公室， 2016 ，〈智慧機械產業  臺美簽合作備忘錄〉，

https://www.tusa.org.tw/chi/News/activity_history_view.aspx?id=i%2Fbq3qQwzxs%3D，查閱時間：

2020.7.4。 
102  美 國 在 臺 協 會 ， 2020.3.18 ， 〈 美 臺 聯 合 聲 明 〉 ，

https://www.ait.org.tw/zhtw/u-s-taiwan-joint-statement-zh/，查閱時間：2020.5.22。 

https://www.tusa.org.tw/chi/News/activity_history_view.aspx?id=i%2Fbq3qQwzxs%3D
https://www.ait.org.tw/zhtw/u-s-taiwan-joint-statemen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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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生技園區的高端疫苗生物製劑公司已與美國國務院攜手合作新冠

肺炎疫苗的研發。臺灣生技產業抗疫國家隊業已成軍，包括國家衛生

研究院、生技中心、國光生醫、高端疫苗、亞諾法等單位和企業，未

來臺美有望進一步合作。103 

 

二、中國大陸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的影響 

「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推動中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

政策措施，該計畫以創新驅動、品質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

才為本等為基本方針，目標是預計到 2025 年，中國大陸將從「製造

大國」成為「製造強國」，力爭 2025年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或國際先進

水準。然而，中國大陸推動的「中國製造 2025」仍然是採取「抄近

路」的「進口替代」模式。雖然中國大陸一直強調基礎研究對中國大

陸邁向製造強國之路的重要性，整體投入經費也亦持續成長，但中國

大陸的基礎研究經費占整體研究經費之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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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基礎研究經費占 GDP比重而言，中國大陸近年

來比例皆約為 0.1%，遠遠落後於先進工業國家。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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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國大陸推動「中國製造 2025」，除了以財政補貼、金

融支持、政府採購限制等方式扶植重點企業外，只能透過兩大途徑：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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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透過吸納各國優秀人

才、鼓勵創新企業前往大陸來取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動力，其中，又

以臺灣人才基礎訓練紮實、語言文化差異小，故受到企業青睞。因此，

 
103  張順祥，2020.2.23，〈臺美合作開發武漢肺炎疫苗  AIT：共同得益〉，中央通訊社，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52658，查閱時間：2020.7.4。 
104 世界主要國家研發經費占其 GDP 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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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盧俊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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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中國製造 2025 對美、『中』、臺

三邊關係發展」研討會會議論文。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5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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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 2018 年提出「對臺 31 項措施（《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9年又提出「對臺 26 項措施（《關於進

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105，磁吸臺灣創新創

業、高科技人才，以助其科技產業發展，落實「中國製造 2025」之

目標。 

此外，2020年 5 月 15 日中國大陸提出《關於應對疫情統籌做好

支援台資企業發展和推進台資項目有關工作的通知》，其目的在強化、

落實與促進兩岸之間關於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對臺 31 項措施」以

及「對臺 26項措施」，並進一步推行更為具體之辦法，同時亦藉由此

通知及其 11 項對臺措施的實行，以應對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對臺資

企業的衝擊影響，協助臺資企業在新冠疫情下復工復產或擴大產能並

為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臺資企業提供更多的支持。106其相關的具體事項

則包括：促進臺資企業參與新基建、引導臺資企業拓展內銷市場、鼓

勵臺資企業發展跨境電商等。107 

尤其，美中科技戰升溫後，中國大陸意識到晶片的發展已經成為

刻不容緩的國安問題，為達成目標，中國大陸積極在世界各國挖角人

才，積極打造自主供應鏈，臺灣因為在半導體、資訊科技產業具備領

先優勢，加上兩岸語言、文化、距離相近，因此成為中國大陸重金挖

角的首選。2020 年的「對臺 11 項措施」更強調要支持臺資在發揮己

身優勢下與中國大陸共同研發、共建標準、共創品牌、共拓市場，並

得以多樣態形式參與中國大陸在各科技技術上的基礎建設設施研發、

生產與建設，如 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慧以及物聯網等領域。 

就產業供應鏈的角度而言，打造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

5G 產業的自主供應鏈在短期採取的「去美國化」策略，借用臺灣企

 
105  張淑伶、繆宗翰，2020，〈陸再推 11 項對台措施  指助台企復工〉，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005150231.aspx，查閱時間:2020/11/30。 
106 吳詠玲，2020，〈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台辦等十部門聯合印發《關於應對疫情統籌做好

支 持 台 資 企 業 發 展 和 推 進 台 資 項 目 有 關 工 作 的 通 知 》 〉 ， 新 華 網 ， 

http://www.xinhuanet.com/tw/2020-05/15/c_1125989495.htm，查閱時間:2020/11/30。 
107 楊婷，2020，〈關於應對疫情統籌做好支持台資企業發展和推進台資項目有關工作的通知（全

文）〉 ，新 華網 ， http://www.xinhuanet.com/tw/2020-05/15/c_1125989501.htm ，查閱 時

間: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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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能量，發展「非美供應鏈」；但長期而言，中國大陸最終的目標

在於建立完全自主的「紅色供應鏈」，因此臺灣企業一方面為中國大

陸的 5G應用市場所吸引，但另一方面又明顯感受到中國大陸企業在

逐步建立「紅色供應鏈」時，對臺灣企業的磁吸效應與排擠效應。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四個

面向來進行分析： 

（一）吸納臺灣科技人才，造成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流失 

中國大陸長期透過挖角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來發展自身的半導

體產業，明顯是系統性、持續性的策略。尤其是中國大陸優秀的年輕

人皆以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網路公司三大巨頭（Baidu, Alibaba, 

Tencent, 簡稱 BAT）為畢業求職首選，半導體產業研發動輒投資上百

億美元、每個研究時程至少需要三到五年，加上半導體產業的待遇還

不如網路公司或金融業，因此中國大陸本土半導體產業人才培育不易，

反過來使得中國大陸對臺灣半導體產業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 

根據《商業週刊》於 2018 年 7 月的報導，僅是臺灣的半導體產

業人才，恐怕即有將近 2,000 人在中國大陸企業任職，另有約 1,000

人雖身在臺灣，卻是為中國大陸設於臺灣的子公司或關係企業服務。

且這 3,000 人多數是高階經理人或研發工程師，以全臺灣半導體產業

研發人員共約 4 萬 3,300人進行估算，約到 6%~7%。108 

近年來最有名的人才外流，即為中國大陸紫光集團先後挖角華亞

科前董事長高啟全、前總經理梅國勳、聯電前執行長孫世偉、聯電新

加坡廠高階主管林振堂以及前晨星創辦人楊偉毅109等，大舉發展

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以彌補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鏈的缺

 
108 吳中傑，2018，〈美中新冷戰二部曲，三千臺灣傭兵在中國：紅色半導體大追蹤〉，商業周

刊，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67494，查閱時間:2018/7/31。 
109 2020 年 10 月，高啟全先生正式從中國大陸紫光集團全球執行副總裁退休。2017 年 1 月，前

華亞科總經理梅國勳自美光科技退休後，正式加入紫光集團，並擔任高級顧問。2017 年 1 月，

中國大陸紫光集團宣布延攬前聯電副董事長孫世偉先生出任紫光集團全球執行副總裁。2017

年 2 月，中國大陸紫光集團網羅前晨星創辦人楊偉毅先生出任紫光旗下長江存儲公司 CTO（首

席技術官）。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chive/Article?StrId=6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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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110除中國大陸紫光集團外，2017 年，自華亞科退休的資深副總

經理劉大維等則是跳槽安徽的合肥睿力。隨著高啟全、梅國勳、劉大

維等人出走，在中國大陸以兩、三倍高薪的利誘下，上百位華亞科工

程師集體跳槽紫光集團所屬的長江存儲以及安徽的合肥睿力。111 

更可慮者，臺灣高科技產業關鍵技術人才的流失，一方面意味中

國大陸的半導體基數將會有跳躍性的成長，另一方面則代表臺灣自主

研發的能力下降。如中國大陸最大的晶圓代工廠－中芯國際於 2016

年延攬前台積電共同營運長蔣尚義擔任獨立董事112，且 2017 年 10 月

中芯國際董事會宣布前台積電資深研發處處長、前三星電子公司研發

副總經理梁孟松先生出任聯合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梁孟松僅用短

短 9個月，便能使中芯國際 14奈米製程的試產良率從 3%提升為 95%，

可以想見臺灣人才對中國大陸晶圓研發的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113同時，華力微電子更直接挖角聯電 28奈米製程的研發團隊近 60人。

這些人才的出走，不但意味著臺灣半導體產業動輒數十億的產值可能

為中國大陸瓜分，更將使臺灣技術領先的差距快速縮小。 

（三）透過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去美國化」吸引臺灣企業合作，同時

也積極建立自主供應鏈，對臺灣企業產生競爭壓力與排擠效應 

從整個半導體產業鏈而言，在上游的 IC 設計領域，美國仍明顯

占有優勢，因此當美國屢次透過停止供應晶片給中國大陸作為科技戰

的手段，中國大陸亟思在整個供應鏈中「去美國化」，而臺灣的半導

體產業則受惠於中國大陸的國產替代政策，所以短期而言，兩岸 IC

設計相關的產業仍有相當大的合作前景，但長期而言，中國大陸積極

發展 IC 設計產業也將給臺灣廠商帶來相當大的競爭壓力，如聯發科

一方面受惠於中國大陸廠商的訂單移轉，另一方面也面臨 OPPO等企

 
110 陳良榕、呂國禎，2015，〈DRAM 教父高啟全 投奔紫光的三個關鍵理由〉，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1442，查閱時間:2018/3/28。 
111 林苑卿、林宏達，2017，〈年後百名工程師跳槽中國內幕祭出三倍高薪來臺挖角美光警戒、

調查局徹查〉，財訊，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0131，查閱時間:2018/3/28。 
112 蔣尚義先生於 2019 年 6 月宣布卸任中芯國際獨立董事，並轉任武漢弘芯擔任執行長，隨後於

2020 年 6 月辭去武漢弘芯職務，並於 2020 年 7 月返回美國矽谷。 
113  林 宏 達 ， 2017 ， 〈 中 國 半 導 體 幕 後 的 臺 灣 科 技 大 將 〉 ， 財 訊 ，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7579，查閱時間:2018/9/12。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1442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0131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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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挖角人才的壓力。 

在中游 IC 製造的部份，臺灣的台積電基於領先的技術優勢，短

期內仍為美中雙方半導體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在中國大陸

重整科技供應鏈進行「去美國化」的情況下，台積電因擁有先進製程

技術而對於中國大陸 IC 設計產業的訂單磁吸效應更為顯著，特別是

華為旗下的海思麒麟高階晶片，由於三星 7 奈米產能尚有限，中芯國

際也僅進入14奈米量產初期，故台積電扮演華為重要供應商的角色，

海思占台積電訂單來源比重達 12%，114但此也相對引發美方的關注，

將原本的微量原則（25%門檻）調整為只要含有美國技術便需取得美

國同意，迫使台積電並需停止供貨給華為。 

此外，在記憶體的製造方面，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推動「中國製

造」的布局，並以臺灣優秀科技產業人才扮演關鍵推手的角色，如以

華亞科前董事長高啟全為紫光集團執行長、聯電前執行長孫世偉擔任

武漢新芯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並在重慶建造 12 吋廠生產 DRAM，

預計 2021 年投產，引發臺廠人才持續流失的疑慮。 

至於在下游的 IC 封測部分，中國大陸近年來在中低階封測持續

以低價競爭，並朝向高階封測技術發展，帶給我國廠商相當大的競爭

壓力，但短期而言，由於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供應鏈「去美國化」，故

如與海思合作深厚的矽品也相對受惠。且由於先進封測技術越來越依

賴於 IC設計與 IC製造之間的緊密合作，必須上中下游的系統整合，

台積電、三星、英特爾近年來均開始涉足封裝領域，台積電有更好的

設備投入及高階晶圓製造的加持，而日月光則有相通的封裝設備，具

備異質整合及系統終端產品整合設計能力，各有利基能彼此互補，但

中國大陸在先進封測技術上明顯落後，此一差距會隨著未來走向系統

高度整合趨勢而愈加明顯。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華為主要營收來源是電信設備與智慧

型手機兩類，因此，隨著美國全面封殺華為，將華為遍布全球的 152

家子公司全部納入「實體清單」，臺廠一方面受惠於華為供應鏈「去

 
114 劉佩真，2020.2.4，〈台積電在美中之間是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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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化」帶來的轉單商機，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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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華為

全面吸納本土企業進行製造，亦對我國企業產生排擠效應，如行動通

訊的中繼器大廠可億隆有 80%是依賴中國大陸代工，由於華為受到美

中科技戰影響而積極建立自主供應鏈，進而影響到可億隆在中國大陸

的代工廠供應商，對臺灣網通廠商的上游供應產生排擠效應。 

（四）5G布建及 5G應用商機使臺商持續經營中國大陸市場 

5G 行動通訊的應用商機是近年來高科技產業最受矚目的發展，

2019 年全球已有 32 個國家約 56 家電信商宣布部署 5G 網路，其中

39 家電信商已正式開通 5G 服務，預估 2020 年全球將有 170 家電信

商提供 5G商用服務。115除了 5G網路布建帶來龐大的基礎設備商機，

5G 應用相關的終端產品市場商機也相當驚人，電信大廠愛立信

（Ericsson）的《5G商業潛力報告》（5G for Business: A 2030 Market 

Compass）指出，5G可望加速產業數位轉型，全球 5G服務提供者在

垂直市場商機，從 2020 至 2026 年呈現強勁成長，年複合成長高達

50%，預計 2030 年來到 7,000 億美元，其中又以健康照護（21%）、

製造（19%）、能源（12%）、自駕車（12%）、公共安全（10%）、影

音娛樂（10%）為主要應用領域。116 

中國大陸工信部於 2019 年 6 月正式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

國聯通發放 5G商用牌照，並於 11 月 1日正式啟動 5G開臺商轉，宣

告中國大陸進入 5G 世代，預計 2020 年底將布建超過 60 萬個 5G 基

地臺。不論 5G 應用的商機，單就 5G 行動通訊布建本身的基礎設備

商機，便可以分為六大區塊，包含元件／模組、基地臺、網路設備、

後端運營管理的軟體、系統整合和場域。半導體產業如台積電、聯發

科等，以及與基地臺及交換器相關的中磊、合勤、正文、明泰、啟碁、

智邦等，還有伺服器廠如廣達、緯穎、英業達等，都在 5G產業供應

鏈裡。 

 
115 資策會，2019.9.18，〈2020 年 5G 產業發展機會 三大應用與四大商機〉，MIC 產業情報研

究所，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533&List=38 
116 趙心寧，2020.3.15，〈5G新興技術激發千億商機〉，《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第 338 期，

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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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岸資通訊產業關係密切，阻止臺灣廠商搶占中國大陸 5G

市場商機顯然是不現實的，2018 年華為對外公布的 92 家核心供應商

名單中便有 10 家臺灣廠商名列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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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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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下，在大陸生產的網通、伺服器、工業

電腦的臺商將高階產品遷回臺灣，中低階產品仍留在中國大陸或是布

局東南亞，如網通廠商啟碁除擴大臺灣的廠房，亦在越南設廠；中磊

增加臺灣竹南生產線外，也至東南亞布局。伺服器廠商英業達擴大原

龜山與大溪廠房，將上海伺服器受到影響的部分產能移回臺灣；117在

工業電腦部分，研華自2018年起即開始將容易遷移的設備遷移回臺；

廣達電腦則在臺灣建立第三生產大樓，並選擇泰國為其東南亞製造基

地。但企業調整布局並不代表這些企業放棄大陸市場，而更像是因應

美中科技戰而出現「分鏈」的現象，將外銷美國市場為主的產品移至

臺灣或東南亞製造，而仍留在中國大陸的廠房，則以中國大陸內需市

場為主。換言之，即便我國在 5G 發展立場上更傾向於美國，但 5G

相關廠商仍會持續經營大陸市場。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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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12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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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中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相關產業之影響 

美中衝突從貿易戰走向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產業的主要影響可以

分為兩大面向來探討，一是美國針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高科技

產業產品提高關稅，造成亞太科技產業鏈分工的重新調整；二是美國

針對中國大陸企業在出口管制、政府採購、投資等方面的技術與人才

管制，對臺灣科技產業帶來直接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所定義之美中

科技戰涵蓋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產品加徵關稅，以及「科技圍

堵」兩個面向，後者較難舉出具體的數字判斷具體的影響，但在加徵

關稅的部分，可以透過美國進口產品貿易額的變化，觀察出關稅戰帶

來的轉單效應。 

因此，本節將先分析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口產品額外加徵關稅，對

亞太區域供應鏈造成之影響，再說明其對兩岸科技產業之影響，導致

資通訊產業之中國大陸台商出現「分鏈」之趨勢。最後再深入探討美

中科技戰帶來台灣科技產業的的產業發展趨勢。 

一、美中科技戰對亞太科技產業供應鏈之影響 

根據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貿易額變化，可以發現在清單二電子零

組件部分，2019 年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電子零組件之進口比重從

2018 年的 18.2%大幅下降 8.6%。反觀亞洲其他國家，可以發現在清

單二電子零組件產品部分，除了中國大陸之外，過去以來美國主要以

臺灣、馬來西亞、韓國 3 個國家為主要進口來源國，2019 年進口比

重分別增加 3.07%、1.67%及 1.13%，若再加上其他國家增加 3.56%。

可以發現，與中國大陸 2019 年較 2018 年進口比重減少 9.54%幅度相

當。顯示，美國將清單二電子零組件產品部分訂單已移轉至臺灣、馬

來西亞、韓國等地區，這些國家明顯出現移轉效益。（圖 4） 

換言之，從貿易進出口數據分析，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發動關稅

戰，確實使得中國大陸在電子、電機、機械等產業受到明顯衝擊，且

電子零組件產業更明顯出現轉單效應，造成亞太科技產業供應鏈的重

組，而臺灣、馬來西亞、韓國則為最明顯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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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清單二電子零組件課稅品項之貿易額變化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進出口資料庫 

 

美國針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的高科技產業產品提高關稅，

造成亞太產業鏈分工的重新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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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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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期望透過關稅戰的方式針對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進行抵制，

或至少起到延滯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效果，進而影響到臺灣科

技產業的整體布局。 

二、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台商之影響 

由於兩岸資通訊產業關係密切，尤其是電子、電機、機械、資通

訊產品，在中國大陸製造的比例極高，2018 年我國外銷訂單在資訊

通訊產品、電機產品、電子產品、光學器材等產品於中國大陸及香港

生產的比例分別為 89.7%、72%、40.1%與 33%。（表 9）因此，當美

國加徵關稅清單影響到中國大陸對美出口，也就對中國大陸臺商，乃

至於臺灣本身帶來直接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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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8年臺灣外銷訂單在各地生產比率 

單位：% 

 臺灣 

中國大

陸及香

港 

東協國

家 

其他 

亞洲地

區 

美洲地

區 

歐洲地

區 

其他地

區 

資通訊產品 6.1 89.7 0.1 1.2 1.2 1.7 0.0 

電機產品 25.7 72.0 1.4 0.9 0.0 0.0 0.0 

電子產品 55.4 33.0 3.1 6.4 2.0 0.2 0.0 

光學器材 56.9 40.1 0.2 2.6 0.2 - - 

總計 47.9 46.7 1.6 2.2 0.9 0.7 0.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108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統計〉。 

 

在全球布局版圖中，長期以來臺商企業將中國大陸定位為生產基

地，形成所謂臺灣總部接單，在中國大陸製造直接出口給美國或其他

地區之三角貿易模式。由於臺商在中國大陸對外貿易表現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所以當美中貿易持續進行的情況下，不僅對中國大陸在對外

貿易將形成壓力，同時也直接反應在海外生產比例較高的臺灣資通訊

產業上。故為因應美中貿易戰，臺資企業將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 

根據全國工業總會調查顯示，以代工為主的中國大陸臺商，必須

依客戶需求快速調整生產布局因應，因此電子資通訊產業主要採取的

主要策略為「暫採觀望」（50%）、「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48.9%）、

「開發大陸內需市場」（45.6%），另外，由於開發新的客戶較不容易，

再加上資通訊產業聚落需求等考量，故採取「開發其他出口市場」

（27.8%）、「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18.9%）的廠商數量較少。118 

換言之，對於規模大、有全球布局能力的資通訊產業臺商將採取

增加其他地區的產能策略因應，但另一方面，無論在中國大陸企業規

模大小的資通訊臺商，也希望透過開發中國大陸市場，以抵消因美中

貿易戰關稅因素造成訂單減少的影響。最終達到分散市場、生產與經

營風險的效益，形成分鏈的情勢。 

 
118 全國工業總會，2020，〈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及動向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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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中科技戰導致台商出現「分鏈」 

「分鏈」的意義，即是進行產業供應鏈的分流。主要係因美國對

中國大陸特定產品進口額外加徵關稅，導致在中國大陸生產的企業將

產品輸出美國的成本過高，迫使這些企業選擇產能移轉到其他地區，

從其他地區生產，並輸出美國，以規避美國針對中國大陸額外課徵的

關稅。換言之，美中關稅戰最直接的影響，主要在於提高在中國大陸

企業出口至美國的關稅成本，導致企業減少利潤及訂單減少。而以代

工為主的中國大陸臺商，自然受到關稅成本的衝擊，故為因應美中關

稅戰對臺商帶來的影響，許多企業紛紛調整生產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分鏈」與「雙元供應鏈」最大的不同在於不用

「選邊」。部分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5G等，由於涉及國安、資安等

國防及戰略產業，因此美國要求供應鏈必須要「去中國化」，而中國

大陸為確保供應鏈自主性，也逐步希望能夠「去美國化」，最終的結

果就是形成「紅色供應鏈」與「非紅供應鏈」兩條彼此不重疊的「雙

元供應鏈」。然而，大部分的資通訊產業，如電子零組件產業、電子

代工產業等，由於並不涉及到國防與戰略安全，因此沒有「去中國化」

或「去美國化」的必要，以筆電、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而言，要完

全「美、中脫鉤」，形成「雙元供應鏈」是不符成本且不現實的。因

此，對於大部分中國大陸台商而言，比較常見的作法是「分鏈」，即

依照生產地點與市場地點進行產能的調整。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台商

的「分鏈」可分為四種策略，而這四個策略彼此之間並不互斥，一個

企業可以同時採行四種策略，以下分別說明： 

（一）保留一部分在中國大陸的產能，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鑒於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強調中國大陸的「內循環」，希望促進

產業的升級，更透過各項對台措施，鼓勵台商參與中國大陸「一帶一

路」、「新基建」等政策，加上大陸 5G應用等內需市場商機，使得許

多長期經營中國大陸市場的台商不會輕易因為美中衝突而撤出中國

大陸市場。只是，過去中國大陸台商多是利用中國大陸廉價的勞力、

土地成本，以中國大陸作為生產基地，但如今保留中國大陸的產能，

則是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而非單純的成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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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中國大陸的台商一方面會利用各項對台措施及長期維繫的

人脈資源，確保其對中國大陸市場的經營，另一方面亦會因品牌商壓

力，受制於中國大陸要求國外資通訊品牌產品欲內銷中國大陸者則須

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政策。因此，有部分廠商決定出售中國大陸的廠房

予中國大陸企業，調整體質，將出售的資金反饋投入新技術的研發。 

（二）將部份產能移回台灣，重啟台灣閒置的生產線或擴大廠房 

面對美國額外加徵關稅，大部分中國大陸台商幾乎都採用將部份

產能移回台灣的策略，尤其是較具規模的企業，許多在前進中國大陸

投資布局時，仍保留在台灣的生產線或廠房。在面對美中關稅戰的壓

力時，重啟在台灣的閒置生產線或廠房，成為最省時省力的策略。更

有許多台商注意到美中科技戰下台灣發展的良機，因此配合政府的鼓

勵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擴大在台的廠房，甚至以台灣為生產基地。 

以全球第一大晶片電阻（R-Chip）製造商及全球第三大積層陶瓷

電容（MLCC）供應商的中游大廠國巨電子為例，其 MLCC 生產的

全球市占率約 13%，產能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蘇州，占比約 70%，

其他為臺灣占比 30%。在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下，國巨除將部分訂單轉

移至臺灣之外，更擴大對臺投資，繼 2019 年回臺投資新臺幣 165 億

元後，2020 年 4 月再度宣布回臺投資新臺幣 147 億元，更宣布將以

高雄作為國巨全球研發中心及高階產品生產基地，119 

（三）調整布局，因應品牌商的要求，將部分產能移往東南亞 

對於中國大陸台商而言，回台投資除了原本既有的基礎之外，最

大的優勢是台灣產業聚落完整，而且科技人才的素質良好。然而，在

台灣生產最大的問題則是生產成本較高，因此，許多在生產成本上壓

力較大的台商，自中國大陸移出的首選便是東南亞。東協除了與中國

大陸具有東協+1 的自由貿易區，且更是 RCEP的成員國外，如越南、

馬來西亞等國更同時兼具 CPTPP 的成員國身分。因此，布局東南亞

不但能經營亞太市場，更能兼顧中國大陸市場。 

 
119 董鐘明、謝孟玹、林松耀、呂學隆、黃孟嬌，2020，〈2020 年第一季我國電子零組件產業回

顧與展望〉，ITIS 產業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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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我國台商在中國大陸生產之電路板大都在中國大陸進

行終端產品的組裝，最終電子產品直接留在中國大陸銷售的比重約

30%，而銷售至美國則為 32%。有鑑於在中國大陸生產之電路板最終

銷售到美國與大陸內需的終端電子產品市場幾乎相等。因此，即便目

前東南亞的產業聚落與供應鏈皆不完整，仍有許多電路板業者前往東

南亞布局，以泰國、馬來西亞作為中國大陸之外的替代選擇，其中泰

鼎更是少數在兩岸沒有設廠，僅在泰國有生產基地的臺商，主要是因

為泰鼎配合泰國的汽車產業發展，以車用電子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返台投資跟前往東南亞投資並不是二擇一的策略，

如仁寶為因應美中科技戰，擴大在越南、臺灣平鎮的投資，同時又在

觀音新租廠房以投入電腦、伺服器生產；廣達返回臺投資製造伺服器，

但同時亦在越南進行布局；英業達除了在劍潭的生產基地外，也在桃

園龜山新增廠房，並同時分散部分產能移往馬來西亞；中磊原本在蘇

州與臺灣的生產比重為 9:1，後來因應美中科技戰，在菲律賓成立新

工廠，現在產能比重為中國大陸占比 50%、臺灣 20%、菲律賓 30%。

此即「分鏈」的典型模式，在中國大陸生產的產品主要銷往中國大陸

跟東協；銷往美國的產品，則從臺灣或東協出口；而在東協生產的產

品，則能同時輸出中國大陸與美國市場。 

（四）因應「短鏈」趨勢，配合終端消費市場進行全球布局 

中國大陸台商自中國大陸往外移轉產能，首選自然是台灣與東南

亞，但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的大型企業，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在強

化台灣與東南亞的產能之餘，更著重全球形成多核心區域製造體系的

趨勢，而進行全球布局。 

舉例而言，金寶在 11國有 55個工廠，透過波蘭廠切入歐盟市場、

透過巴西廠切入南美市場，透過越南、泰國切入東協市場。因此，廠

商根據其不同的能力，以及政府規劃與客戶需求，進行布局。因臺灣

與巴西無關稅協定，因此在巴西設廠，可就近供貨給巴西的客戶，避

免關稅。類似金寶的大型企業，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切入各個經濟

區塊，但中小企業需考量其資金、產業鏈價值供應鏈的角色，不一定

有機會全球布局，因此，必須要企業夠大、市場夠大，才有辦法進行

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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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中科技戰結合新冠肺炎帶來的「短鏈」趨勢 

在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下，美國對中國大陸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已

促使全球供應鏈重組，中國大陸科技產業台商已經出現「分鏈」的現

象。而新冠肺炎疫情更凸顯出全球供應鏈過度倚賴中國大陸問題，故

為避免生產線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容易形成大規模供應鏈中斷的危

機，將全部或部分的產能移出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產業界的共識，無

疑將更加速世界各國投資與生產線移出中國大陸，促進全球供應鏈重

組的趨勢。 

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影響，供應鏈的潛在反應為「去全球化」，

即企業會避免未來供應鏈中斷的風險，避免過去全球化帶來的相互依

賴與區域整合，而逐漸建立區域化的生產體系，進而形成多個區域製

造體系並存的形況。這時，在全球各區域皆擁有在地供應優勢的大型

企業，便可靈活調配全球產能，彈性出貨。隨著「短鏈」的在地化生

產趨勢，未來朝可能會向區域化生產和區域製造體系發展，形成區域

供應鏈。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許多國際企業與中國大陸臺商在新冠肺炎疫

情後都意識到必須分散生產風險，而將一部分的生產比重移出中國大

陸，但外移的主要是以美國為出口市場的產業供應鏈，基於產業聚落

等考量移往臺灣，或是基於勞力等考量移往東南亞，抑或是基於「短

鏈」的考量而移往墨西哥等地。但中國大陸本身作為全球主要市場，

仍會有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主，或產業供應鏈上下游皆位於中國大

陸的企業，選擇持續留在中國大陸生產。如部分中國大陸臺商經過多

年的發展，本身已經鑲嵌進入中國大陸的產業供應鏈，其發展的主要

考量是中國大陸該產業本身的發展前景，甚至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

透過一帶一路等政策往東南亞、中亞、南亞，甚至是歐洲輻射。在這

樣的情況下，這些企業並不會隨著全球供應鏈重組而外移。因此，最

終的結果仍是全球價值鏈會以大型市場為中心，走向多核心區域製造

體系。 

綜合分析，在美中關稅戰影響下，由於我國資通訊產業在中國大

陸生產的比例極高，且有極大比例以出口美國市場為主，因此，一旦

美中結構性衝突升高，導致可能出現美國額外加徵中國大陸進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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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的不確定性，我國赴中國大陸投資之資通訊產業臺商顯然是其中

受到影響最大的。而在全球供應鏈出現調整的情勢下，中國大陸資通

訊產業臺商明顯出現「分鏈」現象，選擇保留中國大陸的部分產能，

但將部分產能移往台灣或是東南亞，而有能力的大型企業，更是因應

終端消費市場進行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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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科技戰對臺灣半導體及 5G相關網通產業之影響 

近年在中國大陸政府透過「中國製造 2025」等政策，積極扶持

科技產業，並透過併購海外企業取得核心關鍵技術，試圖藉以為中國

大陸在半導體、5G等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引發美國為首的先進國

家警戒。因此，2018 年美中科技戰啟動，美國對中國大陸技術採取

全面圍堵，其中中國大陸企業華為在 5G、半導體及品牌等面向均帶

動中國大陸高科技的發展，華為擁有全球最多的 5G專利，且華為旗

下的海思半導體已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大半導體設計公司，因此華為首

當其衝成為美國對中國大陸制裁的主要對象。 

美國希望透過管制美國企業技術與零組件輸出中國大陸等方式，

阻斷或拖慢中國大陸科技的發展。然而，中國大陸開始找尋非美供應

商，並加強其自主研發能力，尤其是加強其半導體及 5G的發展，以

下則分別研析美中科技戰對臺灣半導體及 5G 相關網通產業之影響。 

美國透過出口管制、嚴格的投資審查等政策，避免美國關鍵技術

流向中國大陸，並透過政府採購管制，限制購買華為、中興等設備，

以打擊華為在 5G的市場發展。2019 年 5 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為與其

分支機構納入實體清單，使得美國企業出口華為零組件或技術時，須

經美國政府批准，惟為避免對美國企業業務造成巨大衝擊，美國政府

發布多次 90天「臨時通用許可證」，使美國企業可與華為進行業務往

來，但 2020 年 5 月 15 日宣布最後一次延長許可證。此外，美國商務

部在 2020 年 5 月 25 日公布新禁令，將範圍從美國企業擴大至只要使

用美國技術與軟體的企業（包含他國企業），如要出口半導體予華為

需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根據美國商務部 8 月 17 日公布的出口管制

新規，使用美國軟體、設備等技術之半導體業者，都必須向該部門送

件申請出貨許可，且此禁令已在美國時間 9 月 15 日生效。120因此，

使用美國技術的台積電、三星、美光等企業目前均已無法向華為供貨。

華為供應鏈臺灣相關廠商如下表 10： 

  

