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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近年來全球經貿情勢變化多端，在美中貿易戰以及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下，全球供應鏈出現解構與重組，國家安全與產業供應鏈安

全成為各國優先的決策模式。在此新決策模式之下，於鄰近市場處

建構具一定規模且完整的產業供應鏈，可望逐漸躍居為企業布局策

略的主流。

在國際產業鏈分工體系中，臺廠長期扮演品牌商重要供應鏈角

色，惟現今美中科技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供應鏈碎鏈化下，臺廠

還須面對「一個世界，兩套系統」所導致的雙供應鏈轉移。各國政

府為因應國家安全議題，強化布局供應鏈在地化，亦推出相關投資

優惠政策吸引我國廠商轉移投資。我國除了祭出臺商返臺優惠政策

強化在臺供應鏈建構，亦簽訂臺美合作備忘錄，持續強化資通訊等

策略性合作產業之供應鏈安全合作，期吸引臺商返臺共建臺美供應

鏈安全體系。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及新布局下，占我國貿易出口超過 50%之資
通訊產業的移動，對我國在全球貿易發展至關重要，而我國資通訊

產業的供應鏈轉移路徑與臺商未來布局機會，將成為我國因應國際

新局的挑戰與掌握新經濟契機之關鍵議題。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供應鏈布局的基礎，已從過往的降低成本轉變成降低風險，同

時縮短供應鏈的距離或是在地化生產。消費需求端也發生變化，以

往面對消費市場的大量標準化產品，已轉向為少量客製化產品。短

期內應不至於改變巨觀的資通訊產業鏈版圖，但中長期的美中發展

恐將更難以樂觀。

因此，將部分產線移往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以此迎合仍為全球最

大的美國市場，是業者不得不考慮的關鍵點。再者，隨著歐美日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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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等重要市場已瀕難以成長的高滲透率天花板，南亞、東南亞及

其他新興國家一方面以市場潛力吸引品牌業者布局經銷通路，另一方

面則以在地製造、投資優惠來攏絡甚至威逼生產業者前往設廠生產。

因此，來自於美國政策的壓力結合寄望於新興市場需求的拉力，資通

訊供應鏈轉移正值其時。

以中國大陸為生產製造核心的商業模式受到上述眾多因素挑戰，

而這些挑戰迫使著資通訊生產製造產業不再以中國大陸為核心。世界

各國也注意到此趨勢逐漸發酵，因此順勢推出各種資通訊產業回流政

策，試圖藉此吸引本土或是海外資通訊大廠回國設廠。對於廠商而言，

不得不出走後加上政策回流優措施下，成功促成了眾多返國投資設廠

案例，以至於其他觀望的廠商或國家也紛紛跟進，進而共同湧起了

2020年新的產業回流政策潮流。

產業回流政策短期影響下，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鏈之生產製造的

模式將會順勢廠商外移逐漸改變，不再追求純粹以規模量產與組裝製

造為特色的資通訊硬體產業，也不再只以滿足基本就業為目標，而是

追求完整度更高與附加價值更高的資通訊版圖。產業回流政策長期影

響下，「G2」（Great 2）美中兩強抗衡格局，或將演變成「GX」（Great
X）多強爭霸。

其中，臺商回流氛圍逐步擴大。高附加價值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

業優先選擇返臺投資，主因在於我國勞動力成本與生產力成本仍相對

昂貴，因此返臺投資業者主要也以高階伺服器、網通、自行車、汽車

電子業者為大宗，此舉將有助於完善國內產業鏈，成為推動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提供更好的發展基礎，也能促進我國產業升級轉型，穩固我

國全球供應鏈關鍵地位。大量生產、勞力密集產業往新南向國家布局，

主因在於新南向的勞動力成本與生產力成本更具競爭優勢。中國大陸

產線主供中國大陸，龐大的內需仍將撐起一定市場規模，我國資通訊

產業仍將留守此商業機會。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擬探討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帶動全球供應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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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趨勢下，聚焦資通訊產業供應鏈轉移現況與重點國家產業發展政策，

探討我國資通訊產業未來全球布局策略與建議。

由於供應鏈正在重組，全球關鍵國家角色也在轉變中，例如中國

大陸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後，加上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世界工廠角色逐漸弱化，我國資通訊產業已採取更加分散化布局降低

風險；在實體清單寒蟬效應下，陸資品牌商供應體系開始降低對美系

供應商依賴，轉向更深依賴日韓臺系中間財供應商；東南亞區域承接

了部分中國大陸原有的製造能量，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更重要的生

產地位，同時當我國資通訊大廠擴大在東南亞設廠的同時，也更加積

極布局當地市場。

有鑑於此，擬透過「全球供應鏈重組下臺灣資通訊產業的國際合

作策略」計畫，結合國內重要學者與關鍵資通訊大廠之能量，持續探

討產業競合態勢、觀測全球政治局勢發展動態、試圖前瞻我國資通訊

產業的願景、協助我國資通訊產業布局次世代供應鏈體系、佔據各國

產業生態系中關鍵研發位置，並進一步擴大參與國際大廠之產業分工

體系，證明我國資通訊生態圈的影響力，也進而提升整體投資動能，

並據此提出可能發展方向，形塑出良好典範，實現經濟成長果實之目

標，本研究計畫將藉此提出重要參考，以研擬與提出政府與產業因應

之作法。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計畫將以美中貿易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環境變遷下，我國

資通訊產業發展需求為核心目標，擬透過次級資料與初級資料蒐集，

進行研究規劃。次級資料將涵蓋客觀經貿數據、國際政治經濟局勢、

產業供應鏈變動現況與重點國家產業發展政策，以建構全球供應鏈重

組之移動脈絡，掌握我國資通訊供應鏈潛在契機。初級資料將以重點

廠商與專家訪談，深入瞭解產業最新動態與未來發展需求及考量，更

精確瞄準供應鏈轉移議題，佐以次級資料研究結果，進行未來布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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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探討。研究方法分兩大主軸：

第一主軸透過次級資料蒐集匯聚出資通訊產業於供應鏈重組浪

潮下之重大影響議題與供應鏈轉移之未來契機。本計畫將透過客觀經

貿數據，羅列出重點影響之資通訊產業，並分析其影響範圍與程度；

即時追蹤國際政治經濟動態，以掌握影響產業布局之重大事件與趨勢；

觀察資通訊產業轉移之路徑與趨勢，了解供應鏈移動新落點之重點國

家與選擇因素，並同步追蹤影響供應鏈轉移之重要議題；進一步盤點

重點國家產業發展計畫、外資優惠政策等，探討重點國家的政策工具

對我國資通訊產業轉移之誘因與限制。最後，將各項次級資料研究結

果進行分析，建構現今美中貿易戰與疫情下，資通訊產業供應鏈移動

之樣貌與發展契機。

第二主軸將聚焦我國資通訊產業供應鏈轉移現況進行初級資料

蒐集。本計畫將訪談受全球供應鏈重組影響之廠商與相關專家，透過

訪談獲得之一手資訊，深入瞭解產業最新動態與供應鏈轉移之關鍵議

題，並針對關鍵議題進行即時性研究。根據初級資料，適時調整次級

資料關注方向與內容，以滾動式調整研究方向。

最終，透過雙主軸整合分析，探討我國資通訊產業未來全球布局

策略與建議，剖析我國面對國際政經情勢及產業分工趨勢，歸納分析

我國資通訊產業的因應之道，藉此提供政府及相關單位提早擬定對策，

及協助我國企業可事先預防準備，降低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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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圖 1-1、研究架構

一、緒論

二、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資通訊市場發展現況

三、全球供應鏈重組下，臺商在美、歐、日產業鏈合作現況

四、資通訊臺商在臺及全球布局展望

五、結論與建議



6

第二章、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下全

球資通訊市場發展現況

根據 WTO 統計，2020 年底全球累計已經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
（RTA）達 325個，其中約三分之一的 RTA在近廿年間形成，且 RTA
參與成員及規模有愈趨擴大之勢，各洲逐漸發展出巨型自由貿易協定，

並進一步有跨洲的趨勢。

以歷史最為悠久的歐盟為例，歐盟東擴後拓展至 27 個成員後，
與涵蓋俄羅斯與東歐、中亞國家的歐亞經濟聯盟（EAEU），及北歐、
西歐國家組成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等簽署協定，自 2012年
起積極與歐洲之外的國家簽署 RTA，如亞洲的韓國、中南美洲的哥倫
比亞及祕魯，同年 12月與英國達成 RTA、與中國大陸達成歐中全面
投資協定，總計歐盟已生效的 RTA便達 39個。不過，歐中全面投資
協定耗費逾 7年、30多回合談判，於 2020年底完成，但該協議必須
經由歐洲議會以及會員國批准才得以生效。而歐洲議會於 2021 年 5
月 20日以 599票贊成、30票反對、58票棄權通過凍結「歐中全面投
資協定」的討論，直至北京 3月間對歐洲官員實施的報復性制裁解除
為止。

另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為例，CPTPP共有 11
個成員，包含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越

南、汶萊、墨西哥、智利、秘魯。這項貿易協定於 2018 年底生效，
目前泰國、英國、菲律賓、印尼、哥倫比亞、韓國等都表達希望加入

的意願，呈現進一步相互連結擴大的趨勢。我國已於 2021年 9月以
「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義正式提出申請加入 CPTPP，而中國大
陸亦在同月申請加入。

對照 CPTPP 之發展，亞洲最受矚目則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 RCEP）的簽署，RCEP
整合了東協 4 個對外 FTA，有助於促進區域內貿易便捷化，於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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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進一步完成 RCEP之簽署，以東協為核心，連結東北亞與東
南亞，不過印度已於 2019年退出 RCEP。

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也帶動全球供應鏈重組。由過去追求成本

效益以及精密分工，轉變為強調產業安全優先的思維。特別是資通訊

產品，雖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已達成零關稅，但卻仍因突發事
件而斷鏈。基於此，在美國及日本帶動下，組成供應鏈聯盟，以彌補

現有貿易的不足，維持自主性及靭性。

第一節、國際經貿局勢發展變化

根據 IHS Markit於公布的數據來看，2020全球經濟衰退 3.6%，
一整年在疫情擴散全球，且部分地區疫情反覆升高的衝擊下，經貿活

動受到全面影響。因防疫而興起的零接觸商機，如遠距教學、線上會

議、網路購物、在家辦公、在家運動等，泛稱宅經濟則大行其道，成

為疫情之下的熱門產業。

先進國家的經濟表現（如圖 2-1），從 2019 年的成長 1.6%轉為
2020 年的衰退 4.6%，2021 年上半年再轉為成長 4.5%。美國從 2019
年的成長 2.2%轉為 2020 年的衰退 3.5%，2021 年上半年再轉為成長
5.7%，其經濟受疫情影響而上下震盪。歐盟從 2019年的成長 1.6%轉
為 2020年的衰退 6.2%，2021年上半年再轉為成長 3.9%。日本從 2019
年的成長 0.3%轉為 2020年的衰退 4.9%，2021 年上半年再轉為成長
6.6%，在疫情陰影壟罩下，順利舉辦東京奧運，但也延長實施緊急事
態宣言。

新興市場的經濟表現（如圖 2-1），從 2019 年的成長 4.0%轉為
2020年的衰退 1.7%，與先進國家比較，跌勢相對緩和，主因為最大
經濟體中國大陸經濟仍維持正成長，為 2.3%，東協十國則是從 2019
年的第成 5.9%轉為 2020年的衰退 4%。而在 2021年上半年，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中國大陸 GDP 成長率為 12.7%。出口與外貿持續成長，
惟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導致通貨膨脹情形，內需消費亦未恢復疫前

水準，亦有緊縮現象，而多數國際機構預測陸 2021 年 GDP 成長



8

8.3~9.4%之間，不過，近期中國大陸推出多個監管政策以及限電措施
影響，恐讓中國大陸 GDP成長有所下滑。

資料來源：IHS，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1、2019-2020年重點國家之經濟表現

一、美國

依據 2020年國際貿易情勢分析年報，美國 2020年經貿表現因疫
情蔓延而呈現衰退，上半年受創尤深，經政府提出大規模的紓困方案

後，下半年市場信心有所提振，經濟表現也隨之止跌回穩，然年底因

疫情復發，經濟動能又有所減弱。2020年美國貿易總額為 3兆 7,679.9
億美元，年減 9.0%；其中，出口額為 1兆 4,314.1億美元，年減 12.9%，
進口 2兆 3,365.8億美元，年減 6.4%（如圖 2-2）。

出口方面，2020年美國出口前 10大國家依序為加拿大、墨西哥、
中國大陸、日本、英國、德國、韓國、荷蘭、巴西及臺灣，我國由上

年第 13名上升至第 10名，其餘名次不變，合計前 10大國家占美國
出口總額比重為 65.3%。美國對前 10 大出口國家的成長率表現，受
到疫情干擾，除對中國大陸出口保持正成長 17.1%以外，其餘均呈現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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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方面，美國進口前 10 大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墨西哥、加
拿大、日本、德國、越南、韓國、瑞士、愛爾蘭及臺灣，另我國由上

年第 13名上升至第 10名，其餘名次相同，合計前 10大國家占美國
進口總額比重達 69.4%。美國自前 10 大進口國家的成長率表現，以
自瑞士進口年增 67.5%漲幅最高，其次為我國年增 11.4%。

臺美雙邊貿易部分，2020年貿易總額達909.2億美元，年增6.3%，
其中美國對我國出口 305.0億美元，年減 2.5%；自我國進口 604.3億
美元，年增 11.4%，主要是遠距商機熱絡，加以產能回流、轉單效應
持續發酵。

二、歐盟

依據2020年國際貿易情勢分析年報，2020年歐盟疫情反覆上升，
經貿活動大受衝擊，對外貿易結構也因而出現變化，中國大陸首次取

代美國，成為歐盟最重要的貿易夥伴。2020年歐盟整體的貿易總額為
4兆 1,617.3億美元，年減 8.6%；出口 2兆 2,067.8億美元，年減 7.4%；
進口 1兆 9,549.5億美元，年減 9.9%（如圖 2-2）。

出口方面，2020年歐盟前 10大主要出口國家依序為美國、英國、
中國大陸、瑞士、俄羅斯、土耳其、日本、挪威、韓國及加拿大，前

10大國家占歐盟出口總額比重達 66.8%。因英國脫歐於 2020年正式
生效，英國成為歐盟第 2大出口國；我國排名第 20名，與上年名次
一致。2020年歐盟對前 10大出口國家的成長率表現，加拿大與英國
跌幅較深，均下跌 11.2%，其次為日本年跌 9.6%。

進口方面，2020年歐盟前 10大主要進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
美國、英國、瑞士、俄羅斯、土耳其、日本、韓國、挪威及越南，前

10大國家占歐盟進口總額比重達 68.7%。我國排名第 12名，與上年
名次一致。

歐盟與我國的雙邊貿易部分，2020 年歐盟對我國貿易總額為
561.2億美元，年減 1.2%，其中出口 259.8億美元，年減 0.7%，主因
為我國 2019 年大規模採購半導體資本設備，使得比較基期偏高；進
口 301.4億美元，年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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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依據 2020年國際貿易情勢分析年報，2020年日本在疫情擴散下
經貿大環境氣氛低迷，經政府推出一系列振興景氣計畫後，衰退情勢

才有所緩和，但出口重點汽車產業又遭逢半導體晶片缺貨問題而被迫

部分停工，整體出口於前 11 個月均呈現下跌，至 12 月才恢復正成
長。2020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為 1兆 2,767.5億美元，年跌 10.5%；
出口 6,413.0 億美元，年跌 9.1%；進口 6,354.4 億美元，年跌 11.9%
（如圖 2-2）。

出口方面，日本前 10大出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美國、韓國、
臺灣、香港、泰國、新加坡、德國、越南及馬來西亞。我國排名日本

出口國家第 4名，維持上年相同名次。日本對前 10大出口國家的成
長率表現，中國大陸、越南與我國維持正成長，漲幅分別為 5.1%、
3.8%%及 3.3%；其餘國家呈現衰退，以美國與泰國跌幅最深，均達
15.4%。受到疫情擴散至全球的影響，日本出口至美國的汽車及其零
組件呈現較明顯的減少，但中國大陸、越南與我國由於防疫成效相對

穩定且復工時間較快，成為日本出口表現較佳的地區。

進口方面，日本前 10 大進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美國、澳大
利亞、臺灣、韓國、泰國、越南、德國、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前 10 大國家占日本進口總額合計比重 66.8%。疫情期間日
本進口需求陷入低迷，加上能源市場價量齊跌，進口排名與上年相比

變動較大，我國排名從上年第 6名上升至第 4名。

臺日雙邊貿易部分，2020年貿易總額為712.0億美元，年增1.9%，
其中日本對我國出口 444.2億美元，年增 3.3%，以電子零組件、基本
金屬及其製品等品項增加較明顯；自我國進口 267.8 億美元，年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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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HS，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2、2020年美歐日與我國的貿易往來現況

四、澳洲

澳洲 2020年經貿表現受到疫情影響，從連續擴張期走進 30年來
首度衰退，澳洲政府甚至預計 GDP將會衰退 3.75%。但第三季 及第
四季 分別成長 3.4%及 3.1%，優於市場的估計，主要是因為疫情受到
控制，以及即時且大規模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措施奏效。2020年澳洲貿
易總額為 6,690.7億澳幣，年減 6.05%；其中出口額為 3,641.3億澳幣，
年減 6.8%，進口額為 3,049.3億澳幣，年減 5.15%（如圖 2-2）。

澳洲 2020 年出口前十大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美
國、英國、新加坡、紐西蘭、印度、臺灣及香港，我國從前年第七名

下降至第九名，前十大出口地區及國家佔其出口總額比重為 81.5%。
除對新加坡與美國出口略為增加外，對前 10 大出口國家的出口額皆
呈現下降。

進口方面，澳洲進口前 10大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美國、日本、
泰國、德國、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紐西蘭及英國，我國為第 15
名，較前年下降一名。其中馬來西亞上升一名，韓國下降一名，其餘

排名無改變。2020年澳洲對各國進口額皆呈現下降，但對中國大陸的
進口額反而上升。前十大出口國家佔澳洲進口總額 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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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澳雙邊貿易在 2020年的貿易總額達 112.5億美元，年減 15.1%；
澳洲對我國出口 80.2億美元，年減 19.9%；從我國進口 32.3億美元，
年減 0.2% 。

五、中國大陸

依據 2020年國際貿易情勢分析年報，2020年初中國大陸對外貿
易表現因疫情而一度嚴重受挫，隨後疫情相對受控，同時歐美地區疫

情開始擴散並實施嚴格的隔離管制措施，因此出現轉至中國大陸等疫

情相對受控地區生產的替代效應，支撐中國大陸整體出口逆勢成長。

2020年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總額為 4兆 6,576.4億美元，年增 2.0%；出
口 2 兆 5,973.8 億美元，年增 4.0%；進口 2 兆 602.6 億美元，年減
0.4%（如圖 2-3）。

出口方面，2020年中國大陸前 10大主要出口國家依序為美國、
香港、日本、越南、韓國、德國、荷蘭、英國、印度及臺灣，前 10大
出口國家占中國大陸出口總額比重達 56.3%。我國排名第 10 名，較
上年名次維持一致，越南、荷蘭與英國名次均較上年上升 1名，印度
則下降 2名。中國大陸對前 10大出口國家的成長率表現，以對英國
與越南分別成長 16.7%與 16.5%漲幅較高，與疫情發展相關的貨品，
包括防疫醫療、宅經濟等市場呈現擴張。

進口方面，2020年中國大陸前 10大主要進口國家依序為臺灣、
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德國、巴西、越南、馬來西亞及俄羅

斯，前 10 大國家占中國大陸進口總額比重達 58.3%。我國排名從上
年第 2名上升為第 1名，韓國則從第 1名降為第 3名。中國大陸自前
10大進口國家的成長率表現，以越南成長 23.0%漲幅最高，其次為我
國年增 16.9%，美國年增 10.4%。

中國大陸與我國的雙邊貿易部分，2020 年中國大陸與我國貿易
總額達 2,622.1 億美元，年增 15.1%，兩地防疫成效相對穩定，在疫
情蔓延全球的大環境下，雙邊貿易表現突出；其中，中國大陸對我國

出口 601.6 億美元，年增 9.2%；自我國進口 2,020.5 億美元，年增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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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東協（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依據 2020年國際貿易情勢分析年報，2020年東協 6國經濟深受
疫情衝擊，除境內生產活動因疫情蔓延而受到限制外，與國際間經貿

人員往來亦為之緊縮，各國均提出景氣刺激計畫以為因應。從貿易面

來看，2020年東協 6國貿易總額為 2兆 6,384.2億美元，年減 5.5%，
其中出口金額達 1 兆 3,559.1 億美元，年減 2.5%；進口金額為 1 兆
2,825.1億美元，年減 8.4%（如圖 2-3）。

出口方面，2020年東協 6國前 10大主要出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
陸、美國、日本、香港、韓國、臺灣、印度、荷蘭、澳大利亞及德國，

前 10大國家占東協 6國出口整體比重達 61.9%。我國排名第 6名，
較上年名次上升一名。另一方面，對美國年增 15.1%漲幅最高，其次
對中國大陸年增 6.7%，包括越南的電子及其零組件產業，新加坡的
製藥業，以及泰國的食品業等表現較佳。

