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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下台商全球佈局現況與趨勢之研究」重點說明
108.12.16

川普上任後，以「美國優先」為訴求，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簽署備忘錄，
宣布以「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機密」為由，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
品徵收關稅，美中貿易戰因此展開。
美國於 2018 年 7 月第一波對價值 340 億美元、2018 年 8 月第二波對價值
16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商品課徵 25%的關稅，2018 年 9 月對中國大陸發動
第三波制裁關稅，將價值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品課徵 10％關稅，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並於 2019 年 5 月將上述 2,000 億美元中國大陸進口品關稅
進一步調高至 25％，中國大陸也將上述 600 億美元美國進口品關稅提高至 10
％～25％。
第 13 輪貿易談判已完成，川普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宣布「美中雙方已達
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美方將「無限期暫停」原定 12 月 15 日對剩餘 1600
億美元商品加徵的新關稅，同時對 9 月已加徵的商品（約 1200 億美元）關稅
稅率從 15%降至 7.5%，但繼續保留對 25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25%的關稅，美方
官員並指出，協議可望在 2020 年 1 月第一周簽署。
一、美中雙方加徵關稅清單產品
第一波清單針對包括機械設備、電機設備、醫療器材、汽車整車等約 340
億美元產品，第二波清單針對半導體、電子電機產品、塑膠及製品等約 160 億
美元產品；第三波清單針對動植物產品、礦產、化學、紡織、金屬、汽車零組
件、自行車等約 2,000 億美元產品。
中國大陸隨後施行反制措施，針對美國進口約 500 億美元，包含農業、
汽車、水產及醫療、煤炭、石油、化學製品、能源、塑料及其製品、醫療設備
等產品加徵關稅。
二、對總體經濟之影響
受美中貿易衝突影響，全球經濟成長放緩，除美國外，歐元區製造業 PMI
已連續五個月低於榮枯值 （50），中國大陸第二季 GDP 增幅降至 27 年來
新低，亞洲各國 2019 年上半年出口多呈下滑。
(一)從貿易層面觀察，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自 2019 年開始衰退，美國對中國大
陸出口自 2018 年起持續衰退，台灣 2019 年 1 至 10 月對中國大陸出口衰
退 6.7% ，對美國出口年增率達 17.7% ，且增幅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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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投資層面觀察，經濟研究公司榮鼎諮詢 （Rodium Group）發布的報告指
出，美、中之間的雙向直接投資和創業投資 2019 年前 6 個月只有 130 億
美元，比 2018 年下半年降低了 18% ，是 5 年來的最低點，中國大陸對
美國的直接投資 2019 年前 6 個月繼續維持在低於 50 億美元的水平，美
中之間的貿易糾紛近幾個月來已經延伸到科技與安全領域，但雙邊緊張關
係的不斷升溫讓投資計劃被擱置。
(三)從產業層面觀察，美中兩國經貿政策影響全球供應鏈發展，加速重組，中
國大陸經濟結構再平衡與供應鏈在地化政策，及美國推動製造業回流等因
素，帶動製造業在地化風潮，使各國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大多下降。
三、對我資訊產業之影響
第 1、2 輪 2,500 億美金商品清單以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影響最大，其次
電力設備及配備業、機械設備業、家具業、電子零組件業、汽車及其零件業等，
我國外銷訂單在海外生產（9 成以上在中國大陸生產），所需原物料、半成品