 
120  經 濟 日 報 ， 〈 9 月 15 日 大 限 到 ！ 5 分 鐘 看 懂 「 華 為 禁 令 」 影 響 〉 ，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4861208，查閱時間：2020.10.20。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48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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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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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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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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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紅底者為華為公布 10家核心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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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科技戰持續升溫下，美國持續加大對華為技術的圍堵，此

會衝擊中國大陸在半導體、5G的供應鏈，然而中國大陸在此情勢下，

仍會致力加強半導體、5G自主研發，並發展非美供應鏈。舉例而言，

中國大陸半導體目前可設計製造 12 奈米晶片，華為手機之麒麟 710A

處理器設計由華為海思進行，晶片生產則由中芯國際代工製造，顯示

中國大陸在中低階晶片已具有設計、製造等能力，但仍落後美國半導

體先進製程技術。因此，全球在半導體、5G產業衍生美中之雙元供

應鏈，惟會存在相異之技術發展程度與標準規格，如美中均可建立其

半導體、5G產業供應鏈，但預期美國在半導體技術仍領先中國大陸，

而美中兩國持續在 5G甚至 6G中持續競爭，形成雙元供應鏈。 

一、美中科技戰對臺灣半導體產業之影響 

華為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美國擔心在 5G技術遭到中

國大陸超越，尤其將華為列為科技戰中重要圍堵目標。因此，美國採

取出口管制、禁止使用華為等公司之電信設備以圍堵中國大陸 5G產

業的發展，並限制華為關鍵的半導體零組件，以維持美國在科技領域

占有領導地位。惟我國部分資通訊廠商亦為華為供應鏈一環，故美國

對華為實施禁令同時對我國半導體產業亦有影響，分述如下： 

（一）美中科技戰下，使用美國技術的半導體臺商無法供貨與華為，

需進行市場結構的調整 

對我國而言，兩岸在資通訊產業鏈已建立高度合作關係，我國資

通訊廠商大多同時布局中國大陸及美國市場。例如，對台積電而言，

蘋果、AMD、高通、英特爾等美系晶片業者大約占台積電總營收六

成以上，而華為等中國大陸客戶約占台積電的兩成。因此，當台積電

在美國禁令無法向華為供貨時，台積電需透過其他廠商的訂單來補足

華為訂單的缺口，進行市場結構的調整，以維持其營收。因台積電具

有先端製程的晶圓代工優勢，是故其能順利透過取得其他廠商的訂單

因應。而有些廠商則是採取拓展其他產品市場或是分散客戶群的方式

作為因應，例如聯發科正積極拓展 5G市場，並與英特爾合作搶攻 5G

個人電腦市場，亦跨足 5G固定無線接取領域，搶食 5G商機。 

只是，對於規模較少的廠商或是對我國其他技術含量較低的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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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者而言，短期將面臨因無法取得華為訂單，衝擊其營收的情形。

例如，我國印刷電路板（PCB）公司相互，2019 年來自華為的訂單占

其營收 50%，2020 年前兩季亦占了 40%，美國對華為禁令開始後，

相互因為來自華為的訂單銳減，在 2020 年 9 月時已經宣布關閉臺灣

產線，將產能全數移至中國大陸。 

（二）臺灣半導體產業在美中科技戰具關鍵地位，惟臺灣半導體產業

大多涉及美國技術，因此臺灣半導體業偏向靠向美國 

美國在半導體原料矽智財、晶片設計軟體、IC 設計、整合型晶

片製造在全球市占率為第一，美國在矽智財與工具與半導體設計與前

端製造在全球供應占比相當高，例如美國在全球晶片設計軟體供應占

比高達 60%，在矽智財供應占比為 52%，在 IC設計比重為 52%，整

合型晶片製造占比為 47%，可見美國在半導體前端設計與製造具深厚

能量，因此我國許多半導體業者之技術多少均參雜美國技術。然而，

美國在半導體下游晶圓代工、封測代工表現卻不佳，需仰賴他國的晶

圓代工業者，而此為我國的強項。因此近來在美中科技戰中，美國將

臺灣視為圍堵中國大陸科技發展的重要關鍵角色。對美國而言，台積

電成為其發展半導體產業積極拉攏之夥伴，並避免台積電持續供貨高

階晶片予華為。 

對我國半導體業者而言，技術多來自美國，但客戶涵蓋美國與中

國大陸之資通訊品牌商，因此，在美國加重對華為的禁令下，臺灣科

技業者面對在美中兩國選邊站之壓力逐漸加大。一般而言，臺灣企業

使用美國技術與軟體的晶圓業者，且美國為其主要客戶者，不可避免

會因美國強大壓力而傾向美國；非使用美國技術與軟體生產之晶圓業

者，且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者，則可能偏向中國大陸供應鏈體系中，

但在美國壓力下，未必目前即供貨予華為，而是朝向供貨予其他中國

大陸之手機品牌業者。 

例如，對台積電而言，美國市場占其營收來源高達 6成，且技術

來源部分來自美國，因此台積電已公布暫停接受華為之訂單，並已宣

布將至美國設廠；對我國半導體設計大廠聯發科而言，因其為非專屬

為華為設計之晶片，儘管未必受美國禁令之影響，但聯發科目前是否

供貨予華為仍為觀望態度，主要會先供貨與其他的中國大陸手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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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三）中國大陸推動「去美化」供應鏈，短期我國半導體業者有轉單

效益，長期仍需謹慎中國大陸挖角我國半導體人才發展自主化 

中國大陸在美國持續擴大對華為的技術圍堵下，將持續發展半導

體的自主研發，希望其科技從「去美國化」朝向「自主化」發展，積

極扶持中芯國際、紫光展銳等半導體企業，中芯半導體可望接收台積

電負責之華為處理器的訂單，儘管中芯國際不論在技術成熟度與規模

均尚無法補足台積電留下之缺口，但中國大陸已決定發展半導體之去

美化，因此中芯國際未來在中國大陸半導體的自主研發將具重要性，

中芯已公布釋出股權等獎勵措施以留住高階主管，尤其是負責先進技

術者，以推動中國大陸半導體的發展。 

目前中國大陸具生產 14 奈米晶片技術，如華為麒麟 710A 處理

器從設計至製造均源自於中國大陸，但目前仍無法製造 5 奈米、7 奈

米晶片，因此預期中國大陸短期在半導體技術上仍難以超越美國。事

實上，根據 IC Insights調查，2019年中國大陸半導體自製率約 15.7%，

僅較 2014 年的 15.1%些微上升，距離 2025 年半導體自製率目標仍有

很大的差距。IC Insights認為，中國大陸欠缺類比、混合訊號、微處

理器及特別邏輯晶片等製造廠，121因前述產品占 2019 年中國大陸半

導體市占率逾 50%，此為中國大陸半導體自製的重要阻礙。 

因此，在中國大陸建立去美化的供應鏈中，短期我國資通訊業者

可能獲益。由於我國在晶圓代工、封測具良好技術，在中國大陸資通

訊產業去美化下，對我國半導體業者具有轉單商機。其中，臺灣之 IC

設計可望受益，CMOS 晶片代工或者是砷化鎵的晶片代工亦有機會，

或半導體封測。122但我國仍須留意來自中國大陸、韓國半導體的競爭。

中國大陸近來積極進行自主研發，預期將可能透過挖角人才快速掌握

半導體的關鍵技術，尤其對具相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臺灣人才更是積

極搶進。近來已傳出中國大陸挖角我國半導體研發人才之訊息。根據

 
121 楊玫寧，2020.05.22，〈中國半導體自製率拚 7 成 研調：未來 10 年難有大進展〉，中央通訊

社，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005220092.aspx，查閱時間：2020.06.15。 
122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半導體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

有關台經院產經資料庫劉佩真研究員之意見。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00522009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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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新聞網報導，2019 年起 OPPO 即開始積極招募半導體人才，希

冀提升其半導體自製能力，且近來傳出 OPPO已挖角聯發科之研發人

才。 

（四）華為受禁令影響可能無法取得關鍵晶片，中國大陸其他品牌手

機市占率可能提升，我國相關 IC設計廠商可望受惠 

華為受到美中科技戰影響下，因預期未來其手機晶片將受到美國

禁令的影響，進而影響華為手機之供貨，不利華為在全球市占率的布

局。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 2020 華為全連接大會中即表示，華為受

美國禁令衝擊最大的手機業務，目前並沒有解決方案，分析預估搭載

華為高階晶片的手機至多僅能再支撐半年銷售量。對中國大陸 OPPO、

vivo、小米等其他手機品牌而言，因前述企業目前非在美國公布的實

體清單內，且目前美國政府尚未針對 OPPO、vivo、小米進行技術圍

堵，未規定使用美國技術、軟體設計之半導體製造商不能供貨，因此

預期華為手機部分的市占率會由其中國大陸手機品牌業者填補，是故

其主要晶片供應商聯發科可望獲益。 

 

二、美中科技戰對臺灣 5G相關網通產業之影響 

5G應用範圍廣泛，且涉及國家安全及資訊安全，中國大陸在 5G

的技術在全球具領先地位，擁有許多 5G專利技術並積極參與國際 5G

標準制定，因此美國積極圍堵中國大陸在 5G的發展，包括禁止使用

華為等公司之電信設備，且禁止華為參與美國 5G網路建設，並要求

相關國家跟進。對我國而言，兩岸在資通訊產業已建立緊密的產業供

應鏈，是故美中科技戰亦會對我國 5G產業造成影響，分析如下： 

（一）在美中科技戰下，中國大陸將致力發展 5G自主供應鏈，發展

5G軟體應用為臺灣重要發展方向 

在美中科技戰下，中國大陸已逐漸形成 5G 產業之自主供應鏈，

未來朝向「一個世界，兩套標準」的局面發展似乎已難以避免。就當

前情況來看，在 5G 架構中，中國大陸在 5G 標準、通訊系統設備占

有優勢，且中國大陸政府又持續投入大量資金加速推動 5G、AI 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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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基礎設備，以更進一步完善供應鏈。但另一方面，各國電信商已

經組成國際開放網路架構組織聯盟（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Alliance, O-RAN），以降低電信商對國際網通設備大廠的依賴，此對

我國廠商持續發展白牌設備商機十分有利。 

另一方面，隨著未來「一個世界，兩套標準」的體系逐漸成形，

面對美系與中系兩條供應鏈，我國企業若要同時搶進雙邊市場，就必

須具備研發適應兩套標準軟體的能力，以符合雙邊市場各自的規範與

認證要求。尤其目前在 5G應用層面，美國與中國大陸各有所長，儘

管美國的相關軟體應用國際化程度較高，但近年來中國大陸亦急起直

追，抖音即為最佳範例。因此，在美中持續競爭下，我國企業應持續

投入 5G軟體應用開發，強化臺灣在雙邊供應鏈的重要性。 

（二）臺、美在 5G系統合作基礎下，雙方可望在 6G領域可結合網

通設備製造能量與先進研發技術進行合作 

因中國大陸可能透過 5G系統進行竊取資訊或是監視等情事，目

前全世界在資安考量下，考慮是否採用中國大陸製造之 5G基礎設施，

我國卻早在 4G時代即考量此因素。因此，在考量技術與資安問題下，

我國在建設國內 5G 系統時，主要偏向美國之 5G 設備與系統。舉例

而言，我國 5G 國家隊中華電信攜手美商愛立信發展 5G，中華電信

將採用愛立信無線網路接取設備，愛立信提供 5G核心網路設備，並

同時提供光傳輸接取網路解決方案，支援建置集中式的無線網路架構，
123以提升中華電信在 5G連線之順暢性。 

此外，因美國對中國大陸製造的 5G相關通訊設備存在高度資安

疑慮，是故美國不希望中國大陸業者加入其 5G供應鏈中，惟因美國

較缺乏硬體製造能量，然此卻為我國資通訊產業之優勢，因此雙方具

高度互補，我國有機會加入美國之 5G供應鏈。 

再者，美國目前刻正發展 6G，2019年年初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

表示，希望儘快能在美國使用 5G、甚至 6G。6G係在 5G基礎上，除

 
123  楊玫寧， 2020.3.18，〈中華電攜手愛立信  加速部署 5G 網路〉，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003180247.aspx，查閱時間：2020.07.24。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00318024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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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面之基地臺外，集成衛星網路搭載高速光纖、奈米天線等，達成

更高速率的衛星通信網路，可達成萬物均可相連。因美國擁有學研單

位研發能量、衛星通訊技術的領先等優勢發展，希冀不直接與中國大

陸在 5G 技術正面對決，而是跨足到 6G 技術搶先發展。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的頻譜創新計劃倡導將建立一個國家無線頻譜研究中心，該

中心將推動超越 5G、物聯網和其他現有技術，124顯示美國積極在推

動 6G技術研究的發展。 

因此，臺美在 5G 領域已具合作基礎，雙方在 5G 硬體與軟體擁

有互補優勢，可望透過雙方在 5G產業鏈的合作模式，延伸未來在 6G

的合作。此意指我國可運用 5G 硬體優勢，進軍美國 5G 建設商機，

並為雙方持續攜手布局全球 6G商機做準備。 

（三）兩岸在資通訊產業具合作基礎，我國企業應同時掌握美、中

5G市場，因應「雙元供應鏈」形成美、中兩套標準的發展趨勢 

在美中科技戰下，全球 5G將形成美、中陣營之雙元供應鏈，擁

有各自的標準與不同的供應鏈，造成「一球兩治」的情形。在 5G 雙

元供應鏈下，因目前臺灣與美國關係良好，並在 5G 項目開展合作。

2020年 8 月 27日，美國在臺協會與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共同

發布「臺美 5G 共同宣言」，宣示雙方未來將在 5G 資安密切合作，

顯示我國在 5G 政策上傾向與美國合作。此外，美國刻正在 5G 領域

進行去中國化，如推動「乾淨網路」政策，將中國大陸因素排除在外，

因此對我國參與美國之 5G 基礎建設具發展機會。 

另一方面，近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新基建政策，並大量建立 5G

基地臺，預期中國大陸三大電信業者在 2020 年底將新增開通約 75萬

個基地臺，衍生大量 5G建設商機，兩岸在資通訊產業已建立長期緊

密的合作供應鏈，我國資通訊廠商仍可掌握中國大陸 5G 布建商機。 

對資通訊大廠而言，可分別針對中國大陸與美國進行研發，企業

可能透過分設公司，已進行市場區隔，滿足美國去中國化、中國大陸

去美化供應鏈，以同時布局此兩個市場，惟中小企業可能受限於規模，

 
124  Mike Dano,2020.5.21, US prepares for a 6G fight, 

https://www.lightreading.com/6g/us-prepares-for-a-6g-fight/a/d-id/759822。 

https://www.lightreading.com/6g/us-prepares-for-a-6g-fight/a/d-id/75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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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資金、技術等資源，無法同時設立兩組研發、生產部門，分別提

供美、中雙方相應的產品，而被迫在美、中之間進行選擇。125因此，

對我國而言，我國仍須掌握中國大陸 5G 布建商機，但預期中國大陸

及美國與其他盟國在 5G基礎建設將採用不同於之標準，因此未來我

國網通業者勢必將適應美中兩套標準的發展趨勢，同時掌握「雙元供

應鏈」的 5G布建商機。 

  

 
125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 5G 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有

關資策會陳子昂資深總監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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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美中關稅戰對於在中國大陸臺商所帶來的關稅成本影響，許多廠

商將採取產能移轉，而增加產能移轉的地區主要以臺灣為主。在中國

大陸的臺灣資訊業者思考生產線重新布局策略時，高階高價產品可望

轉移回臺灣建廠或在美國生產，其他產品的生產據點則移往東南亞，

組裝據點則較可能移向墨西哥、巴西、東歐等地區。網通業者則選擇

將高階高毛利的產品移回臺灣生產，中階產品則轉往東南亞、南亞等

區域，而低階產品則持續留在中國大陸。126臺商之所以選擇回臺生產

高階高價產品的關鍵原因在於臺灣擁有完整產業聚落，具備發展資通

訊產業優勢，根據 ITIS 智網產業資料庫顯示，在上游的半導體供應

端，2019年晶園代工與 IC封測占比分別約 71.43%、48.7%，全球排

名第一；零組件部分，行動裝置光學鏡頭市占率 46.16%，全球排名

第 1；印刷電路板市占率 30%，全球排名第 1。產品端部分，全球桌

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主機板等幾乎都有臺廠提供系統設計、研發、

零組件供應、組裝或代工製造，凸顯臺灣在資通訊供應鏈具有重要的

地位。 

總而言之，受到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的影響，原本我國資通訊產

業供應鏈即逐漸增加中國大陸以外的生產比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

後，在陸臺商更是加速調整中國大陸的生產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

臺灣不但短期內受惠於轉單效應，更因為在中國大陸的臺商企業面對

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的不確定因素，紛紛在我國政策引導下回臺設

廠，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此外，我國因具備資通訊產業群聚完整性，

成為國際企業為分散風險而尋找替代供應商的主要選擇，有助於打造

臺灣成為全球高端製造研發中心與產業聚落，藉由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鞏固臺灣在全球資通訊產業的生產地位。因此，美中科技戰對我國科

技產業雖然存在不確定性與風險，但就目前為止，臺灣無疑是全世界

各國中，因美中科技戰而受惠最明顯的國家。 

另一方面，美中科技戰下，因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採取禁令，

 

126  資 策 會 ， 2019 ， 〈 因 應 美 中 貿 易 戰 的 產 業 應 變 策 略 思 考 〉 ， 取 自

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529&List=14；邱昰芳，2018，〈美中貿易戰是否加速我國通

訊傳播設備業廠商回臺投資？〉，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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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拖慢中國大陸半導體、5G 等產業的發展速度，而中國大陸以發展

其自主資通訊產業科技做為因應。對我國而言，在美國對華為的技術

圍堵下，因我國 IC 製造業者大多同時布局美、中市場，若未擁有具

優勢的先進技術，則短期可能面臨因華為的訂單減少，衝擊其營收表

現。然而，因華為因無法取得手機之關鍵零組件，此可能造成其他中

國大陸品牌手機的崛起，如 OPPO、vivo、小米等，我國相關之供應

鏈廠商可能獲益。此外，因我國半導體產業多涉及美國技術，如前端

的 IC設計或 IC製造設備等，且美國亦為我國半導體業者之重要市場，

在美國的壓力下，臺灣半導體業將偏向靠向美國。 

此外，我國亦須謹慎其他國家在半導體之競爭，波士頓諮詢公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表示，美國若加強禁令，使得美國

半導體業者完全無法供貨予華為，則美國半導體在全球的市場份額相

對 2018 年將減少 18%，並由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等國瓜分市占率，

其中中國大陸獲得 7%，韓國獲得 7%，日本獲得 3%，歐洲和其他國

家獲得 1%，短期韓國為最大獲益者，長期則是在壓力下建立之自主

供應鏈的中國大陸。127是故，對我國半導體產業而言，須持續運用我

國應用型研發之優勢，在代工製造與研發同時推動，並持續精進先進

製程技術，朝向先進製程中心發展，並將研發能量流在臺灣，以避免

關鍵技術外流。 

在 5G 方面，近來美國認知到目前中國大陸在 5G 相對發展較領

先，華為在 5G 標準仍有主導權，為同時參與全球之 5G 標準，已開

放美國企業與華為共同討論 5G 標準，因此預期臺灣在 5G 雙元供應

鏈較可能可在美中兩國之間保持平衡，臺灣大型企業可能透過分設公

司，已分別掌握 5G 美、中兩國市場。此外，因臺美在 5G 產業具互

補優勢，臺灣具資通訊硬體製造優勢，美國擁有研發能量，且雙方已

簽署「臺美 5G 共同宣言」，宣示雙方未來將在 5G 資安密切合作，

因此我國可利用與美國目前的 5G 合作基礎下，擴大在 6G的合作。 

 
127 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20, “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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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中科技戰下對兩岸科技產業供應鏈布局之影響 

美中貿易衝突從貿易戰走向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產業的主要影響

可以分為兩大面向來探討，一是美國針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高

科技產業產品提高關稅，造成亞太科技產業鏈分工的重新調整；二是

美國針對中國大陸企業在出口管制、政府採購、投資等方面的技術與

人才管制，對臺灣科技產業帶來直接的影響。 

美國針對「中國製造 2025」相關的高科技產業產品提高關稅，

造成亞太產業鏈分工的重新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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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望透過關稅戰的方式針對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進行

抵制，或至少起到延滯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效果，進而影響到

臺灣科技產業的整體布局。這個影響面相對較廣，但主要是從生產成

本的部分進行考量，並不涉及到技術層次，而且臺灣很大程度上受到

轉單效應的影響，在某些產業其實是獲益多於損失。 

真正影響臺灣科技產業的是美國基於關鍵技術外流疑慮、科技競

爭中產生威脅，以及人權考量等種種理由，將中國大陸部份的高科技

產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Entity List），同時在政府採購上進行限

制，並且透過立法防止中國大陸透過投資、併購等手段不當竊取美國

技術，如中興通訊、華為等，這除了使該企業的臺灣產業供應鏈受到

衝擊外，長期而言亦包括兩岸在市場與技術上的競合關係。 

第一節 美中科技戰造成兩岸科技產業之競合關係 

由於臺商在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兩岸科技

產業過去一直存在競合關係，這裡面有可以分為「合作大於競爭」與

「競爭大於合作」兩類。其中，「合作大於競爭」又可以分為臺灣擁

有明顯的技術領先優勢，故成為中國大陸企業的代工製造廠商或與中

國大陸企業進行技術合作，如 IC 設計、晶圓代工等；或是中國大陸

擁有品牌或技術優勢，由臺商企業擔任代工廠或供應商，如華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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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網通產業、小米等手機品牌商等。「競爭大於合作」則是因為中國

大陸近年來快速發展科技產業，並積極建立紅色供應鏈，由於中國大

陸有補貼政策等優勢，造成臺灣企業面臨激烈的競爭壓力，如面板產

業、IC封測等。 

事實上，就產業鏈而言，兩岸科技產業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可

能就同一產業鏈而言，上游是合作關係，下游卻是競爭關係。在兩岸

科技產業競中有合、合中有競的情況下，美中科技戰無疑對兩岸科技

產業的合作帶來巨大的衝擊，使得整體而言、長期而言，兩岸科技產

業比過往更往競爭的方向移動，不過這不代表兩岸的合作將會自此結

束，只是合作程度不會再像過去一樣緊密。 

本研究根據文獻研究整理與專家學者意見，經過專業分析整理出

美中科技戰後兩岸科技產業競合關係的七個變化趨勢如下： 

一、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企業紛紛移轉產能以分散風險，從中國大陸

返臺投資或走向世界，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長期趨緩 

美中科技戰最明顯的衝擊便是美國透過清單一、清單二的額外增

加關稅，對「中國製造 2025」的目標產業進行抵制，對於我國在中

國大陸生產的電子、電機、機械設備臺商造成最直接的衝擊。因此，

以美國作為主要外銷市場的企業紛紛移轉產能以分散風險，臺灣成為

在陸臺商外移最主要的避風港之一，除了許多臺商在臺灣仍保留既有

的設備廠房與生產線，容易透過重啟生產線的方式移轉產能之外，更

因為臺灣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優勢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在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後，隨著區域化生產體系的逐漸形成，從中國大陸外移以降低

生產風險更成為跨國企業的趨勢，許多臺商大企業紛紛進行全球布局

以實現「短鏈」的區域化生產。如中國大陸的代工大廠鴻海，已經快

速調整自身在中國大陸市場以外的產能比重，從過去的 25%提升到

30%，未來還有可能持續增加。和碩則配合蘋果尋求中國大陸以外多

元供應鏈的策略，在印度成立公司。128仁寶在美中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後經過短暫的觀望，也重新開始擴大原本在越南的生產基地。 

 
128 鍾榮峰、吳家豪，2020.8.27，〈貿易戰不停歇 美中兩套供應鏈系統成趨勢〉，中央社，

https://ctee.com.tw/news/global/3253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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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科技戰方興未艾，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遲遲未獲控制

等因素影響下，臺商對於情況不明的前景大多採取觀望態度，根據工

總調查，未來兩年不會增加在中國大陸投資規模的業者占比超過七成

五，其中減少投資規模的占 35.8%、維持投資規模不變的占 39.4%，

僅 7.3%表示會增加投資規模。此外，更有 24.6%的臺商企業表示將

會移轉中國大陸產能以因應疫情，轉移的產能的目的地則以臺灣及東

協為主。129由於多核心區域生產體系正逐漸成形，未來仍以中國大陸

作為主要生產基地的模式已不符合後疫情時代的發展趨勢，因此，臺

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長期而言勢必會逐漸趨緩。 

 

二、基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政策優惠等利基，過去有合作基礎的兩

岸科技產業仍會持續合作、持續經營中國大陸市場 

然而，長期而言臺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趨緩，並不意味著兩岸從

此將從合作走向競爭，兩岸投資趨緩更像是一種產業布局與供應鏈的

調整，改變過去過於集中中國大陸、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進行出口

外銷的生產模式，順應區域化生產體系與「短鏈」的趨勢，讓生產更

貼近消費市場。換言之，中國大陸本身的內需市場，對於臺商而言仍

是不可放棄的重要市場。 

再加上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引進臺商能量參與「中國製造 2025」、

一帶一路等大型計畫項目，未來中國大陸推動「新基建」以及 5G應

用商機更會吸引臺灣科技產業前往布局。考量到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全

球經濟的影響恐會持續，中國大陸的十四五規劃勢將以擴大內需為核

心，透過內需市場維持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這些因素都會吸引臺商

產業持續經營大陸市場。 

換言之，在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下，科技產業臺商因此而分散投資

布局，但此係兩岸合作模式的改變，從過去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轉

變為以中國大陸為消費市場，從基於中國大陸廉價勞力、土地等生產

要素，演變成基於中國大陸的市場發展而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過去

 
129 全國工業總會，2020.9，〈2020 工業總會「新冠肺炎疫情」對臺商投資大陸影響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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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世界的產品將會走向區域化生產，但以中國大陸為終端市場的產

品，仍會在中國大陸生產，或基於成本考量而移往東協，再透過東協

+1 的免關稅賣回中國大陸。因此，過去有合作基礎的兩岸科技產業

未必會因為美中科技戰而停止原本的計畫，如台積電在南京、上海皆

有晶圓廠，仍會持續與中國大陸市場為主，即便無法供貨給華為，但

南京廠擴廠的計畫也未因此而改變。 

 

三、技術受制於美國的臺灣企業被迫放棄與列入實體清單之中國大陸

企業合作，亦可能形成臺企與其他陸企的合作契機 

華為及其遍布全球的 152 間子公司無疑是中國大陸企業中受到

實體清單打擊最大的企業，美國屢次提高對華為的制裁，圍堵華為取

得高階晶片的種種管道，打壓華為在手機與 5G網通的業務，美國在

2020 年 5 月的第一波禁令開始積極阻斷華為在高階晶片上的各種供

貨來源，將含有美國技術比例從 25%的微量原則直接降到零，導致台

積電宣布在 9 月中旬停止供貨給華為。華為於 6月重新規劃供應鏈，

企圖透過聯發科間接取得一般的商業晶片，但美國 8月的第二波禁令

便針對這個漏洞進行圍堵，進一步禁止第三方外國公司間接將含有美

國軟體或技術的半導體晶片在未取得許可前供貨給華為。至此，華為

喪失取得高階晶片的所有管道，而中芯國際的晶片明顯在水準尚有落

差，這將導致華為可能退出手機市場。美國針對華為的禁令之嚴可謂

空前，除了在技術面上進行打擊外，未來恐會在資金面上繼續打擊華

為。由於華為在 5G網通方面的優勢是美國的心腹大患，打擊華為對

於維護美國科技優勢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即便川普未能連任，

美中科技戰可能仍將持續，只是在手段策略上更為細緻，並不會因為

政黨輪替而改變此一大方向。 

就此而論，從 2018年華為對外公布的 92 家核心供應商名單中，

臺灣廠商占了 10 家，這些企業無疑在美國政策壓力下必須尋找新的

客戶與市場，如製程技術領先全球的台積電，其 7 奈米因為失去海思

訂單而減少的缺口已被 AMD和 Nvidia分食，5 奈米原本海思的投片

量已被 Apple 包下，AMD 也要搶 5 奈米產能，換言之，對台積電而

言，僅是下單客戶之間的轉移。此外，目前華為在中國大陸約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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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占率，在全球約 20%的市占率，如果華為退出手機市場，則中國

大陸的小米、OPPO、vivo 等品牌可能會是最大的受益者。聯發科先

前在華為禁令剛興起時便表示，由於聯發科與 OPPO、vivo 等手機品

牌有長期合作，故華為因手機遭受打擊，而使其他手機品牌市占率提

升，對聯發科而言反而是利多消息。因此，雖然美國打擊華為等中國

大陸企業，但並不意味著兩岸科技產業之間的合作會因此中止，反而

有可能因為轉單效益而促成合作。 

 

四、臺商將藉此機會轉型升級、調整體質，有助於提高臺商未來的國

際競爭力 

根據工總調查，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臺商企業除了分散銷售

布局與採取觀望態度之外，最積極的因應策略便是「加速數位轉型」，

在超過 150 家臺商企業中，有三分之一的臺商正視數位轉型的重要性，

將加強自動化、數位化生產，其中，機械產業、塑橡膠產業的臺商更

超過五成，資通訊產業也有將近五成的比例將加速數位轉型。130 

事實上，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零接觸經濟興起，後疫情時

代，數位轉型勢必會成為國際發展趨勢。在製造端，配合「工業 4.0」

的趨勢，未來製造業勢必走向智慧化生產、綠色生產，結合人工智慧、

物聯網、智慧機械與大數據，讓生產流程更有效率，甚至是透過雲端

化、3D 列印等科技應用，提供客製化的生產。而在服務端，隨著疫

情期間電商平臺的快速發展，零接觸經濟強化了在線經濟與 O2O 運

營模式的普及，強調虛實結合成為新的應用潮流，未來勢必在生產模

式與經營模式都將出現相當大的改變。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雖使各國消費疲軟，卻也帶動電子商務和外

送平臺商機，臺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TiEA）曾於二月

發布對會員廠商的調查結果，表示電商、網路服務、金融支付等業者

的訂單數或營收數字反因疫情而成長，131工總的報告亦顯示資通訊產

 
130 全國工業總會，2020.9，〈2020 工業總會「新冠肺炎疫情」對臺商投資大陸影響調查〉 
131  譚 瑾 瑜 ， 2020.5.12 ， 〈 後 疫 情 時 代 的 經 濟 挑 戰 與 作 為 〉 ， 經 新 聞 ，

https://www.economic-news.tw/2020/05/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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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臺商整體而言受到疫情的衝擊較小。因此，在近期全球無法完全脫

離疫情的情況下，將資金投入數位轉型、產業升級，有助於降低生產

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更順應了後疫情時代時代零接觸經濟的發展趨

勢，故成為臺商企業的常見因應策略。換言之，經歷了金融危機、美

中科技戰與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驗，有助於中國大陸臺商調整體質、藉

機進行產業升級，將原本體質不佳的臺商去蕪存菁，整體而言其實提

升了臺商的國際競爭力。 

 

五、面對「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趨勢，臺灣擁有全世界最佳的競

爭力，有機會成為美中競爭下最大的受益者 

鴻海董事長劉揚偉曾指出，在美中貿易戰之下，全球兩套供應鏈

的趨勢會更明顯，美中市場的 G2 結構帶動區域製造，包括印度、東

南亞和美洲等地，都會形成區域製造。132未來將形成「一個世界，兩

套系統」的局勢。不過，這不意味著所有的民生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美中供應鏈脫鉤應該還是聚焦在科技、資安、通訊、國防等戰略產業，