進口方面，2020年東協 6國前 10大主要進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
陸、日本、美國、韓國、臺灣、德國、印度、澳大利亞、法國及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前 10 大國家占東協 6 國進口整體比重達 61.4%。我
國排名第 5名，與上年名次相同。

東協 6 國與我國雙邊貿易部分，2020 年東協 6 國與我國貿易總
額為 1,252.2億美元，年增 4.4%，其中對我國出口 406.2億美元，年
增 0.8%；自我國進口 845.9億美元，年增 6.2%，明顯優於東協 6國
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貿易表現，主要是我國與東協 6國在電子
產業合作密切，因疫情而興起的宅經濟熱潮，有助於帶動雙邊在電子

零組件、資通訊等貨品的貿易往來。

七、印度

2020年新冠疫情印度疫情嚴重，成為全球第二高確診人數國家，
其經濟也嚴重受挫。2020 年 3 月印度政府實施全國封鎖，更衝擊民
間消費和投資生產。印度國家統計局於 2021年 6月公佈印度 2020財
年（2020年 4月至 2021年 3月）經濟成長為-7.3%，是印度 1947年
以來，經濟衰退最嚴重的一次。2020 年印度貿易總額為 6862.4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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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年減 12.9%；其中出口額為 2,918.1億美金，年減 6.88%，進口額
為 3,944.4億美金，年減 16.9%（如圖 2-3）。

資料來源：IHS，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3、2020年中國大陸、東協（6國）與我國的貿易往來現況

印度出口前 10大國家/地區依序為美國、中國大陸、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香港、孟加拉、韓國、新加坡、英國、德國、尼泊爾及荷蘭，

我國為第 37名，較前年下降三名。2020財年印度對各國出口額皆呈
現下降，但對中國大陸和孟加拉的出口額分別成長 27.54及 18.18%。
前十大出口國家/地區佔澳洲進口總額 50.59% 。

進口方面，印度進口前 10 大國家/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美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瑞士、沙烏地阿拉伯、香港、伊拉克、德國、新

加坡及南韓，我國為第 25 名，較前年上升三名。其中印尼掉出十名
之外，德國取而代之成為第九名。2020財年印度對各國進口額皆呈現
下滑，唯對瑞士的進口額反而上升 7.9%。而在中印邊境衝突之後，去
年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總額是 652億美元，比印度自第二大貿易夥伴
美國和第三大貿易夥伴阿聯的進口金額相加還多。前十大出口國家/
地區佔澳洲進口總額 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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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印雙邊貿易，2020年我國與印度貿易總額為 47.97億美元，占
我國對外貿易比重 0.76%，印度為我國第 15 大貿易夥伴。我國對印
度出口 25.95億美元，自印度進口 22.02億美元，享有 3.93億美元順
差。

第二節、全球資通訊市場發展現況

一、全球桌機市場

2020年全球桌上型電腦出貨量約 80,359千台，年成長率-14.3%，
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導致市場下滑的狀況明顯；預估 2021 年全球桌
上型電腦出貨量約 80,878千台（如圖 2-4所示）。2020年自農曆春節
期間新冠肺炎疫情開始逐漸擴大，中國大陸各省份宣布封城禁令，各

國也陸續祭出限制人員流動、關閉商店、禁止集會等手段。從供給面

來看，因零組件廠房多設於中國大陸進行生產製造，疫情衝擊之下影

響製造排程與缺料問題。需求方面，由於各國紛紛採取遠距在家工作、

線上學習、在家娛樂等對策，帶動消費用市場需求表現。然而桌機以

商用市場為主要客群，疫情期間企業辦公室大多呈現關閉狀態，2020
年商用市場出貨比重下滑至 66.8%，相較 2019年衰退 18.8%，加上消
費者大多選擇購買攜帶性較高的筆記型電腦產品，導致整體桌機市場

出貨表現衰退嚴重。

AIO桌機與電競桌機為 2020年在疫情期間逆勢成長的利基型產
品，2020年 AIO PC在整體桌機市場出貨占比首次站上 13.8%，由於
消費者在家時間拉長，對於想要擁有電腦使用上的便利性，同時保有

具彈性的桌上空間者，AIO桌機即提供了外型設計優勢。電競桌機部
分，2020 年出貨比重占整體桌機市場來到 9.4%，相較 2019 年成長
1.5%，各大品牌廠持續推出新品，受惠於宅經濟需求發威，人們的社
交活動型態改變，電競遊戲被當作是休閒娛樂、社交互動，帶動電競

桌機市場需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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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4、2017-2021年全球桌機市場規模

二、全球筆電市場

2020年全球筆記型電腦市場規模達 200,354千台，相較 2019年
成長 24.5%，占全球傳統個人電腦市場（不含平板電腦）比重約 71.4%。
2020 年全球筆電市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遠距辦公、遠距教
學、宅經濟等新生活型態影響，致使需求大幅成長。而在疫情仍未完

全控制的情況下，預估 2021年全球筆記型電腦市場規模達 239,846千
台（如圖 2-5所示）。

但資訊硬體產品的發展重點在滿足人類工作與學習型態的改變，

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緩解，遠距辦公與遠距教學持續發展之下，筆電

仍有成長空間。企業遠距上班而大量採購筆電；歐美日各國陸續出現

教育筆電政府標案，進一步拉抬需求。此情況有利於商用、教育筆電

廠商。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有效控制下，許多國家面臨封城、停班、

停課的措施，遠距上班、遠距上課、線上娛樂等措施影響下，遠距與

居家已成未來的習慣，因此在需求暢旺。但供給端部分，筆電製造商

深受缺料所苦，疫情導致海運、空運等貨物運輸大塞車造成供應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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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5、2017-2021年全球筆電市場規模

三、全球伺服器市場

全球伺服器市場規模在 2020 年達 12,423 千台，相較 2019 年成
長 2.7%；預估全球伺服器市場規模在 2021年達 13,030千台（如圖 2-
6所示）。2020年在疫情影響下，遠距上班成為常態，同時雲端運算、
影音串流及雲端遊戲等使用量大幅提升，促使資料的傳輸量迅速成長，

刺激資料中心布建需求，也同步帶動伺服器需求成長，因此伺服器市

場相較 2019年略為上漲。

未來在遠距上班，遠距教學，宅經濟的需求，不僅推動筆電出貨

量大幅成長，也帶動雲端產業的需求，雲端伺服器的展望同步看好。

而 5G與遠距應用成為兩大動能，資料傳輸加大，將促使企業用戶與
資料中心升級。不僅如此影音串流、雲端遊戲在宅經濟的刺激下，使

用量大幅提升，促進伺服器需求成長。展望 2021 年，在疫情恐持續
影響全球經濟表現下，預期企業客戶對伺服器等設備的資本支出將減

緩。不過也因遠距辦公、線上購物將成為生活新常態，進而持續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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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需求。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6、2017-2021年全球伺服器市場規模

四、全球智慧手機市場

2020年全球智慧手機市場規模約 1,240百萬支（如圖 2-7所示），
相較 2019 年下滑，全球主要市場美國、歐洲、印度的市況皆不佳，
在主要國家失業率大幅上升與民眾收入下降的情形下，消費力道仍難

以復甦，換機潮也隨著遞延。展望 2021 年，智慧手機全球出貨規模
預估 1,370百萬支，只是整體出貨預估總量仍相較 2019年來得下滑，
未能回到疫情前的出貨水平。其主要原因為疫情不穩定，確診人數在

進入秋冬季節可能再掀起一波擴散，各國封鎖限制再起，對經濟收入、

產品開發、新品發表擴散性等預期帶來負面影響。其次為關鍵晶片缺

貨，特別在 2021年初爆發 8吋晶圓廠產能滿載、車用電子晶片缺貨，
在多方應用晶片需求爭奪晶圓代工產能下，手機部分晶片也連帶受影

響。

不過，5G智慧手機預期仍為 2021年的正成長主因。其一動能來
自 5G電信服務啟動商用部署擴大；其二來自品牌業者祭出的舊換新
或分期付款方案，加上前五大智慧手機品牌皆在 2020 年布局 5G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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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有利於消費市場大幅轉向 5G機種的購買意願。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7、2017-2021全球智慧手機市場規模

五、全球半導體市場

2020 年全球 IC 總產值達 440,400 百萬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6.82 %。2020年在疫情、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供應鏈對半導體元件
的庫存需求拉升，導致晶圓製造產能滿載；供不應求的情況使得晶片

業者、代工業者、封測業者不斷拉升調整價格，推升半導體市場產值。

除了筆記型電腦延續 2020 年的強勁需求，5G、HPC 及車用晶片是
2021 年半導體業主要的成長動能。預估 2021 年全球 IC 總產值達
488,300 百萬美元（如圖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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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STS，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8、2017-2021全球半導體市場產值

2021 年半導體面臨更加劇的產能不足與排擠問題，供不應求從
晶圓代工延伸到封測，導致交期與價格拉高。而地緣政治的變化與新

冠肺炎疫情發展也快速推動新科技發展，2021 年 ICT 產業發展關鍵
仍有「AI」、「資安」與「通訊」三大領域，疫情催生各種遠距、低接
觸的應用需求，促進 AIoT技術更普及，同時帶來資安疑慮，進而驅
動資安新技術與應用加速發展；通訊產業須持續關注 5G及專網發展。
對於疫情帶來新商業模式的可能性，企業如何建構營運韌性與數位能

力，並且掌握創新機會及培養未來所需人才，是企業是否能在疫後贏

得新局的關鍵。長期而言，半導體產能成為各國戰略物資已經成為大

趨勢，新建產能在配套的基礎設施，以及與上下游產業供應鏈的配合

之下，可望形成新的半導體產業聚落，改變全球供需分布。

第三節、全球供應鏈重組

一、臺商回流氛圍逐步擴大

從海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可以觀測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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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對於各國的供應鏈布局動向，根據經濟部投審會，2016年開始 FDI
開始成長，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甚至達到歷史新高的 114億美元。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9、2008-2020年海外直接投資我國金額

科技領導大國相繼施行回流政策，例如美國、中國大陸、歐盟等，

加快了整個供應鏈的重組。以半導體產業為例，我國的台積電擴大我

國本地產能、韓國的 SK Hynix 遷回南韓投資、日本的 ROHM
Semiconductor 開始規劃將產線從中國大陸移回日本；以電子製造為
例，我國的鴻海、英業達、緯創、廣達、和碩等相繼投資我國並將產

能移往東南亞、Sharp 則是前往泰國與越南投資、韓國的三星則逐步
將生產產能搬遷至越南；其他產業方面，iRobot投資馬來西亞、Philip
將呼吸器生產轉移至中南美洲、Ricoh將中國大陸的高階多功能事務
機移往泰國生產。

面對此局勢下，我國資通訊供應鏈短期內預估將靈活調整海內外

產能及供應商為主要對策。若以長期來看，將會則以分散風險、全球

布局或貼近歐美市場就近設廠等方式因應，且我國因產業供應鏈較為

完整成為在陸臺商調整布局之首選。以此推論出發，大致上會有幾種

發展情境，高附加價值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優先選擇返臺投資，主

因在於我國勞動力成本與生產力成本仍相對昂貴，因此返臺投資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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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也以高階伺服器、網通、自行車、汽車電子業者為大宗，此舉將

有助於完善國內產業鏈，成為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提供更好的發展

基礎，也能促進我國產業升級轉型，穩固我國全球供應鏈關鍵地位。

而中低階產品並需要大量生產、勞力密集的產品則往新南向國家布局，

主因在於新南向的勞動力成本與生產力成本更具競爭優勢。但 2021
年 5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卻讓越南工廠停工數月，迫使我資通訊廠商將
產能移往中國大陸或墨西哥生產，有些資通訊代工大廠在大陸的生產

線還因此處於滿載狀態。但 2021年 9月中國大陸實施限電措施，若
限電措施延續數月，恐再次對中國大陸的供應鏈產生衝擊，並考驗我

資通訊廠商的供應鏈韌性。

美中貿易摩擦後，我國政府隨即支持臺商回流政策，3大方案包
含「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目標為臺商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帶動我國整體經濟發展。3大方案試圖解決回流的「五缺」議題（缺
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同步縮短行政流程，並由政府支付

委辦手續費，鼓勵我國銀行提供貸款資金，預估可新增 1兆 3,500億
元投資，創造 3兆 2,100億元產值及 11萬 8千個就業機會。

關於「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方面，對象為受美中貿易戰

衝擊，赴中國大陸投資 2年以上的臺商，且製造業的產線需具備智慧
元素。條件有屬符合 5+2產業創新領域、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
件產業、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自有品牌國際行銷、國家重要產業政

策等條件之一者。貸款額度則是由國發基金匡列，從 200億元上調至
5,000億元。

至於政府支付銀行手續費，對中小企業維持 1.5％；對非中小企
業則從 1.5％，調整為 20億元以內 0.5％、20至 100億元 0.3％、逾
100億元 0.1％，期限從 10年縮短至 5年。終極目標是 3年創造 1兆
元投資、9萬個工作機會。目前的成果 176家廠商通過審查，投資金
額逾 7,232億元，預估可創造 5萬 9,703個就業機會。

關於相關配套措施，總共推行了兩大機制：調整外加就業安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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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附加外勞數額與法令鬆綁。行政院已核定在維持外勞核配比例 40
％上限內，在現有外勞 3K5級制基礎下，針對回臺投資臺商的「額外
再附加」機制由 10％調增至 15％，雇主需繳交每名外勞每月就業安
定費 9,000元，此外也通過擴大適用「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
增加工業用地供給，同時延長《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措施 10年，
確保臺商回流後產業持續且穩定的投資環境，搭配《境外資金匯回管

理運用及課稅條例》將有助引導資金投資實體產業、創投事業及金融

市場。

進一步觀察臺商回流情況，根據信義全球資產統計，臺商回臺設

廠比重中 70%為科技業，其他是傳統產業及生技產業，投資地點方面
主要以具備雙港優勢的桃園及臺中為大宗，此外臺南因土地取得成本

較上述兩者低，也成為臺商回流選擇投資關注焦點。

我國目前已成功推動許多回流政策獲得回響，預估總投資金額超

過新臺幣 1兆 1,092億元，同時創造了我國就業人口逾 91,286人口。
「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統計 200 家企業合作、吸引新臺幣
7,865億元、創造 65,094個就業機會，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
案統計 85家企業合作、吸引新臺幣 1,678億元、創造 12,644個就業
機會，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統計 365家企業、吸引新臺幣 1,550
億元、創造 15,121個就業機會等。截至 2021年 4月總投資金額約 1
兆 2,165億元新臺幣。值得關注的是，雖然臺廠的中國大陸生產製造
比重不斷下滑，然而卻不可能全部移出中國大陸，除了中國大陸具備

高完整度的產業鏈之外，中國大陸倡導並制定眾多標準也是其中的原

因。

二、美中科技戰刺激中國大陸加快自主化

中國大陸過去 40 餘年改革開放帶來經濟快速成長，成為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促使社會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中國大陸面對

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

產業變革亦在發展中。而新的五年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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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於 2020年 3月 5-11日
中國大陸舉辦的「兩會」通過，中國大陸將依據規劃推動經濟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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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並擬定相關政策。

其中，「十四五」時期並沒有列出 GDP的成長目標，僅要求保持
合理區間。為了能夠同時進行結構性調整以及強化創新能力，要求全

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加 7％以上，高價值專利件數比例成長一倍
等目標，另外訂下數位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要占 GDP 的一成，進而
帶動產業升級及現代化，以及「十四五」規劃設定要在未來 5年期間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至 65％。

一如過往，「十四五」規劃仍將「創新」放在中國大陸現代化的

核心地位，並以科技自主作為發展的戰略支撐。而中國大陸未來在科

技創新布局上，將率先在人工智慧、量子資訊、半導體、生技、腦科

學等前沿科技領域取得突破，以集中資源的方式解決迫切需求。同時，

將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大城市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並

用更優惠的稅收政策，來激發企業在科研經費上的提高，以及帶動科

技型中小企業有更多創新。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10、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科技自主

「十四五」期間將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強調建設新型基礎設施以

發展關鍵科技，掌握安全可靠的產業鏈。在重點領域布局，加快科技

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突破產業發展之基礎瓶頸；完善中國大陸供應

鏈體系，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並鼓勵產業鏈軟硬體供應鏈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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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強化產業鏈抗風險能力。以及推動國際產業安全合作、供應鏈多

元化，並加快打造 5G、半導體、工業互聯網、人工智慧與智慧網聯
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級醫療裝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鏈，並統

籌推進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十四五」規劃新增「數字中國」篇，其規劃內容主要包含打造

數位經濟新優勢、加快數位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位政府建設水準、

營造良好數位生態四大章節。核心方針為數位產業化與產業數位化並

駕齊驅，數位產業化包含了雲運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

區塊鏈、人工智慧、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等 7大重點產業，。產業數
位化包含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製造、智慧農業及水利、智慧教

育、智慧醫療、智慧文旅、智慧社區、智慧家居、智慧政務等 10 大
應用場域。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2-11、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數字中國」

在推動經濟的成長動能，則確立「十四五」時期將以「國內大循

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濟發展策略。其中「內循環」的

目標是提振境內的需求以確保經濟的穩定度，希望以消費、市場和企

業作為中國大陸成長的主要驅動力，並在重點研發領域投入大量的資

金，降低對於國外企業、技術和市場的依賴。「雙循環」中擴大對外

開放是重要戰略基礎，透過本土市場與國際循環，互相促進的良性關

係，尤其加強國際貿易以及引進外資為主要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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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美中貿易戰與「卡脖子」困境後，中國大陸「十四五」規

劃加重在產業布局的力道，並首次提出「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

與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將基於「十三五」時期建設的產業現代

化體系，聚焦發展可控與關鍵的產業新優勢。

在產業基礎部分，除了延續「十三五」時期之基礎零組件、基礎

工藝、基礎材料、產業技術基礎等產業發展之「四基」瓶頸，首次將

軟體納入須突破之產業基礎瓶頸。除此之外，由中央提出針對首次採

用設備、材料與軟體等示範應用進行激勵和風險補償機制，將前期採

用之企業風險成本轉移予政府，該機制被視為透過降低企業成本，以

提高產業供應鏈本土化程度之策略。由此可看出，中國大陸將更全面

性進行軟硬整合，積極加深製造業基礎技術能量，將產業應用場域視

為科技自主後實踐之處，更連貫性帶動從科技至產業的自主發展。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MIC，2021年 9月

圖 2-12、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重點產業

在產業鏈部分，「十四五」規劃提出產業精準分工，進行供應鏈

合作戰略，並重點提出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

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中國大陸等，為首次獨立針對產業鏈安全議題提

出規劃。中國大陸將以自培可控供應鏈、掌握關鍵環節等策略，創造

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由此可看出，在經歷美中戰的科技困局下，

中國大陸將供應鏈的風險安全議題提升至中央層級。

在產業發展部分，提出以智慧化優化製造業、以關鍵技術培育戰

略性新興產業兩大策略。製造業優化升級延續「十三五」規劃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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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產業創新發展，主要包括半導體、航空航天、船舶與海洋工程裝

備、機器人、先進軌道交通裝備、先進電力裝備、工程機械、高端數

控機床、醫藥及醫療設備等。值得關注的是，半導體原屬「十三五」

規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於「十四五」規劃被劃入重點先進製造產業。

半導體的快速成長，中國大陸在其發展不遺餘力，美中戰持續延燒下，

半導體依然是「十四五」時期成為發展關鍵。戰略性新興產業則延續

「十三五」規劃重申聚焦新一代資通訊技術、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等，

並以產業群聚發展策略，透過生態圈創建擴大整體產業鏈。

表 2-1、中國大陸「十三五」與「十四五」重要產業類別比較

「十三五」規劃 「十四五」規劃

戰略性新興

產業鏈

先進半導體、機器人、增材製

造、智慧系統、新一代航空裝

備、空間技術綜合服務系統、

智慧交通、精準醫療、高效儲

能與分散式能源系統、智慧材

料、高效節能環保、虛擬實境

新一代資通訊技術、生物技

術、新能源、新材料、高階裝

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

及航空航太、海洋裝備

先進製造產

業創新發展

航空航太、船舶與海洋工程裝

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高階

數控機床、機器人、現代農機

裝備、高效能醫療設備、先進

化工成套裝備、

半導體、航空航太、船舶與海

洋工程裝備、機器人、先進軌

道交通裝備、先進電力裝備、

工程機械、高階數控機床、醫

藥及醫療設備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MIC整理，2021年 9月

除前述建立「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及建設「數字中國」外，

在經營環境面，備受外資關注的相關法令是「網路安全法」與「數據

安全法」，將是外資面臨監管的法源依據。

「網路安全法」主要是針對「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運營商」所採購

的網路產品和服務進行國家安全審查；同時也包括限制數據的跨境傳

輸，來自中國大陸的數據必須儲存在中國大陸境內。因此只要國務院

認定與國家安全事件或違反社會公共秩序有關，就有權可限制。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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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監管事件來看，在影響的持續性及涉及範圍程度，將會是以與網