或零組件由國內供應比率占 22.8%，其中資訊通信產品由國內供應達 30.3%最
高。第 3 輪 3,250 億美金商品，影響程度最大者為筆記型電腦和平板電腦。
(一) 桌上型電腦：與 Dell、HP 合作的台灣廠商主要生產基地位於中國大陸，至
今仍具有高度成本優勢，美系 PC 品牌廠未雨綢繆已與代工廠協商，將部
分產能移往其他國家之工廠組裝後再輸入美國。
(二) 主機板：代工廠以鴻海、緯創等業者為主，與 PC 品牌廠商討論利用全球
供應鏈將產品送至其他國家，再運往美國進行後續組裝作業之可行性。至
於自有品牌業者，在課稅風波中較不利。
(三)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為我國關鍵資訊產品且製造據點以中國大陸為主，
以調漲美國市場零售價格作為因應對策；但美系客戶以配合台商將高階商
用或具美國國安考量產品移回台灣生產，並已在評估、規劃部分產能轉移
到東南亞及墨西哥等第三地生產。
(四) 伺服器系統產品：主要台商為廣達、緯創、英業達、和碩和鴻海等，多在
中國大陸製造，僅能以調高市場銷售價格作為因應，而台商多已規劃高階
產品移往墨西哥或回台組裝以降低關稅衝擊，後續亦可能將中低階產品轉
移到東南亞等第三地。
(五) 監視器及投影機產品：以在台灣製造生產為主，故影響較小；中國大陸銷
美主要以消費型顯示器為主，多為陸資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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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我國通訊產業的影響
整體而言，對行動電話相關產業影響最大，其他產品影響有限。我國廠商
於中國大陸代工生產並輸美的行動電話相關產品幾乎全為蘋果 iPhone 手機，如
鴻海、和碩、緯創、仁寶、華冠等，皆已於印度、印尼(巴淡島)、越南等地擴
大產能或評估投資設廠，進行產能風險分散管理，零組件供應商在網通廠及手
機代工廠輸美產品之生產基地移轉後，衝擊應會降低，也有隨之移轉的可能。
我國晶圓設計、代工製造與封測相關業者，在華為終端出貨需求降低下，
短期出貨恐受影響的壓力，在經過市場重組後，對其影響可望下降。另對我國
Apple 筆電和 iPad 零組件供應鏈帶來有限的負面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應為組
裝廠、機殼與 PCB 等。
無線通訊以及有線通訊產品：9 成以上在中國大陸生產製造，出口至美國
產值約占我國網通設備產值三成，短期受到部分衝擊，中長期因全球布局調
整，影響可望趨緩。另無線電航行輔助器具衝擊有限，但對網通設備影響較大。
五、對我其他重點產業之影響
(一) 鋼鐵及金屬製品業：多以大陸內需為主，影響不大，長期來說並非負面，
台灣金屬製品品質較中國大陸優越，若美中貿易戰持續，台灣金屬製品產
業有機會趁勢擴大或者取回過去被中國大陸出口侵占的產品與市場。
(二) 機械業：多以當地內銷市場為主，一些受影響台商已逐步移往新南向國家
（如：越南等）生產。中國大陸出口美國因關稅提高，機台競爭力下降，
部分業者有機會受惠轉單效應，也對我廠商進攻美國市場有利。
(三) 紡織業：成衣及服飾品產品台商多已轉往東南亞國家設廠，留在中國大陸
的成衣廠，出口目的地也多轉往亞洲市場或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為主，影
響有限。另若美中貿易戰對機能性紡織品類別課徵高關稅，美國品牌商將
會更加積極要求台灣供應鏈赴越南等地布局。
(四) 生技醫藥業：對台灣製藥台商拓展中國大陸市場更加困難，對環境用藥台
商沒有影響，醫療器材台商在兩岸或東南亞皆有設廠生產，可透過產能調
節降低短期出貨影響，亦對於台灣出口的正面效益有限。
六、台商赴大陸投資產業布局現況與發展趨勢
2016 年以來台商赴大陸投資意願降溫，已連續 4 年呈現衰退，從台商投資
產業來看，製造業以電子零組件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電力設
備業為主，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甚大，服務業以金融保險業、批發及零售業為
主，未受美中貿易戰直接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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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商投資地區來看，珠三角（廣東省為首位）與長三角（江蘇省為首位）
仍是台商投資密集地，經營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等