不僅美國極力於「去中國化」，中國大陸在美國的圍堵壓力下，也被

迫逐步建立自主供應鏈，更以「不可靠實體清單」回擊，點名思科、

美國聯邦快遞等公司。 

隨著美中科技戰升溫，臺灣企業也深受影響，如鴻海集團旗下的

富士康工業互聯網公司（FII）與思科業務往來密切，負責思科的替

代方案選項與產品，但同時，工業富聯也是華為在網路通信設備、微

型基地臺的重要代工廠。美中雙方互相封殺，鴻海集團勢必受到影響。

不過，這樣的影響卻不見得是完全是負面衝擊。關鍵在於，美中脫鉤

的影響是全面的，並不是只有臺灣企業受到影響，但臺商企業卻具有

高度的靈活性，且由於長期代工累積的經驗豐富，對於「兩套供應鏈」

的適應能力獨步全球，反而更具有面對美中產業鏈脫鉤的競爭力。 

因應美、中雙元供應鏈的發展趨勢，由於台商過去在切割品牌與

代工時，對於分拆公司的經驗豐富，因此許多外商近來紛紛來台觀摩

 
132 鍾榮峰、吳家豪，2020.8.27，〈貿易戰不停歇 美中兩套供應鏈系統成趨勢〉，中央社，

https://ctee.com.tw/news/global/3253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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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台商之經營手法。舉例而言，臺灣在 2000 年代開始從代工走向

建立自有品牌時，便發生自有品牌與代工客戶之間的衝突，擔心喪失

代工客戶的訂單。因此，宏碁電腦在 2000 年將品牌與代工部門進行

切割，品牌與銷售廠商為宏碁電腦，專業代工製造廠商則為緯創資通；

華碩電腦在2006年進行品牌與代工部門的切割，品牌仍為華碩電腦，

但代工業務則由和碩聯合科技與永碩聯合國際兩家公司負責；明基電

腦在 2001 年以前與宏碁電腦共用 Acer 品牌，2001 年後與宏碁集團

切割自創 BenQ 品牌，並在 2007 年時再將品牌與代工事業切割，品

牌廠商為明基電通，代工事業則由佳世達負責。133換言之，臺灣企業

過去便有切割部門的經驗，未來面對美國「去中國化」與中國大陸「去

美國化」的情勢，而被迫進行「選邊站」時，經驗豐富的臺灣企業僅

需透過重組公司、切割不同的部門，便可有效因應客戶要求。 

 

六、自主研發技術成為未來趨勢，兩岸將因中國大陸積極推動自主研

發而出現短期的合作與長期的競爭關係 

美中科技戰無疑使中國大陸發現關鍵技術掌握在其他國家的問

題，因此，就美中科技戰的長期影響趨勢而言，實現半導體產業的國

產替代役值是中國大陸中長期的戰略目標，中國大陸每年投入巨額資

金扶植 IC產業，尤其在美國針對中興通訊、華為的科技禁運實施後，

中國大陸亦察覺其資通訊關鍵零組件高度仰賴美國，未來更將積極投

入自主研發，建立「去美國化」之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其中，中國大

陸在半導體產業尤其缺乏自主研發製造能力，預期中國大陸將加速提

升其半導體的自製率，對臺灣的半導體產業帶來更高的競爭壓力。134 

不過，以半導體產業而言，目前中國大陸在晶圓代工上，台積電

至少領先中芯國際 5年以上，即領先 2至 3個製程時代；封測的部分，

臺灣在技術上領先大陸約 3 至 5 年，雖在產能上多數臺灣封測廠與中

國大陸差距不大，但臺廠在良率上具有競爭力，且在高階封測技術上

 
133 王光正，2012，〈分割？整合？代工品牌廠商的競爭策略〉，《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五

卷第二期，頁 390 
134 劉佩真，2018.7.24，〈兩岸在半導體全產業鏈的競爭情勢〉，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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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明顯領先中國大陸；在上游的矽晶圓領域，雖然中國大陸刻意扶植

本土廠商，但臺灣的環球晶圓仍領先約 2 至 3 年；在 IC 設計領域，

聯發科近年來不斷維持技術領先，2019 年底，更新發佈了 5G系統單

晶片「天璣 1000」，大約仍維持領先約 3 至 5 年的優勢。由此可知，

在美國的強力圍堵下，中國大陸短期內想要建立半導體的自主供應鏈，

進而實現半導體國產化，困難度相當高。 

因此，中國大陸與臺灣未來短期內在半導體產業方面的合作勢必

會更加密切，透過擴廠、轉投資、技術合作等方式，引進臺灣半導體

生產與研究能量，利用中國大陸的市場優勢，不斷改進半導體生產製

程，逐步建立自主供應鏈。長期而言，隨著中國大陸逐步建立半導體

自主供應鏈，自然會對臺灣形成競爭壓力，隨著雙元供應鏈的建立，

未來可能會壓迫到臺灣半導體產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七、兩岸科技人才的競爭將會加劇 

兩岸高科技人才長期面臨激烈的競爭情勢，尤其是在半導體產業，

中國大陸內部培養的半導體人才不足，再加上技術落後，因此經常透

過向周邊的日、韓、臺等企業進行人才挖角，除了攫取人才外，更同

時取得先進技術。過去如華亞科前董事長高啟全、聯電前執行長孫世

偉等，都是著名的臺灣人才被中國大陸企業挖角案例。 

如今，隨著美中科技戰帶來的斷鏈壓力，中國大陸對於建立半導

體自主供應鏈顯得更為迫切，在人才培育費時的情況下，進一步取得

臺灣優秀人才勢必成為中國大陸研發自主技術的捷徑。因此，可以想

見未來兩岸科技人才的競爭將會更形激烈。 

舉例而言，由於華為是美國實體清單的重點制裁對象，各家手機

廠紛紛搶攻華為在國際與中國大陸市場的市占率，其中，小米率先採

用聯發科的晶片主攻中階高性能價格比產品，OPPO、vivo 在考量成

本，以及高通中階產品性價比太低等因素後，同樣也跟進提高聯發科

產品使用比率。使得聯發科不但未因華為制裁而營運受到影響，反而

增加了訂單收入。不過，在聯發科提高與小米、OPPO等手機品牌商

合作的同時，由於這些中國大陸企業面臨美中科技戰的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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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華為做為前車之鑑的情況下，紛紛仿照海思建立麒麟系列處理器

的經驗，積極建立自有的 IC 設計公司，如 OPPO 便鎖定聯發科作為

研發人才的獵取目標，準備進行高薪挖角。由此可知，未來兩岸科技

人才的競爭將更為激烈，即便是目前在產業鏈上下游進行合作的廠商，

亦可能在人才面成為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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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中科技戰下臺灣科技產業之整體布局策略建議 

誠如第三章所分析，美中科技戰對臺灣主要在兩個面向產生巨大

的影響，其一是因為美國發動關稅戰反制「中國製造 2025」，導致全

球供應鏈出現「分鏈」現象，科技產業相關之在陸臺商紛紛自中國大

陸外移產能，因應供應鏈的變化趨勢而重新進行全球布局的調整；其

二是美國針對中國大陸進行科技圍堵，尤其在半導體及 5G產業透過

限制高階晶片出口對中國大陸華為等企業進行打擊，連帶影響到臺灣

半導體及 5G產業的整體布局。本節討論的重點主要是美中科技戰對

臺灣科技產業所產生之效應及產業布局的因應策略，下一節再針對半

導體及 5G產業進行討論，說明其整體布局策略建議。 

資通訊電子產業為我國科技產業支柱，對於臺灣經濟發展具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資訊電子產業約占我國出口總額四成，在臺股加權指

數成分股占比逾五成。再加上我國資通訊產品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比例

更高達 89.7%，電子產品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比例則為 33.0%（在臺灣

生產比例為 55.4%、在東協為 3.1%，在其他亞洲國家為 6.4%），凸顯

我國企業資通訊與電子相關產品的海外生產明顯過於集中在中國大

陸。因此，當美國開始對中國大陸發動關稅戰，本來毛利便已經不高

的資通訊電子產品面臨被加徵關稅的不確定性，便促成資通訊電子產

業臺商進行產業布局的調整。換言之，資通訊產業是美中科技戰下最

明顯受到影響的，且對臺灣受到影響程度最大的產業。 

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為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主要包括半導體、

面板、被動元件、印刷電路板等，其中，半導體產業產值在我國居冠，

2019 年總產值高達新臺幣 26,656 億元：上游的 IC 設計產值為 6,928

億元；中游的 IC製造產值為 14,721 億元，其中晶圓代工為 13,125 億

元，記憶體與其他製造為 1,596億元；下游 IC封裝產值為 3,463億元，

IC測試產值為 1,544 億元。由於半導體產業於我國產業中地位重要，

故將在下一小節中特別說明。除了半導體產業之外，2019 年，我國

電子零組件產業產值以印刷電路板最高，為新臺幣 6,330.45 億元；感

測元件（含面板）居次，為新臺幣 2,105.49 億元，被動元件第三，為

新臺幣 1,630.17億元。 

不過，由於我國政府對半導體與面板均有赴中國大陸投資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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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先進製程不得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因此主要生產基地集中在臺

灣，如面板業在中國大陸設廠主要以模組生產為主，產值比重僅約一

成。相較於面板產業，臺灣被動元件及印刷電路板因具國際競爭優勢，

並持續參與國際主要品牌供應鏈，在考量生產成本與產業群聚效應下，

主要生產基地多位於中國大陸。135在美中科技戰與新冠肺炎疫情的衝

擊下，在中國大陸布局最深的印刷電路板與被動元件也受到直接影響。

此外，另一個在中國大陸有巨額投入的台商產業則是電子組裝代工業，

由於電子零組件產業群聚的考量，作為電子零組件的組裝代工廠，勢

必要配合供應鏈，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生產基地。在我國資通訊產業高

度依賴中國大陸生產的情況下，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台商帶來相當

大的衝擊，整體而言，美中科技戰對台灣科技產業帶來了四個面向的

影響與因應： 

一、從中國大陸外移產能是中國大陸科技產業台商的共識，布局策略

可分為「返台投資」、「前往東南亞及南亞」及「全球布局」三類 

美中科技戰對台灣科技產業最大的衝擊，莫過於使台灣科技產業，

尤其是資通訊產業深刻檢討過去過分依賴中國大陸生產的布局。以印

刷電路板產業為例，基於成本考量，過去約 63%產能在中國大陸，各

廠商幾乎都在中國大陸設有廠房，其中以江蘇、廣東為主。而在被動

元件的部分，由於全球被動元件廠商主要生產基地均位於中國大陸，

為貼近下游組裝廠商，我國被動元件產品亦有約 70%產能集中在中國

大陸。 

在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下，從中國大陸外移產能成為台灣科技產業

的共識。事實上，隨著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於環保的要求愈趨嚴格，再

加上沿海地區工資提高，因此中國大陸生產優勢漸趨弱化。而美中科

技戰與新冠肺炎僅是加速了電路板產業分散生產基地的趨勢。如鴻海、

仁寶、廣達、華碩（和碩）、宏碁（緯創及佳世達）等臺灣重要資通

訊產品的組裝代工產業，在 2000年至 2010年時，透過在中國大陸設

廠，降低勞力成本，以維持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價值，但隨著筆電、手

 
135 邱昰芳，2020.3.31，〈全球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對我國電子零組件業的影響-印刷電路板

業、被動元件業〉，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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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等消費性電子在 2010 年之後逐漸趨於飽和，電子代工廠的毛利已

日益下滑。美中科技戰可能針對中國大陸生產之消費性電子產品課徵

關稅的不確定性，對於高度依賴中國大陸製造生產的電子代工臺商造

成相當大的衝擊。 

因此，從中國大陸外移產能是美中科技戰帶來的最大影響，惟不

同產業依其產業特性、產業聚落、生產成本、上下游供應鏈等考量，

而有不同的因應策略，但總體而言，投資布局的策略可以分為「返台

投資」、「前往東南亞及南亞」及「全球布局」三類。其中，「返台投

資」的主要考量通常是既有生產線或廠房、產業聚落完整、科技人才

品質優良等因素；選擇「前往東南亞及南亞」則主要是基於生產成本

較低、品牌商要求等因素；而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的大型企業，

除了考慮生產成本外，貼近消費市場亦是相當重要的考量。 

緯創便是最好的案例，緯創在美中貿易戰後便積極擴張中國大陸

以外的產能，除了申請回台投資外，在越南、馬來西亞、印度，甚至

是墨西哥都有擴廠或新增據點規劃，2020 年 7 月更宣布要將昆山的

緯新資通、江蘇的緯創投資出售給中國大陸企業立訊，預計 2020 年

底非中國大陸產能將占總產能的四分之一，並希望在 2021 年底達到

總產能的一半。足見過去以中國大陸為生產基地的台商，如今積極的

撤出中國大陸產能，分散生產風險。 

二、以台灣為生產基地必須要輔以產業升級轉型之配套措施，因此，

積極推動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成為資通訊產業的重要發展趨勢 

隨著許多過去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科技產業，因應美中科技戰而採

取「分鏈」策略，將部份產能移轉回台，隨之而來的便是台灣土地、

電力、勞力、人才等資源的競爭性提高。尤其是在台灣生產的成本勢

必比過去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成本高，因此，配合在台設廠進行必要的

產業升級轉型，便成為相當重要的配套措施， 

以印刷電路板為例，由於東南亞缺乏完整的產業聚落與供應鏈，

如上游的銅箔基板（CCL）、蝕刻化學原物料都需要依賴進口，且高

階技術人才也明顯不足，因此，在這波美中科技戰中，在中國大陸的

印刷電路板產業主要以回臺投資或擴充臺灣廠的產能為主。臺灣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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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協會於今年（2020 年）的「臺灣電路板產業發展建言」便指出，

臺灣雖有良好的電路板產業聚落與完整的供應鏈，在技術人才上也有

極高的素質，但勞力仍是有限的資源。因此，如果電路板產業欲回臺

發展，則勢必要從「自動化」走向「智動化」，強化人工智慧在整個

製造過程中的角色，如藉由 AI來降低工安發生風險、協助良率改善、

材料預測、製程優化與技術提升等。136而在電子組裝代工產業，由於

電子代工廠毛利低，因此在生產上最從自動化升級為智慧化的趨勢更

加明顯，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後，降低人力需求對於電子代工產業的

重要性明顯提高，近年來如鴻海、仁寶等企業都致力於推動「無人工

廠」、「關燈工廠」等，企圖透過推動升級「工業 4.0」來降低生產成

本。 

此外，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零接觸經濟興起，使得數位轉

型成為國際發展趨勢。數位轉型除了在製造端走向智慧化生產、綠色

生產，結合人工智慧、物聯網、智慧機械與大數據，讓生產流程更有

效率之外；在服務端，隨著疫情期間電商平臺的快速發展，零接觸經

濟強化了在線經濟與 O2O 運營模式的普及，強調虛實結合成為新的

應用潮流，未來勢必在生產模式與經營模式都將出現相當大的改變。

因此，數位轉型包含了製造業生產的數位化、智慧化，更涵蓋了服務

業的數位對接，是未來資通訊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 

三、美中科技戰強化了提升自主研發能力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未來需

要加強對關鍵材料、關鍵零組件與關鍵技術的研發 

美中科技戰凸顯了關鍵材料、技術受制於外國的風險。事實上，

之前日韓貿易戰時，日本便對韓國在氟聚醯亞胺、光阻劑、氟化氫三

項半導體原料加強出口管制，造成韓國晶圓代工產業大受打擊，拖慢

了韓國半導體先進製程的研發，致使我國台積電目前能保持技術領先。

如今在美中科技戰下，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科技圍堵」，限制半導

體關鍵晶片的出口更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而美國在半導體技術、設

備上的優勢，使其對「使用美國技術或設備生產之半導體」進行限制

時，便直接使華為在關鍵晶片上「斷鏈」。 

 
136 臺灣電路板協會，2020，〈臺灣電路板產業發展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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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使得科技產業意識到關鍵材料、關鍵零組件與關鍵技

術受制於人的風險，因此積極尋求對於關鍵材料、零組件與技術的自

主掌握。以積層陶瓷電容（MLCC）為例，目前國內大廠國巨自 2018

年陸續透過購併君耀、美國普思電子透過併購、入股等方式，強化對

於上游材料開發的掌握度，並進一步擴大客戶與產品線，如今已擁有

高階陶瓷粉末及金屬的自製能力，可有效掌控成本及品質；此外，華

新科也與集團成員信昌電共同合作，提升原料技術。另外，奇力新、

禾伸堂等企業在粉末配方、材料也多有布局。137  

另外，如我國半導體產業每年投入研發的金額更相當龐大，如台

積電每年投入的研發金額超過新台幣 900 億元、聯發科的研發金額則

高達新台幣 600億元。顯示大量投入研發是我國龍頭企業的共同策略，

亦唯有如此方能保持在該產業的領先地位，甚至逐漸擺脫代工製造，

走向研發型企業，提高產業的附加價值。 

四、美中科技戰凸顯我國資通訊產業附加價值低的問題，因此未來宜

積極布局跨域應用與多角化經營 

美中科技戰凸顯出我國資通訊產業依賴中國大陸生產的問題，而

我國資通訊產業之所以會依賴中國大陸生產，主要是因為我國資通訊

產業以製造業為主，在降低成本的考量下，遂於 1990 年代至 2000 年

代大舉西進。然而，如今在美中科技戰下，我國資通訊產業亦意識到

產業附加價值低的問題，過去基於台灣生產成本高而移往中國大陸，

如今再因中國大陸生產成本高而移往東南亞、印度、墨西哥等地，卻

因此減緩了台灣產業從根本上進行轉型的步伐。因此，許多企業開始

反思資通訊產業過於注重代工的問題，除了投入研發之外，另外兩個

提高產業附加價值的策略，分別是經營品牌與多角化經營，而多角化

經營為當前許多資通訊產業的常見策略。 

以面板產業為例，臺灣的面板產業近年來受到激烈的競爭，韓國、

中國大陸等主要競爭者有大量的資源投入，且廠商多擁有面板零組件

與品牌的雙重優勢，使得臺廠一直無法在產業價值鏈中占到優勢，且

 
137 鉅亨新聞網，2020，〈二因素帶動 被動元件廠提升原料自主性鞏固營運利基〉，取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5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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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面板市場已經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為搶回市占率，京東方、

華星光電等大廠紛紛壓低價格，使得面板的毛利更低，再加上面板的

新世代技術投入成本高，我國大廠如友達、群創早已不再投入建設新

世代廠房，紛紛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並開始多角化經營避險。 

電子代工產業也與面板產業面臨同樣的低生產毛利問題，因此，

「電子五哥」紛紛開始多角化經營如鴻海便以「3+3」的概念發展，

包括已經選定的三大產業領域：電動車、機器人與數位健康，以及支

撐這三大領域的技術：人工智慧、半導體與新世代通訊技術。事實上，

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是許多電子代工大廠重點投入的領域，因為直接

與產業升級的技術有關，如廣達便將業務觸角延伸至雲端運算、企業

網路系統解決方案、行動通訊技術、智慧家庭、汽車電子、智慧醫療、

物聯網與人工智慧等領域。138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電子代工大

廠幾乎有志一同的將重點放在智慧醫療、健康科技方面，如緯創、廣

達、仁寶幾乎都投入大量資金在健康醫療產業，利用既有的資通訊產

業，希望能跨足智慧醫材，隨著《醫療器材管理法》在 2019 年底正

式三讀通過，未來智慧醫材的前景可期。 

隨著國內許多資通訊大廠跨足電動車、智慧醫材等領域，連帶使

國內的電子零組件也切入網通、車用電子及高通頻工業、醫療等較利

基應用市場，如 5G通訊、自動車等新興科技應用對被動元件的需求

極高，因此，開發高階通訊設備、電動車、工業控制、物聯網等應用

領域所需之高頻、高壓、高容、高功率、高溫穩定性、小型化之被動

元件產品，以提高產品之毛利率，也成為被動元件產業結合跨域應用

的未來趨勢。近年來包括奇力新、國巨、凱美、智寶、華新科及達方

電子等廠商均陸續啟動整併、入股等策略，進行水平、垂直整合，並

加速布局 5G、車用電子、物聯網等新興應用領域。  

 
138 張嘉玲，2020.8.26，〈電子五哥投資拚轉型，擺脫毛三到四緊箍咒〉，早期資金觀測站：

https://findit.org.tw/researchPageV2.aspx?pageId=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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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中科技戰下半導體及網通產業供應鏈布局策略建議 

中國大陸近年來透過「中國製造 2025」等政策，積極促進其高

端技術產業發展，並透過併購海外企業取得核心關鍵技術，希冀促進

中國大陸在半導體、5G等產業的發展，引發美國的高度警戒。因此，

2018年美中科技戰啟動，美國針對中國大陸開啟了一連串技術圍堵，

在半導體部分，要求美國商務部在 2020 年 5 月 25日公布新禁令，將

範圍從美國企業擴大至只要使用美國技術與軟體的企業（包含他國企

業），如要出口半導體予華為需取得美國政府的許可，此衝擊了中國

大陸在半導體、5G 的供應鏈。然而中國大陸在此情勢下，仍會致力

加強半導體、5G 自主研發，並發展非美供應鏈，全球將在半導體與

5G 產業形成雙元供應鏈，並對我國在半導體及網通產業供應鏈布局

造成影響，以下則分別針對半導體、5G 供應鏈布局策略提出分析與

建議。 

一、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布局策略分析與建議 

我國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包含 IP與 IC設計、IC製造、

IC 封測等，IP 與 IC 設計為最上游之供應鏈，IP 係指 IC 設計智慧財

產權，主要可應用於專用應用積體電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專用標準產品（Application Specific Standard Parts, 

ASSP），IC設計則包含記憶體（memory）、微元件（microcomponent）、

邏輯 IC（logic IC）、類比 IC（analog IC）等，IP設計與 IC設計主要

廠商包含聯發科、聯詠、群聯、凌陽等；半導體產業中游為 IC製造，

此為臺灣半導體最具競爭力之產業鏈，在 IC 製造產業鏈中，主要包

含晶圓代工及記憶體製造兩類，並包含 IC製造設備、IC製造材料等；

IC封裝供應鏈除了 IC封裝測試外，亦包含 IC封裝設備及 IC封裝材

料，其中 IC封裝材料包含金線、導線架、IC載板、模封材料、錫球

等。IC 封裝測試主要廠商包含日月光、力成、京元電、華泰、南茂

等，其中日月光為全球第一大封裝測試大廠，顯示我國目前在封測仍

具優勢，我國半導體產業供應鏈請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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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我國半導體產業供應鏈 

資料來源：投資臺灣事務所，2019，〈臺灣重點發展導體產業〉。 

 

以下從半導體供應鏈國際情勢進行分析，以提出我國完善半導體

供應鏈的政策建議。 

（一）協助 IC 設計產業擴大在研發的投資，建議修改產創條例之賦

稅規定與修改高科技人才分紅或獎金的課稅方式 

2020年第一季全球十大 IC設計公司營收，美國即占有七家企業，

營收占全球比重為 82.55%，顯示美國為全球 IC設計的領導者，其餘

三家則為臺灣 IC設計公司，此三家臺灣 IC設計公司為聯發科、聯詠

科技、瑞昱半導體，其中聯發科更為全球第四大 IC 設計大廠，顯示

我國在 IC設計產業具發展潛力。儘管中國大陸在 IC設計相對落後，

但在政策積極推動下，近年中國大陸在 IC 設計有顯著的進展，中國

大陸 IC 設計在全球市占率從 2010 年的 6%上升至 2019 年的 15%，

為全球在 IC設計產業成長速度最快之國家，顯示中國大陸在 IP與 IC

設計產業緊追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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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美國已對使用美國技術、設備供貨予華為之半導體業者

有所限制，前述企業須取得美國商務部的許可才可供貨予華為。在美

中科技戰下，因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其半導體自主供應鏈，中國大陸半

導體製造去美化，因此短期臺灣 IC 設計廠商會獲得中國大陸自美國

轉單效益。在長期而言，因中國大陸在發展自主供應鏈的趨勢中，會

積極挖角我國 IC設計人才。139因此，為避免我國 IC設計人才外流，

且扶持我國研發型企業發展，使我國發展成為知識性經濟，建議政府

應透過修改賦稅相關規定以提供支持。 

對 IC 設計產業而言，企業需要持續投入研發經費，以取得軟體

技術等發展優勢。然而，我國對研發支出投資抵減比重仍有限制，且

企業在減免稅時，仍主要以設備廠房等資產為主，相對缺乏對無形資

產投入之抵減。因此，建議政府修改產創條例第 10 條與 23-3 條。140 

產創條例第 10 條為規定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不超過當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的 30%，建議可放寬此比重；產創條例第 23-3

條，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餘

發生年度之次年起三年內，以該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

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達一定金額，該投資金額計算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時，得列為減除項目。此顯示課稅主要仍為製造業硬體設備

為主，建議可修改此法規。 

再者，建議政府修改高科技人才分紅或獎金的課稅方式，以鼓勵

企業將盈餘投入研發、或是分配給研發人才。141例如，將非固定金額

之分紅或獎金，另外以其他稅率課稅，而不是加總在個人年度薪資中，

以所得稅費率課稅，以鼓勵企業持續投入研發，在技術領域持續成長

突破。 

（二）促使臺灣在半導體製造代工投入研發，掌握新興科技應用商機 

全球半導體產業過去發展模式為整合元件製造商（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包含 IC設計、製造、封測、銷售等，然

 
139 詳細內容請參考半導體公司 D 副總訪談紀要。 
140 詳細內容請參考半導體公司 D 副總訪談紀要。 
141 詳細內容請參考半導體公司 D 副總訪談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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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半導體研發與設計越來越複雜，一家公司無法同時兼顧研發製造

等。是故，自 1980 年代起，全球半導體產業走向專業分工，我國衍

生許多專業半導體晶圓代工的廠商，其中台積電更躋身為國際晶圓代

工大廠，我國晶圓代工廠在製造過程持續提升良率與先進製程技術，

為應用型研發之代表。 

我國目前在 IC 製造主要競爭對手為韓國，我國目前領先韓國約

一至兩年的時間，對中國大陸更是領先至少五年。就我國半導體製造

而言，美國仍為我國主要市場，占比為 52.1%，客戶群有 Apple、

Qualcomm、Nvidia、AMD 等，其他包含中國大陸占比 21.6%、歐洲

占比 6.2%、其他國家占比 20.1%。對我國 IC代工廠商而言，一方面

應持續維持技術研發，在先進製程上維持對韓國、中國大陸的領先優

勢；另一方面則應鼓勵晶圓代工廠與下游封測廠建立技術合作聯盟，

強強聯手以確保臺灣未來在高端封測上能保持領先。 

在美中科技戰下，韓國、中國大陸等國均持續強化半導體產業製

造的先進製程技術，以建立自主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儘管我國目前

在半導體晶圓代工具先進製程技術優勢，但我國仍需持續精進先進製

程技術，同時推動代工製造，往價值鏈研發、服務等兩端推動，朝向

先進製程中心發展，並將研發能量留在臺灣，以避免關鍵技術外流。 

（三）我國 IC 封測企業應持續研發維持高端技術優勢，並透過異質

整合拉開與中國大陸封測廠的技術差距 

我國半導體封測產業因享有高端封測的技術優勢，臺灣的封測產

業因此具國際競爭力。臺灣在 2019年全球 20大廠 IC封測廠營收中，

全球占比高達 52.9%，位居全球第一；其次為中國大陸之 21.5%，第

三位為美國的 15.8%。此外，在全球前十大營收 IC 封測廠中，臺灣

封測廠占有五位，日月光投控為全球第一大營收之 IC 封測廠，2019

年營收在全球市占率高達 30.5%。 

我國封測產業對中國大陸仍享有尖端技術優勢，惟中國大陸近年

主要透過購併，以整合先進封裝技術，然而因各國對中國大陸企業收

購審核趨為嚴謹，預期中國大陸半導體封測行業主要將透過加強自主

研發與境內整合模式，並透過持續透入第二期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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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發展半導體產業，以朝向高階技術發展。 

在美中科技戰影響下，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半導體封測自主化，是

目前半導體產業鏈中少數有機會實現自主化的環節，因此我國須謹慎

面對中國大陸半導體封測產業之競爭，持續維持技術領先優勢。台經

院劉佩真表示，我國半導體封測具有較完整廣泛的技術層面優勢，且

擁有將不同製程的晶片進行異質整合為單晶體之能力，因此未來可藉

由異質整合以拉開與中國大陸半導體封測廠的技術差距，而異質整合

的需求將主要來自於穿戴裝置、智慧手機、5G、AI、網通設備對微

型化的系統級封裝等。142 

（四）運用美國 IC 設計與臺灣晶圓代工優勢，尋求臺、美在新興科

技合作機會，政府應積極促進臺、美在學術與產業界的合作 

臺、美在半導體供應鏈具長期合作基礎，我國長期仰賴美國的IC

設計與技術，美國則仰賴臺灣廠商進行晶圓代工。臺、美近來積極在

半導體進行合作，2020年9月18日在臺進行「美國代表團經濟會面」，

由美國國務院次卿柯拉克（KeithKrach）率領訪團來臺，半導體供應

鏈重組亦為重要討論議題之ㄧ。 

此外，台積電宣布在美設廠，美國亦呼應臺灣領航企業計畫，且

未來可能有更多美國科技大廠來臺灣擴大投資，將臺灣打造微軟硬體

合作中心。臺灣跟美國未來可進行合作聯盟，美國IC設計全球市占率

達到50%以上，臺灣的代工市佔率亦逾50%以上，臺、美雙方在此互

補下。再者，臺、美雙方未來在新興科技領域具合作商機，如美國在

AI和車用電子技術均具領先地位，臺灣在硬體上具優勢。143因此臺、

美可望在各自IC供應鏈利基下，進行新興科技之合作。 

因此，建議政府在目前臺、美合作平臺架構下，深化美國與臺灣

在半導體的研發合作，例如加強我國大學與美國頂尖大學在半導體相

 
142  劉佩真， 2019 ，〈兩岸半導體封測業  下一波戰局已展開〉，工商時報，

https://view.ctee.com.tw/economic/11125.html，查閱時間：2020.10.20。 
143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半導體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

有關台經院產經資料庫劉佩真研究員之意見。 

https://view.ctee.com.tw/economic/111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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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程的合作，或是促進臺灣企業與美國大學的合作研發，144以加強

美、臺在半導體的合作夥伴關係。 

 

二、5G相關網通產業供應鏈布局策略分析與建議 

在全球通訊技術的發展下，5G 成為國際眾所矚目的焦點，2020

年 2 月臺灣完成 5G 頻譜招標，我國正式進入 5G 時代。5G 相對 4G

有具有大頻寬、高速傳輸、低延遲的特性，因此可應用於正在發展之

新興科技，如無人車、智慧醫療等領域。 

目前全球在 5G已形成雙元供應鏈，一方面為美國對華為的全面

圍堵，而美國亦拉攏非中國大陸的 5G相關軟體、電纜等業者，推出

「乾淨網路」政策，確保美國在 5G 資訊安全，建構乾淨安全的 5G

環境。英國聯合全球 10國共組「D10聯盟」，其成員包含英國、加拿

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及澳洲、印度和南韓，以研發自有

5G行動通訊技術，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145因此，可見全球在 5G

已形成「一個世界，兩套標準」的雙元供應鏈，此亦影響我國在 5G

的投資布局策略。 

在 4G時代，小型基地臺（以下簡稱小基站）多用於輔助網路連

線，但 5G 相對 4G 的頻段高，物理特性為當頻率越高時，訊號就更

易受到干擾或遮蔽。是故 5G 時代兩個基地臺間的距離，僅為 4G 時

代的三分之一至十分之一，未來小基站布建的密度將大幅提升。預估

2028 年全球至少約有 700 萬至 800 萬臺小基站的規模，顯示小基站

布建之商機龐大。146 

此外，4G 時代單一設備廠商會綁定公司之硬體與軟體，一起銷

售予電信業者；5G時代因為有白牌商機與 ORAN的開源性，此意指

 
144  自 由 財 經 ， 2020 ， 〈 AIT ︰ 台 美 合 作  確 保 半 導 體 領 先 地 位 〉 ，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01735，查閱時間：2020.10.25。 
145 郜敏，2020.5.31，〈全球 5G 布署拒「華為」！歐美亞 10 國共組「D10 聯盟」自行研發〉，

newtalk，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5-31/414469，查閱時間：2020.5.31。 
146 陳怡如，2020.3.15，〈攜手臺廠打造 5G 小基站生態系〉，《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第 338