路相關的企業與產業為主。

而除了「網路安全法」的擬定與施行外，另外更需要關注的是 2021

年 6月通過的「數據安全法」。依據法案的內文來看，其範圍包括數

據資料的「收集、儲存、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部分。

也禁止在未經中國大陸主管部門事先批准的情況下，不得將儲存在中

國大陸境內的資料提供給任何外國司法或執法機構。顯示「數據安全

法」以不分企業形態和類型的方式要求相關者遵守法令。

尤有甚者，中國大陸將有對外資企業的長臂管轄權。從影響最大

的「網路安全法」與「數據安全法」來看，除了要注意到的成本增加、

資訊外洩外，還有就是「長臂管轄問題」。依據「網路安全法」的規

定來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商在中國大陸境內儲存個人資訊

和重要商業數據，必須要向安全機構提供「技術支持」，以及通過國

家安全審查。其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包括能源、交通、金融、公

共通訊等領域，同時也限制境外司法機構取用在中國大陸儲存的數據。

在「數據安全法」部分，對於中國大陸境外的組織、個人開展數

據活動時，損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有危於其公民、組

織合法權益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而這也可能是因為過去美國川

普政府時期，中國大陸無法就美國針對中國大陸企業進行管制與制裁

採取反制行動。但數據安全法實施後，中國大陸始得法源依據擁有長

臂管轄權。

三、我國資通訊廠商持續因應新政經情勢及後疫情時代，積極進行

全球布局，強化供應鏈韌性

檢視美中貿易戰引發點之一，在於美國視「中國製造 2025」政策
讓中國大陸企業具備不公平競爭的優勢，同時促使竊取美國科技的技

術機密案件發生，進而撼動美國企業的主導地位。如今制定標準或將

根本性的影響美國科技業未來發展的趨勢，尤其是當中國大陸定義的

科技標準越來越多，科技產業就更受制於中國大陸。新美國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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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也警示科技標準將讓特定
企業受益與受害。因此，一旦制定標準公布，美國或將跟進做出對應

措施，可能再度引發美國與中國大陸新的科技產業紛爭。

雖然目前科技標準制定仍位於初期階段，但龐大的中國大陸內需

市場，讓中國大陸企業備足發展自主技術標準的機會，正在積極推動

的「一帶一路」政策同時提供了中國大陸技術標準輸出國際的契機。

因此，制定標準的影響可能從近期即開始發酵。我國身處科技代工產

業鏈的中間環節，勢必得因應全球標準複雜化的時代，而標準複雜化

也將帶來各項營運成本的耗損，徒增我國科技產業發展的阻礙。

另外，美國針對過去「中國製造 2025」發展的產業，進而提出加
徵關稅清單時，我國也因此受到直接負面衝擊。隨著未來更聚焦科技

自主化的「十四五」規劃，我國代工大廠紛紛調度全球產能，已將未

來面對衝擊的風險與影響降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中科技戰若逐

漸轉移到產業標準及系統生態圈，屆時我國業者或將面臨不只關稅影

響的成本議題，甚至是雙方迫使我國能否正常接單的代工議題，從而

動搖我國科技產業的國際立足模式。我國業者如何維持與各國良好的

生產製造夥伴，同時確保自身的不可取代性，或將因制定標準的上路

而必須提早因應。

關於我國資通訊硬體廠商因應方面，多以鄰近的新南向國家為主

要考慮據點，原因是鄰近中國大陸便於連接零組件供應鏈、外派人員

於當地駐點亦較容易且成本較低。相較於中國大陸生產聚落已形成群

聚效應，我國資通訊廠商在東協國家仍各自為政而並未形成群聚效應，

尤其主要大廠在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之布局規模不一，難以帶動上

游零組件產業前往聚集形成完整聚落，或可透過跨國貿易等方式補足

各國產業鏈缺口而達到互補的效果。

以各區域角度來觀察，在新加坡方面，聯電設有 12 吋晶圓廠、
台積電則與飛利浦設立 8吋晶圓廠，兩者皆是考慮當時新加坡獎勵半
導體政策補助而建造，目前與我國最先進製程技術已有明顯差異；而

日月光亦配合設有封裝測試產線。在越南方面，除利用當地廉價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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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廠房以外，亦因美中衝突且具鄰近中國大陸等優勢而吸引海內外廠

商加大越南布局。

鴻海、仁寶、和碩皆在越南設有手機組裝產線，仁寶則另有網通

設備、電腦周邊和少數筆電在越南組裝生產，正文、智易、仲琦及建

漢等網通廠、工業電腦廠樺漢亦在設有組裝產線。網通天線廠啟碁、

被動元件廠奇力新、聲學元件廠東科及觸控面板廠勝華皆在越南廠設

有模組或零組件生產線。在印尼方面，和碩在巴淡島生產微型阻斷器

等網通零件，大毅在勿加泗設廠生產網通用被動元件，華冠之前亦在

勿加泗設廠組裝生產 Acer, Motorola, Sony等客戶低階手機。

在馬來西亞方面，鴻海於古來柔佛州生產手機機殼，緯創於雪蘭

莪州組裝 Dell、聯想、宏碁、華碩、HP 等客戶之物聯網網通產品，
英業達則於檳城為小米、華為和夏普生產智慧手機、穿戴裝置等產品。

被動元件廠如國巨、華新科、大毅、旺詮、智寶及千如亦在古來柔佛

州、雪蘭莪州、檳州等地設生產線，日月光亦有在檳州設置封裝組裝

產線。在泰國方面，廣達於 2019 年在春武里府新購廠房，預計組裝
生產新興智慧產品。

被動元件廠加高、金山、印刷電路板廠敬鵬、聲學元件廠美律亦

在泰國設生產線，分散在拉差武里府、曼谷市、羅永府等地。在菲律

賓方面，緯創於蘇比克灣原本有廠房，但目前以協助 Dell、 HP、聯
想、宏碁作客服中心等業務；中磊則是在內湖省設有網通交換器組裝

生產線；相機鏡頭廠亞光於馬尼拉大都會區設瞄準器零組件生產線。

除了新南向國家，臺廠在拉丁美洲布局方面，其中以墨西哥受北

美市場之地緣因素助益，但受限人工等營運成本，仍以體積較大且易

組裝的桌機和伺服器為主。目前有鴻海、英業達、緯創及和碩在墨西

哥奇瓦瓦州華雷斯（Juarez）建組裝廠，主要生產桌上型電腦、伺服
器及手機等資訊產品以就近供應美國市場。另外，事欣科、樺漢等工

業電腦廠商亦在墨西哥設有組裝廠，一樣是供給北美市場。

巴西則是以南美洲市場需求為主，較不受美中衝突影響。關稅仍

是影響資通訊產品在拉丁美洲擴建產線的主要影響因素。主要有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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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聖保羅州建置手機組裝廠，服務 Apple 組裝 iPhone XR 與 iPhone
SE 等部分低階產品以藉此降低在當地市場的銷售價格；仁寶亦於聖
保羅州建置手機組裝廠，以配合 Apple在南美洲業務。

鴻海旗下 Foxconn Brasil亦在瑪瑙斯（Manaus）負責生產機殼、
內構件等金屬件或塑膠件製品，以便就近供應巴西組裝產線。相較於

東南亞地區鄰近較具完整供應鏈的中國大陸而言，中南美洲供應鏈完

整度仍不夠完善。

綜合上述的各廠商次世代供應鏈模式發展，除了被動式的防堵本

國企業遭到外國企業控制外，也有主動式的吸引中國大陸的製造產業

能量。由於美中兩國短期內關係難見曙光，因此可以預期製造產業的

全球化趨勢已勢不可擋，而在各國優先鞏固自有供應鏈的前提下，供

應鏈將會更加的彈性與分散，背後則是政府大力扶植的結果，進而呈

現出新的「短鏈效應」。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2-13、我國資通訊重點廠商近期國際布局動向

第四節、小結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促使全球大舉封鎖邊境，來限制國
際經貿與人員的流動，避免病毒的國際傳播，進而衝擊了各國經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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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活動；而同時各國也為了避免境內的快速擴散以及醫療量能的崩

潰，因而限制了人民的活動，相關封城措施，導致人民必須長期居家

上班與上學，進而觸發更多數位轉型的需求。

美中貿易戰讓企業深思產業鏈的彈性布局，而 2019 年底時美中
看似和緩之際，國際大廠也就此和緩跡象，將產業鏈調整之急迫性亦

有所趨緩。但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斷鏈問題，再次讓企業省
思產業鏈國際布局的重要性，特別是因疫情後續觸動的各項缺晶片、

缺料、缺櫃等問題；再加上拜登上任後，也展現出中國大陸科技產業

崛起是美國強大的競爭對手的態度，全球已逐漸形成「一個世界，兩

套系統」所導致的雙供應鏈體系。

所謂雙供應鏈體系，其中之一類，是以美加英日澳印度為主要市

場者，強調國安、資安及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體系。例如，美國、日本、

印度及澳洲元首 9月 24日首度在白宮舉行面對面「四方安全對話」
（Quad）峰會，就乾淨能源、半導體、5G通訊等領域，打造具有彈
性、多元性或高度安全性的供應鏈。

另一類是以中俄東南亞為主要市場，強調技術、設備自主及去美

國化的供應鏈體系。原本歐盟與中國大陸在 2020年 12月 30日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訊與歐盟領導人及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

統馬克宏，共同宣布完成《歐中全面投資協定》（CAI）談判。但歐洲
議會 9月 16日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了「新歐中戰略報告」。報告一方面
肯定了歐中關係的戰略重要性，建議歐洲在氣候變化等領域與中國大

陸合作。另一方面譴責中國大陸打壓新疆等地的「人權」，並明確表

示，在中國取消對歐洲議會議員和歐盟機構的制裁之前，《歐中全面

投資協定》的批准程序無法開始。因此，歐洲議會制定與中國大陸接

觸之新戰略的六個方向，分別為合作應對全球挑戰、重視國際規則和

人權、識別風險和脆弱性、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建立夥伴關係、培養戰

略自主權、捍衛歐洲的利益和價值觀。

為因應雙供應鏈體系，臺商大都採「左右逢源」策略，做好供應

鏈分流布局，即以迅速反應（Ouick Follow）及彈性生產為策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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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最大利益，將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炎疫情化危機為轉機，轉變美

中科技戰為轉單效應的長多格局。因此國際大廠在面對美中貿易戰、

新冠肺炎疫情與中國大陸限電措施的影響下，強化供應鏈韌性的國際

布局已是趨勢。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2-14、全球供應鏈重組且雙供應鏈體系成形

臺商除國際布局外，2020 年因疫情而衍生的重要改變即是數位
轉型。而突如其來的數位轉型需求讓原本預期 3~5年後才會發生的情
境加速實現，因而造成在資通訊產業的改變，其中包括世界各國對資

通訊產品的需求大幅提高。而相對於歐美，亞洲區域在疫情控制較佳，

因此在產業與經濟的相關活動可以有較大的發揮，也因此可以看到歐

美等國家對我國、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的貿易是成長的，特別我國資

通訊產業更是成為全球重要產品與零組件製造與生產關鍵角色。

整體而言，臺商為因應雙供應鏈體系，大都未縮減中國大陸的產

線及產能。而新增的海外訂單，則透過全球布局及分散風險策略，紛

紛擴增東南亞、東歐、中南美洲的產能。因此，這次訪查資通訊廠商

的結果，中國大陸的產能約佔整體 70%，非中國大陸產能約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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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缺晶片、缺料、缺櫃等問題未解，再加上東南亞之新冠肺炎疫

情逐漸嚴峻，所導致工廠停工，臺商正考慮將部份產能移回中國大陸

生產，尤其某些資通訊代工大廠在大陸的生產線還因此處於滿載狀態。

但 2021年 9月中國大陸實施限電措施，若限電措施延續數月之久，
恐再次對中國大陸的供應鏈產生衝擊。疫情加上限電措施是否對全球

供應鏈的移動再次造成影響？值得後續追蹤。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因變種病毒而在各國反覆爆發或無法有效控

制，要回到疫前的生活習性短期已不可能，因此數位轉型在各國仍會

持續，對於資通訊產品的需求短期內應不會大幅降低。加上近期疫情

的爆發多具有生產基地角色為主的亞洲國家，恐再讓產業鏈的國際布

局增添變數。不過，就 2020 年來看，國際產業鏈的部分需再考量美
中競合的因素，中國大陸在 2021 年公布「十四五」規劃，強調科技
自主，2021年 9月中國大陸正式申請加入 CPTPP，而且 RCEP預計
在 2021 年底正式生效，再再顯示中國大陸在國際展現領導地位的角
色；而美國在拜登上任後，逐步完成因應中國大陸崛起的多項重要法

案，亦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競爭益趨白熱化。

展望未來，拜登政府仍將延續美中科技戰，雙方科技產業出現脫

鉤，導致下世代技術不排除出現多元生態系與產業標準，而臺商將依

市場決定技術發展方向。我國廠商單純遵循「國際標準」制訂的大方

向靠攏，未來真有中、西方分歧的標準規格，推測我國發展仍是往歐

美主導之全球標準靠攏（尤其是政府主導的技術發展）。

若依市場需求觀察，臺商目前都很重視美中兩大市場，且依據客

戶要求，已做好供應鏈分流布局，即以迅速反應（Ouick Follow）及
彈性生產為策略，兼顧雙供應鏈體系並強化供應鏈的韌性。這項優勢

也是日商和韓商所羨慕的，因為美中都是臺灣資通訊廠商的重要市場，

無法顧此失彼，面對美中科技戰，臺商應採「左右逢源」策略，盤點

產業技術來源與市場布局狀況，既要成為美國供應鏈安全的一環，同

時保有現有中國大陸供應鏈體系及市場，以降低企業未來的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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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全球供應鏈重組下，臺商在美、

歐、日產業鏈合作現況

第一節、我國資通訊產業布局概況

我國資通訊產業在過去多年的經營與努力下，奠定了深厚的科技

資源與技術能量，逐步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供應鏈，並發展出多項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成為世界的佼佼者。根據經濟部 ITIS 計畫公布
的「2020年全球前三大的臺灣產品」，依產業產值市占率所作的排名，
我國有 10 項產品名列全球第一，包括：主機板（全球市占 88.2%）
筆記型電腦（全球市占 81.1%）、Cable CPE（全球市占 79.6%）、晶圓
代工（全球市占 77.61%）、WLAN（全球市占 72.3%）、IC 封測（全
球市占 57.72%）、DSL CPE（全球市占 56.39%）、PND（全球市占
53.13%）、桌上型電腦（全球市占 31.1%）以及電路板（全球市占
30.24%）。另有 7項產品排名世界第二，包括：銅箔基板、IC載板、
大型 TFT-LCD面板、中小型 TFT-LCD面板、矽晶圓、伺服器以及 IC
設計。而在若產值市佔全球第一的產品中，若不含海外生產之我國產

品或產業，其資通訊產值依然佔有全球第一市佔率的主要有矽晶圓，

20.21%，晶圓代工 73.73%，以及 IC封測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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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數字為代表台灣廠商生產之產品的產值占全球產值的百分比（產品含海外

生產）。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ITIS智網，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1、臺灣產業/產品佔全球市值第一之資通訊產品

一、我國資訊產業產銷現況

1. 桌機產業

2020年我國桌上型電腦產量達 42,782千台，年成長率為-14.1%，
受新冠肺炎疫情攪局衝擊整體桌機市場出貨表現；2020 年我國桌上
型電腦產量達 43,346千台（如圖 3-2所示），年成長率為 1.3%。2020
年桌上型電腦產業，因疫情期間大多數企業辦公室保持關閉狀態並實

施居家辦公措施，導致企業將原本計劃更換桌機的預算改由購買攜帶

性較高的筆電產品。但可以注意到的是，由於消費者僅能待在家中之

故，反倒微幅提升桌機在消費用市場表現，而非在只商用市場，其中

主要包括 AIO桌機與電競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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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方面，2020 年我國桌上型電腦產值約 11,556百萬美元，年
衰退率約 12.6%；推估 2021年我國桌上型電腦產值約 11,846百萬美
元（如圖 3-3所示），年成長率約 2.5%。剖析產值下滑的原因，除了
當年度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讓產量下滑之外，海運缺船、缺櫃導致產品

運送排程受阻、原物料嚴重供應不足等負面因素。而美中貿易衝突與

科技競爭亦會持續進行，因此在美中關係變化與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

響的發展態勢下，全球斷鏈與短鏈局勢下，將迫使業者紛紛將供應鏈

生產基地移轉以及商品售價調升，進而影響消費端購買力。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2017-2021年臺灣桌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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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3、2017-2021年臺灣桌機產值

2020年我國桌上型電腦出貨地區以中國大陸的 27.5%最多，不過
中國大陸於 2019年 12月下令 3年內公部門 PC全部換用本土生產計
畫，預計於 2022 年底完成，因此中國大陸品牌朝提高自製率以及委
託中國大陸本地業者代工布局。北美地區是我國桌機第二大出貨地區，

2020 年疫情期間大多數企業辦公室保持關閉狀態並實施居家辦公措
施，導致企業將原本計劃更換桌機的預算改由購買攜帶性較高的筆電

產品，尤以疫情嚴重的北美地區更為明顯，致使出貨占比較 2019 年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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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4、2020年臺灣桌機出貨地區占比

桌機產業發展極度成熟，因商用換機潮才會出現止跌跡象。然而

近幾年來桌機部分需求轉移至筆電及攜帶式裝置，致使桌機產業逐年

萎縮。我國桌機以代工為主，持續以提高毛利為目標，精進高技術門

檻產品的製作能力，例如：電競桌機、商用桌機、AIO、創作者應用
等。

2. 筆電產業

我國筆記型電腦產業 2020 年出貨量為 163,413 千台，成長率達
26.5%；預估我國筆記型電腦產業 2021年出貨量為 194,036千台（如
圖 3-5所示），成長率達 18.7%。在新冠肺炎疫情剛爆發之際，中國
大陸工廠無法於農曆春節後順利開工，因而使筆電生產受到衝擊，我

國業者出貨量顯著衰退，所幸第二季工廠作業恢復正常。但新冠肺炎

疫情雖致使世界各國採取積極的人流管控及封境措施，然而管制措施

的限制，激發遠距商機，筆電因便於攜帶、運算效能佳，成為了遠距

上班、遠距上課以及線上娛樂的首選工具，出貨量呈現每季節節上升

的盛況，也因而帶動 2020 年我國筆電出貨大幅增長的情況。不過，
筆記型電腦產業仍由國際品牌業者主導，以 HP、Dell、Lenovo 為首
的態勢不變，我國代工業者與各國際品牌商合作關係穩固，前五大代

工廠為仁寶、廣達、緯創、英業達及和碩，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

我國業者擁有彈性調配生產地點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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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5、2017-2021年臺灣筆電產量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6、2017-2021年臺灣筆電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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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筆記型電腦區域市場出貨方面，北美地區在疫情推動居家

上班、線上上課等宅經濟需求下，帶動 HP及 Dell等兩大美國品牌出
貨，連帶提升我國業者北美出貨量。西歐市場近年則因 Lenovo競爭，
致使我國業者在西歐地區的出貨量呈現下滑。

日本市場則受惠 Chromebook教育標案的釋出，不僅讓日本市場
的筆電出貨大幅上升，更因此使得 Chromebook主力代工的我國業者
獲取龐大的訂單。至於中國大陸市場長期以 Lenovo、華為、小米等陸
系品牌占據大部分的市占，在美中貿易糾紛下，華為積極布建高階手

機以外的產品，筆電正是其中一項，華為筆電市場的成長同時也讓我

國對中國大陸的出貨量小幅成長。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7、2020年臺灣筆電出貨地區

3. 伺服器產業

檢視我國廠商伺服器出貨型態，2020 年我國伺服器主機板出貨
占比與 2019 年相差不大，達到 54.8%，系統及準系統出貨占比則為
45.2%。將主機板出貨給其他國家的組裝廠進行代工仍為我國廠商重
要的營業模式，而為適應雲端資料中心的需求，許多廠商也會以系統

或準系統的方式進行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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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8 與 3-9 所示，2020 年伺服器主機板出貨而言，較 2019
年上升 3.7%，達 5,402千片。以系統及準系統出貨而言，較 2019年
上升 3.2%，達 4,447千台，主機板與系統及準系統均表現成長，進一
步分析，我國伺服器產業在 2020 年仍持續成長，主因為雲端運算、
資料中心需求的提升。

2020年 5G與遠距應用成為兩大成長動能，資料傳輸加大將促使
企業用戶與資料中心升級，隨著遠距成為常態，全球伺服器 2020 年
出貨成長率約為 2.7%。展望 2021年，Intel新品換機潮成長，以及 5G
滲透率提高對資料中心運算與儲存的需求，皆有利於我國伺服器出貨。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8、2017-2021年臺灣伺服器（系統）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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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9、2017-2021年臺灣伺服器（系統）產值

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10、2017-2021年臺灣伺服器（主機板）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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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11、2017-2021年臺灣伺服器（主機板）產值

