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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及動向調查

本會為了解大陸製造業臺商近期面對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及動向，希望透過問卷方

式，了解貴公司之營運狀況及所需協助之處。為維護貴公司權益，其相關資料絕對

保密，盼請貴公司協助填寫，並提供寶貴意見，謝謝。

工業總會 敬啟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人 /聯絡電話 (信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企業型態：□臺灣上市櫃  □大陸上市公司  □非上市櫃公司

對外投資布局：□大陸  □東協  □北美  □日韓  □歐洲  □其他_____________

（可重複勾選）

壹、臺灣母公司基本資料 (如無則免填，請逕填寫第貳部分 )

1. 貴公司在臺所屬產業別為：

   □電子資通訊    □光學器材  □塑橡膠製品  □化學品  □紡織  □機械 

   □車輛及零組件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2. 貴公司在臺規模

   (1) 資本額：

       □ 8 千萬新臺幣以下  □ 8 千萬～ 3億新臺幣  □ 3 億～ 6億新臺幣 

       □ 6 億新臺幣以上 

   (2) 員工人數：

       □ 200 人以下  □ 201 ～ 500 人  □ 501 ～ 1000 人  □ 1001 人以上

貳、大陸事業營運狀況

3. 貴公司在大陸投資項目業別為：

   □電子資通訊    □光學器材  □塑橡膠製品  □化學品  □紡織  □機械

   □車輛及零組件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4. 貴公司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

   □ 500 萬美金以下  □ 501 萬～ 1,000 萬美金  □ 1,001 萬～ 2,000 萬美金

   □ 2001 萬～ 5,000 萬美金  □ 5,001 萬美金以上

5. 貴公司迄今已於大陸投資之時間？

   □ 2 年以下  □ 2 ～ 5 年  □ 5 ～ 10 年  □ 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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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貴公司在大陸哪裡有投資？（可複選）

   □華東 ________  □華南 ________  □華中 ________  □華北 ________

   □東北 ________  □西部地區 ________

7. 貴公司生產產品之主要型態為？

   □中間財（半成品、設備、零組件…等） □終端消費產品

8. 承上題，貴公司各銷售市場占營業額比重為？

   內銷：□大陸占 ________% ( 有 ________ 成客戶後續將加工出口至美國市場 )

   出口：□美國占 ________%  □日韓占 ________% □東南亞占 ________% 

      　□歐洲占 ________%  □其他 ________( 地區 )占 ________%

參、受美中貿易衝突影響及因應措施

9. 美中貿易衝突發展至今，對貴公司在大陸經營的影響程度為？

   □影響很大  □部分影響  □影響很小  □不受影響  □不清楚

10. 貴公司大陸出口至美國之產品，是否受貿易戰加徵關稅影響？

   □影響很大  □部分影響  □影響很小  □不受影響  □不清楚

11. 承上題，美中貿易戰對貴公司在大陸經營的影響為？（可複選）

   □訂單減少  □利潤略為（<10%）減少  □利潤大幅（≥10%）減少 

   □關鍵技術難以取得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12. 請問貴公司預判美中貿易戰的未來發展？

   □近期 (1 年 ) 內就會結束  □短期 (2-3 年 ) 內不易結束 

   □將會長期持續發生 (5年以上 )  □難以預測  □其他 ____________( 請說明 )

13. 因應美中貿易衝突，貴公司未來二年在大陸的營運規劃：

   (1) 投資規模          □增加  □不變  □減少

   (2) 產能          □增加  □不變  □減少

   (3) 雇用員工          □增加  □不變  □減少

   (4) 結束大陸投資事業  □是    □否

14. 承上題，貴公司未來的投資布局策略為：（可複選）

   □轉開發大陸內銷市場

   □轉開發其他出口市場，例如：(□美國□東協□日韓□歐洲□其他 ________)

   □增加其他地區產能比重 (□臺灣□美國□東協□日韓□歐洲□其他 ________)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出 (□部分 ________%/ □全部 )

   □考慮將大陸產線遷至 (□臺灣□美國□東協□日韓□歐洲□其他 ________)

   □暫採觀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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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除美中貿易衝突外，請問貴公司考慮遷出大陸的因素為？（可複選）

   □勞動成本提高          □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  □環保要求提升

   □當地業者惡性競爭      □大陸市場需求降溫    □融資困難

   □有利取得歐美技術轉移  □經貿政策不透明 (變動太快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16. 如貴公司考慮繼續或增加大陸投資，其原因為何？（可複選）

   □對臺 31 條政策         □參與中國製造 2025   □一帶一路商機 

   □大陸擴大內需政策      □大陸減稅降費政策    □外商投資法利多

   □配合地方政府產業政策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肆、需政府協助事項

17. 請問您是否知道政府之「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

   □知道  □不清楚

18. 面對美中貿易衝突，貴公司認為需要政府協助項目？（可複選）

   □協助回臺投資措施

   □協助拓展海外市場

   □協助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 /設廠布局

   □加速排除雙邊投資障礙

   □實施租稅豁免措施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19. 貴公司認為那些措施，會增進貴公司返臺或擴大在臺投資之意願？（可複選）

   □土地取得      □融資優惠      □租稅減免  □水及電力供應無虞 

   □增加外勞配額  □提高行政效能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0. 貴公司如返臺或擴大在臺投資之方式為何？（可複選）

   □在臺設立研發或營運中心  □增加生產線  □與海外事業分工

   □回臺併購整合上下游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

意

見

欄

工業總會 趙君慧專員、鄭旭堯專員 
E-mail：chchao@cnfi.org.tw、hycheng@cnfi.org.tw

電話：02-2703-3500#157、203  傳真：02-2702-6360/02-27033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