期，頁 26-27。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01735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5-31/41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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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哪家軟體、硬體，電信商可自行搭配，在已設置的 5G設備標

準下，不會需一定購買某一個傳統電信商下的整套硬體、軟體。事實

上，2018 年初，全球重要的電信商合作建立國際開放網路架構組織

聯盟（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ORAN），創造一致之標準與技術

規範，不同設備廠僅需符合此標準，即可組成小型基地臺。在 ORAN

之中，樂天以軟硬體結構打造基地臺，建立全球第一個採用白牌伺服

器整合虛擬軟體的系統，讓 4G網路成本約為傳統 50%。樂天甚至建

置白牌的基站，如臺灣的雲達提供設備，代替傳統基站的設備，促使

成本下降。然而，對服務提供者而言，不僅考量建置設備的成本，亦

包含未來營運成本，是故全球均關注建置白牌基站實際上整體成本會

降低多少，是否在成本與營運操作維持或有更好的效益，還是整合後

卻產生其他困擾。ORAN市場前景看好，市調公司 Light Counting預

估 ORAN 相關設備市場規模在 2025 年將達到 16 億美元，不過現在

電信公司對 5G 的投資均採審慎態度，因為電信商希望在 5G 商機較

成熟時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Intel、Nokia 主導成立電信基礎設施

聯盟（Telecom Infra Project, TIP），參與者包含內容提供者、行動網

路使用者、服務提供者到使用端的模組，可思考網路如何設計。TIP

組織成員較廣，包含營運商、軟體開發商、系統整合商、使用者均納

入，不像 ORAN 幾乎為電信商為主；此外，的成員多為 Android 系

統，ORAN成員僅一部分是 Android系統。2020 年 2 月 ORAN與 TIP

兩大國際組織宣布一項合作框架協議，同時，ORAN亦和重要的行動

通訊組織──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 Group Special Mobile 

Association, GSMA）進行合作。由此可知，5G不再是由一個國家主

導，而是全球透過組織合作進行群體戰，我國如想在 5G時代有一席

之地，勢必需要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組織共同協作。147 

我國 5G產業供應鏈包含上中下游，上游為基礎元件、中游網路

及設備裝置、下游為終端應用。基礎元件為建立小型基地臺之設備與

元件；在中游網路及設備裝置中，包含小型基地臺與系統整合商，小

 
147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 5G 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有

關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蔣村杰組長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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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基地臺企業如智易、中磊、聯亞等企業，另因 5G應用需整合軟硬

體，因此系統整合商亦為 5G供應鏈的中游，並包含華電聯網、歐特

儀、研華等企業。下游為終端應用，包含電信營運商、雲端事業、智

慧型手機等業者。我國 5G產業供應鏈請見圖 7。 

圖 6 臺灣 5G產業供應鏈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為完善我國 5G 產業供應鏈，以下則分別針對 5G 供應鏈投資布

局提出策略建議： 

（一）協助 5G中小企業取得基地臺標案，並媒合我國基礎元件業者

與國際廠商進行合作 

5G 上游基礎元件涉及零組件相當繁雜，並包含許多小企業，受

限其資源與規模，較難參與 5G 之基礎建設商機。當集合 5G 基礎元

件中小企業打團體戰後，政府應協助其參與 5G 基礎建設政府標案，

建議我國 5G政府計畫標案中，可明文保障一定比例供中小企業投標。

因根據 2003 年修訂之「扶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辦法」第 3 條，

「機關辦理採購，於不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情形下，

得視案件性質及採購規模，規定投標廠商須為中小企業，或鼓勵廠商

晶片

電信營運商
中華電信、臺灣
大哥大、亞太電
信等

上游基礎元件

中游網路及設備裝置

下游終端應用

聯發科、台積電、
聯電等

軟板廣達、海華等

天線

小型基地臺 系統整合商

耀登、譁裕等 射頻元件／
模組

昇達科、雷捷、
穩懋等

中磊、智易、聯
亞、啟碁、正文、
台揚、建漢等

濾波器

光通訊模組 網路交換器

智慧型手機 雲端事業

台嘉碩

臻鼎、台郡、
嘉聯益等 智邦、明泰等

華電聯網、歐特儀、
研華等

廣達、緯穎等品牌：華碩、
宏達電等

代工：廣達、鴻
海、仁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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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小企業為分包廠商」。148是故，政府亦可考慮用標案規範來保障

中小企業參與我國 5G 建設標案。 

此外，為開拓 5G中小企業之國際市場，建議政府單位或是外貿

協會可多舉辦雙邊的媒合會，推動我國資通訊硬體製造商與國外軟體、

電信公司合作洽談，以深化我國業者與國際廠商在 5G 的合作。 

（二）政府應成立「5G基金」，培育系統整合商，並設立試驗場域，

提供商用 5G與以完善白牌小型基地臺生態系統 

在 5G中游部分，包含小型基地臺、系統整合商等，在 5G的ORAN

開放架構下，電信營運商不一定要向大型電信設備製造商採購一整套

之電信設備，而是可購買不同廠商之設備組成白牌小型基地臺，創造

巨大之小基站白牌商機。事實上，我國在小基站具有強大生產製造能

量，在 4G時代我國即握有全球小基站逾三成的市占率，然我國在軟

體發展相對較弱，較缺乏軟硬體系統解決方案能量，我國過往小基站

多使用國外廠商系統整合方案。 

然而，在 5G時代，系統整合商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要，因所有設

備，硬體、軟體需要整合，然而我國較缺乏大型之系統整合商。因此，

我國需強化 5G的系統整合，培育系統整合商，或可提供經費予系統

整合商進行場域試驗，測試不同廠商設備是否可在 5G的 ORAN下使

用串聯。149 

在具體的政策建議中，借鏡我國可參考美國作法成立「5G基金」， 

將政府從電信業者在 5G頻譜競標中收取的標金提撥 50%至該基金中，

並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擔任 5G產業輔導機關，規劃與運用「5G基金」，提供 5G 產

業協助與獎勵，以將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投入 5G 建設與應用研發。 

（三）5G 下游之電信營運商可擴大與企業結盟，攜手資通訊大廠合

作掌握 5G專網商機 

 
14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02，〈扶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辦法〉，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0667，查閱時間：2020.08.27。 
149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 5G 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有

關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蔣村杰組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王蒞君教授之意見。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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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專網有別於公共網路，不受商用頻譜壅塞影響，且 5G 專網

具高資訊安全性，並可依循場域的工作類型進行設置，因此 5G專網

形成龐大商機。Mobile Experts市場研究公司預估 2018年至 2024年，

全球行動專網市場產值的複合年增長率將逾 10%，2024 年產值規模

更達到 34 億美元。150目前我國持續進行 5G 專網的推動，我國將在

2021 年至 2022 年釋出 4.84GHz 到 4.9GHz 頻寬為 5G 實驗頻譜，提

供電信業者與一般企業申請。 

相對電信業者而言，因企業專網為跨產業應用，具高度客製化需

求，部分資通訊大廠具跨產業應用經驗，因此相對電信營運商具有競

爭優勢。目前已有許多電信商與業者進行 5G專網試驗，如中華電信

與雲林虎尾科技大學在 5G專網之概念驗證合作。因此，建議電信業

者應擴大既有與資通訊企業的結盟與合作，運用電信營運商之網路傳

輸、資安能力與資通訊廠商跨界應用與軟硬體之互補優勢，以掌握龐

大的 5G專網商機。 

電子代工大廠發展 5G的趨勢也相當明顯，由於電子代工產業具

有豐富的代工與系統整合經驗，對於企業的需求比網通產業或電信營

運業者更為了解，因此除了掌握 5G 應用商機之外，更著重 5G 專網

的發展。如仁寶是國內第一家成立 5G 實驗室的代工廠，經營 5G 應

用範圍涵蓋工業、農業、醫療、電競娛樂等四大領域，藉由仁寶本身

擅長製造終端設備與軟硬體整合的優勢，透過跨域整合積極開發解決

方案，掌握 5G 應用與 5G 專網發展商機。另外如廣達旗下的雲達自

四年前就投入 5G企業專網研發，目前已投入資源開發出符合企業專

網使用之獨立組網技術及設備，提供新無線電（new radio）及核心網

路（core network）端到端解決方案，不僅供應硬體設備，更專注於

垂直場域及應用情境的調校優化。廣達不但加入「5G 台南隊」在台

南沙崙實驗場域設點，參與各項 5G垂直應用，更有意將林口總部打

造為 5G 實驗室，導入 5G 企業專網，將廠房打造成智慧工廠示範場

 
150 吳栢妤，2019.9.30，〈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特性 5G 專網創造行動市場新商機〉，《新通訊》，

https://www.2cm.com.tw/2cm/zh-tw/market/26F500F9F05944079530B6804D45C8E2，查閱時間：

2020.8.24。 

https://www.2cm.com.tw/2cm/zh-tw/market/26F500F9F05944079530B6804D45C8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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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151 

（四）企業建立獨立公司以同時布局美、中 5G市場，政府應協助蒐

集區域性 5G市場資訊，協助我國 5G業者爭取與他國之公私合

作夥伴關係 

全球 5G 形成雙元供應鏈，中國大陸進行「去美國化」，美國則

是「去中國化」，並推動「乾淨網路」政策，乾淨網路涉及範圍包含

APP、電信營運商、應用程式、雲端、電纜等，顯示 5G 已形成美、

中的雙元供應鏈。就此而論，臺灣的主要電信廠商皆屬於「乾淨電信」

行列，實有利於對於美、台在 5G通訊方面之合作。如中磊電子在 2020

年 9 月宣布其研發 5G 企業級毫米波（mmWave）小型基地台通過美

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認證，能夠順利進軍美國市場。且在 2020

年 11 月的「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台美雙方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

（MOU），未來將在 5G 及電信安全、科學與技術、經濟合作、供應

鏈、婦女經濟賦權、基礎建設合作、投資審查及全球健康安全等議題

持續進行對話，並以半導體為優先合作項目。顯示在台灣本身具有資

通訊產業優勢的情況下，美國「去中國化」與「乾淨網路」政策將對

台灣廠商更為有利。 

不過，儘管美國對華為實施技術圍堵，但美國政府仍開放與中國

大陸在 5G 標準的合作，且美國企業亦未放棄中國大陸市場。此外，

2020 年 6 月 15 日美國商務部公告，允許美企和華為在 5G 網路標準

進行合作，顯示因 5G標準關乎公共利益與龐大的應用，因此儘管在

美中科技戰下，美國在 5G標準仍選擇與中國大陸進行部分合作。再

者，蘋果扶持立訊加入其供應鏈，且我國蘋果供應鏈緯創出售大陸廠

予立訊，顯示蘋果發展在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以供應當地市場，

顯示美國企業同時布局美、中市場。因此，我國企業亦希冀掌握 5G

雙元供應鏈商機，我國資通訊大廠因擁有較多資源，可將研發分成兩

部分，或分割成為不同的公司，如過往的華碩與和碩公司，一方面跟

隨美國的生態系統，另一方面則是跟隨中國大陸的生態系統。然而，

 
151  吳 凱 中 ， 2020.8.17 ， 〈 電 子 代 工 廠  卡 位 5G 專 網 〉 ， 經 濟 日 報 ，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78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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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受限人力與資源，僅可能因客戶需求在美、中之間選邊站。
152 

此外，在 5G 持續發展下，獲取 5G 之相關市場資訊與標準對企

業而言日亦重要，建議政府可深化目前既有的 5G資訊平臺內容，深

入了解各區域的制度，協助我國廠商掌握各國標準的 5G標準與政府

5G 標案資訊，以進一步協助我國企業爭取外國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以掌握美中衝突下，美國「去中

國化」帶來的商機。153 

  

 
152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半導體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

有關資策會陳子昂資深總監之意見。 
153 請參見本研究附錄「美中科技戰下臺灣 5G 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座談會會議紀錄，有

關光電公司ＯＯＯ部門經理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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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整體而言，臺灣科技產業在面臨美中科技戰的產業布局策略，大

多是將高階製造的產能移轉回臺灣，或是基於勞力成本、消費市場等

考量前往東南亞、南亞等地投資設廠。 

而無論是印刷電路板、被動元件等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或是電子

組裝代工產業，面對美中科技戰，除了推動產業升級，透過數位化、

智慧化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及對人力需求的依賴外，主要可以分為三

大產業發展趨勢：向上整合、系統整合、跨域整合。 

向上整合主要是基於美中科技戰使得企業意識到上游關鍵材料

或零組件供應的重要性，因此希望能確保上游關鍵材料或零組件的穩

定供應。系統整合則是希望能提高附加價值，避免臺灣長期以來重硬

輕軟的問題，同時，也透過系統整合，能夠更好的提供客戶問題解決

方案，來提高臺商的國際競爭力。 

最後，在跨域整合的部分則又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領域：第一個是

基於生產升級而投入的人工智慧、物聯網等研究，希望研究能反饋回

智慧製造；第二個是我國資通訊大廠大多選擇經營健康醫療產業，尤

其是希望透過我國資通訊產業的既有優勢，跨足智慧醫材的領域；第

三個領域則是掌握 5G 應用商機與 5G 企業專網商機，由於 5G 時代

對於電子零組件的需求極大，但製造生產的獲益遠不如直接跨足 5G

應用，因此資通訊產業大多投入資金研發，或直接併購其他企業以強

化自身在 5G產業的競爭力。 

在半導體產業，人才為半導體發展的重要資產，尤其是 IC 設計

企業需要大量研發人才，因此建議府修改產創條例第10條與23-3條，

放寬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占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的比重，並使得企業

抵減項目從以硬體設備為主，納入軟體等投資，並修改高科技人才分

紅或獎金納入所得稅之課稅方式。在國際合作方面，我國半導體在 IC

代工與美國 IC 設計具互補優勢，我國政府應積極促進臺、美在產業

界的合作，並尋求臺、美在新興科技合作機會。 

最後，在 5G領域中，上游的基礎元件包含許多中小企業，政府

應協助 5G中小企業取得基地臺標案，政府相關單位或外貿協會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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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透過舉行媒合會、參與國際展覽等方式，促進我國基礎元件業者

與國際廠商進行合作。此外，在 5G開放架構下，軟、硬體整合日益

重要，我國須培育系統整合商，進行 5G軟硬體及系統整合，並在試

驗場域進行驗證，測試不同廠牌之網通設備是否可有效連結；而在

5G 專網商機中，我國電信營運商應積極與跨產業之資通訊大廠進行

合作，以符合客戶需求建置 5G專網。 

此外，因美中科技戰，全球已逐漸形成美、中兩國之 5G雙元供

應鏈。對臺企而言，均想要同時布局美、中兩國市場，此即考驗企業

之規模與能力。美國重視資訊安全，推動「乾淨網路」政策，美國不

希望其 5G在軟體面涉及中國大陸供應鏈。因此，企業應可能需要透

過建立獨立公司，分別針對美、中客戶進行研發與提供服務。而預期

在 5G較低階的硬體製造中，較不受「乾淨網路」政策影響，我國企

業應相對仍可同時布局 5G硬體基礎設備商機。政府亦須協助蒐集區

域性 5G市場資訊，在既有資訊平臺持續深化，協助我國業者與他國

建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以使我國企業掌握全球 5G建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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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先針對美中科技戰的歷程進行梳理，判斷未來美中科技

戰的發展趨勢，並綜合中國大陸科技產業政策，分析美中科技戰對中

國大陸經濟情勢與產經政策之影響。其次，本研究深入分析美中科技

產業政策與美中科技戰臺灣之影響，尤其著重在高階電子零組件、半

導體產業及 5G網通產業。最後，根據分析的結果研判美中科技戰對

兩岸科技產業供應鏈之影響趨勢，依此提出美中科技戰下臺灣高階電

子零組件、半導體產業及 5G網通產業的整體布局建議。 

本章將根據相關文獻分析、座談會及訪談之國內專家學者意見，

以及國外專家學者之觀點，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及政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合整理本研究之研究發現，以條列式說明如下： 

一、 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產經政策影響： 

（一）中國大陸自主生產的半導體產值僅占中國大陸半導體消費市場

不到一成，中國大陸為避免其產業技術持續受到美國禁令的限

制而趨緩，故加速推動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 

（二）美中科技戰使中國大陸政府體認到建立資通訊產業自主供應鏈

之重要性，除了希望可建立「去美國化」的供應鏈，更希望加

強其「自主化」發展，讓整個供應鏈完全在中國大陸本土製造，

建立資通訊產業自主供應鏈。 

（三）早在 2014 年中國大陸便提出智慧型手持裝置品牌業者使用零

組件，必須有三成是向中國大陸當地業者採購的政策，美中科

技戰後更要求國外資通訊品牌產品內銷中國大陸須在中國大

陸本地生產。 

（四）2018 年 12月中國大陸便提出「新基建」政策，打造大型資料

中心與加速 5G基地臺的布建。顯示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政府

為因應美中科技戰對華為 5G的抵制，積極推動「新基建」政

策，拓展內需市場以推動中國大陸 5G 及其相關應用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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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陸企在美中貿易戰後，開始將低階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電子零組

件、組裝部分及輸美產品的生產線外移至新南向國家，如陸企

蘋果供應商近年來積極至越南、印度等地布局，華為供應商則

是在美中貿易戰後，明顯共同至印度設廠投資，以形成電子產

業聚落。長期而言，建立多元生產基地為陸企投資布局趨勢。 

（六）中國大陸政府刻正吸引吸引外商、臺商投資資通訊關鍵零件產

業以因應中國擴大內需及非美外銷之供應鏈需要。 

二、美國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之影響： 

（一）美國創新主要來自基礎研究，擁有先進技術研發優勢，致力於

先進的、上游的研發（advanced or upstream R&D），下游製造

外移至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等，臺灣資通訊產業享有厚實製

造能量與豐富的人才，具下游製造以及應用型的研發（applied 

R&D）能量，美、臺之間具有互補性。 

（二）美國在美中科技戰的過程中，亦發現美國在半導體方面相對於

中國大陸的優勢與劣勢，因此推出《無盡前沿法案》（EFA）、

《半導體產業振興法案》（CHIPS Act）、《美國晶圓代工業法案》

（AFA）等法案，積極發展本土半導體產業。對臺灣而言，中

游的台積電與下游的日月光如果前往美國設廠，都有機會受益

於晶片法案。但上游的聯發科由於與美國高通、博通為競爭對

手，且中國大陸客戶又占營收相當大的比重，因此可能會在美

中半導體產業出現雙元供應鏈的情況下遭受負面衝擊。 

（三）美國國防及戰略產業「去中國化」的策略，有助於臺美在國防

科技、5G 通訊、智慧機械、生技醫療等領域加強合作關係。

尤其在 5G通訊與資訊安全領域，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資通

訊設備顧慮極深，臺灣在資通訊設備方面的優勢有望展現，能

受到美國的青睞。 

三、中國大陸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的影響： 

（一）中國大陸投入基礎研究的經費有限，加上優秀科技人才以網路

公司及金融界為主，缺乏半導體產業人才，因此長期透過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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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科技產業人才來發展自身的半導體產業，明顯是系統性、

持續性的策略。 

（二）中國大陸為發展科技產業，並因應美中科技戰，將持續透過「對

臺 31 項措施」、「對臺 26 項措施」、「對臺 11 項措施」等政策

優惠，吸引臺灣高科技企業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協助中國大陸

科技產業發展。此外，亦透過產業合作、創投資金等方式吸納

臺灣科技產業及新創企業能量。 

（三）由於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中國大陸必須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推

動「去美國化」，故積極吸引臺灣企業合作，如聯發科便明顯

受益，成為「去美國化」的重要替代供應商，但同時受到中國

大陸發展自主供應鏈的影響，聯發科也面臨 OPPO等企業挖角

人才的壓力。換言之，臺灣半導體產業短期可能受惠於轉單效

應，但隨著中國大陸積極建立自主供應鏈，亦對臺灣企業產生

競爭壓力與排擠效應。 

（四）目前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新基建計畫，有關 5G 布建及 5G 應用

商機使臺商持續經營中國大陸市場，由於兩岸資通訊產業關係

密切，因此要求切割兩岸資通訊產業鏈並不現實，在臺商不能

放棄中國大陸市場的情況下，參與兩岸共同標準的制定、確保

臺灣在美中之間能左右逢源而不是左右為難，便成為關鍵的議

題。 

四、美中科技戰對臺灣科技相關產業之影響： 

（一）美國發動關稅戰反制「中國製造 2025」，提高在中國大陸企業

出口至美國的關稅成本，導致企業減少利潤及訂單減少，以代

工為主的中國大陸臺商紛紛調整生產布局。其中，以中國大陸

市場為主的廠商，會保留在中國大陸的產能，但若以美國市場

為主的臺商，則會將中國大陸的產能轉移到其他地區以規避關

稅成本；跨國布局的臺資企業，由於在臺灣、東南亞或其他國

家均設有廠房與生產線，故大多透過重啟原先在臺灣閒置的生

產線、擴大在臺灣及東南亞的廠房設備等方式來移轉產能，將

原先以外銷美國市場為主的產品，改由從臺灣或東南亞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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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出口。簡言之，全球供應鏈已出現「分鏈」現象。 

（二）我國資通訊產品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比例更高達 89.7%，顯示在

中國大陸布局的資通訊產業臺商受到關稅戰的影響最大，根據

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因為美中關稅戰考慮調整生產線地區者，

以電子資通訊產業比例最高，達 49.0%；工總的調查亦顯示，

電子資通訊產業大多選擇降低在中國大陸的產能，視產業聚落

及企業布局情況，選擇返回臺灣或移往東南亞生產。 

（三）「分鏈」的意義，即是進行產業供應鏈的分流。整體而言，中

國大陸台商的「分鏈」可分為四種策略，且這四個策略彼此之

間並不互斥，一個企業可以同時採行四種策略，此四個策略非

別是：(1)保留一部分在中國大陸的產能，開發大陸內需市場；

(2)將部份產能移回台灣，重啟台灣閒置的生產線或擴大廠房；

(3)調整布局，因應品牌商的要求，將部分產能移往東南亞；(4)

因應「短鏈」趨勢，配合終端消費市場進行全球布局。 

（四）從中國大陸外移產能是中國大陸科技產業台商的共識，無論是

基於產業聚落等考量移往臺灣，或是基於勞力等考量移往東南

亞，抑或是基於貼近消費市場等考量而移往墨西哥等地。但中

國大陸本身作為全球主要市場，仍會有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

主，或產業供應鏈上下游皆位於中國大陸的企業，選擇持續留

在中國大陸生產。因此，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最終結果是全球價

值鏈會以大型市場為中心，走向多核心區域製造體系。 

五、美中科技戰對臺灣半導體產業之影響： 

（一）兩岸在資通訊產業鏈已建立高度合作關係，我國資通訊廠商大

多同時布局中國大陸及美國市場，如蘋果、AMD、高通、英

特爾等美系晶片業者大約占台積電總營收六成以上，而華為等

中國大陸客戶約占台積電的兩成。美中科技戰下，禁止含有美

國技術或使用美國設備的半導體廠商供貨與華為，我國雖然在

晶圓代工與 IC 封測上具有優勢，但大多涉及美國技術或使用

美國設備，故需透過其他廠商的訂單來補足華為訂單的缺口，

進行市場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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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推動去美化供應鏈，短期而言，因我國在晶圓代工、

封測具良好技術，IC設計部分聯發科的 5G手機晶片也相當具

有競爭力，故有轉單效益；但長期而言，中國大陸積極推動自

主研發，勢必會加劇對臺灣半導體人才的挖角。 

（三）華為受禁令影響可能無法取得關鍵晶片，華為在中國大陸約有

40%的市占率，在全球約20%的市占率，若華為退出手機市場，

中國大陸其他品牌手機市占率可能提升，連帶影響我國相關的

半導體供應商可望受惠。 

六、美中科技戰對臺灣 5G相關網通產業之影響： 

（一） 在美中科技戰下，中國大陸將致力發展 5G自主供應鏈，發展

5G 軟體應用為臺灣重要發展方向，如我國在 5G 終端與接取

網路技術能量已具有初步成果，華碩、鴻海、仁寶、廣達等資

通訊大廠均已投入終端產品開發與製造，工研院、雲達等單位

亦投入於接取網路技術能量。 

（二）因美國對中國大陸製造的 5G相關通訊設備存在高度資安疑慮，

是故美國不希望中國大陸業者加入其 5G供應鏈中，惟因美國

較缺乏硬體製造能量，然此卻為我國資通訊產業之優勢，因此

雙方具高度互補，我國有機會加入美國之 5G供應鏈。臺、美

雙方在 5G 硬體與軟體擁有互補優勢，在 5G 系統合作基礎下

雙方可望在 6G領域可結合網通設備製造能量與先進研發技術

進行合作。 

（三）在美中科技戰下，全球 5G 將形成美、中陣營之雙元供應鏈，

擁有各自的標準與不同的供應鏈，兩岸在資通訊產業具有合作

基礎，我國企業應同時掌握美中 5G市場，因應「雙元供應鏈」

形成美中兩套標準的發展趨勢，如可分別針對中國大陸與美國

進行研發，企業可能透過分設公司以進行市場區隔，滿足美國

去中國化、中國大陸去美化供應鏈，以同時布局此兩個市場，

惟中小企業可能受限於規模及資金、技術等資源，在美中兩國

間進行選擇。 

七、美中科技戰後兩岸科技產業競合關係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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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中關稅戰使得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臺商企業紛紛移轉產能以

分散風險，從中國大陸返臺投資或走向世界，再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臺商對於情況不明的前景大多採取觀望態度，根據

工總調查，未來兩年不會增加在中國大陸投資規模的業者占比

超過七成五，其中減少投資規模的占 35.8%、維持投資規模不

變的占 39.4%，僅 7.3%表示會增加投資規模，顯示臺商對中

國大陸投資長期趨緩。 

（二）考量到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恐會持續，中國大陸

的十四五規劃勢將以擴大內需為核心，透過內需市場維持中國

大陸的經濟發展。再加上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引進臺商能量參

與「中國製造 2025」、一帶一路等大型計畫項目，未來中國大

陸推動「新基建」以及 5G應用商機更會吸引臺灣科技產業前

往布局。基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政策優惠等利基，過去有合

作基礎的兩岸科技產業仍會保留在中國大陸的產能，極大化營

運效率，並持續與中國大陸合作、持續經營中國大陸市場。 

（三）技術受制於美國的臺企被迫放棄與列入實體清單之陸企合作，

亦可能形成臺企與其他陸企的合作契機，如華為退出手機市場，

中國大陸其他品牌手機因此受益，由於聯發科與 OPPO、小米

等陸企長期合作，故對聯發科而言反而是利多。因此，雖然美

國打擊華為等中國大陸企業，但並不意味著兩岸科技產業之間

的合作會因此中止，反而有可能因為轉單效益而促成合作。 

（四）臺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TiEA）表示電商、網路

服務、金融支付等業者的訂單數或營收數字反因疫情而成長，

工總調查亦顯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33.3%的臺商正視數

位轉型的重要性，將加強自動化、數位化生產，其中，資通訊

產業有將近五成的比例將加速數位轉型。顯示臺商將藉此機會

轉型升級、調整體質，有助於提高臺商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五）面對「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趨勢，由於臺灣企業過去在

2000 年後便因為代工與品牌的爭議，有切割部門的經驗，未

來面對美國「去中國化」與中國大陸「去美國化」的情勢，而

被迫進行「選邊站」時，經驗豐富的臺灣企業僅需透過重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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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切割不同的部門，便可有效因應客戶要求。臺灣企業靈活

變通的彈性與韌性使得臺商擁有全世界最佳的競爭力，成為美

中競爭下最大的受益者 

（六）自主研發技術成為未來趨勢，在美國科技圍堵的情勢下，中國

大陸需要臺灣的技術與人才，因此中國大陸與臺灣未來短期內

在半導體產業方面的合作勢必會更加密切，透過擴廠、轉投資、

技術合作等方式，引進臺灣半導體生產與研究能量，利用中國

大陸的市場優勢，不斷改進半導體生產製程，逐步建立自主供

應鏈。長期而言，隨著中國大陸逐步建立半導體自主供應鏈，

自然會對臺灣形成競爭壓力，隨著雙元供應鏈的建立，未來可

能會壓迫到臺灣半導體產業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七）隨著美中科技戰帶來的斷鏈壓力，中國大陸對於建立半導體自

主供應鏈顯得更為迫切，在人才培育費時的情況下，進一步取

得臺灣優秀人才勢必成為中國大陸研發自主技術的捷徑。因此，

可以想見未來兩岸科技人才的競爭將會更形激烈，即便是目前

在產業鏈上下游進行合作的廠商，亦可能在人才面成為競爭對

手，如聯發科的大客戶 OPPO 便因為自己想發展 IC 設計公司

而鎖定聯發科的研發人才進行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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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首先釐清與回顧美中科技衝突之歷程，分析其現況與未來

發展趨勢，探討美、中兩國各自的科技政策與因應美中科技戰之調整

對策，進而研議美中科技衝突長期化下，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及其產業

發展可能受到的衝擊，及其對臺灣的影響。其次，掌握美中科技戰對

於產業供應鏈的帶來的變化，並探究我國科技相關產業所受影響，以

及兩岸科技相關產業之競合關係變遷情勢。最終對我國經濟、產業發

展與臺商供應鏈布局後續規劃提出因應策略建議。 

本研究之政策建議綜合整理以條列式說明如下：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政府宜協助電子零組件產業向上整合，彌補上游材料缺口（經

濟部） 

美國禁止供貨給華為，導致華為在高階晶片斷鏈的案例，凸顯了

上游關鍵材料的重要性，我國目前許多電子零組件仍有上游材料缺口

問題，因大部分關鍵原料仍仰賴歐美與日本業者，以被動元件為例，

因上游關鍵材料仰賴他國，促使產品在研發時會面臨材料短缺的限制。

我國企業對此已有所因應，如我國被動元件大廠國巨透過併購方式，

促進上游材料的開發。建議我國政府鼓勵電子零組件廠商向上整合，

或吸引全球關鍵零組件或材料廠商至臺灣生產，以補足上游缺口。 

（二）加強高科技產業跨域整合，掌握 5G應用商機（經濟部） 

在零接觸商機下，資通訊產業跨域應用機會增加，如應用於購物、

教育、醫療、娛樂等各個面向，並可透過人工智慧、5G、物聯網等

技術提供民眾更好的應用服務。此外，因疫情已改變民眾的生活模式，

儘管疫情未來可能趨緩後，但部分新的消費、工作模式仍會持續，因

此建議我國資通訊廠商應及早布局全球之零接觸商機，並加強跨域整

合與應用。政府宜協助維繫我國半導體、資通訊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

重要地位，透過垂直整合深化我國產業鏈結，同時，整合跨域產業強

項，鼓勵企業透過以大帶小模式開拓全球市場，以提升臺灣在資通訊

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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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在 IC 設計產業還有進步的空間，宜支持 IC 設計產業投