檢視我國伺服器出貨地區型態，過去由於產品型態特點的關係，

伺服器的製造生產流程大多是由中國大陸製造生產主機板或準系統。

然而在疫情爆發、中美科技戰持續、中國大陸祭出各項環保法規、工

資上漲等情形下，主機板和準系統的生產開始部分回流我國或是轉移

至東南亞，而最終將寄送至主要市場附近關鍵集結地組裝為系統型態

後出貨，因此我國廠商會以擴廠或併購的方式於主要市場建造組裝廠，

若以北美市場而言，墨西哥即為組裝重鎮。

觀察各出貨地區狀況，美國比重從 2019年的 33.9%上升至 34.6%
（如圖 3-12所示），主因在於 Amazon、Microsoft、Google、Facebook
等雲端大廠為擴建資料中心，持續積極的拉貨。中國大陸比重從 16.1
上升至 16.3%，主因為中國大陸政府加大於資料中心建設的投資，因
此促成浪潮等伺服器品牌廠及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雲端大廠

需求提升，也帶動我國廠商的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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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訊硬體產業年鑑，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12、2020年臺灣伺服器出貨地區占比

2020 年我國伺服器產業重點發展趨勢，因為雲端資料中心的需
求，高效能運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HPC）、AI等持續成
為發展重點。Intel因伺服器平台再次延遲，同時 AMD產品性能出現
提升，伺服器品牌廠與資料中心業者皆開始推出與使用可以搭載

AMD處理器的伺服器，進而提高 AMD市場占有率。

4. 半導體產業

2020 年我國 IC 產業年度為成長 21.4 %，產值成長至 21,173
億新臺幣；預估 2021 年我國 IC 產業年度為成長 11.4 %，產值成長
至 32,493 億新臺幣（如圖 3-13 所示）。在疫情產生筆電和 HPC 需
求，以及美中貿易戰引起中國大陸手機品牌對於手機晶片需求推動，

使得我國半導體產值大幅提升。預期 2021 年成長動能來自筆電與顯
示器需求，以及 5G滲透率提升，車用、物聯網應用對半導體元件需
求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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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13、2017-2021年臺灣半導體產值

2020全年 IC設計業，產值為 7,606 億新臺幣（如圖 3-14所示），
受疫情影響驅動遠距工作與線上教學需求，帶動筆記型電腦拉貨動能

仍強勁，大型顯示器、感測裝置與網路通訊需求持續成長。而美中貿

易戰將中芯國際列入管制清單，國際 IC 大廠在風險管控的考量下，
增加了對中國大陸以外的晶片製造產能下單，使晶片製造出現供不應

求的情況，衝擊全球不同產業，也影響到國內部分小型 IC設計業者。

2020全年 IC製造業，產值為 16,255億新臺幣（如圖 3-14所示），
2020年第四季我國 IC製造產業主要成長動能來自於晶圓代工，其中
先進製程營收的貢獻來自於智慧型手機及高效運算晶片，而筆記型電

腦晶片的製造則較集中於 8吋與 12吋晶圓的成熟製程。

2020 全年封測業，產值為 5,312 億新臺幣（如圖 3-14 所示），
2020年第四季我國 IC封測產業受惠於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車
用電子相關晶片封測需求，以及美國將中芯國際列入管制清單後的轉

單效應，訂單與營收繼續增長。惟因封測需求增長超乎預期，封測主

要料件如 EMC、ABF載板與導線架供給不足，影響封測產能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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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14、2017-2021年我國半導體設計、製造、封測產值

二、我國資訊系統廠商生產基地布局

由於我國桌機、主機板與筆電產業於中國大陸產能比重佔 90%以
上，主要產地位於江蘇、四川及廣東等地區，主要廠商包含仁寶、廣

達、緯創、英業達、和碩、和鴻海等；伺服器、工業電腦亦以中國大

陸為生產重心。長期以來資訊系統趨於零組件模組化、緊密結構等設

計特性，再加上電腦產品標準化、規模化而競逐削減生產成本，故為

求便利變更設計和縮減物流成本，並符合時效性、零庫存等生產管理

策略，除了多樣少量且客製程度高的工業電腦以外，個人電腦和伺服

器多已經形成上、下游產業聚落以便就近供應，僅 CPU、GPU 等高
單價晶片、液晶面板或儲存硬碟，仍由海外業者從外地供應為主。

表 3-1、我國主要資訊系統業者生產基地分布情形

廠商 中國大陸生產基地／主要產品 中國大陸以外生產基地

廣達 上海市、四川省、重慶市、江蘇省 臺灣、泰國

仁寶 江蘇省、四川省、重慶市 臺灣、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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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中國大陸生產基地／主要產品 中國大陸以外生產基地

緯創 江蘇省、四川省、重慶市、廣東省 臺灣、印度、馬來西亞、捷

克、墨西哥

英業達 上海市、四川省、重慶市 臺灣、捷克、墨西哥

鴻海 四川省、重慶市、廣東省、湖北省 捷克、墨西哥

和碩 江蘇省、四川省、重慶市 臺灣、捷克、墨西哥

微星 江蘇省、廣東省 臺灣

精英 江蘇省、廣東省

藍天 江蘇省

研華 江蘇省 臺灣、日本

凌華 上海市、廣東省 臺灣

樺漢 江蘇省、廣東省 越南、墨西哥

友通 江蘇省 臺灣、香港

艾訊 廣東省 臺灣、美國

威強電 上海市 臺灣

研楊 江蘇省 臺灣

立端、伍豐、安勤、飛捷、振樺、新漢、廣積 臺灣為主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資訊系統藉著技術標準化、生產規模化而具備極大規模的中、上

游供應鏈。在上游半導體晶片部分，除了韓國 DRAM 業者多已布局
中國大陸產線以外，主要仍仰賴臺美日韓等國產線。而資訊產品用的

中大尺寸液晶面板在韓系業者退出以後，亦主要由兩岸業者供應為主，

至於其他金屬件、塑膠件及電子零組件等供應商，率皆以中國大陸為

主要生產據點，部分中小業者則僅在我國生產但規模不大。

在伺服器部分，關鍵代工廠主要有鴻海、英業達、廣達、緯創、

和碩、神達等。2019年歷經中美貿易戰後，積極將中國大陸的產能調
度到其他區域，也包含了返臺擴建產線。背後主因除了關稅附加的直

接成本之外，伺服器所牽涉的資安議題更成為客戶格外重視的隱形成

本，促使我國關鍵代工廠不得不加快行動。目前我國伺服器關鍵代工

廠於中國大陸的產能各有不同，總體上約佔 6至 7成左右，其次為歐
洲的捷克與北美的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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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我國主要伺服器代工業者生產基地分布情形

廠商 中國大陸生產基地 中國大陸以外生產基地

鴻海 廣東省、河南省、四川省、天津市 捷克、墨西哥

英業達 上海市、四川省、重慶市 臺灣、捷克、墨西哥

緯創 廣東省 臺灣、捷克、墨西哥

廣達 上海市、江蘇省、四川省、重慶市 臺灣

和碩 上海市、江蘇省、四川省、重慶市 墨西哥

神達 江蘇省、廣東省、上海市 臺灣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三、我國網路通訊產業產銷現況

1. 手機產業

我國手機產業上下游供應鏈主要廠商逾 30 家，產品類型以智慧
型手機為主，就終端產品市場而言，我國品牌受到國際前五大的擠壓，

使品牌產值逐年下滑，因此我國手機產值有九成來自代工（ODM）業
者所貢獻。因應產業群聚效應、龐大勞動力需求等因素，我國 ODM
業者有九成以上集中於中國大陸生產手機，但近年來在外部因素（新

冠肺炎疫情、美中貿易戰）影響下，擴增 China+1產地布局規劃。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勞力密集的手機組裝業營收，原預期可能 V型
反轉的需求趨勢，因疫情風險升高，再度抑制需求。然主要品牌（如

自主品牌與 ODM訂單）年度新機仍陸續問世，刺激消費者提升對手
機產品關注度與購買意願，帶動產值提升。2020年我國智慧型手機出
貨量為 307,659 千台，2020 年我國智慧型手機產值為 76,427 百萬美
元；預估 2021年我國智慧型手機出貨量為 348,843千台，2021年我
國智慧型手機產值為 97,669百萬美元。（如圖 3-15、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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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15、2017-2021年臺灣智慧型手機產量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16、2017-2021年臺灣智慧型手機產值

近年來全球經貿情勢及地緣政治角力變化多端，在美中貿易戰以

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供應鏈布局的基礎，已從過往的降低成本轉

變成降低風險，同時縮短供應鏈的距離或是在地化生產。消費需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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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生變化，以往面對消費市場的大量標準化產品，已轉向為少量客

製化產品。

四、我國手機與網路通訊代工廠商生產基地布局

1. 手機代工業者

我國主要手機代工業者包含鴻海、和碩、仁寶與緯創等廠商，自

美中貿易從美國於 2018年 7月首次對中國大陸價值 340億美元進口
產品加徵 25%關稅至今，期間並歷經多次的加稅。面對從中國大陸製
造並輸往美國市場必須加徵關稅已是目前局勢，我國通訊設備代工業

者已開始調整製造基地的布局，陸續提升中國大陸以外產能的布局來

滿足客戶需求，減低成本增加與營收衰退之風險。

表 3-3、我國主要手機代工業者生產基地分布情形

廠商 中國大陸生產基地 中國大陸以外生產基地

鴻海 廣東省、河南省、山西省 越南、捷克、印度、巴西

和碩 上海市、江蘇省 臺灣

仁寶 江蘇省、重慶市

緯創 江蘇省 印度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2. 網通設備代工業者

我國主要網通設備代工業者包含智邦、和碩、啟碁、中磊、智易、

盟創、明泰與正文等廠商，過去為了享受中國大陸完整供應鏈與相對

低廉的勞工成本優勢，多數業者在包括江蘇省蘇州、常熟、昆山及廣

東省深圳等地區擁有生產據點。

然而，受到美中貿易增收關稅的影響，我國網通廠商已經依照特

別是美國客戶需求，以及自身分散產地風險規劃，陸續在全球布局生

產基地。目前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新生產據點例如新竹、桃園等地，以

及東南亞地區包含越南、印尼、泰國與菲律賓等，當然也包括美、墨

與東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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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我國主要網通設備代工業者生產基地分布情形

廠商 中國大陸生產基地 中國大陸以外生產基地

鴻海 廣東省、河南省、四川省、天津市 捷克、墨西哥

智邦 廣東省 臺灣

和碩 江蘇省 臺灣、印尼

智易 江蘇省 越南

中磊 江蘇省 臺灣、菲律賓

啟碁 江蘇省 臺灣、越南

神準 - 臺灣

明泰 廣東省、江蘇省 臺灣、馬來西亞

正文 江蘇省、江蘇省 越南、捷克

盟創 江蘇省 臺灣

亞旭 江蘇省 臺灣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五、小結

全球供應鏈正出現解構與重組，國家安全與產業供應鏈安全成為

各國優先的決策模式。在此新決策模式之下，於鄰近市場處建構具一

定規模且完整的產業供應鏈，可望逐漸躍居為企業布局策略的主流。

雖然短期內應不至於改變巨觀的資通訊產業鏈版圖，但中長期的

美中發展恐將更難以樂觀。因此，將部分產線移往中國大陸以外地區，

進行產能調配降低風險是業者不得不考慮的關鍵點。再者，隨著歐美

日和中國大陸等重要市場已瀕難以成長的高滲透率天花板，南亞、東

南亞及其他新興國家一方面以市場潛力吸引品牌業者布局經銷通路，

另一方面則以在地製造、投資優惠來吸引，或推動生產業者前往設廠

生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為了控管局勢而推動了封閉式管
理，此舉導致了生產製造供應鏈部分或全部停止運行，進而影響了全

球供貨關係。過往廠商鎖定中國大陸生產製造的主因是生產成本，由

於企業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而青睞中國大陸，然而中國大陸的基礎勞

動力價格已日漸上漲，迫使企業也將開始尋找下一個合作夥伴，甚至

開始大力推動本國在地製造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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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供應鏈重組及新布局下，占我國貿易出口超過 50%之資通
訊產業的移動，對我國在全球貿易發展至關重要，而我國資通訊產業

的供應鏈轉移路徑與臺商未來布局機會，將成為我國因應國際新局的

挑戰與掌握新經濟契機之關鍵議題。另外可以看到我資通訊產業的全

球布局，臺商在中國大陸生產比重因擴增東南亞/臺灣生產規模而降
低（圖 3-17）。此次訪查資通訊廠商的結果，臺商大都未縮減中國大
陸的產線及產能。而新增的海外訂單，則透過全球布局及分散風險策

略，紛紛擴增東南亞、東歐、中南美洲的產能。因此，中國大陸的產

能約佔整體 70%，非中國大陸產能約佔 30%。茲說明如下

一、高階產品部分轉移或擴產至北美/臺灣生產，中低階產品部
分轉移或擴產至東南亞/東歐生產，中國大陸的部分則是維
持既有的生產產能。

二、全球布局且Made in everywhere

（一）增加組裝/生產線的區域：東南亞、東歐捷克與波蘭、美
洲墨西哥與巴西

（二）強化研發的區域：美國、中國大陸、臺灣

（三）增加市場銷售的區域：美國、中國大陸、東南亞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17、資通訊廠商生產與產業價值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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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重點國家資通訊產業合作案例剖析與探討

一、美國

（一）美國因應供應鏈重組趨勢之政策

目前的拜登政府的幕僚共有 8個單位，分別為貿易代表署、經濟
顧問委員會、國家安全顧問、首席醫療顧問、白宮預算辦公室、白宮

科技政策辦公室、白宮氣候特使、印太事務協調官。並接管國家安全、

環境與氣候、國內事務、財政、醫療公衛、司法等 6大主要領域。

美國聯邦參議院 2021 年 6 月 8 日通過「2021 美國創新及競爭
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前身為「2021年戰
略競爭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目的主要有 6項，包
括避免中國大陸在印太地區建立區域霸權；避免中國大陸利用這一地

位在全世界推進其獨斷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維護美國全球領導

地位與政經政策；用自由規範和價值觀維護國際互動完整性；維護印

太區域的權力平衡；結盟策略制定有利於國際社會的全球規則、規範

和標準並維護經貿自由。

「美國創新及競爭法」第一節投資於競爭性的未來裡有 4條值得
關注的趨勢：第 111至 116條全球供應鏈管理：授權國務卿與美國商
務部共同制定協助美國供應鏈撤出中國大陸、建立多元供應鏈、尋找

替代市場等之計畫；第 121-122條數位技術和連接：抵制「數位威權
主義」，對抗中國大陸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產品服務進行監控、壓迫

和操縱，美國貿易代表應與五眼聯盟及日本、臺灣、歐盟進行數位貿

易的多邊協議，國務卿有權建立數位鏈結與資訊安全夥伴策略

「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以確保盟國數位
資訊安全與發展；第 131-138條抵抗中國大陸共產黨的惡性影響：提
高一帶一路政策負面影響資訊透明、抑制中國大陸的掠奪性貸款影響

經濟結構、揭露中共資訊戰與假訊息宣傳手段。這些名列條文對於美

國整體政局具有相當拘束力，也就是未來即使後任美國總統與國會改

組後仍須遵循上述相關法條，對於資通訊產業供應鏈而言，這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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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供應美國的產能影響可能會是長期趨勢，風險將持續增加。

「美國創新及競爭法」第二節投資於聯盟和夥伴關係裡，論述美

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重點夥伴關係，包括：印度、新加坡、印尼、臺

灣、紐西蘭和越南的夥伴關係，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東協 ASEAN、亞太經濟共
同體 APEC等區域協定成員。其中有 3條值得關注的趨勢，第 212條
加強美國與臺灣的伙伴關係：臺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極重要部分，維

護臺灣與臺灣民主的安全是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的關鍵，同時強調臺灣

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至關重要，並試圖強化 1979年「臺灣關係法」
對臺之承諾、1982 年對臺「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以及美國
「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美國保證不會對臺軍售設定期限；
美國保證不尋求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作調停；美國保證不會施加壓

力要求臺灣與中國大陸談判；美國保證對臺灣主權的長期立場沒有改

變；美國保證並無計劃修改「臺灣關係法」；美國保證不會對臺軍售

之前徵詢北京意見。這些保證代表了臺美仍將維持一定程度緊密關係，

不會受中國大陸的干涉。

此外，支持臺灣國防戰略、呼籲國防預算、強化臺灣軍備能力、

支持臺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事務、世界衛生大會等；第 213條臺灣
政府的待遇：美國國務院與其他政府機關與「臺灣經民主選舉所產生

的政府」往來應使用與其他外國政府往來的名稱與規範標準，並要求

美國政府不應限制美國官員與臺灣的互動；第 225條印太地區的外國
軍事資助，以及對東南亞海上安全項目和外交外聯活動的撥款授權：

2022 至 2026 會計年度在印太地區提供 6.55 億美元的「外國軍事融
資」，此外還有印太「海事安全倡議」（Indo-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及相關計畫提供 4.5億美元經費。

而在「2021年戰略競爭法」也包含了 2021年 4月同步提出的「無
盡邊疆法」（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美國政府在 5年內投入 1,000
億美元，用於基礎和先進科技的研究和科學上，主要目的也正是抵禦

中國大陸的競爭壓力，同時將另批准 100億美元以指定至少 10個地
區科技中心，並制定一個供應鏈危機因應計畫，2021 年 5 月美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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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院正式通過。

「無盡邊疆法」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改制為美國國家科學與技術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並設置專責技術部門推動人工智慧、半導體、
量子運算、先進通訊、生物技術、先進能源、先進製造等研究，維持

美國領先地位，藉此來吸引更多國際人才參與美國共同研究。

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美國商務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美國
國安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也將依據「無盡邊疆法」法
案支援關鍵美國本土企業，由此可知，「無盡邊疆法」的地位如同「2021
年戰略競爭法」已經提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同時鎖定中國大陸的科

技產業競爭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無盡邊疆法」試圖建立屬於美國的

科技供應鏈，打造美國版本的供應鏈韌性，這也是美國近期積極邀請

台積電與三星赴美設廠或擴增在美國的晶圓代工產能的因素。

美國除了「2021年戰略競爭法」之外，另一大主軸是「確保美國
全球領導力與接觸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簡稱「老鷹法案」。內容有 6大要點值得關注：增
加美國國務院在印太區域的人力和資源投入，提出區域發展藍圖，加

強美國參與程度；強調多邊主義的力量，加強美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

織，以及亞太經合組織等區域組織中的領導地位，通過多邊接觸與美

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加強美國與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承諾；通過氣候、

疫苗外交、發展融資以及數位和網路的合作關係，促進美國在世界上

的整體戰略和經濟競爭力；針對中國大陸負責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第一

名的國家，展開具備建設性的作為；針對中國大陸侵犯人權作出回應，

例如制止維吾爾族強迫勞動與提供香港人民臨時難民身份等，強化美

國民主價值觀；加強美國的經濟外交和治國力道，重塑全球經濟的管

理規則，投資美國企業未來關鍵技術。

目前，「老鷹法案」由美國民主黨牽頭提出，並於 2021年 7月 16
日以 26票贊成、22票反對的些微差距票數通過，但共和黨尚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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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支持的理由並非反對「老鷹法案」，而是希望加強抗中具體力道，

例如收緊對美國技術出口海外的控制，強化個人數據取得的監管。甚

至共和黨研究委員會還要求重新授權「貿易促進授權法」（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對於我國而言，美國兩黨於「老鷹法案」對抗中國大陸的共識，

包裹多部先前提出的友臺法案，細節位於 208-211章節等，提及臺灣
多達 104次，凝聚出了眾多友臺趨勢。包含成立「美臺文化交流基金
會」，啟動「臺灣獎學金計畫」，協助臺美雙方人才交流；認定臺灣於

美國印太戰略的地位，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社會，擴大美臺經貿

關係；修改 2020年 3月「臺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
加註聯合國對臺灣的承認與聯合國任何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例如

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等國際組織。未來
或許「老鷹法案」甚至可能將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處長職稱改為代表（Representative），大幅拉高臺灣於
美國政局的地位。

美國供應鏈趨勢政策主要為 250億美元「回流基金」（Reshoring
Fund），助各國重要企業撤離中國大陸，相關措施包括採取減稅、提
供補貼及定立新法規等行動以達到目標，讓關鍵消費性產品的生產製

造能遷回美國國內，目的是確保即使供應鏈最下游的產品也能在美國

國內取得。

此外，稅收或將是推動美國企業將製造業遷回美國的誘因，因此

計劃徵收海外製造產品的美國公司新稅。同時，美國過往提出回流美

商資本支出全部抵稅措施，甚至補貼相關的搬遷費用支出才能有效加

快返美計畫，例如廠房、設備、智慧財產、建構、裝修等，目前至 2022
年前美國企業已有許多支出項目可以直接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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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美國供應鏈政策方面也試圖吸引更多人才，過去美國

曾提出「國際企業家規定」 （The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Rule），
提出允許外國企業家藉由投資 25萬美元以上及聘雇 10名美國工人，
以在美國工作最多 5 年的移民標準。2021 年 5 月美國規劃將重啟此
計畫，目前獲得兩黨支持，根據聯邦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表示若計畫合適，一年
將有 3,000名外國企業家符合資格，10年可創造約 10萬份工作。

資料來源：美國各行政單位網站，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18、美國關鍵政策之目的與動機