台商多分布於華中華南、西南地區及華東等地，化學材料製造業台商分布於華
東及東北等地，經營金融及保險業集中分布於華北地區，而批發及零售業台商
則分布各地且形成一定程度的資金投入規模。
美中貿易戰相互課徵高關稅，造成全球供應鏈進行重組，台商依據在大陸
自身產業上下游不同階段的比較利益與客戶或更接近市場的要求，因應的選擇
有續留中國大陸、加快在東南亞或印度佈局、直接在美國或鄰近加拿大、墨西
哥以接近美國市場、或是回台投資等選擇，而受影響最大的我電子零組件業、
資通訊產業多早已在全球設廠佈局，則以加速調整全球產能擴大海外佈局及加
重台灣產能等方式因應。個別產業台商如電子零組件、資通訊、紡織、家具、
自行車、機車、水泥等動向請參閱本研究報告摘要。
七、研究發現
(一) 貿易戰轉變為科技戰及持久戰，將導致保護主義崛起，衝擊消費需求，經
營風險將大幅提高。
(二) 台商回台面臨單廠遷移不易、來自大陸政府關切等遷出困難，及土地取得
及開發不易、能源供應疑慮未解等在台投資的困難。
(三) 面對美中貿易戰走向持久戰，走向更多面向的衝突，東協、印度、墨西哥
等開發中國家成投資熱區。
(四) 全球價值鏈「縮短」，出現「短鏈革命」，回歸本土製造趨勢將增強，分
散式製造可能為未來主流。
(五) 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影響全球產業供應鏈的轉變，台灣業者面臨如何從
傳統供應鏈轉換成為跨界整合導向生態系領域的挑戰。
(六) 台商赴大陸投資意願降溫，多持觀望態度，台商在大陸各區域前五大投資
項目在製造業項目多所改變，而批發零售業等服務業則為主要的投資項目。
(七) 電子零組件與資通訊產業台商生產據點多已全球佈局，在對美出口短期以
調整生產線供應的方式因應，主要台商都將產能移出大陸。
(八) 台商除回台擴大投資，並移轉至印尼、印度、越南、泰國、墨西哥等地投
資設廠，惟跨國遷廠不易，後續配套產業鏈移動速度需時長，而國際主要
競爭對手如美商、韓商也採取相同因應方式。
(九) 中國大陸加大電子產業投資佈局，以重金挖角我方高技術人才，加快產業
技術與研發進程，提出「26 條對台措施」朝降稅、開放內需市場、給予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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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救濟、出口信保等措施，以拉攏台商避免外移，值得政府特別注意，並
應研提出有效因應措施，保護我科技產業核心技術與智慧財產權。
八、政策建議
(一) 中國大陸做為世界工廠之地位恐將動搖，牽動資訊電子產業供應鏈版圖，
政府應未雨綢繆，提前協助廠商做相關布局，並做好因應措施。
(二) 廣植中國大陸問題專家與智庫，並增加研究計畫與經費。
(三) 台商應加速國際合作，共同打造「亞太研發中心」，提升產業競爭能力。
(四) 數位經濟浪潮下，瞄準全球先進技術，協助台商數位轉型及做好供應鏈分
流與技術標準佈局，並以利基產業走出南向新路，審慎應對兩岸人才、技
術磁吸效應。
(五) 建立亞洲高階製造中心，發展設計領先型企業，將台灣成為高階製造中心
及高科技研發中心。
(六) 有效協助台商「回流」而非企業「擴廠」，規劃產業及招商戰略，引導返
台企業轉型升級，持續優化投資環境，滿足產業用地需求，確保水電穩定
供應及提供企業用人彈性。
(七) 推動台灣產業數位轉型與策略布局，培育未來產業數位化迫切需要的人才。
(八) 持續關注電子零組件、資通訊、化學材料、機械等相關台商在中國大陸的
動向，特別是上述產業集中之華東（江蘇、浙江）、華南（廣東）、西南
（四川）等地中小型台商產業聚落的動向，提供海外投資、現地轉型升級、
拓展大陸內銷市場或回台投資所需相關資訊及必要協助。
(九) 協助台商延續對於大陸及美國市場的掌握，並爭取洽簽台美自由貿易協
議、RECP、CPTPP 及雙方貿易或投資保障、智慧財產權保障等協議，提
高吸引台外資投資台灣之誘因。
(十) 建議政府以國家力量協助渠等台商開拓東南亞、美國、墨西哥當地市場或
快速建立海外供應鏈的產業聚落，並結合當地台商力量，提升政府與投資
國政府之間雙邊經貿關係及影響力，共同創造海外市場最大利基。
(十一) 建立中國大陸台商基本資料庫，藉以快速反應大陸台商產業脈動，增進
對台商動向掌握的廣度與深度，提供政府台商服務工作之參考。
(十二) 深度掌握返台新增投資或擴大投資廠商對於國內新技術之需求，保護國
內新興產業核心技術與智慧財產權，分散赴海外或中國大陸投資風險。
(十三) 關心青年二代台商赴海外（含中國大陸）創業與投資發展趨勢，強化與
台灣經濟及產業的連結，參與台灣經濟發展動能並拓展台灣產業在全球
市場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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