入研發，提高半導體產業的附加價值（經濟部） 

目前全球 IC 設計為 1,234 億美元，臺灣市占率為 17.2%；全球

IC 代工產值為 592 億美元，臺灣市占率為 72.2%；IC 封測全球市場

規模為 292億美元，臺灣市占率為 55.9%。聯發科在全球市占率約 8%，

台積電在全球市占率七成，封測日月光占全球 50%。反過來說，臺灣

代工已成長空間有限，客戶亦會想分散風險，如台積電被要求至美國

設廠。因此，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潛在發展機會反而在 IC 設計，因市

場更大。政府宜考慮加強對 IC 設計產業方面的支持，從過去注重中

下游的晶圓代工與 IC 封測的製造業發展思維，逐漸轉變為重視帶動

知識性經濟的研發型企業，提高半導體產業的附加價值。 

（四）協助 5G中小企業取得基地臺標案，並媒合我國基礎元件業者

與國際廠商進行合作（經濟部） 

5G 上游基礎元件涉及零組件相當繁雜，許多中小企業受限其資

源與規模，較難參與 5G 之基礎建設商機。當集合 5G 基礎元件中小

企業打團體戰後，政府應協助其參與 5G基礎建設政府標案，建議我

國 5G政府計畫標案中，可明文保障一定比例供中小企業投標。此外，

為開拓 5G中小企業之國際市場，建議政府單位或是外貿協會可多舉

辦雙邊的媒合會，推動我國資通訊硬體製造商與國外軟體、電信公司

合作洽談，以深化我國業者與國際廠商在 5G的合作。尤其是中小企

業的資源較少，需要政府蒐集區域性之 5G標準與政府標案等相關資

訊，以協助企業同時掌握美國等 5G國際市場，因此建議政府可深化

目前既有的 5G資訊平臺內容，深入了解各區域的制度，協助我國廠

商掌握各國標準的 5G 標準與政府 5G 標案資訊，以進一步協助我國

企業爭取外國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以掌握美中科技戰帶來

的商機。 

（五）5G 下游之電信營運商可擴大與企業結盟，攜手資通訊大廠合

作掌握 5G專網商機，建議政府居中扮演媒合角色（經濟部） 

5G 專網不受商用頻譜壅塞影響，具高資訊安全性，並可依循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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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工作類型進行設置，因此 5G專網形成龐大商機。相對電信業者

而言，因企業專網為跨產業應用，具高度客製化需求，部分資通訊大

廠具跨產業應用經驗，因此相對電信營運商具有競爭優勢。電信業者

若能擴大與資通訊企業的結盟與合作，結合電信營運商之網路傳輸、

資安能力與資通訊廠商跨界應用與軟硬體之互補優勢，將能有效掌握

龐大的 5G專網商機。因此，建議居中扮演媒合的角色，整合電信營

運商、系統整合商、代工製造商，讓 5G國家隊能實際操兵演練。 

 

二、中長期建議 

（一）健全臺灣數位經濟法規環境，協助促進產業數位轉型（國發會、

經濟部、科技部） 

新冠肺炎疫情雖使各國消費疲軟，但也帶來零接觸經濟商機，建

議政府於此時及早建構數位貿易環境及協助產業數位轉型，掌握數位

時代商機，如我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DIGI+）方案」，也

表示要研析調適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相關法規（DIGI+Regulations），營

造友善法制環境，並提出《電信管理法》草案、《數位通訊傳播法》

草案、《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 

然而，就當前政府相關法規研擬而言，在數位經濟仍是「管理」

的性質重於「發展」。臺北市美國商會在 2020 年的報告中特別指出，

以法規管制資訊安全時應謹慎，因為此方式並不適用於發展快速的數

位市場與複雜多變的資安環境，也易於科技發展中阻礙創新。建議參

考英國《數位經濟法》（Digital Economy Bill），研議《數位經濟基本

法》，健全數位轉型的相關法規，型塑數位經濟的法律架構，透過法

規的建制，成為我國發展數位經濟的基本框架，進而鼓勵新創企業創

新發展，推動傳統產業數位轉型。 

（二）順應多核心區域製造體系發展趨勢，融入亞太區域供應鏈（經

濟部） 

自 2018 年美中貿易衝突發生以來，全球產業供應鏈布局便開始

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新冠肺炎疫情更促使各國檢視、調整以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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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的供應鏈關係，未來將逐漸走向多元生產基地及分散市場之供

應鏈管理模式，全球價值鏈生產（GVC）長度出現「縮短」跡象，供

應鏈未來朝向「多核心區域製造體系」發展。 

由於政治因素，臺灣目前的全球 FTA 覆蓋率相當低，除了幾個

具有邦交的友邦之外，主要只有新加坡與紐西蘭占有較高的貿易總額。

有鑑於 FTA 簽訂洽談費時費力，在中國大陸的影響之下，許多國家

對於與臺灣簽訂 FTA 仍頗有疑慮，因此，我國一方面應加強與各國

洽簽或更新雙邊投資保障協議、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租稅優惠協定，

及進行技術合作等，如過去幾年已完成菲律賓、印度、越南的投保協

定更新，未來宜持續加強其他雙邊貿易關係；另一方面則建議掌握當

前國際經貿情勢帶來對臺灣有利的國際氛圍，積極運作美、歐、日等

國之雙邊 FTA，以及推動加入 CPTPP 等區域經貿組織外，進而融入

亞太區域供應鏈，掌握多核心區域製造體系的發展趨勢。 

（三）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促進生產智慧化，創造知識型經濟（經濟

部） 

「高階製造中心」的政策概念實際上涵蓋了臺灣過去十餘年對製

造業發展的展望，例如過去曾經指出臺灣存在「重硬輕軟」、缺乏品

牌等問題，因此推動「三業四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

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如今，過去十餘年來的討論已經逐漸聚

焦，「高階製造中心」是目前的最大公約數。 

然而，推動高階製造中心，意味著整體的產業必須進行升級，隨

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擴散，企業也加速產業自動化、數位化、智慧

化，以降低對於人力的依賴，但是整體而言，臺灣目前外在環境的驅

動力強，政策的驅動力反而不足，如數位轉型已經推動許久，但國內

中小企業推動數位轉型並不順利。就此而言，臺灣政府在推動產業升

級方面宜有更強的政策輔助措施，如投資臺灣事務所積極協助臺商投

資臺灣一般，協助臺灣企業進行產業升級 

另一方面，臺灣不但要促進產業升級，更要推動產業轉型。然而，

目前政府的思維仍停留在以製造業為主的思維，建議政府應思考如何

支持研發型企業發展，創造出知識型經濟，如提高產創條例的投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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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抵稅上限，或修改高科技人才分紅或獎金的課稅方式，以鼓勵企業

將盈餘投入研發、或是分配給研發人才。 

（四）政府宜促進高科技產業系統整合，提供客戶系統解決方案（經

濟部） 

我國資通訊產業長期具有硬體製造優勢，惟在軟體、系統整合方

面較弱，資通訊產業上下游需要系統整合公司，將不同資通訊設備硬

體使用之軟體及應用程式連結。在科技持續進步下，系統整合將在資

通訊產業鏈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系統整合在資訊科技中，係指將不

同資通訊系統設備及其中的軟體及應用程式相互連結，使其功能上或

實體成為單一系統。舉例而言，在 5G 時代，小基站白牌商機興起，

且 5G網路虛擬化下須由軟體驅動，因此我國資通訊產業更需要系統

整合公司進行軟硬體整合，提供系統解決方案，這部分可能需要政府

協助整合。 

（五）加強高科技人才之育才、留才機制（經濟部） 

根據安侯建業《2020 年全球 CEO 前瞻調查報告》指出，「人才

風險」在今年 1 月僅為企業成長風險的第 12 名，在疫情爆發後躍升

為第 1 名，成為對企業供應鏈及環境變遷風險最具顯著影響的威脅。

顯示隨著美中科技戰的爆發，各國皆致力於強化自主技術，而具有研

發製造、引導創新、提升企業機構附加價值等能力的關鍵人才，變成

為全球產業競爭的焦點。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取得先進國家之關鍵技

術，除了透過企業併購、投資等方式取得技術之外，透過人才的吸納

以取得技術亦為常見的策略，尤其是日本、韓國及我國等鄰近國家，

已有許多高科技人才為中國大陸吸納之案例。因此，對於高科技人才

的保護，已經成為防止技術外流的關鍵環節。 

近年來中國大陸透過提供高薪與優渥福利，以招募海外知名技術、

專利博士或學術研究博士至中國大陸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許多臺灣

科研人才與教師紛紛選擇到中國大陸發展。故政府宜鼓勵各校與民間

相互合作資助教授待遇，對於具備研發能力的人才，政府可以提出創

新研發計畫、產業升級創新輔導計畫等，補助企業新聘博碩士級人才

費用，提升延攬高階研發人才的條件。更宜橫向整合各部會現有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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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資源，並積極與公協會合作，培育及留用重點產業關鍵技術研發

人才，科研人才亦可透過技術轉移取得回饋金。適當的產業環境與產

業優勢，將會吸引這些科研人才留在臺灣。此外，本研究訪談時有科

技公司表示其以資深工程師名義在其母校設立獎學金，透過提升員工

榮譽心，促進學長引進學弟的企業文化，兼具留才與育才之功能，亦

值得其他研發型企業參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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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末審查意見及報告修訂說明 

審查人 審查意見內容 修訂說明 

審查意見

1 

（一）架構不夠清晰，建議研究團

隊應對美國這段時間的科技管制、

政策與時間序以圖表說明清楚，再

將美國政策與中國過去的科技政策

內容作比較，再依序談美國科技政

策的「實際」重要內容對中國或台

灣的影響。 

已依照委員意見，依照

時間序的分類方式，將

美中科技戰期間美國對

中國大陸所採行的相關

措施進行彙整補充，並

製作成表格，請參見期

末報告修訂版第 27頁至

第 28頁。 

（二）美國科技政策的內容應該要

「確實」挑選幾個與台灣目前主要

產業相關的政策來討論，而非網路

新聞「貼在一起」。若是這樣做就不

需要給經費做研究了。 

有關美國科技政策，係

參考美國白宮發布的報

告，並參考美國英文期

刊論點進行分析，並非

從網路新聞摘取，主要

係強調美國產、官、學

界皆體現到美國在先進

製造的能量不足，故以

法案強化美國本土之半

導體產業鏈，進而帶出

台美雙方能夠互補合作

的重點。詳細內容請參

見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71

頁至第 74 頁。 

（三）資料多僅有蒐集而無分析，

第四章第二節多僅是資料蒐集與現

況描述，而無分析與「建議」，因為

如同結論一樣，許多建議多是廠商

已在進行的事，此外第 114 頁第二

段的十四五內需，是中國自己的內

需，以此推斷吸引台商持續經營市

場是非常奇怪的。 

已依照委員意見強化第

四章第二節之資料分

析，詳細內容請參見期

末報告修訂版第 116 頁

至第 121 頁。另外，判

斷十四五擴大內需會吸

引台商持續經營大陸市

場，係因中國大陸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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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需的相關政策會衍生

商機，台商前往大陸投

資除了以中國大陸為生

產基地經營外銷市場之

外，中國大陸本身的內

需市場亦為主要考量之

一，故中國大陸擴大內

需亦會吸引部分台商持

續經營當地市場。 

（四）研究的深度應與計畫經費(93

萬元)有相應的回饋，坦白說，本研

究若可針對美中科技政策的主要內

容做研究，特別是美國科技管制的

脈絡，所得到的結論應會與目前有

不小差異。 

謝謝委員意見，本研究

涵蓋範圍甚大，為使研

究更能聚焦，故主要從

台灣的角度出發，探討

美國科技政策、中國大

陸科技政策，以及美中

科技戰對於台灣科技產

業的影響，尤其是半導

體、5G產業之影響。相

關分析內容與政策建議

係請教國內外多位專家

學者，整合產、學、研

各界意見，方提出研究

發現與結論建議。 

（五） 本研究所做之政策建議有

許多是政府已在進行，如國家關鍵

產業到六大核心產業、高階製造與

研發中心到總統宣示，即可行性

高，但無參考價值，因為是現在進

行式，有關 5G 兩岸共同標準的協

商，若中國同意，台灣會同意嗎？

個人認為，可行性極低，同時，前

文中(第 117 頁)已提及本研究認為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正

政策建議，指出既有政

策的具體改善措施或進

一步推動方向。並去除

現在已在推行之政策建

議以及有關兩岸 5G 共

同標準協商之建議。詳

細內容請參見期末報告

修訂版第144頁至第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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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是「一個世界 兩套系統」的

最大受益者，為何台灣又可與或需

與中國一起制定標準？ 

頁。 

（六）第 107頁(三)與第 117 頁五的

標題與內容實難看出本研究對兩套

供應鏈對台灣是好或是壞。 

雙元供應鏈對不同產

業、不同企業會帶來不

同的影響，如 5G雙元供

應鏈帶來的不同標準，

會提升廠商生產成本，

此時，大企業較能透過

分拆公司，達到企業集

團同時經營兩條供應鏈

的效果；而中小企業因

為規模有限，故可能僅

能經營其中一條供應

鏈。有此可知，雙元供

應鏈是發展趨勢，對台

灣是好是壞端視於台商

是否能掌握此一趨勢，

並進行相應之調整。 

（七）第 118 頁將台灣企業的品牌

與代工分家牽扯到去中化或去美化

的說法是令人有不少疑問的。 

此種類比係資策會陳子

昂資深顧問所提出，主

要係指台商透過分拆公

司的方式，因應美中雙

元供應鏈。由於台商過

去在切割品牌與代工

時，對於分拆公司的經

驗豐富，因此已有外商

前來台灣觀摩參考台商

之經營手法。詳細內容

請參見期末報告修訂版

第 102 頁、第 112頁。 

（八）第 123 頁提到印刷電路板以 已刪除相關內容，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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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動元件的布局建議，置在本節

中有點突兀，前面應先說明原因為

何? 

整理論述架構，詳細內

容請參見期末報告修訂

版第 116 頁至第 121 頁。 

（九）若要談科技管制對台灣產業

的影響，華為供應鏈的主要廠商之

受影響程度應特別討論，但這部分

的論述反而沒有看到。第 115 頁有

帶到華為供應鏈清單，但相關產業

中，哪些是台灣強項？哪些是台灣

弱項？哪些可能因十四五計畫「技

術自主」的方向受到影響，才是本

計畫應該要討論的，而非蒐集許多

看似相關的新聞確無分析 

已依照委員意見增列華

為供應鏈臺灣相關廠商

於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96

頁，有關台灣優勢劣

勢，以及受到中國大陸

推動技術自主的影響，

則分半導體產業及 5G

產業，分別說明於期末

報告修訂版第 97頁至第

103 頁。 

（十）第 54 頁表 4標題應改為美國

自「各國」進口清單之貿易額變化，

而非「中國」。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改，

請參見期末報告修訂版

第 57頁。 

（十一）建議計畫內容精簡三分之

一，以增加可讀性。 

謝謝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

2 

（一）本案的研究目的在「探討美

中科技戰對於我國及兩岸相關科技

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影響」，

研究目的清楚，且針對單一產業(第

7 頁)。 

謝謝委員意見。 

（二）有關研究架構(第 8-9 頁)，也

清楚表述研究的路徑圖，唯一可惜

的是受 Covid-19 影響，研究團隊無

法赴美蒐集一手資料，但經由其他

(提供稿件)方式等，也蒐集到一些寶

貴的資料。 

謝謝委員意見。 

（三）頁 179-235 頁，所附的座談

會會議紀錄、訪談紀要與外國學者

稿件摘要，皆有不少精彩的對話內

謝謝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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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資訊。 

（四）第二章至第四章的資料分

析，皆很精采，且一些分析皆採適

當的佐證資料。在分析判斷上，研

究團隊所用的字眼和描述非常小心

謹慎，例如第 101 頁和其他地方，

研究團隊描述「全球在半導體、5G

產 業 衍 生 美 中 之 雙 元 供 應

鏈，……，而美中兩國持續在 5G甚

至 6G中持續競爭，而形成雙元供應

鏈。」等，這樣的描述具中立的學

術立場，有客觀性。 

謝謝委員意見。 

（五）第 150 頁，有關美中科技戰

對台灣科技相關產業之影響，經研

究團隊的分析，「簡言之，全球供應

鏈會出現「分鏈」現象」。這也是研

究團隊嚴謹的地方。但「會出現」

或「已經出現」從第 150 頁的描述，

會被理解分鏈的現象「已經出現」。

資料分析的判斷上，第 152 頁，研

究團隊認為我國的企業會因應「雙

元供應鏈」，配合美中兩套標準的發

展，透過分赴當地設公司以進行市

場區隔，……「以同時布局此兩個

市場，惟中小企業可能受限於資

源，在美中兩國進行選擇」會有難

度，對於此判斷如可提供佐證「受

限於何種資源」，將會更有說服力。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改，

請參見期末報告修訂版

第 140 頁、第 142頁。 

（六）第五章，第 147-154 頁，團

隊有整理出七大項的發現，大部分

的發現皆有其支持的客觀論點，但

少數的發現，似乎有待加強。例如，

研究發現係前文內容之

精華摘要，故已依照委

員意見修改第二章第三

節之內容，補充支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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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7 頁，「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

產經政策影響」的第(一)、(二)點，

有關報導或學術(國內外)研討會，皆

有出現過的資訊或看法。因此建議

團隊宜再增強此兩項論述。 

論據，請參見期末報告

修訂版第 60 頁至第 62

頁。 

（七）對於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

的實際發展情況，在技術、人力、

設備、良率、產值，缺乏盤點和分

析，雖然在個別地方，有些帶到一

些資訊 (例如，第 147 頁，集成電

路產業發展基金第二期)，但尚無法

窺其產業的優劣勢，因此無法判斷

研究團隊所言的「分鏈」是如何應

用到半導體產業。(該產業是本研究

案的主軸) 

由於中國大陸半導體產

業之實際發展現況並非

本研究之重點，審查會

議時亦已回覆並獲委員

口頭接受。惟為彰顯中

國大陸近年來積極扶植

本土半導體產業，仍依

照委員意見修改並新增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

發展現況相關內容，請

參見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60 頁至第 62 頁。 

（八）雖然研究團隊在一些地方(第

51、154 頁)皆提到「中國大陸積極

推動自主研發、勢必會加劇對台灣

半導體人才的挖角」，如果趨勢是如

此，研究團隊可能要對人才方面，

有較深入分析，並提出政策性的建

議，如何讓我國的半導體及 5G產業

的高階研發及技術人才，留在國內

參與研究團隊在第 155-162 頁的產

業政策所提到的產業發展。 

已依照委員意見增列人

才相關之建議，請參見

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148

頁至第 149 頁。 

審查意見

3 

（一）報告的研究架構上，我認為

尚屬完整；資料的蒐集也都把這段

期間所發生的事件都有很完整的蒐

集跟整理。 

謝謝委員意見。 

（二）報告論述及最後建議部分我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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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需要更為精準：整個高科技行

業，本報告泛談了許多高科技，包

括半導體製造、電容、電路板等等，

每個部份交錯的問題及應對方式其

實都是不一樣，如果再進一步細緻

到傳統認為的晶圓行業，其實 IC設

計業、晶圓代工業、封裝測試業對

於中美的問題及遭受到的打擊，其

實也都不同，更細下去看，晶圓代

工業的台積電與聯電所受到的影響

與受益狀況也不同，所以，我認為，

報告提到一些建議的時候，經常是

籠統的，不知道研究團隊所提的建

議是對「誰」建議，所以我覺得在

談這些影響與建議部分可能要更精

準，才能真正幫助到報告關切的問

題。 

雖然在分析產業影響

時，主要從受到影響的

面向進行分析，但在提

出建議時，將半導體產

業分為上、中、下游，

並分別提出產業發展方

向與策略建議，惟本研

究篇幅有限，且作為政

府研究報告，故主要分

析單位以產業為主，並

未再往下聚焦到不同企

業的影響分析。有關半

導體產業受到之影響分

析請參見期末報告修訂

版第 97 頁至第 100頁。

而在產業建議的部分，

則請參見期末報告修訂

版第 124頁至第 128頁。 

（三）另外，建議的部分應該是針

對中美貿易戰之下，對半導體行業

的建議，而目前報告中，研究團隊

所提的建議可能還是需要再確認一

下，畢竟 IC封裝測試業與晶圓代工

業之間的「技術合作」，不管是否有

中美貿易戰，兩個細業之間技術合

作的可能性並不大，如果成為陸委

會委託研究案的建議，會讓行業間

覺得陸委會果然不懂半導體行業，

陸委會信譽會受到傷害。 

已依照委員意見刪除相

關建議。 

審查意見

4 

（一）為完整掌握美中科技戰之發

展，建議增加中國所採行的措施：

報告中有關美中科技戰之發展部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改並

補充中國大陸為因應美

中科技戰與反制美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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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以美國所採政策為主，建

議納入中國所採行的措施，如訂定

「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

錄」、「不可靠實體清單」、「出口管

制法」等，以完整掌握美中科技戰

發展。 

為所採行之相關措施，

包括《中國禁止出口限

制出口技術目錄》、《不

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以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

口管制法》等內容，並

綜整其內容以製作成表

格，請參見期末報告修

訂版第 46頁至第 50頁。 

（二）建議加入無法單獨解析出科

技戰的影響之說明：研究探討美中

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影響，係運

用經濟成長、進口、工業生產等面

向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並未採用

計量方法解析美中科技戰本身的影

響。由於各項統計數據尚包含美中

貿易戰、疫情等影響，建議於報告

內容加以說明。另第 89頁分析美中

科技戰對台灣科技產業之轉單效

應，亦存在相同的問題。 

已依照委員意見於第二

章第三節補充說明，另

外亦於第三章第二節增

加相關說明。請參見期

末報告修訂版第 51頁、

第 87頁。 

（三）建議將近期美中科技戰發展

及其可能的變化納入研究分析中：

由於美中科技戰持續發展中，近期

的發展如中芯禁令、美國選後美中

科技戰雖將延續，但作法恐有別於

以往等，建議將上述因素納入科技

戰對我國科技產業影響分析中，俾

以掌握確切的影響。 

已依照委員意見增列近

期發展於期末報告修訂

版第 27 頁。 

（四）建議進一步探討臺商分流策

略相關建議：報告指出未來「一個

世界、兩套系統」體系將漸成形，

認為我國企業應同時掌握美中市

有關台商分流的策略，

已依照不同產業類型與

特性，分別說明於期末

報告修訂版第 116 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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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形成美中兩套標準的雙元供應

鏈(第 154頁、第 107 頁)，建議報告

應提出臺商分流之策略，尤其是中

小企業如何分流的策略，以完善我

國企業因應作法之政策建議。 

第 121 頁（資通訊產

業）、第 122 頁至第 127

頁（半導體產業）、第 127

頁至第 133 頁（5G 產

業）。 

（五）建議補充 Open RAN 政策聯

盟成立之影響分析：第 106 頁，有

關美中科技戰下，各國電信商已經

組成國際開放網路架構組織聯盟

（Open RAN），以降低電信商對國

際網通設備大廠的依賴，有利我國

廠商持續發展白牌設備商機，建議

研究團隊可補充 Open RAN 政策聯

盟的成立，對於全球 5G供應鏈所造

成的可能影響，以作為我國相關企

業因應策略之參考。 

已依照委員意見增加

Open RAN 聯盟之成立

及相關影響，請參見期

末報告修訂版第 128頁。 

（六）更新預測數據至最新狀況：

由於美中科技戰仍在持續中，為掌

握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經濟的確切影

響，建議部分數據更新至最新狀

況。如第49頁，IMF對中國大陸2020

年經濟成長率最新預測(10 月)為

1.9%。 

已依照委員意見更新

IMF對中國大陸 2020年

經濟成長率所最新預測

之數據資料，即 IMF 於

10 月最新預測中國大陸

之 2020年經濟成長率為

1.9%，請參見期末報告

修訂版第 52頁。 

（七）檢視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如

第 49頁，2020 年第三季中國大陸經

濟成長率應為 4.9%，非 6.5%。 

已依照委員意見重新檢

視 2020年第三季中國大

陸之經濟成長率數據資

料，並修改為 4.9%，請

參見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53 頁。 

（八）報告內容呈現方式：如第 153

頁，部分數據無標示來源，似來自

已依照委員意見補充中

國大陸之 PMI 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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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工業總會 10 月 5 日之「疫情對

台商大陸投資影響」，建請補充以利

讀者即時了解資訊來源。如第 52

頁，建議中國大陸之 PMI 數據可以

圖表等圖像化方式呈現，以利讀者

掌握相關 PMI動態走勢。 

趨勢變化圖（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月），請

參見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55 頁。 

（九）本研究政策建議具體，建議

可辦理分享會以利機關作為後續施

政參考：整體而言，本研究對我國

重要科技產業(如：半導體、資通訊)

與美中供應鏈之現況競合及未來發

展分析詳實，相關論述亦多提出實

際案例作依據；另本研究除邀請專

家學者座談外，亦透過與業者深度

訪談取得產業界的實際觀點及需

求，據以提出多項具體政策建議。

相關建議應可納入施政參考及進一

步探討可行性，故建議本案應辦理

分享會，並邀國發會及相關機關參

與。 

謝謝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

5 

（一）第二章第二節一(三)「中國大

陸『十三五規劃』與『十四五規

劃』」，其中有關「十四五規劃」部

分(第 38-39頁)，請根據五中全會後

續發布之資訊補充相關內容；請全

文檢視補充。 

已依照委員意見更新並

補充五中全會後續發布

關於「十四五規劃」之

內容，請參見期末報告

修訂版第 36 頁至第 38

頁。 

（二）第三章第一節二「中國大陸

科技產業政策對臺灣的影響」，有關

中國大陸挖角我高科技人才部分

(第 82-83 頁)，有多位亦已不在該陸

方公司任職，請配合現況調整或加

註說明。 

已依照委員意見檢視並

依現況調整更新或加註

說明此中國大陸挖角我

國高科技人才之部分內

容，請參見期末報告修

訂版第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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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四章第二節「美中科技戰

下臺灣科技產業之整體布局策略建

議」(第 121-132 頁)，請摘要該段落

重點於標題。 

已依照委員意見，將每

個產業之策略建議，以

摘要形式呈現於標題，

請參見期末報告修訂版

第 117頁至第 121頁。 

（四）建議政府在數位轉型應修訂

之法規，值得參考。 

謝謝委員意見。 

（五）體例與格式： 

1.同一章內，部分節有「小結」，部

分則否，建議採一致作法；或於每

章末設置「本章小結」以歸納綜整

該章各節重點，俾便閱讀掌握報告

精要。 

2.第二章第三節一(三)、(五)、(六)、

(七 )等段落標題體例請同 (一 )、

(二)、(四)，請摘要該段落重點於標

題。 

3.第三章第一節一「美國科技產業政

策對臺灣之影響」(第 71 頁)，美國

沒有擁有哈佛商學院 Willy Shih 教

授所說工業共同體，此句論述語意

不清，請修正。 

4.報告內三星及 Samsung、奈米及

nm等詞交互使用，請採一致用法。 

已依照委員建議，於每

章末設置小結、修改第

二章第三節之標題、修

正第三章第一節之語

意，以及統一相關用詞。 

審查意見

6 

（一）報告第 83頁提到大陸對台政

策部分，因應美中科技戰，大陸會

加強對台灣磁吸，這個方向應該是

確定的。在報告內有提到 31 條及 26

條對台措施，但 2020 年 5 月 15 日

還有發布對台 11條措施，就我們來

看，從 31 到 26，再到 11，其實是

越來越明確具體聚焦在 5G 或是智

已依照委員意見補充說

明「對臺 11 條措施」之

相關內容，請參見期末

報告修訂版第 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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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機械，可是 11 條措施未納入報

告，請就此部分補充更多的說明及

分析。 

（二）報告第 148 頁提及立訊一節，

社會各界對於立訊的案例都非常關

注，但是原因為何?由於報告內是表

示在 2014 年大陸對於智慧型手機，

有規定 3 成須向當地業者採購，然

後，美中科技戰後，就要求了國外

資通訊品牌的產品內銷大陸必須在

大陸本地生產，然後就接著立訊的

案例，但是和我們所獲資訊似有落

差，究竟是「政府的要求」還是「品

牌商的要求」，背後因素為何?請研

究團隊說明、釐清及確認。 

就緯創出售代工廠給立

訊、可成出售代工廠給

藍思，是基於品牌商要

求或政府要求，專家學

者有不同的意見，有認

為是蘋果主動整合供應

鏈（陳子昂資深顧問），

有認為是基於政府要求

而整合（張超群副院

長），亦有觀點認為是蘋

果主動示好配合中國大

陸政府政策（黃顯華董

事長），相關討論請參見

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62頁

至第 63 頁。 

（三）報告第 162頁最後有提到 5G

市場部分，需要政府幫助企業蒐集

5G標準資訊，支持法人參與兩岸共

同標準的協商，我們知道過去華聚

基金會在這方面著力很深，確實在

某些業別有在推動兩岸產業共通標

準的制定，華聚基金會下面有許多

的分組，涉及各種不同產業，但是

對於 5G的部分，是否是要做這樣的

建議？因為，目前台灣有參與美國

乾淨網路，後續對於 5G的工作會有

更多的推展，即便未來是走向分鏈

的發展，政府立場上是否還合適去

支持這樣的工作，這可能是要慎重

已依照委員意見刪除相

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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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當然，我們也希望研究團隊

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審查意見

7 

（一）依本案研究計畫企劃書所

訂，原規劃赴美國深度訪談國外專

家學者，瞭解其對於研究設定議題

之看法及建議，惟因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導致研究期程內無法赴美

國進行訪問，故前貴院業依契約之

規定，向本會敘明理由，調整相關

規劃並辦理變更契約事宜。故本報

告初稿第一章第二節「研究方法與

研究架構」涉及「赴美國深度訪談」

部分應予修正，包括相關文字(如第

8 頁)、「圖 1 研究架構圖」(如第 9

頁) 等，請全文重新檢視。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正並

調整本報告之「研究架

構」及其研究架構圖等

內容，請參見期末報告

修訂版第 9 頁至第 10

頁。 

（二）美中貿易及科技戰自 2018 年

發展迄今，中國大陸自 2019 年 5 月

即開始陸續反制回應，並於 2020 年

提出「1 目錄、1 清單、1 管理法」，

主要包括 2020 年 8月《中國禁止出

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9 月《不可

靠實體清單規定》及 10月《中華人

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惟檢視本報

告初稿未見相關內容或簡析，請研

究團隊增補相關內容資訊。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改並

補充中國大陸為因應美

中科技戰與反制美國作

為所採行之相關措施，

包括《中國禁止出口限

制出口技術目錄》、《不

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以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

口管制法》等內容，並

綜整其內容以製作成表

格，請參見期末報告修

訂版第 46頁至第 50頁。 

（三）美中科技戰下，美國在貿易、

採購等方面採取多項限制及禁止手

段，例如 2019 年 5月美國政府發布

《確保資訊暨通訊技術及服務供應

鏈安全》行政命令，禁止交易涉及

已依照委員意見，依照

「出口管制」、「進口管

制」、「採購限制」、「銷

售限制」等面向分類，

將美中科技戰期間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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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國敵意對手擁有、控制、受其

管轄或指導的人所設計、研發、製

造或供應的資通訊技術和服務。

2019 年 8 月頒布規定，依循《國防

授權法》，禁止聯邦機構及其承包商

採購包括華為、中興、海康威視、

大華科技及海能達 5 家中企的電訊

設備。2020 年 3 月簽署《安全可信

通訊網路法》，禁止美國通訊服務商

將聯邦補貼用於購買威脅美國國安

的通訊設備或服務，並為通訊商移

除、更換和替代通訊網路中構成此

類威脅的通訊設備或服務提供資金

補償。2020 年 7 月美國國務院宣布

推動 5G「乾淨網路」等等措施，請

研究團隊將美國所採取的限制及禁

止手段依照「出口管制」、「進口管

制」、「採購限制」、「銷售限制」等

面向分類並製表，以利了解全貌。 

對中國大陸所採行的相

關措施進行彙整補充，

並製作成表格，請參見

期末報告修訂版第 27頁

至第 28 頁。 

（四）研究團隊原於本案企劃書中

有呈現「華為供應鏈臺灣相關廠商」

(企劃書第 28 頁)一覽表，並作相關

說明及分析，惟未見本報告初稿

中，請納入本報告，另外，另請增

加「蘋果供應鏈臺灣相關廠商」一

覽表，並適度說明及分析一併納入

本報告。 

已依照委員意見增加華

為供應鏈於期末報告修

訂版第 96 頁。蘋果供應

鏈則增加於期末報告修

訂版第 63頁至第 64頁。 

（五）外觀及內容格式部分應依據

「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之「附件四-大陸委員會委託研

究期末報告內容撰寫方式及印製格

式說明」辦理，請重新檢視並修正。 

已依照委員意見修正報

告格式，增加摘要、關

鍵詞、研究範圍與研究

重點，將目錄改為目

次、圖次先於表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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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觀部分 