此外，美國參議院也通過 1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
（Infrastructure Bill），此舉將大幅刺激內需市場，也起到吸引供應鏈
至美國設廠的作用。「基礎建設法案」內容依序為 1,100 億美元的道
路橋梁建設；660 億美元的客運及貨運鐵路；650 億美元的寬頻基礎
建設；550 億美元的汰換鉛製水管等水利基礎設施；472 億美元的環
境工程，包括減輕洪患及野火、生態系統復原、氣候及網際網路安全

等；392 億美元的公共運輸；210 億美元的汙染改善工程，包含清理
曾因開發造成汙染的地帶，回收廢棄礦場和土地、封填無人看管的油

井和天然氣井等；75億美元的電動車基礎建設，包括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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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會無黨派聯合稅務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和國會預算處（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估計新支出所需財源將
來自 2,100 億美元的尚未動用新冠肺炎疫情紓困基金；870 億美元的
未來頻譜拍賣銷售額及 2021年 2月 C頻段頻譜拍賣的收益；530億
美元的部分州的失業保險基金收益；510億美元的展延聯邦醫療保險
D部分（Medicare Part D）的返款規則；280億美元的要求加密貨幣
平台交出交易紀錄以追討稅款；145 億美元的恢復超級基金
（Superfund）費用徵收，來自於清理危險廢棄物場所，以及處理事故
溢出物或其他污染源排至環境等。

進一步觀察「基礎建設法案」，主要針對的是以下 4 大行業：寬
頻網路、加密貨幣、電動車、網路安全。寬頻網路方面，「基礎建設法

案」將提撥 650 億美元擴大網路寬頻基礎設施，以此因應疫情下的
大量網路服務需求。其中有 425 億美元用於網路覆蓋率較低的區域，
140億美元用於補貼美國低收入戶的網路費用。加密貨幣方面，「基礎
建設法案」將會支援更嚴格的加密貨幣交易課稅要求。電動車方面，

「基礎建設法案」已編列 75 億美元幫助全國安裝電動車充電站。網
路安全方面，提撥 20 億美元用於全國的網路安全設置，其中一半的
10億美元將加強各地方政府的網路安全系統。另外一半的 10億美元
則提供給美國國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加強電網安全，例如交由旗下網路安全暨基礎安全局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研究和開發
網路系統。上述所歸納的這些政策對於我國資通訊產業的影響，在於

未來每美國將持續推動國內本土市場需求，甚至對於本土供應有一定

要求，等同於布局美國供應鏈的必要性將持續水漲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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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國各行政單位網站，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19、美國一兆美元「基礎建設法案」

（三）美國對外貿易政策

美國針對各國關係上，主要是可能延續中企投資禁令，財政部外

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針對中企
貿易制裁仍持續更新。同時，也仍保留對中國大陸的關稅和限制美國

投資中企的限制，美國正在延續針對中企強硬政策。目前美國主要的

貿易政策方向是以刺激美國國內經濟為主，短期內不會有針對外商或

外資投資友善政策，使美國製造（Made in USA）成為主流趨勢。

2020 年 7 月「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已經正式被「美墨加協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取代，也被稱為「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2.0」，墨
西哥稱為「墨美加協定」（Tratado entre México, Estados Unidos y Canadá,
T-MEC），加拿大稱為「加美墨協定」（Canada–United States–Mexico
Agreement, CUSMA），其條約內容包括農產品、製成品、勞動條件改
善等。

值得關注的是相較原本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美墨加協定」

標準制定更為嚴謹與多元，嚴謹方面：智慧財產權領域上生物製藥的

保護期限由 8年延長為 10年、首次規定工業設計的保護期限為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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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註冊日起至少 15年以上、版權保護期限由 70年延長為 75年、擴
大製藥的保護範圍與可注冊商標的範圍、全面的製藥商業秘密保護措

施。多元方面：推動跨境資料流程動和各國政府的資料開放性、降低

跨境電子商務關稅壁壘。

「美墨加協定」也比「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更重視勞工議題，維

護標準超過國際勞工公約，除了結社自由、集體談判權、禁止強迫勞

動、禁止童工與同工同酬條款之外，「美墨加協定」還增加了對工作

場所條件、移民勞工權利保障、勞工權利實現中不應使用暴力等等規

定，製造工作中有 30％必須由每小時收入 16美元的工人完成。2023
年的比重將增加到 40％。

「美墨加協定」也更重視原產地標準，比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認為組裝品中非原產地貨物的價值
不超過該產品價值的 10%，則該產品可被認定為原產地貨物，「美墨
加協定」則是降低到 7%。汽車零組件在美墨加三國的生產比 例由過
往的 62.5%提高至 75%，其中使用的鋼和鋁必須有 70%以上原產於北
美地區，才能享受關稅減免的待遇。

「美墨加協定」同時強化抵制中國大陸的意圖，通過修改國有企

業界定和非商業支援條款，致使中國大陸原初不屬於國有企業範疇的

企業也被界定為國有企業。中國大陸國有企業享受的很多待遇直接成

為 「美墨加協定」中的禁止性非商業支援，中國大陸企業在面臨美

國市場上將受到更為嚴峻的挑戰與風險。

概略言之，美國政策可以「川規拜隨」的方向作為總結，這些趨

勢整體上可聚焦在國家安全層面來觀察。國家方面而言，主要有國防

預算、網路治理。關於國防預算，川普政府主要支持增加國防預算，

包含建立太空軍隊，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多付軍費，並要求

撤軍阿富汗。拜登政府則不支持增加國防預算，承諾修補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歷史夥伴關係，支持撤軍阿富汗。關於網路治理，川普政府發

起了「乾淨網路」計畫（Clean Network），而拜登政府決定延續此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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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乾淨網路」計畫成為我國供應鏈廠商，極需關注的機會

與挑戰重點。2020年 4月，美國正式推出乾淨網路計畫，選定 5G設
備供應商，直接禁止華為、中興等中國大陸業者，2020年 8月，擴大
為包含電信業者、雲端應用及海底電纜，並列出五大方向：乾淨營運

商（Clean Carrier）、乾淨商店（Clean Store）、乾淨 APP（Clean Apps）、
乾淨雲端（Clean Cloud）、乾淨電纜（Clean Cable）。

乾淨營運商代表中國大陸電信營運商不得連結美國電信網路，避

免對美國造成國安威脅。乾淨商店代表將全面下架美國應用程式商店

裡中國大陸 APP應用程式，避免 APP威脅美國人民的隱私。乾淨 APP
代表讓華為等中國大陸企業與手機使用者不能使用受信任的美國應

用程式。乾淨雲端代表不在不受信任的雲端供應商上儲存美國個人資

訊及企業知識產權。乾淨電纜代表確保連接美國至全球的海底電纜不

被中國大陸進行情報蒐集。此五大方向最終迫使 Google與 Facebook
放棄連結美國與香港的跨太平洋海底電纜建設計畫，轉向選擇我國。

目前，美國國土安全部之網路安全暨基礎安全局也正持續推動

「CISA 5G策略（CISA 5G Strategy）」，旨在建立 5G風險管理以促進
安全、彈性的 5G基礎設施發展與佈建，並與國家實驗室和技術中心
合作以管理供應鏈風險控制（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SCRM），
透過聯邦採購安全委員會（Federal Acquisition Security Council, FASC）
開發通用框架評估 5G供應鏈風險，並建議排除不可靠的供應商，同
時開發客製化產品提供 5G供應鏈評估基礎設施風險性。

諸如此類的專業產業化的抗中策略包含由聯邦通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公布「安全可信通訊網
路法」（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t）範疇中有威
脅之電信設備商及服務商，並明令禁止用聯邦補貼購買其電信設備；

要求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建立安全標準及相關指引的「物聯網安全法」
（Internet of Things Cybersecurity Improvement Act）；美國國防部開始
要求參與 IT 委外案競標的廠商，應符合一定程度的資安防護能力，
且具備網路安全成熟度模型驗證（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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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 CMMC）等。

資料來源：美國各行政單位網站，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0、美國「乾淨網路」計畫

（四）美國對臺政策與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根據全球貿易預警（Global Trade Alert, GTA），美國從中國大陸
進口來源比重仍位居第一，2018 年為 21.3%，2019 年因美中貿易戰
而下滑至 18.1%，然而 2020 年因為疫情影響，民生與醫療物資需求
增加，美國豁免部分消費品與醫療用品進口關稅，因此又再度回升至

18.6%。

進一步觀察美國進口來源比重上，我國佔比從 2018年 1.8%，逐
步上升到 2019年 2.2%與 2020年 2.6%。成長幅度僅次於越南位居第
二名，但是我國已經超越印度、法國、義大利、英國，成為美國的第

十名進口國家，目前 2021年第一季進口佔比持續提升，也成為 2003
年以來同期的新高。整體觀察，美為臺第 2 大貿易夥伴，臺為美 10
大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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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020年我國前 10大貿易夥伴

排名 貿易夥伴 金額（億美元） 比重（%）

1 中國大陸 1,670 26

2 美國 839 13

3 日本 697 11

4 歐盟 27國 522 8

5 香港 505 8

6 韓國 359 6

7 新加坡 282 4

8 馬來西亞 194 3

9 越南 161 3

10 澳洲 113 2

貿易總額 6,346 100

備註：貿易總額包含出口與進口總額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MIC整理，2021年 9月

表 3-6、2020年美國前 10大貿易夥伴

排名 貿易夥伴 金額（億美元） 比重（%）

1 歐盟 27國 6,575 17

2 中國大陸 5,8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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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貿易夥伴 金額（億美元） 比重（%）

3 墨西哥 5,415 14

4 加拿大 5,325 14

5 日本 1,866 5

6 韓國 1,295 3

7 英國 1,101 3

8 瑞士 937 2

9 越南 932 2

10 臺灣 930 2

貿易總額 38,390 100

備註：貿易總額包含出口與進口總額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MIC整理，2021年 9月

值得注意的是，從 2011年至 2020年期間，臺美皆互為重要投資
夥伴關係，尤其是在我國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流量美國位於第 3名，而我國的外來投資流量上，美國位於第 8名。
近年來，臺廠赴美投資不斷提高，2020年的年成長率（Year on Year,
YoY）直接提高 23.7%，達到 41.9億美元，成為近 10年來的歷史新
紀錄。背後原因在於台積電在美國 Arizona 設廠，第一期 35 億美元
資金於 2020年到位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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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2011-2020年我國對外投資 FDI流量

排名 國家 金額（億美元） 比重（%）

1 中國大陸 950 51

2 英屬維京群島 167 9

3 美國 99 5

4 新加坡 93 5

5 越南 87 5

6 日本 83 4

7 英屬開曼群島 75 4

8 歐盟 27國 54 3

9 香港 44 2

10 澳洲 30 2

貿易總額 1,870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美國經濟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MIC整理，2021年 9月

表 3-8、2011-2020年我國外來投資 FDI流量

排名 國家 金額（億美元） 比重（%）

1 歐盟 27國 268 24

2 英屬維京群島 10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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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國家 金額（億美元） 比重（%）

3 日本 70 9

4 英屬開曼群島 61 8

5 香港 44 6

6 英國 40 5

7 薩摩亞 37 5

8 美國 33 4

9 新加坡 27 3

10 中國大陸 23 3

貿易總額 7,86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美國經濟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MIC整理，2021年 9月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1、2011-2020年我國對美國投資金額

因此，這些投資與貿易也帶動了全球供應鏈重組，並持續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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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供應鏈安全體系。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帶動全球供應鏈

重組趨勢下，各國政府為因應國家安全議題，強化布局供應鏈在地化，

亦推出相關投資優惠政策吸引我國廠商轉移投資。例如在雙供應鏈的

趨勢下，美國喊出「信任夥伴聯盟」及「乾淨網路」供應鏈安全體系，

即鼓勵廠商在美國投資生產並加強對中國大陸技術管制。尤其，2021
年 4月 28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國會演說強調，「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正
在快速進逼。我們必須發展和主導未來的產品和科技。美國歡迎中國

大陸競爭，而非要尋求衝突」。

因應臺美供應鏈安全體系（圖 3-22），我國除了祭出臺商返臺優
惠政策強化在臺供應鏈建構，未來將聚焦資通訊產業供應鏈轉移現況

與強化臺美供應鏈安全體系。尤其是 2020年 11月 20日首屆臺美經
濟繁榮夥伴對話，討論經濟、科學、5G 以及供應鏈等 9 大議題，並
簽訂臺美合作備忘錄，確立半導體領域的戰略合作，是雙方優先項目：

一、 簽署備忘錄（MOU）：由美國在臺協會與駐美國臺北經濟文
化代表處簽署，為期 5年，並得再延長 5年；是雙方未來
輪流在華府及臺北召開年度高階對話的基礎。

二、 經濟合作領域：建立工作小組討論目前及未來經濟合作，

包括我國新南向政策及美國印太戰略目標一致的合作倡議。

三、 全球健康安全：數位科技研發加強合作；確保兩國醫療物

資及服務自由流通。

四、 科學與技術：展開「科學及技術協定」談判。

五、 5G及電信安全：討論布建安全的 5G網路及增加供應商來
源，我國爭取設立 5G認證中心。

六、 供應鏈：半導體領域的戰略合作為雙方優先項目；另致力

於醫療、能源及其他關鍵技術供應鏈合作。

七、 婦女經濟賦權：共同聲明支持全球女性經濟參與。

八、 基礎建設合作：臺美將於南亞、東南亞、太平洋及拉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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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夥伴國等區域緊密合作，開發基礎建設、再生能源（如

風力、太陽能等）領域共同商機。

九、 投資審查：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FIUS）與經濟部於投資審
查工作的交流與合作。

資料來源：各公司，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2、全球供應鏈重組下，強化臺美供應鏈安全體系

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後，再三強調「將維持川普對中國大陸施加的

關稅和雙邊貿易協議，不會立即採取動作也不會自我設限」，而且「在

經貿領域和中國大陸競爭，確保大陸為貿易違規、技術濫用、侵害人

權和其他方面的作法負起責任」。因此，展望臺美簽訂合作備忘錄後，

如何持續強化臺美在資通訊產業的策略合作及供應鏈安全，期吸引臺

商返臺或赴美共建臺美供應鏈安全體系，將是臺美政商界的重要課題。

（五）臺廠於美國供應鏈布局之關鍵案例

上述的各項美國關鍵政策，相繼扮演了供應鏈移轉的重要角色，

我國代工大廠因此也有了不同的因應之道，其中主要有兩大趨勢：「客

戶優先」與「市場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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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客戶優先」方面，2021年 3月和碩將增加北美產能展開擴
廠計畫，目的是耕耘超過 10 年的車用電子場域，除了四輪電動車業
務以外，積極開拓電動腳踏車與摩托車領域，由於電動車內的「電控」

領域其實是既有產品技術延伸，也就是通訊與運算終端產品，預期相

關業務未來 5-10 都有二位數成長規模，背後原因乃是因應電動車大
客戶 Tesla在德州設新廠，配合客戶跟進擴廠。目前的電動車生產基
地已橫跨兩岸，強調資本支出仍要看客戶需求，若客戶產能要求提高，

也不排除加大投資力度。

關於「市場優先」方面，北美一直是全球晶片市場重心。因此，

基於美國於2020年中期提出的「美國晶片法」（CHIPS for America Act）
法案，2021 年 5 月美國商務部從原本的 500 億美元再度提高至 520
億美元，試圖強化美國的半導體生產和研發能量，促使晶片業者在美

國本土新設立 7到 10座工廠，同時也吸引到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
簡稱台積電。美國商務部預期「美國晶片法」將帶來 1,500億美元以
上的晶片製造和研究投資，包括來自州政府、聯邦政府和民間企業等

方面，預期各州將爭取設立晶片廠的聯邦資金，而商務部將會有發放

資金獎勵的透明程序。2020 年台積電已宣布投資 120 億美元在
Arizona 興建 1 座晶片廠，因應北美政府牽線擴大市場而預計額外興
建 5座晶圓廠。

2021年赴美投資之臺廠以兩大領域為主，分別為半導體跟電動
車。半導體方面一樣主要是貼近市場為主，有台積電擬投資 120億
美元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興建 5奈米製程 12吋晶圓廠，此舉同時吸
引兩大相關供應鏈大廠跟進：無塵室與化學材料。無塵室工程方面

有漢唐準備跟進美國布局，化學材料方面有長春石化規劃 9,000萬
美元投資半導體所需的特用化學品、以及僑力化工在Mack
Innovation Park 買下 17 英畝的地區就近供應，也因此成為首家在
鳳凰城（Phoenix）置產的重要我國供應商。

電動車方面主要是貼近客戶為主，例如 Tesla、Ford、GM等，
其中包含布局車載後段模組為主的友達為了減少中間模組運輸包裝

成本；汽車零組件供應商和大也因此規劃赴德州設立旗下首座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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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仁寶則是收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泰金寶廠房，供應車載娛樂

盒（Entertainment Box）、車載通信盒（Telematics Box）、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等；聯嘉光
電則是鎖定設廠密歇根州並供應 LED汽車尾燈。

值得注意的是，鴻海也擬投資 6.72億美元於威斯康辛州設網通
廠，也預計在北美其他地區生產電動車零組件，甚至與與美國電動

卡車新創 Lordstown達成電動車合作協議，以 2.3 億美元買下
Lordstown 俄亥俄州車廠，並投資 5,000 萬美元取得普通股，總交
易價值 2.8 億美元。背後的原因，除了未來有機會切入美國政府的
電動車汰換計畫，也與美國將停售燃油車抵抗地球暖化的趨勢有

關，隨著美國主不斷追求減碳的策略下，例如美國即將推動 2030年
前，美國新車市場電動車銷售市占率需達 50％的目標，比中國大陸
2030年前市佔率 40%更激進，預測電動車將因此逐步成為美國車市
的主流車種，成為臺灣資通訊關鍵供應鏈大廠布局的方向。

資料來源：美國各行政單位網站、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3、臺廠於美國供應鏈布局之關鍵案例



72

二、歐洲

（一）歐洲因應供應鏈重組趨勢之政策

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國產中間財自製率的提升替代進口產品，許

多先進國家也陸續推動製造業回流相關政策、智慧製造、提倡綠色生

產與環保要求、服務化的轉型發展，加速發達經濟體的國內分工持續

深化，全球價值鏈生產（Global Value Chain, GVC）長度出現「縮短」
跡象。而自從美中貿易紛爭延燒，更迫使跨國企業重新思考全球布局

策略，從加速生產「全球化」，翻轉成「在地化」或「區域化」的全球

價值鏈變革。

早自 2010 年起，歐洲不少國際企業因考量縮短交貨期、降低總
成本（如勞工、能源成本）、供應鏈長度（供應鏈太長產生更多的運

輸與庫存成本、斷鏈風險等）、提升品質、減少運費、貼近市場、政策

因素，以及工資與改善客戶體驗等因素，開始啟動「回流」策略，將

生產線轉回母國生產。其中主要回流產業包含電子設備、家電和零件

製造、運輸設備、金屬製造、家具等。根據歐盟 Europe Reshoring
Monitor計畫統計，自 2014到 2018年間，共有 76家企業自中國大陸
搬回歐洲，其中又以中、東歐國家更具競爭力，其地理位置接近歐洲

市場，同時又擁有相較西歐國家較低的勞動成本，此外根據該計畫數

據顯示，儘管其勞動成本仍可能較中國大陸高，但交貨時間的減少和

生產品質的提升，依然可彌補這些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已經在縮小的

勞動力成本差距。

自 2018 年美中貿易戰延燒至科技戰的對峙，使得許多企業開始
思考，是否應將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之生產據點分散至其他國家，以

規避兩大國之政治角力下衍生出的不確定性與風險。緊接著，2020年
初新冠疫情於中國大陸爆發，一路蔓延至美國、歐洲以及東亞等地，

不但重創全球經貿市場活動，也導致經濟大幅停滯與衰退。同時全球

大規模停工、各零組件缺貨、國際物流嚴重塞車等現象的出現，也暴

露出在過去追求全球化分工的供應鏈架構，在因應這一連串全球變動

下的脆弱不堪。因此全球供應鏈在這幾年，經美中政治對峙、國際情

勢動盪、供應鏈斷鏈危機等而朝向本土化生產，全球供應鏈更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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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巴爾幹化（Balkanisation），各國與各產業的供應鏈之間的競爭
關係將比合作關係更強化。此時「全球在地化」生產情況也更為明顯，

國際上主要大國無不朝各自擅長，或是未來將影響國內產業發展之關

鍵技術與領域發展。

當美中兩國都將重心放在先進製程之半導體技術、新一代通訊技

術、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中國大陸強調的是自身科技自主之能力，對

美國來說則是為其產業供應鏈安全，兩者共通點都是希望加強各自對

於關鍵技術之掌握。此時歐盟也呼應其區域發展特性與自身需求，期

望解決對他國之技術依賴、提升互聯網社會下之數位主權，並建立一

個永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因此本報告總整歐盟近期提出之「一大概念」

與「三大政策」，以實現最終歐盟期望之上述發展目標。

所謂「一大概念」指的是歐盟提出之「開放性戰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 OSA）強調未來歐盟之政策將追求 OSA所代表之
價值，指的是「擁有形塑全球經濟治理新體系和發展互利雙邊關係的