(1)封面（底）及書脊顏色請採「白

色」。(本報告初稿係非白色) 

(2)封面「委託研究報告」字樣：26

號新細明體字。(本報告初稿係楷體

字) 

(3)封面研究主持人名稱字樣：24號

楷體字。(本報告初稿係 22 號楷體

字) 

2.內容撰寫方式部分 

(1)依二(一)點，本文之前應加列「摘

要」及「關鍵詞」，分段簡略說明研

究緣起、經過、重要發現及主要建

議意見。各項建議意見並應分項條

述。(本報告初稿未加列「摘要」及

「關鍵詞」) 

(2)依二(二)點，請將「目錄」改為

「目次」，並依目次、圖次及表次之

次序置於報告中。(本報告初稿係先

表次，後圖次) 

(3)依二(三)點，研究報告首章應敘

述「研究範圍」與「研究重點」，請

研究團隊明確列出。 

(4)依二(五)點，「研究發現」應專章

撰寫。 

(5)依二(六)點，第五章第二節「政

策建議」(第 155-162 頁)請研究團隊

分列「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

建議」兩類。逐條列述，或採分類

方式撰寫。各項建議下均應以括弧

列明主辦及協辦機關。 

(6)依二(八)點，研究報告所參考及

考文獻改為參考書目、

修改圖 5 標題錯置問

題。並依照委員意見，

將研究建議改為立即可

行建議與中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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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之書籍、期刊及其他資料，均

應編列為「參考書目」，置於報告之

末。請研究團隊將第 163 頁之標題

由「參考文獻」修正為「參考書目」。 

(7)依二(九)點，報告採橫式書寫，

以每頁 30 行，每行 30 字規格繕打。

採 A4 規格雙面印製裝訂成冊。經檢

視本報告初稿係以每頁 25行規格繕

打，請研究團隊修正。 

3.本報告初稿第 94頁「圖 4 在中國

大陸及香港有生產線者考慮調整產

線情形」及第 135 頁「圖 5 在中國

大陸及香港有生產線者考慮調整產

線情形」，兩張圖所引用的資料來源

及內容並不相同，惟兩張圖的標題

卻一樣，請研究團隊將兩張圖的標

題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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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座談會會議紀錄、訪談紀要與外國學者稿件摘要 

壹、「美中科技戰下臺灣半導體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20 年 9月 17日（四）上午 10:00 

二、會議地點：臺北福華大飯店 C402會議室 

三、會議主持：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譚瑾瑜所長 

四、討論題綱： 

（一）美中科技戰造成兩岸科技產業之競合關係及其未來發展 

（二）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及臺商供應鏈布局之影響 

（三）美中科技戰下臺美雙方在半導體等科技產業合作之展望 

（四）臺灣因應美中科技戰之半導體產業發展建議 

五、與會來賓： 

（一）高 長（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二）張超群（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副所長） 

（三）曾瑞榆（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產業研究部門總監） 

（四）蔡明芳（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教授） 

（五）劉孟俊（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所長） 

（六）劉佩真（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研究員） 

六、會議紀錄： 

（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譚瑾瑜所長： 

本次座談會重點放在半導體產業部份，大家都知道美國在 9/15

對華為出口晶片的禁令執行，所以在這時候開這場會議也是一個滿恰

當的時機。也希望各位專家再進一步給我們指導。我們的進行方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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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請各位專家進行一輪的發言，第二輪再進行一些問題和討論。我

們先邀請第一位專家給我們一些指教。 

（二） 東華大學 高長榮譽教授： 

很感謝台經院的邀請，我這邊先從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現況，

再談到兩岸的貿易投資，最後帶入半導體產業的兩岸競合關係。從簡

報中可以看到，從 2019 到 2025年的成長預測。他們的成長速度非常

快，我看過另一個數據是從 2015 到 2019 的複合成長率 22%，就是說

這個產業是中國大陸最重視的，是他的一個缺口，決定傾全國之力發

展，成長很快。最近八月份剛公布的《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

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在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進出

口、人才、制裁權、市場應用、國際合作等方面提出具體措施。在資

金部份早期有 1,200億成立「大基金」；在資本市場設置「科創板」，

解決半導體產業財源問題。對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來說資金不是問

題，問題是出在技術和人才部份。我也調查了一些半導體產業中的專

有名詞，跟臺灣這邊的部份不一樣。IC Insights 截至 2019 年，中國

半導體國產化比率仍僅有 15.7%，距離官方預定的 2025 年自製率達

75%，還有一大段路要走，而且看起來這個目標達不到，在現在科技

戰背景下就算再過十年可能也無法達成。北京清大教授魏少軍：全中

國有超過 1,300 家 IC 業者，其中超過半數業者年營收不到 150 萬美

元，屬於小型公司，這個數字有嚴重高估之嫌。可見雖有無限的政府

資金奧援，技術難以突破、難以達到經濟規模，仍是中國半導體國產

化路上很大的阻礙。中芯半導體 14奈米製程於 2019年量產該項技術，

台積電於 2015 年、聯電於 2017年量產。近五年財報顯示，營收有成

長，營業利益卻下降，可見成本開支並未減輕。人才缺乏是最大的問

題。 

從製造業總量來看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全球工業第一大國占全球

總量 3 成，美國也只占了 2成，但是內容來看的話，大陸的工業仍然

處於 GVC 的中低端。華為、中興這些其他的特定領域的重要企業冒

出頭，中國大陸又有強力的企圖心用國家資本支持，中國大陸製造業

的崛起對美國壓力也是很大，其他國家受到美國影響，對這件事情也

是極度關注，這是中國大陸面對的外部環境最大壓力。美國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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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和挑戰日增，頻頻出手牽制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發展，維護自身

在全球的政治、經濟領導地位，所以在科技戰的背景之下，中國大陸

所設定的許多目標應該難以達成，在這種背景之下臺灣半導體發展也

有機會和挑戰。 

從貿易來看，從美中貿易戰對兩岸貿易有一點不好的影響，從

2018 第四季開始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開始負成長，到去年年底才

有點改善，但是在今年疫情影響之下，我們對中國大陸出口反而增加

2020第二季創了新高 29.88%，進口也創新高到 23%。接下來看市場

結構變化，我們幾個主要市場中國、美國、東協 6國和歐盟 28 國也

發現對美國出口原來只有 11%變成 15%，對中國也增加，但是對東

協和歐盟是減少的。整體臺灣出口表現平平，從這個結構來看，受到

美中貿易戰影響的部份就是結構上的改變。對中國大陸出口的前 20

大在 2019 年 20 個裡面有 12 個是電子產品，在積體電路部份每出口

100元有32.4元出口到中國大陸，看液晶裝置 78.1%，印刷電路47.2%。

在我們總出口當中，積體電路出口到中國大陸占 35%。進口來說的話

積體電路 25%從中國進口。從這裡可以看到兩岸之間產業的貿易是非

常緊密的，如積體電路同時是進口和出口各為最大宗，兩岸之間的產

業整合和密切程度是很深的。這裡來說美國希望和中國大陸脫鉤，而

臺灣這邊如果也希望跟中國大陸保持距離，從貿易結構來看這件事情

不容易。 

接下來看投資，從 2017 和 2018年我們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都是負

成長，今年有了疫情反而投資成長 52%，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往前推

看得出來美中貿易戰確實有讓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減少，但是否已經

利空出盡，有了疫情照理說中國大陸經商環境應該更惡化，臺商為什

麼加碼投資，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平均規模也在增加。我們對中國大

陸投資前十大製造業，其中高科技密集和資本密集產業，電子零組件

在 2020 年 1 到 7 月占 56.11%，意思是說今年對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

就是電子業也包括我們今天討論的半導體業。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情形

下我們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還加碼，這代表什麼意思？未來在美國的

壓力之下會出現「一個世界，兩個系統」，臺商現在對中國大陸加碼

投資來看還是看重他們的潛力，可能也看中一帶一路國家這些長期利

多讓臺商願意加碼。兩岸產業從分工合作到競爭，從最近的產業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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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競爭關係，在半導體產業來看，技術方面差距還很大，簡報中有列

出一些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廠商名單。臺灣面對中國大陸可能對於

人才、資金和技術產業等等的磁吸作用要如何應對？限制臺商投資和

人才流動政府都不好做，在當初討論過是否要訂專法來防範人才外流，

但因為很難執行就不了了之，如果說無法管制就只能順勢讓廠商自我

防範技術外流，而不是用限制的方式，因為限制的方式很難做到。 

（三）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張超群副所長： 

先前有談過這樣的議題，如果臺灣的人才跳槽到中國大陸，他並

沒有把前任雇主技術利用不法方式給下任雇主，沒有違反智財權保護

下，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禁止。如果要簽競業禁止條款，原來雇主也

要給員工一點補償，臺灣公司一般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所以這種事情

不好處理。例如台積電這些事件，因為沒有違法。這是一個很大的議

題，但很難完全禁止，除非公司本身對機密的保護非常周到例如台積

電做得很好，他這些製程資料在傳送過去製作完成之後都會銷毀。一

些中小企業可能內部需要強化機密保護部份。 

我們從簡報來看，兩岸半導體產業，還有一些發展簡單做說明。

大家雖然不認同川普作為，但認真看的話他的競選政見幾乎實現了，

他說他要退出 TPP 和巴黎協議，說要美加墨協議更新改革，建造圍

牆和還有美中貿易戰等等。先前跟 CSIS 專家談過，因為龐佩奧很想

參選 2024 年的總統，他現在幾乎領導川普的中國政策，透過實體清

單還有技術管控來處理，美國商務部將近一年前，他針對 14 項技術

會列入管理，並在網路上徵詢意見。徵求到幾個重點，定義出的 14

個技術中，目前徵求到很多意見，但尚未公布真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

科技是什麼以及下面一步要做什麼。美國的七大公會給的意見建議要

新興技術應定義明確，並釐清這些技術是否和國家安全利益有關，也

應確定這些技術是美國獨有的，以確保不會因為管制而助長他國的經

濟或技術發展。美國廠商沒有很好的訴求可以說服美國政府停止禁止

美國企業對中國技術管制，也提出可考慮和盟友合作進行多邊管制，

如生物科技、衛星定位、機器學習等等技術都屬於 14 項新興科技。

從國際主要媒體來看美中科技會「新冷戰」，全球供應鏈重整可能會

導致世界形成兩極的技術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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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來說，2019年 5 月 16 日：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之

後都逐漸把跟華為相關廠商都列入實體清單，美國現在很多鄉間地區

是華為設備，所以怕斷得太快會讓很多地區沒有網路。所以每 90 天

都寬限一次讓美國可以補貨，直到 9 月 15 號確定停止讓華為供貨。

而華為因為基於適當性、比例等原則，EAR 規定包含了一個重要的

排除條款，就是當一個產品在美國境外製造，而其所含的美國成分（元

件、技術等）占該產品的 25%以下（包含 25%），超過即禁止。中

芯國際應該也會跟進，據聞美國政府都已經準備好了，只是看何時執

行。如果其他外國公司都無法供貨，如果把中芯也卡住，華為就很艱

難。美國之所以可以這樣做是因為從半導體相關設備軟體和材料等等

美國有絕對控制權。華為全球採購金額龐大，2018 年達到 700 億美

元，其中，對美國公司採購金額約 110 億美元。華為的核心供應商共

92 家，美國占 33 家，占比 36%，主要領域包括積體電路、半導體、

軟體和光通訊；美國的前五大採購商包括偉創力（代工廠）、博通（WiFi、

藍芽晶片）、高通（CPU）、希捷（硬碟）、美光（記憶體）。華為

對半導體的需求影響力在 212 億美元（2018 年）計算占全球半導體

市場 4,746 億美元的 4.5%。對臺灣而言，直接供應華為是十家，間接

供應有更多。台積電所受的影響大概從 10~20%一直往下。廠商現在

都一定會說影響不大，大概 3%左右，台積電受到影響可能是最大的，

台積電密切關注美國出口規則的變化並表示與美國律師合作進行法

務分析，美國擴大管制將會對台積電短期營運造成影響，但中長期影

響有限，由於對於 5 奈米、7奈米先進製程的強勁需求，缺口可被其

他客戶補足對製程技術領先全球的台積電而言，僅是下單客戶之間的

轉移。在記憶體部分受最大影響的是三星和海力士。 

這段期間 AIT 想跟臺灣加深連結，很高調辦了很多活動，像國

務次卿也要來臺灣，是很高階的官員，希望跟臺灣半導體業加深連結。

全球最強的三家半導體廠商台積電算一個，記憶體的話是三星，CPU

是英特爾，大家也知道英特爾在 CPU 製程委託台積電。對美國來說

他們認為半導體都在亞洲生產對他們國家安全不利，所以在六月美國

國會提出之半導體補助法案一個是晶圓代工法對臺灣有利，一個是半

導體有效生產激勵措施法，簡單而言，是為了重拾美國半導體製造的

能力，讓廠商回美國減少對亞洲依賴。在法案生效前台積電已經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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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美國設廠，但是是從 2024年開始投產，到 24 年臺灣這邊可能已

經是 3 奈米了。所以台積電在美國投資的並不是最先進的，他也宣布

要根留臺灣，持續深耕臺灣與擴大投資，目前台積電在臺灣的產能達

其全球總產能的 90%。台積電在台設立之 5 奈米廠已在 2020 年上半

年量產，且將持續在台興建 5 奈米暨以下製程廠，其投資總額超過新

臺幣 1.2兆元，而最先進的 3奈米製程更將領先全球競爭對手，預計

於 2022 年量產。而很清楚的部分是如果廠商生產基地在中國，市場

在美國就一定要搬，但大家都知道美中協議的第三波加稅清單是沒有

付諸執行的，本來很多臺灣廠商是覺得不要急著搬，但疫情來了之後

也加速搬離。技術含量越高附加價值越高就會回到臺灣來。不然就是

要去其他地方去例如東南亞，像越南，但越南最近也遇到人工和土地

的問題。 

臺灣面對美中科技管制，應該積極創造新技術，因在大環境之下，

美中戰略科研「自主創新」將陣營分明，臺灣可以力倡戰略科研合作，

成為雙方自主創新不可或缺成員，以及積極和下世代科研布局，全球

區域生態各具特色以及參與美歐下世代科研生態，發揮臺灣優勢與互

補角色。 

因為中國半導體進口金額比石油還要多，面對這樣的市場臺灣是

否還可以發揮這點要思考，我們可以知道未來美商被迫離開中國大陸，

臺灣廠商是否有機會，如果真的也「一個地球，兩套體系」廠商是否

要選邊站，越大的廠商可能可以分開成兩家公司或法人來處理。臺灣

針對新興半導體技術可以佈局，並努力爭取跟美國加強合作。 

（四）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蔡明芳教授： 

現在兩岸科技競合關係之下，從另外兩個面向來看，從產業經濟

學來看。第一個是從研發來看，像華為研發誘因改變，畢竟因為沒有

高階零組件，無法跟前端手機競爭。所以他接下來會面對 OPPO 小米

的競爭，越低階手機競爭，研發利益就受到傷害，在越低接的市場研

發越沒有誘因。長期來說 5G 和手機都會受到影響，會有惡性循環。

第二個從競爭面來看，如果買蘋果、三星等手機，還是可以跟系統做

連結，華為競爭優勢會更明顯，雖然自己有鴻蒙，分析產業經濟的時

候有一個重點是網路外部性，意思是同一種產品使用者越多消費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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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越高，華為被禁止之後，華為手機用戶就被限制在中國裡面，設計

得再好只能在中國裡面銷售，這件事就是剛剛大家提到的一個世界兩

套系統，最終其中一套系統會因為網路外部性而萎縮，我想這個狀況

在過去也能得到應證。在過去電腦作業軟體就呈現了這種狀況，過去

手機 PHS 系統也是萎縮，兩套系統在這個議題上中就不會一直持續

下去，會比出輸贏。中國的經濟成長含量不能否認，也會有一定的支

撐，華為作為中國很重要的科技產業，如果研發能量不能繼續成長，

他的生產製造不能繼續支撐作業也會傷害到習近平想做的內循環。 

工業布局會同國家跟國家間的關係產生很大的變化，在美中貿易

戰之前，中國占的比重非常大，美國之前並沒有特別關係，所以之前

很多東西都跟中國連接，包括經濟整合和 RCEP，印度、澳洲都很依

賴中國。可是這樣的情況現在已經產生很大變化，美國真的出手之後

就發現真的沒人把關鍵技術設備賣到中國，美國態度轉變後澳洲也是

180 度轉變，印度也是如此。未來 RCEP前途也很不明朗。當然像美

國這樣做日本也會很有意見，對半導體產業產生很大傷害，日本半導

體產業在這波華為制裁受到很大影響。剛剛越南現在跟過去幾年相差

很大，印度也是趁這波疫情嘗試吸引大量製造業，慢慢形成美國想要

的印太戰略。 

臺灣跟美國合作的科技展望，可以預期正在合作的會繼續深化合

作，例如 ASMO 來臺灣設維修中心，他的設備製造繼續跟臺灣廠商

合作，對臺灣來講政府沒什麼能力管廠商，反而是廠商來幫助臺灣，

政府可能是要跟廠商關心如何吸引更多廠商，很多外國廠商因為台積

電的關係在關心臺灣的投資機會，如果要說對於臺美關係半導體合作

展望，已經在慢慢形成了。如果半導體產業鏈形成了，就會出現內部

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像大家會比較擔心聯發科，衝擊可能不只

是 3%，聯發科內部規模經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從國家角度來看外

部規模經濟，半導體這一塊臺灣產業鏈相當完整，未來像資料中心等

等在臺灣可不可以產生聚落，這一部分跟美國合作空間會很大，尤其

是那 14 項新興產業。政府能做的就是盤點可用的資源土地等等。最

後一部分美國都全部管理，各樣廠商都是送件申請，長期來說他這樣

做是有好處，可能像 6G或其他科技市場，可能會有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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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研究部門 曾瑞榆總監：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以前定位是設備和材料的國際協會，在半導

體主要製造重鎮，像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中國和歐洲等都設

有辦公室，我們重點就是舉辦 semicon，像我們研究團隊固定在追蹤

對半導體設備材料的投資，對新的晶圓廠計劃的追蹤也很緊。 

今天議題滿廣的，比較難一概而論，我想先從剛剛高教授提到的

中國進出口數字，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在半導體占 35%是全球最大市

場，其中只有 17%自用，其餘是轉出口，美中製造業要脫鉤的話，最

後可能只會掉到 30%，半導體含量最高的部分應該還會留在中國，因

為 OEM 代工依然會繼續成長。我們在 DC 有辦公室，在實體清單上

有討論到跟剛剛張副所長看法一樣，有討論到是只有制裁中芯，還是

也會推展到其他公司例如長江儲存。對臺灣來講如果中芯放在清單上，

直接受益的應該是聯電，台積電因為層次有差可能受益不大，華為受

到的衝擊可能很大，華為雖然庫存多但以後消耗會更多，囤貨未必是

有用的策略。不管是從日本還是其他國家買也都會受到實體清單的影

響，對他們來說國產的設備或材料應該是小於 3%能供應而已，只有

2 到 3 家廠商才能算是優質的廠商，中國本土設備在未來五年都很難

自給自足，美國掐住這一點就幾乎沒有可以逃的地方。就目前來說全

球供應鏈還沒受到太大衝擊。像說到的小米 OPPO 因為採購量雖然大，

但是價格偏低，對於聯發科而言確實不是最好的客戶，華為還是最願

意花錢的，像日本廠商會因華為而損失很大，臺灣政府能做得確實不

多，設備等廠商會來臺灣設廠都是因為有個超大客戶台積電在這裡，

政府能供應的只有一些協助和投資協助。像一些大的設備公司在臺灣

也沒有製造，在很多年前設備商和材料商也沒有選擇在臺灣。日商材

料商比較願意來臺灣設生產線，其他少外商材料商來臺灣。臺灣對設

備和材料的依賴比中國還高，關鍵零組件設備材料都是依靠國外，依

賴度是全球第一，面臨跟中國一樣的問題。 

過去十年中國成長最快的半導體業是 IC 設計，公司家數在快速

增加，可能最後會收斂到幾家較大的。也有一些較小的設計公司也是

不錯，而且中國公司會出錢協助 IC 設計，國家力量進來的時候比較

難做公平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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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 劉孟俊所長 

我們也很訝異臺灣跟中國大陸貿易最大宗是半導體，出口貿易數

字有一半是半導體，進口也是，可見是說半導體是兩岸產業供應鏈關

係最深厚的。過去美國跟其他國家打貿易戰的時候，看起來是針對產

業來打，例如當時 1986 年對日本時是《日美半導體協議》，但在美

中貿易戰是針對企業來打，例如中興和華為，還有現在的抖音等。可

能因為中國是培養國企，中國的策略也是企業做大做強去做領頭羊，

和一帶一路去帶頭這樣。 

在財富 500 裡面中國公司數量已經超越美國了，可見中國這是很

大的突出點。另外一帶一路培養的中國企業裡面，美國一個專家裡面

算出，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債務高達六兆美元，這背後一樣是國企扮

演重要角色。第二個特點是放大來看中國新基建，像內循環或雙循環

來看，在 2008 年韓國經濟能快速復甦，是因為參與了中國的基礎建

設。現在的韓國想要複製之前的經驗，文在寅的政治立場也偏向親中。

另外一個從新基建衍生出來的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跟走向已經跟

過去不一樣，過去人民幣特意在壓低，現在美國是希望製造業拉回美

國，所以資金鏈會外流，看得出來中國打的算盤，將來人民幣長期會

走升，吸引資金流進中國，像半導體這種燒錢的產業，就會得到很大

的助力。 

另外再加上基礎建設背後，全球產業上政策上會有轉變，現在從

全球化盪回另外一頭，從全球化改為本地化，如法國說要培養旗艦型

的企業，生產線最好以歐洲為主。美國會繼續走很強烈的產業政策，

歐盟也會很關注所謂的公平競爭。中國也會繼續想辦法取得技術，歐

洲可能是以後的來源。在 1980 年代時，美日打了一個戰爭，日本半

導體就翻身轉型成為材料和設備，有一個數據可以想像。如日本在蘋

果手機大概賺 10%，但實際上是賺了 34%，都是賺在半導體材料等

等。在美國本來算是 70%，但最後算了只有 6%。我們只看到第一階

製造，如果在往前的時候，可能日本賺得超過我們想像。在美中之間

的競爭我們還有優勢，我們可能需要擔心和思考的是該如何往上昇華，

更高階的如量子電腦等領域要如何加強，這是我們要想的。 

（七） 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劉佩真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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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針對半導體部分來看，第一個就是 2 月份瓦聖納協議的

擴大，第二個就是華為禁令昇級，在八月份範圍會擴大到設備和軟體，

另外各位提到的中芯國際也會列入黑名單。美國主要要矯正 10 年來

半導體過於往中國傾斜的狀況，第一個階段是遷移到日本布局，再來

從日本轉移到臺灣、韓國，最後是到中國。資源就往中國傾斜，美國

是要保證在新興領域能重新掌握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在半導體要進行

重組。這個對美國半導體本身在去年和前年受到很大影響，中國在全

球半導體需求量占了 34~35%，是最大的市場。對美國半導體企業，

中國也是最大的客戶，占比 47.5%。更不用說很多美國半導體重要企

業，中國企業客戶占比超過一半以上。這對美國企業來講造成很大衝

擊。他們不斷透過相關協會來跟政府陳情，但依然無法影響政府。對

中國而言，面對美國進逼卻無力反擊。 

他們面臨了三大問題，第一個是人才部分，第二個是半導體設備，

中國在設備仰賴美國比例 46%，雖然中國半導體自給率自稱有 13%，

但我認為有高估，應該還是集中在後段封測這一段。第三個部分是核

心晶片如 EDA 或 FPGA的部份，像 EDA 都是由美國兩家廠商供給，

新思跟益華電腦。FPGA 就是賽靈思跟 ARM 也都是美國公司。現在

美國掌握了中國半導體發展三大關鍵，這些是中國短期內突破的困難。

美國也不斷對中國的 IC 設計第一大海思做攻擊，現在要針對中國製

造的中芯，過去在記憶體部分也不排除會以聯電和福建晉華的方式專

利部分來控訴，也都是會打擊到 IC 製造的發展。在這科技占臺灣似

乎扮演了美、中連結的角色，5月時台積電到美國設廠，他宣布的量

產規模、時間點、投資跟製程部分把重點放在臺灣，這次中國科技供

應鏈更積極進行「去美國化」的動作，這對我們 IC設計受益比較多，

CMOS晶片代工或者是砷化鎵的晶片代工，再來就是半導體封測。在

記憶體部份我們因是占比不高，受惠程度就較低。華為的蝴蝶效應已

經產生了，手機出貨量大概最高就在去年 2.4億支，今年應該會降到

1.9 億支明年可能降到 5,000 萬支，版圖可能轉移到蘋果三星，或中

國另外 3家手機業者。如果轉移到中國手機，對於像聯發科，在出貨

量會有幫助，但在毛利率還是受到影響。臺灣半導體能在科技占和疫

情夾攻之下還是能呈現全球一支獨秀的狀況，從工研院產值數據調查，

去年是成長 1.7%，今年可以成長到 12.6%，這個是超乎全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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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對於今年半導體是利多於弊。但這個現象是否能維持，是

未來臺灣半導體必須思考的，若只是短期受益而已，若不能持續升級，

終究可能會被中國取代，這是臺灣半導體業者必須思考的。 

第二部分就是各國在地化的發展。這次疫情和科技戰，各國都很

強調在自己國家要有完整供應鏈，美國今年就推出了兩項半導體法案，

最主要就是要扶植 IC 製造業，所以美國是否真的能容忍英特爾長期

把訂單交給台積電生產？將晶片交由美國之外生產可能只是短期現

象，可能還是希望英特爾可以重拾製造的領先地位。臺灣的部分來講，

今年有提出領航企業研發的深耕計畫，還有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今

年的產值要從 3 兆 2030 要到 5 兆的目標，當中就是要補足臺灣設備

和材料不足的狀況，台積電部分來說他們宣稱會在間接原物料或零配

件還有後端設備目標比例上從今年的 60%、50%和 30%能夠在 2030

年提高到 64%、60%跟 40%的目標。還是可以看到在前端的晶圓設備

並沒有提到，這來是我們未來要強化的部分。再來談到中國的發展，

即便今年中國晶圓製造從過去 1,387 億人民幣大幅增加到 2,042 億人

民幣，已經大幅成長，像新基建、科創版也在最近推出新時期的集成

電路，跟軟體的發展還有若干政策，也把第三代的半導體材料列入「十

四五」的計畫當中。但整體來說還是短期受困於三大問題，這會讓他

自主可控的發展會受到很大的阻力。 

另外討論到臺商半導體布局並沒有像其他電子科技產業，有所謂

臺商回流狀況，因為臺灣廠商中最後開放的就是半導體產業，高達了

91%在臺灣生產，所以並不太有回流的現象，並且臺企、臺商也持續

加碼在臺灣的生產。最近台積電在臺南科學園區附近買下了許多工業

土地，在先進製程上也有超前部署。並且臺商的群聚效應也很強，而

且北中南都做平衡分布。在南科部分會著重在 5 奈米、4奈米和 3奈

米部分。中科部分就強調是 6 奈米和 7 奈米，竹科部分就在寶山要做

2 奈米的生產。如果以最新的公布數據，今年 1 到 6月份，三大科學

園區分布上，竹科大約為 43%，中科 33%，南科已經要升到 23%，

以後也會慢慢量產，南科也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剛剛總監也提到

ASML 已經在南科做布局。竹科部分台積電也設下了貝爾的實驗室著

重在下一個世代半導體技術發展。臺灣半導體比較少到東南亞布局，

主要因為東南亞的半導體供應鏈比較破碎，比如說晶圓廠只有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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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跟新加坡有，封測部分除了這兩個國家以外還有泰國、越南和印尼

等。臺灣廠商還是以出口連結方式來經營新南向的商機。 

在臺、美的合作方向，就台積電宣布在美設廠，美國也呼應臺灣

領航企業計畫，不排除未來有更多科技大廠來臺灣加碼投資，企圖把

臺灣打造成軟硬體合作中心。美國在科技戰中持續進行拉攏臺灣的做

法。臺灣跟美國未來可以進行強強結盟，美國 IC設計市占率達到 50%

以上，臺灣的代工市占率也是 50%以上，在未來新興科技領域，臺灣

可以藉由美國做為跳板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站得更穩。在未來領域如

AI 和車用電子的領域美國都是具有領先地位，都是未來臺灣可以做

的。顯然在臺美雙方在技術和各自的產業專長可以合作。 

我國因應策略部分，可以分為短期和中長期來看。短期來講，我

們可以看到聯發科、台積電為主的大廠，短時間就是不觸動美、中的

底線，再來就是加強臺廠本身的競爭力。其他大廠應該也要持續鑽研

具有前瞻性的技術。另外就是臺灣廠商可以以打群架的方式，例如最

近看到的神盾和敦泰的合作等等。最終還是要看到美國尖端技術的發

展，中國又未來發展潛力的需求，美、中都是未來臺灣的重要前在合

作對象，所以還是觀察科技戰的變化，彈性調整策略。中長期部分就

是在地化發展是很重要的，供應鏈中設備跟材料部份要加強布局，而

未來可能會有「一球兩制」的狀況，臺廠要事先進行可行性評估，例

如台積電是不是可以幫美國跟中國各創造一條生產線，會不會中間怕

資訊會有相互傳遞。或是要分割成兩家公司，這些實務的部分有很多

需要突破。 

（八）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研究部門 曾瑞榆總監： 

我們今天討論比較多現況，沒有討論到未來。我們現在強的部份

以後會繼續強，但臺灣廠商去中國投資這件事沒有討論到，去美國也

沒有討論到，在半導體業雖然對中國投資沒這麼大，但是也沒停過。

聯電和台積電在中國都有持續投資。這部分對中國的投資限制還是要

有，也需要吸引更多外資投資，讓臺灣製造中心的地位更穩固。這是

除了國防之外最能保護臺灣的部分。現在是只有美光部分有比較多在

臺灣的投資。講到在地化，設備材料部分已經講了 30 年但比重依然

只有 5%以下，如果沒有實際作為可能就是空談，對廠商來說使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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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較差的材料就是會影響到競爭力。半導體製造很難回到歐日，美國

還有可能，製造可能還是留在臺灣、中國跟韓國。 

（九）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 劉孟俊所長 

最後補充兩點，半導體很多是受到法規限制，這次美中貿易戰限

制裡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長臂管轄，不只目標國，連有關係國家也

受到管制，不只是國家，也針對企業。法規限制越多，兩國都互相管

制，臺灣就會夾在中間，對臺灣公司而言，政策上面可不可以協助廠

商法規的調適。第二臺商在中國大陸推動城鎮化和智慧城市，很多臺

商會參予他們智慧城市，法規上也需要協助。 

（十）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張超群副所長： 

中國真的是國家資本主義，最近有兩個例子很有警示性。一個是

和碩把他的中國大陸代工廠賣給立訊，一個是可成把他的代工廠賣給

藍思。廠商私下討論這件事情不是蘋果要，而是中國政府要的，正好

蘋果想要委託中國廠商生產，這對臺商未來去中國投資有很大的警示

效果，現在資本管制也很緊，錢出不來。 

另外討論到半導體整體供應鏈本土化，工研院過去幾年常常做半

導體材料的研發，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材料在半導體製程裡成本占的比

例很小，但是一但出問題會全毀，製程可能要一個月，中間化學品出

了問題，讓整批晶圓報廢掉材料供應商是要負責的。一個小廠商根本

負責不起。而因為占的成本比例太少，除非廠商面臨的品質太差，不

然很沒有誘因更換供應商。就變成說新興廠商要進入材料很困難。另

外一個國家可以看出，韓國因為日韓貿易戰，缺少了設備材料的進口，

他們開始進行本土化研究，那臺灣到底要不要發展半導體材料和設備？

因為半導體材料設備都在日美手上，真的要自主真的很困難。如果臺

灣台積電不帶頭做材料設備自主化，會很難做這件事，但台積電因為

材料設備在成本中占比太小，且對製程來講非常重要，台積電帶頭發

動材料設備國產化的誘因並不高。這個現況是有一個脈絡可循的，中

國因為受到科技戰影響才不得不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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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中科技戰下臺灣 5G產業展望與發展策略建議」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20 年 9月 23日（四）上午 10:00 

二、會議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 T203會議室 

三、會議主持：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陳華昇主任 

四、討論題綱： 

（一）美中科技戰造成兩岸科技產業之競合關係及其未來發展 

（二）兩岸目前在 5G方面的合作與展望 

（三）美中科技戰下臺美雙方在 5G等科技產業合作之展望 

（四）臺灣因應美中科技戰之 5G產業發展建議 

五、與會來賓： 

（一）邱俊榮（中央大學經濟教授） 

（二）陳子昂（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總監） 

（三）王蒞君（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四）蔣村杰（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組長） 

（五）ＯＯＯ（光電公司部門經理） 

（六）ＸＸＸ（網通設備公司執行長） 

六、會議紀錄： 

（一）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 陳主任華昇： 

5G 時代已經來臨，5G 產業發展可期。5G 具高頻率、低延遲、

高評寬等特性，預期可帶給民眾更便利的生活。臺灣具有良好資通訊、

半導體等產業基礎，因此臺灣具發展 5G產業之機會與潛力。這兩年

在美中科技戰影響下，未來全球 5G的布建可能分成兩個系統，一個

是中國大陸，另一個是美國與排除中國大陸以外的 G7 國家，加上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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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澳洲、印度等國形成 D10 聯盟，共組 5G開發設計、產業應用的

集團。未來在此兩大系統下，對臺灣 5G 產業影響值得討論與關注。

此外，因全球未來對智慧生活、數位轉型、遠距的互動與需求有所提

升，因此 5G產業發展機會很大，如車聯網、無人車有很大的發展潛

力。今天希望請教大家，關於臺灣 5G產業在美中科技戰下，可能面

臨的問題、機會與挑戰，以及政府與企業採取因應之道，提出分析與

建議。 

（二）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蔣組長村杰： 

美國針對使用華為的通訊設備進行相關規範，2019 年因美中科

技戰的關係，華為在歐美的市場占有率逐漸流失。2017年到 2019年，

華為一直保持領先優勢，但自 2020 年後，華為來自歐美訂單持續下

滑，華為 5G合約數及近期採購為 91 張，低於愛立信（Ericsson）的

93 張，英國與德國本來都選擇華為設備，後來都轉到愛立信和諾基

亞（Nokia）；荷蘭比較特別，從愛立信轉到華為，因為荷蘭是比較自

由的國家。不過荷蘭的統計時間是在 2019 年 11 月，其他國家為 2020

年 6 月，因此荷蘭的 5G 設備採購自 2020 年 6 月以後會有什麼變化

則未定。 

美國國務院推動乾淨網路認證（The Clean Network），讓使用者

在選擇通訊設備時，壓抑華為、中興在 5G網路的業務空間。在網通

產業環境掃描，因疫情關係，本來預期全球如火如荼進行 5G基礎建

設的建置，但此速度似乎趨緩。然而，中國大陸仍要加速 5G 建設，

因疫情促使中國大陸經濟趨緩，是故中國大陸政府希望透過加速 5G

的布建，推動「新基建」減緩經濟下滑的壓力，而其他各國均延後

5G建置，亦延遲全球 5G的標準制訂。全球在制訂 3GPP Rel-15 以後

速度變慢，預計將推遲 Rel-16 工作進度到 2020 年 6 月，Rel-17也將

延遲到 2021年底。 

在 Rel-17 中涉及加強通訊定位功能之討論，此涉及工廠的自動

化、物聯網與車聯網等，因若無良好的定位功能，則無法在前述領域

進行應用。物聯網和車聯網應用則和超高可靠度和超低延遲通訊

（Ultra-Reli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 URLLC）有關，而

URLLC要到 Rel-17才能確定，因此自駕車要結合車聯網，在標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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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落後的，目前自駕車廠商不容易找到解決方案。無線通訊（5G NR）

為 5G常規的技術，提供保護的功能，要到 Rel-17 階段才會發展，對

應用而言，影響最大為車聯網，因其涉及保護的功能。 

5G 時代改變了終端裝置，以前手機為終端裝置，以後則可能是

穿戴式裝置、AR/VR 眼鏡等。終端裝置亦會與 Rel-17 規範相關，以

後當與網路嫁接，才不會有困難。另外，5G 也開始朝向衛星通訊結

合，如 6G 已經開始討論，往上朝向太空，往下朝向水裡走。6G 可

能觸及太空通訊與水下通訊，然而 5G 嫁接 6G 會從衛星通訊嫁接基

站，不是直接從手機直接打上衛星，相關技術可能是 Rel-17 會討論

的。此外，5G的高頻率的特性，將尋求更高頻率的頻譜，進行通訊。

此涉及高頻率之頻寬，但弱點是會使基站的設置距離縮小，且較容易

受到干擾，會造成更大的挑戰。因為疫情關係，全球大多數國家在

5G布建建置落後，有利於我國業者把握時間迎頭趕上。 

以前 4G時代單一設備廠商會綁定公司之硬體與軟體，一起賣給

電信業者；在 5G時代因為有白牌商機與 ORAN的開源性，此意指不

論是哪家軟體、硬體，電信商可自行搭配，在已設置的 5G設備標準

下，不會被某家硬體、軟體廠商綁住。此外，5G 相關的國際組織產

生變化，如開放式無線存取網路政策聯盟（Open RAN Policy Coalition, 

ORAN）由中國移動、AT&T、德國電信、NTT、Orange 號召成立，

由運營商主導下一代無線接入網路及基站等設備。另外，Facebook、

Intel、Nokia主導成立電信基礎設施聯盟（Telecom Infra Project, TIP），

參與者包含內容提供者、行動網路使用者、服務提供者到使用端的模

組，可思考網路如何設計。在 ORAN 之中，樂天以軟硬體結構打造

基地臺，建立全球第一個採用白牌伺服器整合虛擬軟體的系統，讓

4G 網路成本約為傳統 50%。樂天甚至建置白牌的基站，如臺灣的雲

達提供設備，代替傳統基站的設備，促使成本下降。然而，對服務提

供者而言，不僅考量建置設備的成本，亦包含未來營運成本，是故全

球均關注建置白牌基站實際上整體成本會降低多少，是否在成本與營

運操作維持或有更好的效益，還是整合後卻產生其他困擾。 

5G 時代有開源軟體，在 4G 時代，因未有一致的設備標準，且

介面有封閉性，因此當電信業者採購某一家企業之整套設備，會持續



 

197 

 

使用，不太可能進行更換，因此通訊設備受到大廠限制。5G時代下，

因電信商可自行搭配多個廠商供應的開源軟體及硬體，而臺灣亦為全

球資通訊設備的重要提供者之ㄧ，在白牌商機下，設備之間的互通互

聯就非常重要，例如一致的規格與標準等。對營運商而言，資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與營業費用（operating expense, OPEX）

會降低。現在服務商都可以進來參與電信市場，且所有設備軟體需要

整合，所以網通設備商、軟體開發商與系統整合商更重要。然而，系

統整合商要成功進行整合仍有一定的困難性，考驗其將不同系統順暢

整合的能力。 

ORAN市場前景看好，市調公司 Light Counting 預估 ORAN相關

設備市場規模在 2025 年將達到 16 億美元，現在電信公司對 5G的投

資均採審慎態度，因此電信商希望在 5G商機較成熟時投入。在不久

的 2025 年，預計 5G 使用者僅為三至四成。因此，電信架構出現非

獨立（Non Standalone, NSA）和獨立（Standalone, SA）兩個架構，中

國大陸採取 SA 的 5G 架構，把舊有的設備拆掉重新建設新的系統；

歐美與臺、日等國，採取保留部分舊有設備，並逐步引進新的設備。

TIP組織成員較廣，其為 Facebook 主導，包含營運商、軟體開發商、

系統整合商、使用者均納入；ORAN幾乎為電信商為主。臺灣的廠商

亦許多加入 ORAN國際組織中。目前 ORAN與 TIP兩個國際組織進

行合作聯姻，在 2020 年 2 月，兩大組織宣布一項合作框架協議。此

外，TIP 的成員多為 Android 系統，ORAN 成員僅一部分是 Android

系統，並和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Group Special Mobile Association, 

GSMA）此類老牌的電信組織進行合作，為行動通訊一個重要的組織，

可發現 5G不再是由一個國家主導，而是全球透過組織合作進行群體

戰。 

對臺灣而言，臺灣從使用者、後端營運商根據 5G不同領域之應

用，加深智慧製造、智慧交通、智慧展演等領域應用，對應發展相關

服務，並帶動基站等商機，將有助於臺灣產業的發展。此外，臺灣原

有的網通者與服務商很容易可參與 5G網路，以後基站會變成分散式，

分成集中單元（Central Unit, CU）、分布模組（Distribute Unit, DU）、

無線電單元（Radio Unit, RU）等，所用的基站設備可使用白牌，因

此臺灣的伺服器可布局此市場。此外，我國需培育系統整合商，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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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系統整合商，而是需要了解使用者、內容業者，及服務提供者

的文化，把大家串聯在一起，此為臺灣發展 5G很大的挑戰。 

臺灣政府與民間致力於 5G 的發展，公協會對內對外進行串聯，

一方面持續與國際大廠合作，另一方面同時推動國內 5G產業，希望

培養國內 5G產業的力量。在培育本土系統整合商方面，系統整合商

需要一個場域試驗，像一個開放性實驗室，針對不同廠商之設備進行

串聯，進行互通測試的確認。現在經濟部工業局有投入與場域測試互

通，且 TIP預計在臺灣舉辦大會，成立 OPEN LAB，委託思科在桃園

進行營運。此外，網通辦公室推動 TIP 在臺認可建立亞洲首座開放架

構社群試驗平臺（Community Lab）。因此，可顯示經濟部積極促進我

國 5G 可積極參與在 ORAN 的體系中，深化與國際的鏈結，並掌握

5G白牌商機。 

（三）資訊工業策進會 陳資深總監子昂 

我一開始會提到 ORAN，發現和前面的講者所見略同。因為資策

會有人員派駐在園區，亦有團隊專門在研究 5G。近來臺灣言有好消

息，超微（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和英特爾（Intel）已經獲

得美國商務部的批准，可以供貨予華為，主要是可發貨筆記型電腦相

關零組件予華為，但因華為在筆記型電腦市占率低，是故我認為此對

市場影響不大。但若未來美國商務部允許美光和高通供貨予華為，則

有較大影響。但我預測美光和華為不會獲准供貨予華為，因此涉及

5G設備及 5G手機，後續仍須持續關注。 

自 2019 年 2 月 10日起我一直提出「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觀

念，有學者更提出「一球兩制」這個詞。當時我提出這個概念還不完

全有把握，但現在越來越確信，因上周華為輪值董事長提出「一個世

界，兩套系統」是可能的，顯示中國大陸已做好準備，積極進行「去

美化」，因其無法從美國取得零組件。儘管 AMD和 Intel獲商務部同

意可銷售華為 CPU，但我認為此為筆記型電腦，高通和美光不會供

貨予華為。因此，我認為華為積極進行「去美化」，將其產品賣至俄

羅斯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美國和英國應該會推印太戰略，因此可稱

為一帶一路聯盟和印太戰略兩個聯盟。2020 年 9月 10 日華為舉辦開

發者大會，開始推鴻蒙 2.0，華為做好準備，當無法使用 Android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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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華為該怎麼辦？2020 年 9月 15 日當台積電與聯發科都不賣晶圓

給華為時，預計華為的晶片存量只能撐到 2021 年年中，因此預計華

為的手機在 2021 年僅銷售 5,000 萬隻，市占率將下降 75%。因此我

預判華為未來會逐漸淡出手機市場，所以華為沒有 Android 無所謂，

因其只運用在手機。然而，5G應用廣泛，2020年第二季智慧手環製

品第一大廠商為華為，華為已切入至智慧穿戴，因其認知其 5G手機

發展有限，所以華為會走 Google 模式，鴻蒙會有自己的 APP，不用

美國的 APP，因此 2021年華為手機全面支援鴻蒙 2.0。 

臺灣會傾向印太戰略聯盟，臺美關係非常好，臺美已共同發表

5G 共同宣言，且華為 5G 全球訂單開始出現被愛立信與諾基亞搶單

情形，因此臺美會走自己的路，積極加入 ORAN。經濟部攜手思科及

產業界共同打造「全臺首座 5G開放式架構網路實驗平臺」接軌國際

ORAN 開放架構聯盟，但全球電信商對 ORAN 看法沒有那個樂觀，

只有 28%的企業想要加入。目前我國政府積極推動 ORAN，尤其我

國小基站在全球收入占比為 85%，因此看好 ORAN，但全球電信商

認為此政治氛圍過重。 

在此情勢下，全球形成雙元供應鏈。一個是中國大陸的「去美國

化」，另外一個是美國的「去中國化」，如「乾淨網路」等與 D10，美

國由國務卿推動乾淨網路，從設備的角度切入；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

毅發表「全球資料安全倡議」，從應用的角度切入。可見美中均各自

走自己的路，積極拉攏盟友。對臺商而言，大廠因具有資源，可將研

發切成兩部分，一方面跟隨美國的生態系統，另一方面則是跟隨中國

大陸的生態系統。惟中小企業受限人力與資源，只能依客戶需求在美

中選邊站，造成大者恆大，中小企業被迫客戶需求選邊站。 

美國商務部在 2020年 6 月 15 日公告，允許美企和華為可合作制

定 5G 網路，顯示標準涉及國家安全與公共利益，尤其此涉及 5G 自

駕車與其他應用，因此連美國都選擇與中國大陸在 5G標準仍進行部

分合作。此外，蘋果扶持立訊加入其供應鏈，緯創出售大陸廠予立訊，

因此可看出蘋果在培養自己的紅色供應鏈，也就是在中國製造的產品，

提供給中國大陸市場；因此美商態度明顯是美、中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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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G跨域創新應用，現在政府積極推動智慧城市，賴副總統在

2020 年 9 月 2 日「2020 智慧城市展開幕」表示，政府將持續鬆綁法

令、開放資訊、挹注經費，讓全臺灣邁向智慧城市，進一步達到智慧

國家。在前瞻 2.0預算，軌道預算腰斬，數位建設增為三倍、智慧城

鄉擴增二倍，顯示我國朝向軟體發展。資策會預估 5G手機價格 2020

年 12月低於 1,000人民幣，事實上OPPO在今年 9月初發表 5G手機，

售價人民幣為 999 元，已低於 1,000 人民幣。目前中國大陸 5G 手機

6 月份出貨量 1,751 萬隻，占整體手機比重達 61.2%，顯示中國大陸

因 5G 手機價格快速下滑，因此民眾使用 5G 手機比重相當高，而中

國大陸民眾買 5G要使用 4k、8k高解析度的影音應用服務。 

中國大陸在發展 5G 對其他國家產生威脅，因此臺灣積極發展

ORAN，在伺服器一般談的是緯穎公司具發展機會。蔡英文總統在

2020 年就職典禮時提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其中前兩個產業為物聯

網與人工智慧及資安，此為臺灣未來要走的方向。中國大陸 2021 年

開始推動「十四五規劃」，未來要走的方向為「新基建」，主要在 5G

與大數據中心。最後我的結論是，疫情影響下低經濟成長是常態，在

「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下，臺商不會選邊戰，而是積極進行數位轉

型，此為我國政府未來重要發展方向。臺灣目前有在討論成立數位發

展部，積極推動臺灣數位化。此外，我國在系統整合較弱，政府要透

過智慧城市場域進行系統整合試煉，在國家隊中，希望政府優先在智

慧製造、智慧醫療、智慧交通培養系統整合國家隊。 

此外，2020年 8 月 25 日，日本國際經濟研究所舉行一個線上論

壇，邀請我針對美中科技戰局勢進行分享。其中參與座談會的 Toyota

代表非常關心「一個世界，兩套標準」下，臺商供應鏈對於此趨勢之

轉變，認為聯發科研發部門同時在美中兩邊布局，美國是否會質疑聯

發科在幫其研發時，怎麼可以同時協助中國大陸的研發？此不符美國

乾淨網路概念。我認為此問題容易解決，在 20 年前臺灣有討論是否

發展品牌，當時宏碁與華碩曾被美國客戶質疑此兩家公司同時為代工

與品牌身分，於是宏碁與華碩分別成立獨立之緯創與和碩公司。因此，

我大膽預判聯發科未來可能成立兩家公司。另外，全球均相當關心臺

灣為什麼可以在雙元供應鏈的處理，成為各國的典範。例如此次蘋果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WPZB_enTW727TW727&biw=858&bih=833&sxsrf=ALeKk01uYd0Dlonk4vTXHoG8sx1LYiFN9Q:1601019404628&q=Toyota&spell=1&sa=X&ved=2ahUKEwjTspCH5oPsAhUyG6YKHfgaALgQkeECKAB6BAgbECw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WPZB_enTW727TW727&biw=858&bih=833&sxsrf=ALeKk01uYd0Dlonk4vTXHoG8sx1LYiFN9Q:1601019404628&q=Toyota&spell=1&sa=X&ved=2ahUKEwjTspCH5oPsAhUyG6YKHfgaALgQkeECKAB6BAgbE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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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立訊合作，緯創即賣廠房給立訊，顯示臺商處理具彈性靈活優

勢。 

（四）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王教授蒞君 

今天主要分享美中科技戰造成兩岸科技產業之競合關係及其未

來發展及臺灣因應美中科技戰之 5G產業發展建議這兩個方向。此外，

我認為長期要關注臺灣 5G產業的發展。 

在 5G 發展下，物聯網、AR、VR 可以加速在 5G 進行應用，川

普為什麼這麼關注 5G？因 5G 不僅提供手機，其應用層面廣泛，可

用於各產業的智慧化。6G加上物聯網、AI、智慧城市可結合在一起，

小基站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目前智慧城市的商業模式尚未發展完成。

此外，川普為什麼要技術管制，因 5G 不向是 4G 只是提供通訊，川

普從內容角度出發，若美國下一代人使用中國大陸的 APP 或軟體，

則相關數據及資料可能都被中國大陸所掌握。再者，未來網路會依個

人需求進行訂製，網路可以進行虛擬化，進而垂直整合相關應用。而

在 6G時代下，智慧裝置會更加個人化，提供專屬之數位服務，基地

臺辦演接近使用者的角色。 

這裡有幾個電影提供大家參考，第一部是 20 年前的電影，電影

談到智慧手表的事情，第二部是印度片三個傻瓜，關於遠距醫療服務。

在疫情之下，大家都避免面對面接觸，包含去醫院，因此智慧醫療商

機興起，5G應用重要性日益增加。此外，5G下一步發展下，將產生

新的應用，例如目前科技可使鄧麗君與周杰倫可以虛擬化一起唱歌，

而 6G則可應用於太空與海底的環境。未來網路越來越要建立信任的

機制，但仍須思考是否要選邊站，因 ORAN 也有中國大陸移動的參

與。ORAN有兩個根本困境，第一個是白牌組成小基站，但未來基站

故障應該找哪個廠商維修與負責？此為現在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二個

是認證問題，例如手機都有認證及更新機制，但白牌之基礎建設如何

進行認證？因為一般通訊基礎建設，國家都需要認證，此為白牌可能

面臨的問題。 

在應用方面，須思考 5G有無新的應用？目前鴻海與廣達已進行

智慧工廠，5G 可應用於其他哪些產業並使民眾有感？另外，對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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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家隊而言，其營收穩定，較無進行推動 5G應用之誘因。政府

是否可能提供經費，以垂直場域訓練，找出一個好的 5G應用，以促

進下一波的產業發展。目前廠商都可以在 5G 設備扮演自己的角色，

然而需要一個領導者串聯相關垂直應用廠商，我也不確定是否為系統

整合商或是其他業者可扮演領導角色，預期以後會有很多協同串聯的

公司出現。 

事實上，網路會從定量走向定性，並走向更精準、更能提供保證

的方向。例如運用在醫療中，需要保障病人的極大權益，未來網路在

可能在 2030年確保有一個優良的網路服務。在近 30 年通訊的發展，

唯一改變的就是網路，現在手機可以上網並做更多的事。下一代的網

路除了通訊外，亦會發展相關應用，通訊不僅可進行聽看等感官，未

來可能進行接觸等應用。 

5G 發展可以軟硬體分開，我做了一個節點實驗，這是以前的硬

體連結不同節點，開始把通訊技術放進來，硬體就可以和軟體區隔，

可以很快的啟動功能，在一個網路系統下，使用智慧型手機、自駕車

等。因現在 5G規模很大，可以進行試驗將不同設備進行串聯，具有

戰略性科技產業。另外，我亦針對集中性的安全保護進行實驗，以擔

保其資訊安全，不用傳統平均值觀察，而是用絕對值去看。 

在臺灣因應美中科技戰之 5G產業發展建議方面，目前全球在 5G

的主要競爭者為愛立信、諾基亞以及華為等，臺灣是用為愛立信、諾

基亞，臺灣是否另外可以用白牌機和美國合作建構小基站的機會？此

就涉及 6G在是否可以進行軟硬體分開。一般而言，人的情緒會有從

生氣、憂鬱、討價還價到接受的階段，美國目前在面對中國大陸似乎

在生氣階段，最後會如何發展不曉得。臺灣大企業一般而言會一石兩

鳥，不會單一布局，而是同時進行，最後慢慢調整。5G 發展可以將

軟硬體設備布局分開，並使用網路進行自駕車物聯網等發展，因此

5G為具戰略性的科技產業。 

綜合以上，我認為第一、不僅是單獨探討 5G本身，而是要整體

思考網路移動未來發展；第二、越來越多個人化的服務會提供給個人，

如何確保資安；第三、美國對中國大陸為生氣階段，未來的可能發展

方向為何？臺灣應該如何因應？此均為需要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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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邱教授俊榮 

我政府關注全球最新經濟局勢的發展，如美中科技戰，這是非常

重要的研究課題。5G 需要很多小基站，基地臺建設相當重要，對美

國而言，6G 時代透過低軌衛星，且美國太空領域具發展優勢，因此

美國可能在 6G布建具有優勢，其中特斯拉在衛星布建最為積極。在

5G 雙元供應鏈下，臺商一般不會選邊站，而是同時押寶，但須思考

是否會被迫選邊戰。例如聯發科在美中科技戰下，可以在美中兩邊同

時布局嗎？如果聯發科兩邊布局，美國是否會介入？此外，在此情勢

中小企業似乎需要選邊戰，將來在臺灣的臺商有無自由選邊站嗎？還

是要離開臺灣才能選邊站？前述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我國業者一向

在國際情勢中找尋機會，很少用宏觀角度判斷國際情勢臺灣的影響。

例如，我國業者會思考如何在紅色供應鏈下找尋利基，其實目前中國

大陸在製造業為強者，臺商亦有很大的貢獻。我們過去不覺得臺商對

中國大陸製造業發展有貢獻，認為廠商只是賺錢。過往的思考模式比

較微觀，僅挖掘各產業的商機，並分開探討我國貿易、投資及產業發

展等。現在國際局面反轉，美國和臺灣具良好關係，過去我國產業為

市場比較利益主導，現在則是宏觀的力量在進行，驅動國家進行明確

的產業布局。 

近來臺灣經濟發展不再討論發展品牌，而是發展高階製造。目前

高階製造無明確定義，但可分別低階製造，近來美中科技戰及疫情，

對臺灣經濟產生結構性影響。過去臺灣以製造為主，但疫情帶動遠距、

零接觸經濟等，更強化原本產業優勢，如資通訊產業、伺服器等。更

重要的是，疫情加速 5G應用的發展，如高品質高解析度的影音，購

物需要更加的品質等。未來臺灣製造業會兩極化，和資通訊相關的發

展會越來越好，但一般製造葉萎縮的可能性很大。臺灣沒有這麼多人

才可支應全面傳統製造業的發展，此對臺灣而言不一定是壞事，更重

要是 5G 商轉後應用的發展，臺灣擺脫只重硬體，不重軟體的發展方

向，此有助於過往臺灣具一定基礎的智慧相關產業的發展，5G 發展

普及後，臺灣在軟體類的投資會越來越多。 

臺灣在貿易方面，5G 時代最重要的就是系統整合，不僅要人進

來貨出去，而是整體系統性輸出。政府在系統整合做的還不夠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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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商轉越來越完備後，在此趨勢下加強發展智慧應用，是臺灣經濟

的解方。過去臺灣仰賴出口，出口則仰賴製造業，但若製造業附加價

值低亦無法推升我國經濟，未來臺灣可用整體國家策略討論臺灣的貿

易、投資等。 

臺灣在 5G優勢在硬體及智慧應用等，在 5G商轉環境進行應用，

此為亞洲．矽谷計畫重點方向之ㄧ，然而此需要其他生態系統實現，

包含人才、法規等。因此，亞洲．矽谷計畫執行辦公室才會設立五長，

如技術長、投資長、人資長、法制長、行政長等。此外，儘管目前我

國在人才面、資金面尚未快速發展，但已有所進展，如到一定時間就

會對法規鬆綁進行盤點，資金面儘管沒有很大的天使投資人，但仍有

地區性的天使投資人，可以關注、投注於新創事業這些相關工作，一

步步往前進。 

現在臺美關係良好，亦有助於我國發展新創環境，透過加速器進

行，美國擁有連結市場與技術，臺灣擁有人才，因此雙邊合作存在機

會。目前臺灣與全球連結越來越多，將有助於我國掌握全球 5G 應用

商機。最後，我國一般在談論出口好轉或惡化，均是看出口金額，但

我認為出口好轉為出口到歐洲的市占率提高，因出口歐洲不會是中間

財零組件，而是高附加價值產品。國家會因 5G 基礎應用會造成臺灣

產業結構轉變，臺灣仍需建構完善之生態系統。 

此外，我之前看到一個報導，數位斬首華為之後，美國科技優勢

不樂觀。因美國完全沒有晶片製造能力，是故要仰賴臺灣。此外，剛

才提到數位科技部，就我所知仍存在許多討論。因為數位涉及各部會，

要彙集數位的部分在一個部會，可能會比較困難。像是日本因是內閣

制，在施政上會比較有彈性，如是否要舉行奧運，即可能在內閣中進

行討論。對我國而言，舉例而言，文化部之前曾宣示部部都是文化部，

但是要實施時會存在困難。因此，數位是只有數位發展部負責推動嗎？

其他部會部用不用參與嗎？因此我擔心成立數位發展部會面臨如同

文化部的問題，其他部會不願共同合作推動，且其他部會現在做在一

半的數位政策該如何持續推動。舉例而言，亞矽目前有兩個執行長，

國發會與經濟部均有代表，預算自國發會，並加入經濟部次長為執行

長，推動跨部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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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光電公司ＯＯＯ部門經理 

1. 本公司產品以智慧路燈為例，主力的市場在美國，在美國的市

占率有前兩名。早在美中貿易戰前，美國就開始要求廠商要在

當地製造，因此過去幾年早已開始布局區域化的生產結構，實

現區域性的製造供給。 

2. 本公司針對不同國家／地區進行差異化的設計，利用當地政府

訂單的特性，控管原料配置與產出，降低運營成本。這顯示廠

商對於區域性市場結構是否清楚，會直接影響廠商接下來打區

域戰的能力。因此，未來臺灣需要調整角度，從大範圍的國際

貿易轉為對目標市場結構的掌握。 

3. 智慧城市的框架大致可以分為四層：基礎設施層、工具層、題

材層、應用層。本公司將自己定位為基礎設施層，為資通訊的

整合平臺。從智慧路燈擴逐漸及到智慧燈桿，進而強調區域電

網的連線，這也就帶來了相應的資安問題。這也顯示未來除了

區域性結構外，保障資料安全是未來必然的趨勢。 

4. 中國大陸政府在區域性市場的資料蒐集整理，比臺灣要細緻許

多，在這個部分建議政府可以在目前的一些既有平臺基礎上更

加細緻化，深入了解各區域的制度，協助廠商進行各國標準的

界接。進而協助臺灣企業去爭取外國的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掌握美中衝突、美國「去中

國化」帶來的商機。 

5. 在後疫情時代，由於零接觸經濟的興起，許多資通訊大廠紛紛

透過智慧城鄉的計畫跨足遠距醫療，目前主要碰到的是法令問

題。希望政府未來可以在法令上建立資訊整合平臺，協助廠商

進入不同區域的市場，在新的智慧城市架構中建立生態系，讓

廠商能夠系統整合，進而能以小博大，跟當地市場緊密結合，

並在 O2O上面提供更多的服務。 

6. 因應 5G、自駕車的發展，臺灣建設智慧燈桿有其必要，不但要

結合智慧燈桿之間的網路，更可以結合自駕車的定位感測，以

及電動車的充電等功能。但受限於法制面的約束，如目前路燈

歸工務局或建設局管轄，與管理自駕車的交通局不同部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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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整合出現困難。 

7. 許多國內外政府或業者對軟體、雲端、資安的價值估價過低，

因此必須要採取營運服務的方式，將軟體、雲端、資安等內容

包含進去。 

（七）網通設備公司ＸＸＸ執行長 

1. 我們公司主要是做行動通訊的中繼器，從 1G 一直做到現在的

5G，從早期的 100%自製，到現在只有軟體、品質控管等 20%

自制，80%由中國大陸代工。 

2. 在美中科技戰，華為由於在美國的圍堵下被迫尋求在地化，導

致中國大陸許多的代工廠商被華為吸納。再加上中國大陸在疫

情復工過程中出現缺工問題，進而影響到臺灣網通廠商的上游

供應。這些都是臺灣的網通廠商碰到的問題，即便轉找韓國廠

商代工，韓商許多零組件也是跟中國大陸廠商購買。這也顯示，

在 5G網通產業，臺灣很難選邊站，供應鏈完全「去中國化」

是有困難的。 

3. 在疫情期間，與客戶及代工廠的遠距溝通導致溝通成本上升、

品質成本也上升、交貨成本也上升，但價格卻不能相應調升。

電信商如果真的要推動「去中國化」，那就會面臨價格必須相

應調整的問題。 

4. 國際主要的基站就是愛立信、Nokia、中興、華為、三星，我們

公司在兩年前就開始做 5G 專網，主要是跟 Nokia 合作。但卻

遇到法規的問題，NCC法規目前更注重保護的功能，因此未能

與時俱進。臺灣過去的無線通訊管制相對較嚴，但目前相關法

規應該要與時俱進。 

5. 目前看來 5G可能會變成兩套標準，通訊如果分成兩套標準，

可能會有大問題，過去日本也曾經有不同的標準，但市場機制

會導致日本的獨立一套標準沒落，對於國際規格的遵循，政府

要儘早有因應策略。 

6. 5G專網的推動，頻譜的選擇會影響到整個產業未來的發展，如

果選擇是比較廣的頻率，相關設備就會比較容易取得；如果頻

率比較偏，相關設備就會比較難以取得。如果政府開放比較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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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頻譜給廠商，廠商就必須額外去研發對應頻譜的設備，進

而導致整個生態系的發展變慢，也因此就不利於輸出，不利於

國家隊的建立。當前主因是政府以 1,380 億元標出 5G 頻譜，故

必須保護原有運營商，則政府亦須思考，就產業角度而言，將

頻譜釋出，對整個產業的發展願景更為有利。 

7. 5G基地臺架構，依功能可以被拆分為 RU（Radio Unit）、DU

（Distribution Unit）、CU（Central Unit）三個主要單元，目前

臺灣在 CU 的部分已經失去最佳的發展時機，但在 RU部分比

較有機會，如果法規能夠跟上產業發展，將會對產業搶攻市場

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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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半導體協會 A總裁訪談紀要 

一、訪談時間：109年 7月 9日（星期四）下午 2:00~3:00 

二、訪談對象：半導體協會 A總裁、B總監 

三、訪談人員：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譚瑾瑜所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 陳華昇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林雅鈴副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唐豪駿組長 