能力，同時保護歐盟免受不公平和濫用行為之影響，其包含透過多元

化的方式鞏固全球供應鏈，以提升未來對於威脅的韌性」。其為達到

此目標的構成要件包括：（1）韌性與競爭（2）永續性與公平性（3）
自信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合作。歐盟在此概念下希望持續發展自身的戰

略自主性以及強化歐盟多元產業間的韌性與競爭力。

在此核心概念下歐盟於 5月發布「歐盟更新 2020產業策略」中
提到，目前歐盟初步認定有 137 項屬於歐盟「高度依賴」（highly
dependent）第三國之進口產品，其中佔歐盟總進口產品值 6%，其中
包含有 34項屬於「潛在更脆弱」（potentially more vulernable）之產品，
代表進口來源多元化與取代性程度更低，占歐盟總進口產品值約

0.6%。總計上述之 137項產品中，依賴外部進口之前三大國家分別為
中國大陸 52%、越南 11%以及巴西 5%。因此針對歐盟盤點出之關鍵
產品，依其類別歐盟將之歸納為六大戰略產業，分別為原物料、活性

藥物成分（原料藥）、鋰電池、氫能源、半導體、雲端與邊緣運算。未

來將透過相關政策與法案，持續推動在關鍵技術與產業上強化歐盟的

戰略自主性，以因應後疫情時代或是國際情勢變動下的供應鏈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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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

表 3-9、歐盟三大執行政策

核心

主軸

數位轉型 數據安全 節能環保

政策

名稱

數位羅盤

2030 Digital Compass

歐洲數據戰略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

Fit for 55

發展

目標

歐盟的目標是在一個

開放和互聯的世界中

成為數位主權國家，並

推行數位政策，使人民

和企業有能力抓住一

個以人為本、永續發

展、更繁榮的數位未

來。這包括解決歐盟的

弱點和依賴性，以及加

快投資。

旨在創建一個單一的

數據市場，以確保歐洲

的全球競爭力和數據

主權。歐盟委員會藉由

提出相關數據治理法

規，並確保用戶能保持

其對數據的掌控，同時

也鼓勵相關部門與企

業包含健康、環境、能

源、農業、交通、金融、

製造、公共管理等領

域，共同創建歐洲的數

據空間。

此綠色經濟方案旨在

為實現公平和社會公

正的歐盟氣候目標提

供一個平衡、永續的框

架，維持和加強歐盟工

業的創新和競爭力，同

時確保與第三國經濟

運營商的公平競爭環

境和鞏固歐盟在全球

應對氣候變化的競爭

中處於領先地位。

重要

指標

基礎建設

• 所有歐盟家庭都

應擁有 Gigabit 網

路，所有人口密集

地區都應被 5G覆

蓋

• 歐洲半導體的產

量 應 占 世 界 的

• 向歐洲高影響項

目投資 20 億歐

元，以開發數據處

理基礎設施、數據

共享工具、架構和

治理機制，以促進

數據共享

• 建立數據處理服

承諾到 2030 年溫室

氣體之淨排放量將較

1990 年減少 55%，並

在 2050 年成為第一

個氣候中立的大陸

• 更完善之歐盟碳

排 放 交 易 體 系

（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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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歐盟應部署 1 萬

個氣候中立的高

度安全邊緣節點

（edge node）

• 開發出歐洲第一

台的量子電腦

企業轉型

• 75%的歐洲企業

使用雲端運算服

務、大數據和人工

智慧

• 至少 90%以上的

中小企業應達到

基本的數位密集

程度

• 歐盟的獨角獸企

業數量要翻倍成

長

務市場機制，並創

造明確的雲端監

管框架

Trading System;

ETS）

• 海運、公路運輸和

建築物之碳排放

納入碳排放交易

體系

• 預計 2023 年開

始逐步實施碳邊

境 調 整 機 制

（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2026 年

正式施行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MIC整理，2021年 9月

在上述三大政策方向中，「數位羅盤」著重在關鍵技術的強化，

從其政策目標可看出歐盟特別針對半導體的企圖心。在這方面，歐盟

預計投入資金將來自歐盟冠狀病毒應對基金 6,725 億歐元（8,000 億
美元）之其中 20%（1,600億美元）用於先進晶片技術投資。歐洲此
一雄心勃勃的計畫，從晶片設計到 2奈米製程邁進的先進製造，目標
是在最重要的價值鏈上實現差異化和領先。故 2020 年底包括法國、
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在內的 17 個歐盟國家共同簽署《歐洲處理器
和半導體科技計劃聯合聲明》（Declaration：A European Initiativ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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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宣布在未來 2至 3年內投
資 1,450億歐元（1,725億美元）研究半導體技術，並減少對亞洲和美
國進口的依賴。《聲明》表示，簽署成員國同意共同努力，以加強歐

洲的電子和內建系統價值鏈。這包括兩方面：一是強化處理器和半導

體生態系統，二是整個供應鏈擴大產業影響力─以應付關鍵技術、安
全和社會等挑戰。

此外，歐盟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也針對上述關鍵
技術於 2021年 7月啟動了兩個新的產業聯盟：處理器和半導體技術
聯盟（Alliance for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以及歐
洲產業資料、邊緣和雲端運算聯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Industrial
Data, Edge and Cloud）。處理器和半導體技術聯盟將確定並解決整體
產業目前面臨的瓶頸、需求和依賴性，制定技術路線圖，確保歐洲有

能力設計和生產最先進的晶片，並確保歐盟半導體製造能力能夠在

2030年達到規劃之政策目標。

另外正如「歐洲數據戰略」所強調，未來不管企業或各人的資料

量將會大幅資增加，也預計屆時將有很大部分資料將使用到邊緣運算

（2025年將從目前的 20%提升至 80%），以更接近使用者和資料產生
的地方，故歐盟將需要開發和部署根本性的新資料處理技術，包括邊

緣技術，擺脫完全集中的資料處理基礎設施模式。因此歐洲產業資料、

邊緣和雲端運算聯盟期望促進顛覆性的雲端和邊緣運算技術的出現，

這些技術具有高度的安全性、能源和資源效率以及完全的互通性，有

利於取得所有部門的使用者的信任。同時該聯盟也將致力滿足歐盟公

民、企業和公部門處理高度敏感資料的具體需求，同時提升歐盟產業

在雲端和邊緣運算技術上的競爭力。在法規方面，一系列針對資料跨

部門治理與取用、資料之監管、資料互通性、強化個人資料使用以及

建構戰略領域之歐盟資料空間，都進一步提升了各行業包含製造業、

智慧交通、健康、財務、能源、農業、公共管理等領域於大數據與雲

端應用之相關需求。

最後「Fit for 55」中 12項政策的提出，最終就是希望在九年後歐
盟達到溫室氣體減排 55%的目標。其中預計將於 2026年實施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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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調整機制」，此機制的用意在於為歐盟內外的生產商提供公平的

競爭環境，並移除免費核配的規範。碳密集型產品若進口到歐盟，必

須購買配額（碳權）才能將其產品銷往歐洲市場。此舉是要讓進口商

與歐洲競爭同業，面臨相同稅制，同時達到減碳目標，也預期將有助

於全球減排。期初管制範圍僅限水泥、電力、肥料、鋼鐵、鋁業，俄

羅斯、中國大陸、土耳其、英國將首當其衝。2026年「碳邊境調整機
制」正式實施之後，每年欲出口至歐盟國家廠商須向歐盟國家申報前

一年的管制商品進口的排放量，以及證明在出口國是否已受到碳價的

管制；最後根據歐盟每週拍賣平均價格，向進口國主管機關購買

CBAM憑證。

以目前來說，於葡萄牙設廠的台泥除了有在地優勢外，因為過去

產能都低於課徵規範，因此手上也有多餘的碳權可出售，在歐盟逐漸

嚴謹的碳排規範下，台泥可望成為臺廠中少數受惠者。長期而言，在

歐盟對於碳排放的要求日趨嚴謹下，不排除未來將進一步擴大管制之

產業，因此未來欲進口產品至歐盟市場之企業應多加留意產品碳足跡，

或對於生產環節進行減碳及增加綠電之使用。

（二）歐洲對外貿易政策

由於歐盟－東協貿易協定的談判破局，於是，歐盟遂轉向東南亞

國家涉及層面廣泛的雙邊談判。2019年，歐盟與新加坡－歐盟於東南
亞最大貿易夥伴之自由貿易協定正式成立。在 2020年 2月，歐洲議
會通過了《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越南是第二個與歐
盟簽署 FTA協定的東南亞國家。

該協議最重要的內容之一：越南承諾於協議生效後，取消歐盟出

口的產品關稅。也就是說，從歐盟出口到越南商品，越南保證在

EVFTA 生效後的七至十年，將進口稅逐步降至零。同時，歐盟將取
消目前對越南商品徵收的 86%關稅，這相當於越南出口歐盟收入的
70%。EVFTA為越南提供了一個經濟多元化的機會，降低出口至歐盟
的越南商品關稅，將使越南比東協和中國大陸更具優勢；同時能夠與

重要的外國夥伴進行了更深入的接觸，減少對中國大陸市場和外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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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資的依賴。

歐盟部長理事會於 2021年 4月 19日通過關於《歐盟印太合作戰
略決議》（Council conclusions on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Pacific），印太地區的合作對於實施國際社會的全球議程至關重要，包
括實現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因此，歐盟在印太地區具有重大利益，

並且對於該地區保持開放且基於規則的區域架構有著高度關注。同時

也闡明了歐盟期待加強在此一對歐盟利益具有重要策略意義地區的

戰略重點、影響力與行動。印太地區當前的情勢動態激化了地緣政治

競爭，並加劇了貿易與供應鏈以及技術、政治和安全領域的緊張局勢。

人權也同樣遭受挑戰。這些發展日益威脅到該地區內外的穩定與安全，

並直接影響歐盟的利益。

然而此決議也並非只強調歐盟對於印太軍事行動之重視，更使歐

盟國家關切的是與區域夥伴在多方面議題上的合作，包括支持以規則

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打造公平競爭環境、推動貿易和投資、應對氣候

變化，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響等，這顯示歐盟更關注戰略可以帶

來附加價值之處。最後於決議結論指出，歐盟將繼續探索與印太地區

洽簽貿易投資協議。

（三）歐中全面投資協定

自 2014年起中歐雙方歷經七年，共計 35輪漫長談判，原於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歐中全面投資協定》（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在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歐盟執
行委員會主席范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
爾（Charles Michel），以及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法國總
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兩大歐盟領袖共同參與視訊會議下，
宣布達成投資協定的「原則性共識」，但後續仍有法律檢視尚未進行，

並且投資協定中最重要的「投資人爭端解決機制」更還要再談二年。

就在 2021年 5月 20日歐洲議會表決以 599票贊成、30票反對、
58票棄權，決議凍結歐中全面投資協定討論決議案，要求中國大陸必
須先解除向 10名歐盟政治人物及 4個歐洲機構實施制裁措施才能繼



79

續推動，議案並提到歐盟與我國貿易協定不應受歐中協定牽制，表達

支持與我國洽簽投資協定。

從目前經貿情勢看來，歐盟是中國大陸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二大

進口來源地，也是最大出口市場。歐盟 GDP約 15.6兆美元，中國大
陸約 14.2兆美元，經濟規模相當，且產業發展水平不同，具有較強互
補性。因此中歐雙方從 2014 年便開始進行投資協定相關討論，該協
定旨在增進雙邊貿易往來、為國有企業、補貼透明化等議題設立法律

框架與共同規範。根據歐盟官方說法，《歐中全面投資協定》將取代

其 27個成員國與中方各別簽訂的數十項雙邊貿易協定。

對歐盟來說，與中國大陸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至關重要。布

魯塞爾和歐洲企業希望藉此協定，消除中國大陸對境外投資者的市場

規範、執照要求，以及部分產業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然而近年來，歐

盟對中國大陸投資環境有所疑慮，因此逐漸緊縮對中投資計畫，而中

國大陸對歐盟的作法表示異議。在 2020年 6月一場視訊會議中，總
理李克強便向歐盟領袖表示，希望歐洲持續對中國大陸開放市場。

從《歐中全面投資協定》討論內容可以看出是一項極具野心的雙

邊協定，除了雙邊投資外，更瞄準貿易、物流等多項議題，目標在協

定簽署後持續討論、最終實現真正自由的雙邊貿易，並使市場公平競

爭。此協議著重於三大主軸：「擴大開放市場」、「提供公平競爭環境」

和「促進可持續性發展」的三大方向。

1. 陸方承諾：

在擴大開放市場方面，除了在製造業領域上，逕向歐盟企業放寬

飛機、電動車輛等投資參與項目之外，在服務業領域上，放寬金融保

險、雲端計算、健康醫療、建築等更多投資項目市場准入門檻。在落

實提供公平競爭環境方面，中國大陸除了同意提供歐盟企業和中國大

陸國營企業公平的經營空間之外，承諾採取更加透明規範國營事業補

貼，同意禁止強迫要求歐盟企業進行技術轉移，以及解除外資持有股

權比例限制等消除投資障礙措施，且廢除在現行相關的行業中，須以

「合資」方式進行投資的相關規定。最後於可持續性發展議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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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則是在 2020年 12月所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將 2021
年國家經濟發展定調為八大重點任務，其中重中之重的挑戰是全面推

進改革開放，包括：放寬市場准入、促進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

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以及揭示做好碳達峰、碳中

和政策目標。

2. 歐盟承諾：

在擴大開放市場方面，歐盟則是同意放寬中國大陸企業投資再生

能源市場限制。在落實提供公平競爭環境方面，將以統一的歐盟標準

取代各國各不相同的標準，有助於降低投資成本。至於可持續性發展

議題方面，歐盟堪稱是舉世落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高度重視環境議

題等可持續性發展模式的先驅。

現階段歐洲議會凍結批准程序，令處於法律審核階段的協定陷入

困局，加上中國大陸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表態，歐中全面投資協定是一

份平衡、互利共贏的協定，「不是誰對誰的恩賜」，面對目前擱置的協

議難言即將走向「中止」抑或「終止」。若考慮到協定涉及到的雙方

經濟利益，迴旋空間仍存，只是時間線會大大拉長。

可知道的是《歐中全面投資協定》中包含許多突破性條款，按照

國際經驗來看，要去推動投資環境改革、現代化、透明、建立公平競

爭機制的國家，推動這些優惠通常不會只有一個特定的對象。因此若

中國大陸按照《歐中全面投資協定》使投資環境更加透明、法規更現

代化、競爭環境更公平，尤其國營事業介入市場競爭受到更多限制，

那受惠對象不會只有歐商，事實上，在中國大陸所有的外資包含臺商，

都能共同享有比較現代化的經營及投資環境。此外，《歐中全面投資

協定》將促進雙方在技術、經貿、科技領域加強相互投資合作，因陸

企投資與購併多集中商業、零售、車輛、能源等產業，與臺商未形成

直接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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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24、歐盟對內對外相關政策目標

（四）歐洲對臺貿易現況

歐盟為我國第 5大貿易夥伴及第 1大外資來源，尤其來自歐洲離
岸風電業者的投資，近來成長快速。2020年我國與歐盟 27國貿易總
值 518.8 億美元，觀察與我國雙邊貿易走勢，在出口貨品部分，前 3
大貨品依序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與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合計占我出口至歐盟地區比重的 65.2%。
進口貨品部分，前 3大貨品依序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電機
設備及其零件（HS85）和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合計占我國自歐
盟地區進口比重的 55.1%。

從 2020年數據來看，歐盟是我國主要投資者之一。截至 2020年
底，來自歐盟的核准僑外直接投資總額為 42 億 7,400 萬美元，佔我
國核准僑外直接投資總額 91 億 4,434 萬美元的 47%，其次是英屬加
勒比海群島（21%）和日本（10%）。2020年，我國來自歐盟的 FDI存
量主要源於丹麥（65%）、盧森堡（16%）和荷蘭（11%）。

歐盟對外

暫緩歐中《全⾯投資協定（CAI）》，
影響雙⽅開放市場合作

此協議暫緩影響中、歐盟在技術、經
貿、科技領域加強相互投資合作

鞏固印太伙伴之戰略重要性，洽簽
FTA維繫與RCEP國家貿易關係

• 歐盟對外積極洽簽FTA，並於歐盟理事
會通過《歐盟印太合作戰略決議》，闡
明了歐盟期待加強在此⼀對歐盟利益具
有重要策略意義地區的戰略重點

• 由於歐盟－東協貿易協定的談判破局，
於是，歐盟遂轉向東南亞國家涉及層⾯
廣泛的雙邊談判

歐盟對內

經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等國際環境影響，
歐盟重新調整其產業策略掌握數位主權，

促進產業數位型、降低技術依賴

• 完善歐盟境內國家基礎建設，作為各國
數位轉型之基礎

• 促進加強歐盟的開放策略⾃主權，減少
六⼤關鍵領域對他國供應商的依賴，包
括原材料、原料藥、半導體、電池、氫
能以及雲端運算等領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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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委員會，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5、2020年核准僑外直接投資

就我國對外投資而言，截至 2020 年底，我國對全世界投資總額 118
億 510 萬美元中，投資於歐盟地區，總額為 15 億 6,782 萬美元，約
占 13%。2020 年我國投資於歐盟國家中，匈牙利擁有最大投資金額
13 億 5,697 萬美元，佔我國對歐盟投資總額的 90%。德國排名第二
共 9,228萬美元，佔 6%，荷蘭排名第三共 1,536萬美元佔 1%。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委員會，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6、2020年我國對歐盟國家直接投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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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歐盟雙方產業合作上，於 2020 年第六屆臺歐盟產業對話中
聚焦產業政策變動及疫情後供應鏈移轉，以及聚焦於離岸綠能的綠色

轉型合作商機，並就科技創新（人工智慧、智慧機械及機器人）、中

小企業及產業聚落國際化等議題，盼在面臨疫情及供應鏈重組之際，

強化臺歐盟夥伴關係。此外在 2020年 12月，臺歐盟雙方也就經貿議
題進行了「第 32屆臺歐盟經貿對話會議」，會中雙方就全球與雙邊經
貿政策環境發展、動植物防疫檢疫（SPS）、技術性貿易障礙（TBT）、
智慧財產權保護、投資、藥品及醫療器材等各項經貿議題進行對話。

此外 2021年 3月臺歐盟於線上舉行「臺歐盟供應鏈合作論壇」
會中除分享各產業本身在歐洲及我國之投資經驗外，還針對臺歐盟在

半導體、節能設施、生物科技、精密機械及風力發電等產業升級的合

作前景，進行深入討論。各種新興的全球挑戰凸顯建立具韌性供應鏈

的重要性，歐盟將綠能及數位經濟視為經濟復甦的核心，我國則將再

生能源、科技創新、生物科技等列為核心戰略產業，並且培育動態工

業聚落，將使雙方廠商的合作及創新更具效率。

（五）臺廠於歐洲供應鏈布局之關鍵案例

綜觀臺商在歐洲設廠的情況可以回溯至 2000 年，鴻海集團開始
於歐洲捷克設廠生產，主要負責電腦組裝、生產液晶顯示器、電腦零

組件及網通設備以就近供應當地市場，並規畫設立資料處理中心。後

續許多電子大廠如友達光電、華碩電腦、宏碁、和碩聯合科技、群光

電子、合勤科技、大同、英業達、達方電子、緯創、友達、奇偶科技

及正文科技等，主要為設立後段組裝廠，組裝資通訊產品（如高階伺

服器、鍵盤）等，以快速供應歐洲市場或設立資通訊產品維修中心或

客服中心。而上述這些電子大廠初期前往東歐國家設廠之關鍵因素皆

為「接近市場」，不但離先進歐盟國家德國、法國等主要市場不遠，

可大幅降低運輸成本，許多大廠也因就地生產組裝，而增加當地客戶

比重；長遠來看以東歐優越之地理位置，甚至還有機會將市場擴散至

俄羅斯及中東等地區。除掌握核心地理位置之外，如最初大多臺廠選

定設廠之捷克緊鄰德國，其工業基礎深厚，無線通訊專業人才技術也

相當扎實；加上捷克勞動力平均成本也低於其他歐盟成員國，有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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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力成本。

然而近年因美中貿易戰與新冠疫情影響全球供應鏈轉變，不管是

為因應成本漲幅、缺料危機或是政治因素，針對特定資通訊終端產品，

因產品特性與區域需求的不同，也逐漸出現全球在地生產布局等變化。

綜合以上政策方向與幾個顯著臺廠布局案例，可以發現以組裝廠來說，

因應市場需求，近年相繼朝網通設備與伺服器等產品進行擴廠；此外

大型設備商則以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作為產品之加值服務，朝軟硬體

系統整合之模式銷售。

鴻海擴廠生產網通產品、伺服器：鴻海集團旗下 Cloud Network
Technology（CNT）於 2021年宣布將規劃 1430萬歐元（約新臺幣 4.78
億元），投資於雲端運算，並擴大位於匈牙利科馬羅姆的廠區。此為

匈牙利首座 5G工業互聯網智慧工廠，同時也因為 5G的使用，使廠
區成為無纜線的無線傳輸環境，大幅提升工廠生產效率與彈性。從鴻

海於匈牙利擴大投資一舉，可看出集團積極拓展歐洲雲端資料中心，

以及 5G網通設備的版圖。此外也因為鴻海攻入了微軟雲端伺服器供
應鏈，開始擴大出貨，整體而言自雲端服務供應商（CSP）之業務占
比已達三成，預期今年將持續加重於伺服器出貨之比重。

英業達於捷克擴廠伺服器：英業達於捷克之廠房主要以生產筆電、

伺服器之終端電子產品為主。因應客戶對於環境之不確定性因素，以

及伺服器之轉單效應，英業達擴大於捷克工廠內伺服器之產量。加上

英業達於 2021 年初即拿下雲端巨頭亞馬遜大單，占亞馬遜伺服器代
工有 22%的比重，為完成客戶之訂單，與支應歐美市場對於伺服器之
需求，英業達也說明針對歐美市場，將擴大於墨西哥及捷克海外生產

據點，顯見海外代工中心表現出企業應對國際局勢變動下，靈活調動

的特性。

研華設置服務中心：研華在歐洲布局已有將近 30 年之久，其經
營重點一直放在品牌與全球布局。透過併購專注於開發及銷售各式無

線及有線之智慧製造網通產品及解決方案的網通大廠 B+B
SmartWorx，擴大歐洲市場、通路及吸收相關專業人才，深耕當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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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拓展歐洲在地化之產品服務，後續更對焦於垂直領域之市場需求，

提供在地化之物聯網系統整合服。近年，研華在歐洲提供之應用服務

範圍更廣，包含建築自動化、環境的能源監測和控制；在工業製造上，

更能夠全程導入智慧製造執行系統（iCTOS MES）於組裝產線，以智
慧化功能簡化從配套到預先配置、組裝、整合和品質控管等產線操作

流程，以符合當地進行智慧製造之需求；此外為打進特定領域之當地

市場，研華透過與在地小型系統整合商合作，成為其關鍵合作夥伴，

並依照客戶需求提供硬體與後端數據系統之完整解決方案。

台達電併購擴張市場：台達電在歐洲布局時間也有將近 30 年之
久，這段時間台達電透過併購瑞士 Ascom 旗下的高階電源供應器子
公司 Energy System，為企業帶來了解當地法規、市場特性的人才，同
時透過併購方式也為企業打開銷售通路有用的人脈，大幅減少從零開

始所需花費的時間投入成本，此舉奠定台達電在歐洲的基礎；後續再

度併購挪威電源大廠 Eltek，並且逐漸從電源供應器製造商，轉型成
為能源解決方案提供者的角色。隨著近年歐洲市場 5G、邊緣運算等
應用所衍生大量數據的產生，台達電所提供之高密度不斷線系統受到

德國、英國、法國等多家大廠的採用，提供了客戶在使用上的彈性或

滿足這些數據中心相關備用電力之需求。電動車的普及也帶動了充電

樁、車載充電裝置、高階電動馬達研發等與電動車相關之新事業版圖。

除了以上已在歐盟布局之廠商外，我國在半導體與歐洲大廠，相

關合作包含台積電與意法半導體攜手合作加速氮化鎵製程技術的開

發，並將分離式與整合式氮化鎵元件導入市場，透過此技術合作，意

法半導體採用台積電領先的氮化鎵製程技術，生產其創新與策略性的

氮化鎵產品。此外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為歐洲首屈一指的
半導體研究中心，該機構部分研究資金來自台積電與國際許多半導體

大廠，台積電透過雙方在技術上的合作，擴大贊助奈米技術研究，厚

積創新動能，實現半導體技術演進與未來人才培育的二大目標。而未

來歐盟於半導體產業布局日新月盛，預期歐盟國家將以更多「技術合

作」方式初期透過大量補助吸引廠商前往投資，如德國計畫將加倍對

於半導體產業之支持，以努力擴大該國高科技產業基礎，目前德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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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已經撥出 50 億歐元的政府資金來支持該國晶片製造商。其經濟部
長甚至提出，對於國外投資意願較高之企業，政府的資金補助可能會

增加一倍，達到 100億歐元，希望借此減少對美國和亞洲的依賴，捍
衛歐洲自己的利益，因為沒有「科技主權」歐盟的活動空間就會受到

限制。然而半導體設廠成本龐大，歐洲目前並無完整產業聚落以及龐

大之市場規模，因此短期內以設立研發中心的可能性較高。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27、臺商於歐盟投資案例

三、日本

（一）日本因應供應鏈重組趨勢之政策

日本於亞洲地區屬技術輸出國，創造出亞洲區雁行理論，成為掌

握各種技術的研發與關鍵零組件、材料的源頭，將各種成熟技術轉移

至追隨的東亞與東南亞國家，生產基地也隨之轉移至國外。從日本特

殊的產業脈絡，可看出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冠疫情下，不像大部分國家

主打外資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或設廠，日本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推出吸引

外資的政策，甚至在 2021年初針對 518家對日本經濟、安全與健康
影響重大的日本企業，加大限制外資持有股份從 10%降至 1%，為避

進入歐盟
單⼀市場

歐盟市場需求:

5G、雲端
及邊緣運算

智慧製造

半導體

• 早期進入歐盟設資通訊硬體組裝
廠以開發歐盟單⼀市場為⽬的

• 因應貿易戰轉單效應、市場需求
與政策推動，開始針對伺服器、
5G等網通產品進⾏擴廠

• 早期透過併購當地廠商，擴⼤歐洲
市場、通路與吸收專業⼈才

• 研華專注於軟硬體整合之解決⽅案，
協助企業實現⼯業4.0之智慧製造環
境

• 台達電提供⽀持5G、邊緣運算等數
據中⼼所需之⾼密度能源解決⽅案

• 透過與歐洲⼤廠及研發中⼼合作，投
入創新技術之研發，實現半導體技術
演進與未來⼈才培育的⼆⼤⽬標

• 未來歐盟透過資⾦補助，吸引廠商前
往設廠，促進歐洲半導體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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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關鍵技術和敏感專利遭到外資收購。直至 2021年 6月，日本政府
才在整體政經與疫情局勢下，因應半導體成為國家產業安全議題，制

定「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鎖定與發展 5G 相關之半導體設計、研
發與生產，透過加強與國際半導體廠商合作以提升日本技術，並重振

日本本土半導體的供應能量。

面臨美中貿易戰影響與挑戰，日本首要策略為協助日本企業轉移

與回流。2020 年 3 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未來投資會議上曾表
示，「應讓過度依賴某一國家並具高度附加價值產品之日商製造據點

回流日本，且為謀求製造據點的多角化經營，應讓其他較低附加價值

產品之生產據點分散到東協各國投資。」次月，日本政府便從高達 1
萬億美元的「經濟振興方案」中，撥出高達 2,435億日圓（約 22億美
元）經費支援「供應鏈轉移計劃」。其中，將撥款 2,200億日圓於「供
應鏈國內投資補助」計畫主要協助兩大類別之日本企業於日本建設生

產基地。其一為生產據點高度集中在特定國家之日企，大企業可獲得

約 1/2之建設成本補助、中小企業最高可獲得 3/4之建設成本補助。
其二為健康相關之重要醫療產品與材料之日企，大企業可獲得約 2/3
之建設成本補助、中小企業可獲得 3/4之建設成本補助。

另外之 235億日圓則協助日本企業將生產基地擴展至東協各國，
主要補助相關設備採購成本、當地廠商合作、東協生產基地數位化，

以及相關網路設備建設。該補助主要目標為使汽車、電器、醫療設備、

稀有金屬等相關產業，期透過相關供應鏈擴展補助政策，創造在日本

與東協諸國之多元供應鏈，從而降低供應鏈過度集中之斷供風險。

根據統計，在 2020年 7月日本企業申請「供應鏈國內投資補助」
達 1,670 件申請案，申請金額達 1.7 兆日圓，遠超過 2,200 億日圓的
原預算。在申請踴躍下，日本政府於 10月的閣員會議上決定從 5,492
億日圓新冠肺炎對策國家預備金中，追加 860億日圓用於「針對供應
鏈對策的國內投資促進事業費補助金」，重點補助新工廠建設和設備

引進，持續協助口罩及醫藥品等醫療產業之日企於日本設立生產基地，

以確保零件與材料的供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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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8、日本供應鏈轉移計劃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29、「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

而隨著美中科技戰斷供至晶片缺貨的影響下，半導體供應升級為

國家戰略物資，又正逢各國 5G 技術商轉，帶動龐大的半導體需求，
各國開始投入國家資金以扶植供應鏈本土化。曾為半導體亞洲領導國

的日本，也因國安議題與 5G需求下，於 2021年 6月發布「半導體‧



89

數位產業戰略」。該戰略主要以數位產業與智慧社會發展為核心，擴

展至日本當地半導體自主供應的需求與安全性。在此計畫中特別聚焦

於日本在半導體的製造能量缺口及關鍵技術突破，提出與海外重點半

導體代工廠進行合作，透過赴日設立大型工廠、既有工廠升級、共同

先進製程研發等方式，以重新提振日本半導體產業基礎，並促進日本

半導體在製造環節的補強，期能復興日本半導體量產能力。至此，在

供應鏈重組的浪潮下，日本政府才有相較顯著的吸引外資政策作為。

日本在面對尋求外部合作的項目中，精準錨定在次世代製造與關

鍵技術研發，包含：先進邏輯半導體的共同生產、3D 封測技術的共
同研發等等。日本亦提出針對既有優勢領域培養本土化製造能力，如：

NAND快閃記憶體、CMOS影像感測器、功率半導體以及微電腦等。

雖然「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目前政策尚未有完整的挹注金額揭
露，但日本經濟產業省已陸續傳出研擬政府補助金額以投注本土半導

體振興與吸引關鍵海外廠商赴日投資設廠，以重新組建日本當地完整

半導體產業鏈，包含 2021年 5月提撥 190億日元補助台積電於日本
筑波市設立研發中心。

從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可看出其在因應國際政經局勢以及

新冠疫情之影響下，首以保護的角度出發，將資源優先放在協助日企

供應鏈因應調整，多元化與分散風險成了重要的考慮因素；然而隨著

供應鏈重組浪潮與 5G時代來臨，日本轉向耕耘技術競爭力以根本性
迎戰動盪的外部環境。並在技術發展策略上，積極鎖定海外關鍵半導

體夥伴，欲借合資設廠之力重建日本半導體的競爭力。

（二） 日本對外貿易政策

日本身為出口型大國，在國際經貿網絡上極為重要，並積極參與

區域貿易協定，與各國採取雙邊與多邊貿易關係，並在美中角力之間

保持著平衡關係。包含與美國之日美貿易協定、與歐盟簽署之日歐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Japan-EU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CPTPP、RCEP以及積極推動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都展現日本在國
際貿易關係上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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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月 15日，由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澳洲、紐西蘭和
東協十國組成之 RCEP 正式簽署，形成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
定。2021年 4月，日本參議院表決批准日本加入 RCEP，完成國內核
准程序。在 RCEP的自貿協定下，以出口為主的日本能利用關稅大幅
降低的優勢，擴大與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往來，將有效帶動日本經濟

成長。在關稅的誘因下，不難看出日本將會加重與中國大陸雙邊貿易

往來的緊密度。

2020 年 9 月 1 日，日本、澳洲與印度共同提出三邊供應鏈彈性
倡議（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SCRI）。SCRI源自於國際局
勢與新冠疫情下凸顯供應鏈的脆弱，期透過三國共同倡議，將重組一

個更具韌性與信賴關係的跨國供應鏈與貿易體系。雖未直接點名，但

SCRI 被視為三國為了抑制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以減緩中國大
陸對印太地區經濟發展影響之措施。2021 年 4 月，三國之貿易部長
共同召開視訊會議，正式啟動「供應鏈彈性倡議」以共同建立安全供

應鏈。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30、日本與各國積極推動貿易協定

2021年 4月 16日，由日本前首相菅義偉（Yoshihide Suga）與美
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首次共同發表以政治戰略為核心之美日
聯合聲明，以確立印太地區之安全。該聯合聲明雖然著力於國際政治

議題以及區域矛盾，但在高科技產業部分，針對 5G無線網路的安全
性與開放性的承諾，以及在半導體等敏感供應鏈相關問題上達成共識，



91

提出美日於相關重要科技的投資、培養與保護上進行合作。

然而，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性仍相當高。根據中國大

陸商務部最新統計，2019 年日本投資中國大陸之金額達 37.2 億美元
（2.6%），持續保持近五年落在 2.5%左右的佔比，超過美國的 1.9%以
及我國的 1.1%。包含知名冰淇淋品牌日本明治將投資超過 100 億日
圓於中國大陸上海、蘇州、廣州等城市新建工廠，積極擴增在中國大

陸之產量，以因應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而日本松下電器雖於 2018 年
陸續傳出部分業務產能轉移至東南亞與墨西哥，但其仍預計於 2021
年擴大空調和空氣淨化器相關業務之中國大陸業務，並傳出計畫在廣

東投資設廠。

除了加大投資，日本於 2020 年對中國大陸出口達 22.9%、進口
達 27%，創近年來新高；中日進出口貿易總額達 3175.38億美元，微
幅成長 0.8%。顯示日本對中國大陸市場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冠疫情影
響下，貿易往來亦不退反增。對於日本部分企業而言，中國大陸正處

在加速轉型升級關鍵時期，經濟發展潛力大，加上龐大之市場吸引力，

移出中國大陸並不符合經濟效益。

（三）日本對臺貿易現況

根據經濟部統計，日本自 2015 年便超越新加坡成為我國貿易出
口額第四名國家，近十年日本佔我國出口貿易額度約 6.2~7.0%，第一
名中國大陸則穩居近 30%之佔比，美國與香港則是落在 12~14%之佔
比。根據經濟部國貿局資料顯示，我國對日本出口產品以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之 50%佔比居首，遠超於第二名之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0%佔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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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31、2015~2020年我國出口貿易國家別

我國從 2000 年開始大量移往中國大陸設廠，造就「臺灣接單、
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出口模式。「臺灣接單、海外生產」主要為我

國企業外移以後，外銷的訂單由我國方接單，轉向國外生產基地製造、

出口至客戶國，而其模式使製造成本產生於較低廉之國家，有利於追

逐成本的廠商類型。因此，我國廠商接到之訂單，未必全由我海關出

口，產生我國訂單海外基地出口值與我國接單的比率，稱之「海外生

產比」，而我國在日本訂單之海外生產比率逐年下降。

自 2015 年開始，我國接單與製造後出口日本之金額出現顯著成
長。我國對日本客戶訂單之「海外生產比」佔比從 2012年的 53%一
路降低至 2020 年之 18.1%。也就是說，日本訂單有超過八成以上的
貨量是在我國本土製造出口，並非經由「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

其主要原因來自於日本於中國大陸設廠與經貿關係逐漸成熟，透過

「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追求成本的訂單，日本企業已有足夠能

力可直接與中國大陸廠商進行貿易，而我國廠商之訂單則轉為中高階、

追逐品質的訂單，其價格具足夠利潤空間使臺商留在我國生產。因此，

在臺日生產貿易間的特殊模式，使相關臺廠受美中貿易關稅影響較小。

值得比較的是，我國對美國與歐洲訂單的海外生產比落在 70~8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國大陸 712.0 737.3 887.4 964.9 917.9 1,024.4

美國 380.4 382.5 411.6 414.0 462.4 505.5

香港 342.4 333.9 367.7 394.9 403.2 489.9

日本 192.7 194.7 295.7 228.0 232.7 234.0

新加坡 172.5 161.4 176.2 173.2 181.8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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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度依賴海外生產基地的市場。

表 3-10、2012~2020年我國出口日本貿易總額與佔比

年份 出口總額

（百萬美元）

日本訂單總額

（百萬美元）

海外生產比

2020 23,400 28,570 18.1%

2019 23,279 28,039 17%

2018 22,801 29,641 23.1%

2017 20,574 28,826 28.6%

2016 19,471 24,606 20.9%

2015 19,274 29,740 35.2%

2014 19,903 38,406 48.2%

2013 19,222 37,041 48.1%

2012 18,988 40,398 53.0%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統計處，MIC整理，2021年 9月

（四）臺廠於日本供應鏈布局之關鍵案例

日本、中國大陸、我國區域鄰近特性，以及日本特有之經貿關係

下，臺日之間供應鏈重組的發展具有與眾不同之樣貌。首先，臺廠在

日本訂單轉移至中國大陸生產的比例不高，觀察大部分資通訊產業發

展脈絡，「臺灣接單、中國大陸生產」的模式並不適用於臺日之間的

貿易關係。日本訂單之於我國廠商多為留在我國生產的高成本、高研

發與高品質的高階或利基產品線。因此，在「臺灣接單、我國製造、

出口日本」的路徑上，受美中貿易關稅影響較小。除此之外，日本亦

在美中貿易戰局中採保守立場，臺廠在面臨供應鏈重組的浪潮下，因

客戶要求或關稅進行供應鏈轉移至日本的現象不顯著。

然而在美中貿易戰與疫情的大環境下，我國資通訊廠商於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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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9 年間出現積極併購或投資日本市場的趨勢，例如：新唐併
購松下半導體、聯電併購富士通半導體、2020年華新科收購日本雙信
電機、我國指標性大廠台積電亦於 2021 年初宣布前往日本設立研發
中心，並且宣布正在進行赴日設立晶圓廠的評估進程。

近年臺廠併購日本資通訊廠的趨勢來自 2016 年鴻海併購夏普一
案，而夏普為第一間被外資併購的日本大廠，具標竿意義。因日本民

族特性，過往外資併購日本廠商不易，直至鴻海併購夏普後快速轉虧

為盈，才致使日本企業逐漸開放心態接受外資併購或投資策略，也更

促進日本脫手非核心業務，以進行產業重組轉型。而鴻海透過併購夏

普取得高階面板的技術與日本的技術人才，不僅取得原核心業務的手

機面板零件，強化產業垂直整合的效益，更獲得關鍵面板技術與新業

務版圖，以布局鴻海在未來物聯網 8k+5G、AIoT 的策略。鴻海併購
夏普一案開創了近幾年臺日科技產業的新合作模式，帶動接下來幾年

臺日併購積極的現象，如表 3-11所示。

表 3-11、2014~2020年臺廠併購日廠案件數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案件數 1 0 3 4 4 7

資料來源：PWC臺灣併購白皮書，MIC整理，2021年 9月

日本技術與品牌在國際市場間具有領先地位，尤以與我國息息相

關的半導體與電子零組件。在近年日本科技產業開始重整轉型，臺廠

積極承接的技術或業務版圖也多來自日本知名科技大廠，主要併購目

的為技術取得、擴大業務以及增加產能，如表 3-12所示。

表 3-12、2018~2020年臺廠併購日廠案例與併購目的

年份 臺廠 併購標的 技術

取得

擴大

業務

增加

產能

2018 鴻海 東芝 PC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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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臺廠 併購標的
技術

取得

擴大

業務

增加

產能

2019

研華
歐姆龍子公司

OMRON Nohgata 

聯電 三重富士通半導體  

新唐 松下半導體  

2020
華新科 雙信電機株式會社  

鴻海 NEC商用顯示器事業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2019 年華邦電集團新唐科技收購松下半導體事業與旗下晶圓代
工廠，以擴增產品線、開發日本市場以及取得產能。松下半導體事業

與新唐設計晶片的事業模式相近，屬水平整合式併購，意為擴張業務

版圖以取得新市場。新唐合併日本松下半導體事業後，從集中在電腦

的營收逐漸更多元化，包含通訊、車用電子、企業自動化的事業佔比

都持續提升中。除此之外，日本松下半導體具有 CMOS 影像感測器
與射頻技術的研發人才，併購後的人才取得將可以提升新唐的晶片設

計技術。至於旗下之 6 吋晶圓廠具有 CMOS 影像感測器、高壓的產
品線，為 5G新時代布局下的新市場版圖，為新唐取得策略技術的關
鍵資源，不僅能提供新唐因應 5G市場新需求，更能促進新唐競爭力
多元化，在未來外部局勢變動將可以更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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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唐科技法說會，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3-32、新唐科技併入松下半導體營收佔比變化

無獨有偶，2020年底，我國被動元件廠商華新科技透過 2006年
併購至旗下的日本子公司釜屋電機株式會社（Kamaya），向日本碍子
株式會社（NGK）收購日本上市電子零件製造公司－雙信電機株式會
社（Soshin）。被併購的日本雙信電機為電子元件製造商，具有電力
電子及資通訊產品的研發能量，其主要產品為電容、濾波器等電子零

組件。華新科併購目的主要瞄準雙信電機為全球低溫陶瓷共燒技術

（LTCC）的領先廠商。LTCC 技術可將多個被動元件燒入同一塊陶
瓷基板中，以達成 5G通訊發展對更多零件、更小體積的需求，為 5G
終端應用設備之無線通訊模組的關鍵技術，且 5G手機對 LTCC的用
量為 4G手機的三倍以上，具有龐大市場效益。而全球掌握 LTCC技
術的廠商超過五成來自日本。在 5G未來終將邁向毫米波技術的未來，
LTCC濾波器成為具優勢的新解決方案。該併購使華新科直接取得雙
信電機既有的日本市場業務以及新一代通訊所需之關鍵技術以擴大