四、訪談紀要： 

（一）在美中科技戰逐步升溫的環境下，當前許多半導體產業廠商表

示已從過去的左右逢源的情況，逐漸轉變為左右為難的局面。

關鍵在於，美國的半導體設備大約有 40~45%的市占率，即便

是日系或歐系的設備仍有一些關鍵元件來自於美國。如果美國

要求禁止供貨給華為，雖然在理論上要建立一條完全不含美國

技術、設備、專利等方面的生產線是有可能，但對於企業而言，

要建立一條這樣的生產線成本極高，在實務操作上幾乎是不可

能的。 

（二）對於台積電而言，中國大陸占其約 15%的市占率，如果被迫停

止供貨給華為，他們也進行過損害評估，推演各種情境，最差

的情況是，至少這種情況是齊頭式的，即在美國限制下，世界

各國企業都無法供貨，而不是台積電的市占率被三星等其他企

業所取代。 

（三）大部分的半導體廠商都表示，赴美投資在成本效益評估上是絕

對不划算的，因此大家都在看台積電的運營情況，如果大家前

往美國投資，除了政治考量外，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赴美投資

以取得研發人才，畢竟美國的高階研究人員素質仍然是各企業

爭相爭取的對象。 

（四）對於臺灣而言，臺灣目前的競爭優勢是有完整的產業聚落，如

台積電要求供應商必須在 15~20 分鐘之內提供支援，臺灣從臺

北到新竹，這個產業供應鏈是相當完整的。就半導體產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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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上中下游的供應鏈，乃至於生態系的建構至為關鍵，要整

個環境強、具有競爭力，才能發展起來，臺灣在這方面，仍然

是有國際競爭力的。 

（五）盤點半導體產業的上中下游，在 IC 設計部分，臺灣應該是短

期受益，由於 IC 設計產業本來在美中之間就相對傾向中國大

陸市場，與美國企業反而是競爭關係，因此比較需要擔心的是

在這一波中國大陸試圖發展自主供應鏈的趨勢中，IC 設計的

人才被大陸挖走；在晶圓代工的部分，由於技術、設備受制於

美國，只要美國下令禁止供貨，大概就只能斷鏈，在美國技術

與大陸市場之間左右為難；在下游封測的部分，中國大陸發展

相對迅速，雖然使用美國設備的比例仍然很高，但比較可能建

立雙元供應鏈。 

（六）綜觀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中國大陸在個別環節上有不錯的

表現，如面板、LED、封測等方面還可以，但整個供應鏈無法

串接，在關鍵的晶圓代工上更是明顯有很大的世代落差，更重

要的是設備受制於美國，因此短期內，甚至中期內都很難建立

自主供應鏈。 

（七）臺灣目前最需要擔心的，是要加強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

管是用政府保護或是司法手段，避免美國認為臺灣是一個技術

破口，如之前美光－聯電－福建晉華案，要避免讓美國覺得臺

灣與中國大陸聯手合作的印象。 

（八）相較於美、日、韓、新等國，臺灣半導體產業缺乏中長期的發

展藍圖，建議比照科技會報辦公室的「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

會」，成立國家級的產、官、學諮議委員會，規劃未來 3~5

年我國半導體發展的大戰略，包括產業發展、人才培訓、廠商

需求等的對話平臺。避免政府教育部、科技部、經濟部、國安

會、陸委會等各部門各自為政，企業也自行其是。同時，仿照

之前 5+2 產業創新計畫的亞洲矽谷辦公室，在半導體產業諮詢

委員會下成立專門的辦公室，專職負責產業界與政府的對接合

作，透過一站式的窗口來執行產業發展的大戰略。這在當前各

國保護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更具意義，歐洲近來也在推動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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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加強歐系的半導體發展，而半導體產業對於我國不只是

支柱產業，更涉及我國的國家安全，更應提升建立國家級的諮

議委員會與辦公室，以籌畫執行產業發展的大戰略。 

（九）就我國產業發展的大戰略而言，在半導體產業建議扶植兩大支

柱，第一個自然是我國已經具有優勢的晶圓代工，要持續投入

先進製程研發，維持技術領先；第二個可以考慮扶植記憶體相

關產業，如美光已經大舉投資將臺灣打造成為美光全球

DRAM 製造和封測重心，而美光的 NAND Flash目前主要是在

新加坡製造。如果臺灣能夠將美光的 NAND Flash新廠招來臺

灣，則不但對臺灣發展記憶體產業大有助益，更有助於提升臺

灣的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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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子公司 C董事長訪談紀要 

一、訪談時間：109年 7 月 8日（星期三）上午 10:30~11:50 

二、訪談對象：電子公司 C董事長 

三、訪談人員：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譚瑾瑜所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 陳華昇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林雅鈴副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唐豪駿組長 

四、訪談紀要： 

（一）目前國際局勢有三個情況並存，第一個是全球化的現象持續存

在；第二個是區域化的崛起，即多核心區域製造體系，或區域

的產業鏈開始逐漸形成，如 CPTPP、RCEP；第三則是透過雙

邊 FTA 形成的在地化，即「短鏈」效應的出現。 

（二）目前臺灣最大的問題就是 FTA 的覆蓋率不足，新加坡的 FTA

覆蓋率有 87%，越南有 84%，韓國也有超過 50%，而臺灣只

有 9.74%。因此，中大型企業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進行全球布

局，切入各個經濟區塊，必須要企業夠大、市場夠大，才有辦

法進行全球布局。 

（三）美中貿易戰開打後，確實有導致外資或臺商減少對中國大陸投

資，美國品牌商紛紛要求電子產業移出中國大陸進行布局。在

美中簽署第一階段協議後，品牌商曾一度表示可以暫緩移出中

國大陸的布局；但是，在新冠肺炎爆發後，美國品牌商再次要

求要持續進行全球布局。 

（四）在「分鏈」的情況下，企業會生產不同規格的產品以符合客戶

的需求，類似之前 2G、3G 時代的 GSM、CDMA、WCDMA

等，但不同規格的產品就會使得成本提高，這並非企業所樂見

的局面。 

（五）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大陸的產業鏈非常完整，我們 100%的

訂單可以在 2 天內交貨，而一旦移出中國大陸，生產的效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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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下降。更大的問題是，大企業或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但是

協力廠商可能只有能力隨著大企業去一至兩個地方布局。甚至

許多當初與大廠一起前往中國大陸的中小企業臺商，如今轉型

不成，又沒有第二代交棒，因此根本沒有能力隨大廠撤出，在

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布局。 

（六）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透過新南向政策，在東南亞建立臺商

工業園區，配合短鏈的趨勢，在當地建立完整的產業鏈與產業

聚落。現在我國政府簽訂 FTA 有困難，即便是要更新雙邊投

保協定、租稅協定可能都相當不容易，建議可以用臺商工業園

區的方式，透過完善工業區的運作，在工業區內實現租稅減免、

貸款優惠、快速通關、人力水電等穩定供給，達到友善當地通

關機制與投資環境的效果。 

（七）當然，亦有許多臺商考慮回臺投資，但是即便是非勞力密集產

業，許多自動化設備仍需要小夜班與大夜班的勞工 24 小時在

線上待命。臺灣在勞動力上明顯缺乏，在這樣的情形下，要這

些企業回臺投資，就必須提高外勞與本勞的比例，並考慮將外

勞與本勞的薪資脫鉤。或是將增資免稅的優惠模式套用到人力

資源上，在增資的部分允許使用更多比例的外勞。 

（八）就美中科技戰而言，技術當然相當重要，但人才可能更為關鍵，

如台積電去美國投資，可能不只是考量美國市場，更考慮到在

當地設廠更容易吸納美國的人才，而不需要將美國的人才挖到

臺灣來。在這樣的趨勢下，可能其他半導體產業也將被迫去美

國投資。主要是基於臺灣半導體產業對於美國技術、設備、專

利等的依賴。 

（九）美國在技術等方面的限制，可能拖慢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 5~10

年的發展進程。不過，當前的主要爭議在於，中國大陸支援中

國大陸企業的發展，包括在土地、稅費、研發、勞力等各方面

的補貼與減免，造成了一個不公平的競爭基礎，而美中貿易戰、

科技戰反而可能會更加劇此一趨勢，迫使中國大陸投入更多的

資源去支持半導體產業的自主研發、自主生產。在這樣的情況

下，建議我國政府也可考慮投入公共投資，協助 5G 產業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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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發展，進而帶動我國資通訊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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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半導體公司 D副總訪談紀要 

一、訪談時間：109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2:00~3:00 

二、訪談對象：半導體公司 D 副總、E 總監 

三、訪談人員：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譚瑾瑜所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 陳華昇主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林雅鈴副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唐豪駿組長 

四、訪談紀要： 

（一）目前美國在科技技術領先，但不想要中國大陸技術發展離美國

太近，於是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預防性制裁，針對中國大陸比

較領先的企業進行壓制，例如華為、中芯、TikTok 等。與其

說是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等，其實美國與中國大陸均是為自己

國家的企業謀福利，美國政府持續擴大美商在中國大陸的經濟

力。美國廠商仍然積極布局中國大陸。美國政府雖在制裁中國

大陸，但仍是為美國企業的利益而進行競爭。 

（二）在新經濟規模中，美國企業加總市值為 8.29 兆美元，中國大

陸企業加總規模為 1.845 兆美元，其他國家規模為 3,270 億美

元，遠低於美國、中國大陸。美國新經濟規模仍領先中國大陸，

且在半導體領域，美國亦遙遙領先，因此美國對中國大陸為科

技上的預防性制裁。正如同美國過去對日本進行制裁壹樣。 

（三）本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資金在研發部門，在全球前十六名半導體

企業中，只有一家為中國大陸企業，韓國只有兩家，臺灣為兩

家，日本卻也只有兩家，其於皆為美國企業，美國在半導體遙

遙領先。 

（四）中國大陸在全球消費半導體市占率約為 23%，美國市占率約為

34%，因此中國大陸在半導體消費市場不小，但中國大陸在半

導體供應鏈可達成自主生產的部分很少。美國 EDA 市占率為

60%，矽智財市占率為 50%，美國把關鍵技術抓在手上。臺灣

整體產業鏈若沒有辦法價值鏈往上走，則不利未來發展，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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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灣半導體企業可以往價值鏈向上發展的產業不多，僅有台

積電、聯發科，其他企業仍以生產為主。 

（五）5G 有兩個領域，一個為基地臺，另一個為手機。臺灣基地臺

有人進行組裝，但缺乏核心技術。本來高通要把小基站晶片的

生產線關掉，因為高通認為這個生意並不那麼好，是臺灣廠商

去和高通談，最後才保留此生產線。手機相對基地臺的數量較

大，目前主要是聯發科和高通在全球手機 5G 晶片競爭。台積

電也有在投入 5G 領域，但其為製造。傳統基地臺需要電信業

者和資料中心分開，現在可以用 CPU 模擬電腦的基地臺，此

才為未來趨勢。臺灣現在做的比較好的是廣達，與日本合作，

聯發科也會做 5G的 CPU。 

（六）對企業投資而言，不管是蓋工廠或是研發都是企業在花錢投資。

臺灣現在所有的經濟政策多著重於蓋工廠投資，但在新經濟下，

沒有企業蓋工廠，但臺灣政府沒有用這個角度思考，這樣沒有

辦法創造出知識型經濟。臺灣如果重視產業轉型，應該要思考

研發型企業如何從產業政策去支持。 

（七）半導體包含設計、製造、封裝測試。全球 IC 設計為 1,234 億

美元，臺灣市占率為 17.2%；全球 IC代工產值為 592億美元，

臺灣市占率為 72.2%；IC 封測全球市場規模為 292 億美元，

臺灣市占率為 55.9%。聯發科在全球市占率約 8%，台積電在

全球市占率七成，封測日月光占全球 50%。反過來說，臺灣

代工已成長空間有限，客戶亦會想分散風險，如台積電被要求

至美國設廠。因此，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潛在發展機會反而在

IC設計，因市場更大。 

（八）研發型企業的資產就是在人才，未分配盈餘投入人員薪資，就

會被雙重課稅。製造型企業不會面臨此問題，因設備可以全部

抵減。建議可以修改產創條例第 10 條與 23-3 條，並修改高科

技人才分紅或獎金的課稅方式，以鼓勵企業將盈餘投入研發、

或是分配給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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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網通電子公司 F經理訪談紀要 

一、訪談時間：109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10:30~12:00 

二、訪談對象：網通電子公司 F經理 

三、訪談人員：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林雅鈴副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九所 唐豪駿組長 

四、訪談紀要： 

（一）本公司主要是做網通設備，近幾年營運轉型，從資訊跨足到通

訊，開始往電信市場方面布局，屬於終端設備。因為美中貿易

戰的關係，本公司一位大客戶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因此成為

公司的轉型契機。 

（二）本公司原本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產能比重為九比一，主要是基於

成本考量，臺灣的10%的產能係由於物聯網與資通訊攝影機的

產品，因為有資安疑慮，所以在臺灣生產。在美中貿易戰後，

把產能從蘇州移到臺灣，並在菲律賓成立新工廠，以彈性因應

美中貿易戰和疫情。現在產能比重為中國大陸占比50%、臺灣

20%、菲律賓30%。 

（三）本公司在蘇州及臺灣都有生產廠房與研發中心，在菲律賓則是

以工廠為主，選擇菲律賓主要是語言因素，因為菲律賓勞工較

能以英語溝通，有效溝通為提升良率的重要關鍵，我們透過在

臺灣具經驗的菲籍勞工，回菲律賓當作種子講師，快速傳承經

驗，帶起一個生產線的勞工。 

（四）蘇州與臺灣都有完整的產業聚落，但東南亞幾乎沒有，當初有

考量過越南，但美中貿易戰後臺商蜂擁而至，河內港口的吞吐

量不足，而對於本公司而言，由於上游原物料都是直接跟企業

取貨，下游亦是直接出貨給企業，所以交通因素重於產業聚落，

因此最終選擇在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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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應美中貿易戰與疫情，本公司的做法主要是提早下訂，給上

游廠商更久的時間備貨，同時在全球設置銷售中心，儘量貼近

消費市場。 

（六）本公司長期布局5G市場，尤其是小型基地臺，5G頻段標金高

昂，電信商要維持獲利有困難，因此他會想找價格較低的解決

方案，小基站可增加室內5G覆蓋率，且其價格較低。再者，

現今有「開放式虛擬無線接取網路」（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ORAN）架構，透過虛擬化與雲端化建立一致性的標

準，可打破過去大型電信商壟斷整到基地臺的設備，顯示小基

站在都會區的發展潛力相當大。 

（七）臺廠都沒有做過大型基地臺，在通訊領域，只有小型基地臺可

著墨，但目前產業缺乏對小基站的規範，如頻段、合網的試驗

場域。因此，政府若有一些試點或試營運的場域，可以提供電

信商、系統商、代工商合作，對臺灣小基站產業的發展會有很

大的幫助。 

（八）本公司有相當完善的留才制度，如在蘇州當地大學設置以優秀

工程師為名的獎學金，讓該校優秀學弟妹能有所傳承，也透過

買庫藏股提供給優秀員工。此外，租稅設計對以軟體為主的公

司相當重要，研發人員薪資結構時常會浮動薪資高於固定薪資，

如股票、分紅的比重偏高。目前臺灣的租稅制度，為一個較固

定的課稅方式，較會扼殺研發精神。建議課徵浮動薪資採取較

低的稅率，固定薪資則可用所得稅的課徵稅率。 

（九）近年來臺商積極投資臺灣，但有時候可能本勞不願意做夜間值

班的工作，因此沒辦法召滿本勞員工，由於受到外勞與本勞比

重限制，反過來影響到外勞勞工比重，最終就是出現缺工的情

形。希望政府勞動政策可以更彈性，則臺商投資臺灣的規模可

能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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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喬治華盛頓大學 Robert Sutter稿件中文摘要 

一、標題：美臺高科技合作－政策分析師的評估。 

二、摘要： 

（一）在過去三年美臺關係取得了冷戰以來的重要進展，有一部份是

基於美國近年來對中政策的明顯翻轉，美國看到了中國大陸對

美國利益的挑戰與威脅。中國大陸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意味

其當代核心經濟實力的提升，進而挑戰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與

軍事能力。 

（二）美國政府、國會等決策菁英意識到中國大陸對美國利益的挑戰

與負面影響，但歐巴馬政府時期被淡化處理，直到 2017年 12

月的《國家安全戰略》的發表，才將中國大陸正式列為主要競

爭對手，而高科技競爭就是雙方的戰場。 

（三）經過 115 屆國會（2017-2018）與 116 屆國會（2019-2020）的

努力，反中聲浪在 2020 年達到高峰，無論 2020 年的選舉結果

如何，國會及其過去三年通過的法律，已經顯示未來政府對待

北京仍會採取強硬的態度。目前看來，最可能的情勢是美中之

間的持續鬥爭。 

（四）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公眾對中國大陸的態度矛盾，既反對中國

大陸的許多行為，又試圖避免對抗並發展建設性關係，這種矛

盾最終反映到美國對中政策的拉鋸上。 

（五）支持美國與臺灣發展關係的驅動力很強，包括：北京對臺灣日

益增加的軍事、外交和經濟壓力改變了現狀，美國必須施加反

作用力以維持現狀；臺灣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地位對美國制衡中

國大陸至關重要；美國領導人重視臺灣的政治民主、自由市場

經濟和對國際規範的支持；美國打臺灣牌可用來向北京施壓。 

（六）抑制臺美關係發展的因素相對而言比過去弱很多，包括：在美

中已經直接衝突的情況下，便無須過分擔心與臺灣改善關係將

損害中美關係；同理，改善臺美關係也同樣無須過分擔心影響

美國在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美國認為蔡英文總統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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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支持來挑釁，進而走向獨立的可能性很低；美國對臺支持

的程度仍會考量到北京不斷增強的軍事、政治與經濟實力。 

（七）在美中科技戰中，美國決策者有意減少中國取得美國先進技術

的機會，卻發現美國高科技是由許多國際合作網絡組成的，這

使得限制中國取得技術變得更加困難，甚至有可能適得其反。 

（八）由於近年來美國無論是川普或拜登，都逐漸將「確保美國國家

利益」置於「確保美國企業利益」之上，因此，兩岸在高科技

領域的緊密將使美國產生疑慮，希望臺灣能更加親美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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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 Derek Scissors稿件中文摘要 

一、標題：美中科技戰可能化虛為實。 

二、摘要： 

（一）所謂美中科技脫鉤，甚至是「科技冷戰」，其實大部分都是空

談，因為美國的行動都是聲音很大，但影響很小。 

（二）以華為為例，從 2019 年對華為的禁令宣布之後，又給予五次

臨時許可證的延長，即便臨時許可證過期，廠商只需要申請許

可，就可以出售產品給華為，且像是 Intel、AMD這類大型半

導體公司都已經取得許可，這讓禁令顯得像是一場鬧劇。

TikTok 則是另外一場明顯無意義的鬧劇。 

（三）智慧財產權的爭執是另一個焦點，第一階段協議確實有解決部

分智慧財產權的威脅，但對於美國公司而言仍然不夠，過去的

案例已經證明美國與中國大陸討價還價是行不通的。 

（四）根據官方數據，從 2016年底到 2019年底，美國在中國大陸的

證券投資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國金流的湧入，意味著中國大陸

可以繼續支持先進科技的發展，補貼相關科技產業。這與「新

冷戰」的概念精神是完全違背。 

（五）美中之間之所以沒有脫鉤的原因，是因為即便川普總統表示反

對，但其實他希望能強化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他多次明確表

示，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的機會高於國安疑慮。此外，利益團

體的遊說也很關鍵，2018 年美國半導體公司出售超過 300 億

美金的產品到中國大陸，整個資通訊產業則出口超過 1,000 億

美金到中國大陸，像高通、美光等公司有超過四成營收來自於

中國大陸。 

（六）因此，2021 年很有可能會持續雷聲大雨點小的局面，甚至連

雷聲都小了。如果拜登上臺，應該會將重心放在國內政策，就

像歐巴馬政府在 2009 年一樣。 

（七）當然，對中國在科技或貿易上採取更果斷的措施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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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消極的做法是增加更多的個體進入實體清單，如加入中共

解放軍，但關鍵的是必須拒絕所有可能涉及技術轉讓的許可申

請。而更積極的做法是從個體公司的限制轉為對於技術輸出的

限制，這樣的限制更難被規避。 

（八）由於習近平看起來不太像是改革者，中國大陸也不太可能放棄

既有的領土主張因此，因此，2021 年在短暫的蜜月期後，華

府與北京終將走向對立，且緊張會持續升高，而中美矛盾時常

被視為強迫亞洲國家或公司要選邊站，如台積電赴美設廠。 

（九）臺美貿易談判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如果下一屆美國政府仍對

臺美 FTA 顯得猶疑不定，則臺灣公司對美國對中科技政策的

一致性也會持懷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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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 Dan Blumenthal稿件中文摘要 

一、標題：美中科技競爭及其對美臺關係的影響。 

二、摘要： 

（一）現在美中所謂的「科技戰」有點言過其實，精確而言，美中之

間是存在「競爭」，主要的競爭包括三方面：軍事、經濟、意

識形態。美國在軍事競爭中的目的是遏止中國大陸的修正主義

與對外侵略；在經濟競爭中美國在面對中國大陸扭曲資本的補

貼體系與智慧財產權的侵害中，基本採取守勢。 

（二）在軍事競賽中，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發展關鍵武器系統，包括

自動武器、無人車、無人潛艦、先進的航空雷達技術、遙感智

慧導彈等。這些關鍵技術武器的基礎技術是人工智慧、先進材

料、先進機器人、半導體、高超音速技術等。中國大陸一直透

過強制技術移轉或是間諜在取得這些技術。 

（三）臺灣是這場美中軍事競賽中重要的一環，同時，臺灣的半導體

產業具有先進技術，美國要確保這些先進技術不會落入中共手

裡。此外，臺灣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的表

現也相當好，更因長期防範中共的滲透，而在資安方面有相當

強的經驗，這些都是未來美臺合作的基礎，共同面對中國大陸

的正式與非正式攻擊。 

（四）在供應鏈與經濟競爭方面，美國目前關注的三大供應鏈是半導

體、5G 通訊設備與生技醫藥。面對中國大陸的國家操縱、強

迫技術移轉與間諜活動，美國僅提出一個有漏洞的華為「禁令」，

並試圖建立美國或親美的供應鏈。但目前為止，美國對於生技

醫藥供應鏈方面的措施相對較少，對於更加安全的資通訊產業

供應鏈也著墨甚少。 

（五）不過，經濟產業鏈方面的競爭使得美臺夥伴關係更加緊密，如

台積電決定建立去中國化的供應鏈，符合美國建立本土供應鏈

的政策，也確保美國半導體的供給安全。未來應致力於推動美

臺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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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意識型態的競爭主要體現在中共威權體系對於其人民的監控，

包括面部識別、監控軟體、審查技術與公民數據庫。前美國國

務副助卿史蒂芬·費爾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表示：「僅華

為一間公司就負責向全球至少 50 個國家提供 AI 監視技術。」

美國則支持自由網路、積極推廣符合西方定義的數據治理與個

人隱私標準，希望發展中國家會選擇美國的技術。 

（七）總體而言，美中科技競賽是結合軍事實力、供應鏈型態與意識

形態的綜合競爭。決策者必須了解哪些是關鍵技術，並且引導

美國的資源分配與結盟戰略。臺灣的安全與繁榮取決於美國是

否能在這些競爭中保持優勢，就目前為止，臺灣是美國相當歡

迎的科技合作夥伴，未來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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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西塔肯基大學政治學系 Timothy Rich稿件中文摘要 

一、標題：美中科技戰及其對美臺關係的意義。 

二、摘要： 

（一）由於中美關係已經處於幾十年來的最低點，方興未艾的科技戰

有可能使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緊張局勢的加劇也使得臺灣海

峽周邊出現自臺海飛彈危機以來最明顯的安全威脅。 

（二）過去美國對中政策一直側重在政治與經濟交往，認為「交往政

策」即便無法促成中國進行政治改革，至少也有助於減少其修

正主義的野心並減少不信任感。但中國崛起反而使其更強化對

於自身國家利益的維護，且並未阻止其野心。 

（三）美國決策者意識到中國大陸對美國公共基礎設施的滲透比貿易

失衡對美國的威脅更大。這不僅是對市場構成挑戰，更對美國

及其盟國形成了安全威脅，這不僅是華為的 5G網通或是微信、

TikTok 的軟體，更擴展到數位貨幣監控技術的發展，如中國

的「中國標準 2035」計畫。 

（四）雖然川普政府領導下的美臺關係有所改善，如軍售、臺灣旅行

法等，但川普的外交風格與重商主義政策傾向使其可能以臺灣

交換美國關注的政治或經濟利益。 

（五）美國一直認為戰略模糊策略既阻止了中國大陸的侵略，又阻止

了臺灣的獨立，雖然美國政府與國會對臺灣有許多支持舉動，

但臺灣不能總以充滿國內偏見的眼光看待美國的承諾，因此，

即便中國大陸正在努力改變現狀，也不要以為美國一定會願意

為臺灣的利益採取更大的行動。這反過來說明了蔡政府在維持

兩岸交流的重要性。 

（六）當前美中關係的緊張並不會因為川普政府下臺而結束，美國公

眾對於美日澳印四方會談的支持，以及中國大陸在 COVID-19

疫情中的不透明回應、在新疆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在香港抗

議活動的鎮壓，都使美國民眾反中情緒升高。但臺灣目前為止

仍未採取系統性的回應，來增強自己在這些議題的軟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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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後，美中科技戰有可能造成互相傷害，其影響程度可與「英

國脫歐」相提並論，但這種情況並非不可避免，當然有可能最

終美中雙方會達成貿易與科技協議，以防止全球供應鏈脫鉤，

如果沒有這樣的協議，臺灣應該尋求與美國及其民主盟國加強

科技創新合作的機會，並努力形成類似 TPP的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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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美國博通公司 G工程師稿件中文摘要 

一、標題：美中衝突對臺灣科技產業的影響。 

二、摘要： 

（一）美中臺三角關係涉及政治與經濟兩個層次。美國對華政策在政

治上一向是採取戰略模糊，但在經濟上，自 1980 年代以來，

美國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臺灣從製造代工起家，進而發展電

子產業，並逐漸過渡到高科技領域，在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同時，

也與美、中的電子供應鏈發展了密切的關係。 

（二）半導體產業涉及了許多技術層面，包括 IC 設計、EDA 工具、

IC 製造、半導體設備與材料、IC 封測。其中，半導體產業最

高層是 IC設計，根據不同的應用程序定義 IC的功能，如CPU、

Wi-Fi 路由器、相機的圖像傳感器等。重要的 IC設計公司如：

高通、博通、英特爾、Nvidia、聯發科、海思。 

1. 高通的強項是製造智慧手機晶片；博通專門從事通信領域，

是乙太網路、光纖、無線區域網路和存儲網路的主要晶片供

應商；英特爾是 CPU和伺服器處理器的最大供應商；Nvidia

專門從事圖形處理器，該處理器還可用於 AI和自動駕駛等應

用程序。 

2. 聯發科也非常擅長手機晶片設計，主要用於中低階手機，但

聯發科一直在改進技術，並有可能挑戰高通在高階手機市場

的領先地位。總體而言，IC設計行業是臺灣的重點領域。除

了聯發科，臺灣還有許多專門針對特定應用的高質量 IC設計

公司。總體而言，IC設計行業是臺灣的重點領域。 

3. 除了聯發科之外，臺灣還有許多專門針對特定應用的高質量

IC設計公司。例如，Novatek 專長於顯示器的驅動器 IC；

Realtek專長於網絡 IC、Richtek 專長於電源管理 IC；而 PixArt

擅長於傳感器和 MEMs IC。 

4. 另一方面，海思雖然是 IC設計的後來者，但發展非常迅速。

海思半導體是華為的 IC設計子公司，而華為擁有全球第二大

手機市占率。近年來，隨著海思半導體的 IC發貨，華為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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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增長，同時亦提高海思的營業額。 

（三）現代 IC 設計通常需要藉助電腦軟體來繪製原理圖，設計電路

布局並模擬。某些電路還需要電腦軟體來自動放置晶體管並布

線金屬線以將它們連接在一起。這些軟體需求在半導體產業即

第二層 EDA（電子設計援助）。主要公司如 Cadence、Synopsis、

和Mentor Graphic，所有這些公司都在美國或歐洲。 

（四）設計完成後的電路布局將移交給第三層：製造。根據設計在矽

晶圓上構建晶體管，使用特定的機器來製造掩模，蝕刻電路圖

案以通過在晶片上放置來構建電路層，並最終根據設計來構建

電路。IC 製造的主要公司是英特爾、台積電、三星、聯電、

新加坡特許半導體（Charter）和中芯國際。其中，台積電被認

為是頂尖的公司，高階晶片（超越 7 奈米技術），台積電擁有

50%以上的市場，如今，台積電正在生產 7奈米和 5奈米晶圓，

其 3 奈米（甚至 2奈米）技術的研究進展順利。另一方面，中

芯國際仍採用 14 奈米技術，比台積電落後至少 5 年。 

（五）半導體製造工藝需要各種專用設備來完成不同的任務，例如光

掩模製造、摻雜、沉積、蝕刻等。此外，不同工藝還需要特殊

的化學藥品和材料。主要的公司是 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東京電子、ASML、KLA-Tenco。在排名前十的半

導體設備與材料公司中，有 3 家美國公司、5 家日本公司、1

家荷蘭公司和 1家韓國公司。 

（六）IC製成後，需要先將其放入包裝中，然後再安裝在電路板上。

即最後一層的 IC 封測，這方面是臺灣的強項。這一領域的頂

級公司是：ASE 半導體（臺灣）、Amkor（美國）、JCET（中

國大陸）、SPIL（臺灣）和 Powertech（臺灣）。 

（七）臺灣在 1970年代開始致力於半導體產業。如今，就營收而言，

臺灣在 IC 製造和 IC 封裝方面均排名世界第一，在 IC 設計中

排名第二，在存儲 IC 中排名第四。就總營業額而言，臺灣在

世界上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和韓國。 

（八）儘管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迅速，但規模仍然相對較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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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政府在半導體產業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以購買設

備並招募工程師和科學家。儘管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步

伐緩慢，但中國的 IC 設計行業似乎開始獲得發展勢頭。像海

思這樣的公司在為華為進行內部設計方面做得很好。每年都有

許多 IC設計初創公司加入該行業。另一方面，IC製造的發展

一直不溫不火。部分原因是由於 IC製造的複雜性，而 IC製造

需要大量的智慧產權和多年的研發。另一個原因是由於美國的

出口管制阻止了中國獲得先進的製造設備。例如，7 奈米以下

先進工藝需要使用 EUV 機器，但美國不允許將其出口到中國

大陸，因此最大的 IC製造公司中芯國際（SMIC）只能批量生

產 14 奈米。因此，在半導體的五個主要領域中，中國僅擅長

IC封測，而 IC設計和製造的發展有限。調查顯示，在中國大

陸使用的半導體中，僅不到 10%由中國大陸企業生產。 

（九）然而，雖然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後，但中國大陸整體經

濟在過去 30 年蓬勃發展，例如在當今全球十大智慧手機公司

中，有五家是中國大陸企業。因此，2019 年，川普政府發動

貿易戰以及對華為的禁令，最近，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最大的

半導體製造公司中芯國際實施了出口管制，這種外交政策的變

化是因為美國開始將中國大陸視為頭號競爭對手和威脅，此亦

為美國和民主國家逐漸接受的新概念。 

（十）由於中國大陸近年來的崛起，臺灣製造業開始感受到中國大陸

的競爭壓力，然而，隨著美中科技戰，在高階電腦與伺服器等利

潤較高的產品，臺灣重新成為中國大陸以外的最佳替代性選擇。

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大陸 5G、AI和物聯網等先進技術的抵制，

亦使臺灣高科技產業受益。如聯發科可能因華為海思被打壓而受

益，中芯國際的出口管制亦對中國大陸 IC製造技術的發展產生

深遠影響，在沒有來自中國大陸企業挑戰的情況下，臺灣企業有

望藉助新興科技浪潮來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