業務版圖。除此之外，華新科因應未來手機零件走向整合發展，將雙

信電機的能量與集團持股的信昌電、閎暉實業、佳邦等電子零組件廠

進行整合，擴大集團資源整合效益，將併購綜效最大化以攤提高昂的

成本。

市佔率擴大也成為部分我國資通訊廠商的併購目標。鴻海於2020
年透過收購日本電氣 NEC 商用顯示器事業超過六成的股份，晉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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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三大商用顯示器的供應商。聯電於 2019年併購 2014年與日本富
士通半導體所合資的 12吋晶圓代工廠三重富士通半導體（MIFS）並
更名為 United Semiconductor Japan Co. Ltd（USJC）。該併購大幅擴
增聯電於日本晶圓代工的市佔率以及月增三萬多片的 12 吋晶圓產能，
有效提升聯電在半導體的產業地位。

聯電自 2012年因市場縮減與能源供應問題結束 8吋晶圓代工廠
聯日半導體後，便僅有以 IC行銷業務辦公室落地日本。2019年的併
購代表著聯電以製造代工角色重新回歸日本市場，重新取得晶圓代工

廠有利於聯電在全球 40 奈米、65 奈米與 90 奈米製程中掌握超過兩
成的產能，以在成熟製程中提高競爭力。聯電亦獲得三重富士通半導

體既有的客戶與市佔率。而在全球因應 5G商轉需求開始搶 8吋晶圓
代工的產能，亦傳出聯電有望持續出手併購日商東芝旗下的 8吋晶圓
廠。聯電對外強調對於併購抱持開放式態度。由此可看出市場 5G轉
型帶動產能需求成為新的機會，促使我國半導體製造的廠商開始積極

向外買廠，而具有優良技術的日系晶圓廠成為臺廠併購寵兒。

除此之外，亦有臺廠透過投資日廠策略進行。NAND Flash大廠
群聯電子便於2020年中取得49%的股份加入Sony子公司Nextorage，
以擴大在日本的記憶體業務市場。Nextorage掌握 Sony儲存產品設計
部門的 NAND Flash相關產品線，主力產品為高階與企業用。群聯電
子本次投資 Sony旗下 Nextorage，主要專注在技術開發環節與系統整
合。透過與 Sony合作，群聯電子轉型高階影響儲存產品開發，從中
取得日本高階研發資源，並能擴大企業用固態硬碟（SSD）、嵌入式
多媒體卡（eMMC）等產品線。

由上述個案可歸納至 2016 年開始的臺日併購，展現出相似的模
式：我國企業展望 5G時代商機，順應日本科技公司調整、轉型而釋
出的併購機會，進而快速取得關鍵技術與產品線，以期達成業務多元

化或轉型。尤以瞄準 5G帶動的泛物聯網零組件與終端設備為我國廠
商的共同目標。而美中貿易戰與供應鏈重組不僅沒有抑制併購行動，

在供應鏈風險下，除了生產基地外，也加速了在技術、產品上的多元

布局，以全面向提高企業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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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臺廠進入日本產業鏈之因素盤點

年份 臺廠
進入日本原因 取得技術原因

美中貿易戰

供應鏈轉移

技術、市場

驅動轉型

事業體

多元布局

瞄準

5G需求

2018 鴻海 X   X

2019

研華 X   

聯電 X  X 

新唐 X   

2020
華新科 X   

鴻海 X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除了市場版圖重整與技術併購機會之外，國際局勢動盪下，日本

於 2021年 6月推出「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以及台積電成為各國
必爭資源之現象，開啟了臺日技術共研新模式的契機。

「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目標提升日本半導體製造環節，並啟動
吸引外資策略。2021 年初台積電前往日本設立材料研發中心即為日
本首個實踐「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的關鍵項目。台積電雖以先進半
導體製程為核心優勢，但上游材料與設備仍高度依賴日本，故由台積

電投資 1.89 億美元、日本政府撥款補助 370 億日圓經費，在日本研
究重地筑波市設立共同研發中心，主要瞄準超越摩爾的 3D封測技術，
期能精準帶動設備、原料、封測技術的整合發展，以及帶動相關 20間
日本零件供應產業群的建設。日本相關零件供應商包含晶片封裝企業

Ibiden、切割設備製造商 Disco、光阻劑供應商 JSR等等。由日本與台
積電建立的共同研究中心與「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可看出日本有
條件開放目標外資企業進入，以補上日本半導體產業於製造能力的缺

口。並規劃一個緊密的研發生態系，整合研發、製程、設備、材料等

半導體產業，使上游設備、材料能精準定錨在研發與製程端的實務需

求，如圖 3-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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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21年 10月 14日台積電正式對外宣布，因應客戶需求，赴
日設廠，並預計於 2022年建廠、2024年量產。投資合作者方面，除
了一開始台積電客戶日商 SONY 投資之外，也陸續傳出豐田旗下汽
車零組件大廠 Denso、三菱電機等日系大廠有意加入，日本政府也正
在研擬補助該跨國大廠合作計畫，將形成大廠主導、日本政府支持的

模式。由此可見，台積電設立研發中心與未來設廠模式，是以切入目

標市場需求為主，也就是日本對先進封測需求、CMOS晶片與車用晶
片等需求，整合當地日本合作夥伴與政府資源，落地建立「日本+台
積電」的聚落模式。

一向保守封閉的日本透過「半導體戰略」開放國外的目標廠商參

與先進半導體的研發，主要為整合區域能量，以日本為主、外資共創

的模式，創造先進半導體的生態系，以掌握半導體在東亞區域的產業

鏈核心。而日本的有條件開放外資共研，與日長期共好且掌握製程能

力的我國成為日本首要合作對象。供應鏈重組與風險所帶動的半導體

在地化、區域化，我國廠商有望透過技術取得、參與研究、加入日本

產業鏈等等方式形成競爭力與壁壘，以抵禦在外部環境震盪的風險。

第三節、小結

以中國大陸為生產製造核心的商業模式受到眾多因素挑戰，而這

些挑戰迫使著資通訊生產製造產業不再以中國大陸為主要核心，而是

有需要有更多元的產業布局以因應快速變動的國際局勢。世界各國也

注意到此趨勢，因此順勢推出各種產業回流與鼓勵政策，試圖藉此吸

引本土或是海外大廠設廠。產業回流政策短期影響下，中國大陸資通

訊產業鏈之生產製造的模式將會順勢廠商外移逐漸改變，不再追求純

粹以規模量產與組裝製造為特色的資通訊硬體產業，也不再只以滿足

基本就業為目標，而是追求完整度更高與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布局，

特別是在資通訊版圖，中國大陸提出十四五規劃要建立更完善的「新

一代信息產業」生態系，同時也要在半導體持續升級。而美歐日也針

對自身產業與市場需求提出，特別是在半導體部分，各國均推出強化

自主化的半導體產業政策，另也有在資安與環保方面的政策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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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新的國際局勢。

在產業自主安全供應的議題下，美中兩強抗衡格局，或將演變成

多強爭霸與產業多元發展。其中資通訊產業格局下，美方掌握的科技

領先優勢，但中國大陸市場成長優勢也是大家持續關注的部分。不過，

可以看到的是各國資通訊產業回流政策與獎勵政策將持續數年，也會

從初期的吸引直到後期的穩固，資通訊產業生產基地將會在主要國家

形成大小不一的聚落。屆時，如何形成安全可靠的自主產業鏈，將不

再是紙上談兵，而是各國在考量自身需求時必須付諸行動的策略，以

確保產業的韌性與安全性。

因此，在兩強或多強競合局勢下，我國正以「中國大陸的布局」

與「中國大陸以外的布局」為發展基礎下，參與全球供應鏈移動，並

成為重要的研發、製造與生產的重要角色。因此，未來在樂觀預期下，

我國將成為各國的協力者，與各國打下本土化、在地化的資通訊產業

鏈的基礎與契機。過往各個國際資通訊聯盟之所以能統一產業標準，

產業鏈環節層層分工功不可沒。然而，產業回流政策吸引了各國獨立

產業線後，各國的分工將逐漸消弭，全球的資通訊產業的供應端將更

破碎化。破碎化代表資通訊產業各環節將產生更多的磨合，對於我國

資通訊大廠而言，這當然代表著新的市場機會與挑戰。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33、各國主要產業回流政策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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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對美國、歐盟與日本等先進國家或區域來說，綜觀臺資企業布

局的主要驅動力皆有所不用。其中在美國部分，主要是在於美中兩

強持續的競爭，同時美國又以政策來制定對陸的依據，同時也驅使

企業去響應美國的需求，因此企業在選擇美國主要以政策為考量，

特別是前述之抗中法案，都可能加大對企業對美國布局重要準則。

而在歐盟部分，由於歐盟對中國大陸的態度，相較美國來得和緩許

多，因此檢視企業布局歐洲市場來看，主要還是以市場驅動為導

向，但由於歐盟對於數據安全以及環保相當重視，因此布局歐洲市

場應進一步側重相關法規的施行，同時也可透過品牌建立擴大影響

力。最後，在日本的部分，臺日過往的合作以技術導向為主，因此

未來在日本持續推動半導體與 5G應用，以及產業轉型的前提下，
我國企業可檢視與日本之間是否能在新興科技領域深化技術合作，

並提高競爭壁壘。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3-34、臺資企業選擇美日歐布局之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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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通訊臺商在臺及全球布局展望

第一節、臺商在兩岸布局之機會與挑戰

過去中國大陸憑藉著低廉的勞動成本、充足的勞動力，以及提

供各項優惠的投資條件吸引投資，得以在短期內成為世界製造工

廠，也創造出令人驚嘆的經濟成就，然而卻也引發諸如結構失衡與

過度依賴出口等問題，造成如今勞工成本上漲、土地價格上揚，以

及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2020年為因應疫情，中國大陸投入大量緊
急支出、擴大發債規模，致使地方政府的債務高築，許多企業也在

突顯緊縮的信貸環境下負債沉重，違約事件頻傳，諸多債務危機陸

續爆發為經商增加了不確定性；此外，中國大陸今年提出在 2030年
前達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積極推動碳交易
和碳市場的開放是實現該目標的重要途徑，這將使得在陸臺商長期

面臨碳稅問題。

今年剛通過的「十四五規劃」顯示出中國大陸依法治國的決

心，在其大力推動數位經濟，發展數位中國和數位人民幣的同時，

也祭出多項監管法令與政策，如數據安全法、網路安全法等，將讓

中國大陸經營環境快速變動，不穩定性提高；而在持續推展「綠色

中國」，中國大陸為加速綠色節能生產的進程，環保政策與法令日趨

嚴格，臺商長期勢必面臨節能減碳及土地使用變更等政策調整，也

可能需要配合減產或遷廠。

在建設「數位中國」的目標下，中國大陸為強化科技發展，將

促進工業互聯網視為推動技術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但在美國阻擋

其發展高科技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為擺脫依賴國外技術的現狀，亦

透過制定中國標準 2035，期能掌握產業標準和市場競爭的話語權，
而此舉迫使在陸企業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套標準做出投資或抉擇。

由於我國產業聚落相對完整，且具有交期短、成本低、品質佳

等製造優勢，使得我國資通訊產品組裝和電子零組件製造具備優秀

的國際競爭力。未來在美中對峙不斷加劇的情勢下，「去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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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結構恐難避免，臺商如能透過盤點產業技術來源與市場布局

狀況，做好供應鏈分流布局之準備，相信能將美中貿易戰及新冠肺

炎疫情化危機為轉機，並轉變美中科技戰為轉單效應的長多格局。

未來對外方面，若能把握美國和日本政府大力推動下，持續深

化臺美、臺日合作關係，將有機會與其建立安全供應鏈體系，成為

重要供應體系之一環。例如在去全球化供應鏈的發展趨勢下，美國

喊出「信任夥伴聯盟」及「乾淨網路」 供應鏈安全體系，鼓勵廠商

赴美國投資生產並加強對中國大陸技術管制，我國業者可在人才交

流、創新研發、商業合作模式上，與美國有更深的夥伴關係。對內

方面，在政府「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政策推動，欲打造我國成為

「高階製造、高科技研發、半導體先進製程、綠能發展」等四大中

心的目標引導下，臺廠應持續布局關鍵領域，如前瞻半導體製程發

展、AIoT、5G等，利基於過去奠定的產業能量，結合醫療、資安、
綠能等領域應用，未來將有機會在國際扮演關鍵性角色。

第二節、臺商在重點國家布局之機會與挑戰

一、美國

臺廠設廠美國的機會與挑戰部分，從 PEST 模型分析來看。機會
方面，在政策層面上，美國國會通過「美國創新法案」 、「美國老鷹

法案」，給予去中化的臺廠更多輔助設廠機會；鞏固抗中聯盟，促進

我國加入美國供應鏈安全體系；臺廠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經驗與規模勝過陸廠，可與美國官方政府與民間
企業共同發展綠色經濟。在經濟層面上，看重美國內需市場龐大；美

元仍為全球經貿市場的主流貨幣；美元霸權架構優勢。在社會層面上，

美國文化對於廠商的接受度比較下，供應鏈移轉時更偏好臺廠設廠勝

過陸廠。在科技層面上，美國擁有眾多半導體、通訊（5G/6G）、電動
車、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DX）關鍵技術與專利的大廠，
促進臺廠合作產業升級；美國主導制定眾多半導體、通訊（5G/6G）、
電動車、數位轉型國際標準，臺廠可避開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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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方面，在政治層面上，美國抗中法案「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

「美國老鷹法案」成為既定事實，臺廠或將持續脫中；不可有含中成

分，些微中國大陸關聯性之臺廠或將被排除在外。在經濟層面上，美

中科技脫鉤，臺廠不只一個世界兩套系統，而是資料在地、獨立管理

等一家公司兩套管理；美國人力成本高昂，導致製造成本居高不下。

在社會層面上，防疫不夠嚴謹，可能不定時爆發疫情，導致封城；人

口成長停滯，臺廠所需地方勞工規模可能不足。在科技層面上，5G/6G
的標準制定影響產業趨勢，然而其他國家也會大力推動其他標準體系，

臺廠陷入選擇難題。

表 4-1、美中貿易戰下臺廠於美國布局供應鏈分析

挑戰 機會

政治  美國抗中法案（《美國創新法

案 、《美國老鷹法案 》）成

為既定事實，臺廠或將持續

脫中

 不可有含中成分，些微中國

大陸關聯性之臺廠或將被排

除在外

 美國抗中法案通過（《美國創

新法案 、《美國老鷹法

案 》），給予去中化的臺廠

更多輔助設廠機會

 鞏固抗中聯盟，促進我國加

入美國供應鏈安全體系

 臺廠企業社會責任（CSR）經
驗與規模勝過陸廠，可與美

國官方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

發展綠色經濟

經濟  美中科技脫鉤，臺廠不只一

個世界兩套系統，而是資料

在地、獨立管理等一家公司

兩套管理

 美國人力成本高昂，導致製

造成本居高不下

 美國內需市場龐大

 美元仍為全球經貿市場的主

流貨幣，美元霸權架構優勢

社會  防疫文化不夠嚴謹，可能不

定時爆發疫情，導致封城

 人口成長停滯，臺廠所需地

方勞工規模可能不足

 人才問題，無論是尋找當地

人才或外派臺灣人才都需要

時間或其他條件去克服

 美國文化對於廠商的接受度

比較下，供應鏈移轉時更偏

好臺廠設廠勝過陸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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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5G/6G 的標準制定影響產業

趨勢，然而其他國家也會大

力推動其他標準體系，臺廠

陷入選擇難題

 美國擁有眾多半導體、通訊

（5G/6G）、電動車、數位轉
型（DX）關鍵技術與專利的
大廠，促進臺廠合作產業升

級

 美國主導制定眾多半導體、

通訊（5G/6G） 、電動車、、

數位轉型（DX） 國際標準，
臺廠可避開誤區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從上述的機會與挑戰綜整來看，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的趨勢已成定

局，甚至是長期的趨勢，這將逐步衝擊到各產業發展方向。過往，川

普政府對外奉行的是美國優先、對內採行小政府，盡可能降低行政規

模和社會福利、減少課稅和監管規範，讓產業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如今，拜登政府講求安內後攘外的修補國際關係，內部反而則採取大

政府，期望讓美國變得更加強壯。概略而之，可以「川規拜隨」的方

向作為總結，這些趨勢整體上可聚焦在國家安全層面來觀察。

國家安全層面而言，主要有網路治理。川普政府發起了「乾淨網

路」計畫，而拜登政府決定延續此政策。且「乾淨網路」計畫成為我

國供應鏈廠商，極需關注的機會與挑戰重點。2020年 4月，美國正式
推出乾淨網路計畫，選定 5G設備供應商，直接禁止華為、中興等中
國大陸業者，2020年 8月，擴大為包含電信業者、雲端應用及海底電
纜，並列出五大方向：乾淨營運商、乾淨商店、乾淨 APP、乾淨雲端、
乾淨電纜。

拜登總統上台後立刻簽署「白宮 100天供應鏈」（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報告中的一年內 6大產業檢視生產基地，分別為國防工業、公衛與生
物防備產業、資通訊技術產業、能源產業、交通運輸產業、農產品與

糧食生產。還有 2021年美國百日內優先檢視產品之生產基地的方向，
美國歸納出 4項產品與美國的海外依存度，依序分別為關鍵礦物與原
料（稀土）90%、先進電池 90%、半導體 88%、藥品 70%。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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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主要生產國家裡都納入了中國大陸，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先進電

池市占率 77%與半導體市佔率 16%，其中與我國重大關聯的屬半導
體，預估我國半導體市佔率 20%，高於韓國 19%與日本 17%。這代表
美國未來對於中國大陸此 4項產業將展開新的競爭，而我國則成為半
導體裡的關鍵角色。

表 4-2、美國海外依賴度重要 4大項目

項目 美國海外依賴度 主要生產國

關鍵礦物與原料

（稀土）
90% 中國大陸

先進電池 90% 韓國、中國大陸（77%）、 歐洲（5%）

半導體 88% 臺灣（20%）、韓國（19%）、日本
（17%）、中國大陸（16%）

藥品 70% 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The White House、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BCG、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MIC整理，2021年 9月

根據「白宮 100天供應鏈」報告，半導體產業生產高度集中於東
亞，依序為臺灣的 20%、韓國的 19%、日本的 17%、中國大陸的 16%，
總產能高達 72%，導致供應鏈過度集中化，衍生出中斷的風險。進一
步觀察，半導體產業可大致上依序以三大類為主：邏輯（Logic）的
41%；記憶體（Memory）的 33%；分離式、類比、光電（DAO）的
26%。其中，10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晶片，甚至有 92%位於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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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IA、BCG，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4-1、全球晶片製造之生產基地與產能

對於臺廠而言，這代表半導體將是我國供應鏈產業布局的首選目

標，雖然給予了我國半導體廠商更多市場機會，但也帶來美中兩國爭

奪時的布局挑戰。例如 2021 年 3 月美國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SCAI）因判
定中國大陸在人工智慧產業能量已經超過美國，建議美國白宮必須防

堵中國大陸發展運算能力有關的產業，而與運算能力及及相關的硬體

即為半導體供應鏈產業。目前，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對策從半導體的

設備著手，例如中國大陸採購先進製程的設備時面臨諸多限制，直接

影響了中芯國際試圖發展 14 奈米的進程。連帶影響到臺廠的方面，
是台積電在南京廠擴張成熟製程 28奈米為主，而非先進製程的 12奈
米或 16奈米。

二、歐洲

表 4-3、美中貿易戰下臺廠於歐盟布局供應鏈分析

挑戰 機會

政治  歐盟部分國家與中國大陸往

來相對密切，雙方政治不確

定性可能為臺商經營風險之

一

 「數位羅盤」計畫，著重提升

半導體製造、5G普及、雲端
大數據應用之相關能力，在

相關領域臺歐雙方可加強供

應鏈優勢互補

 因應數據安全疑慮歐盟國家

透過立法禁止採購中國大陸

相關網通產品，成為臺商可

切入之機會點

經濟  歐盟數據管理之要求較嚴

謹，增加臺商於當地設廠之

管理成本

 在歐洲設廠人力、土地成本

較高，近期對環保要求提升

成為另一成本壓力

 我國透過系統整合服務強

項，切入歐盟智慧製造市場

 在半導體方面歐洲屬利基市

場，對車用晶片需求大

 於鄰近主要市場的東歐地區

設廠，增加產線彈性與減少

運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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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歐盟各國文化風情迥異，對

臺廠來說布局歐盟市場、開

拓各地人脈資源，為開發當

地市場最大阻礙

 歐洲擁有豐富的工業技術人

才資源

 一但與歐洲廠商有信任基

礎，便容易建立長期穩定之

合作關係

科技  各領域對於設備連網需求的

增加，導致對抗網路威脅的

相關技術成為各公司在資安

方面的一大挑戰

 半導體上歐廠強項為垂直整

合，臺廠重製造封測，雙方可

透過技術合作，促進產業升

級

 智慧製造之技術臺歐雙方透

過優勢互補，強化臺歐於工

業 4.0及數位轉型合作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在美中貿易戰及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歐盟為加強關鍵技術自主，

並降低對他國依賴，因而提出「數位羅盤」計畫，以提升歐洲在半導

體製造、5G 普及、雲端大數據應用之相關能力，在此部分臺歐雙方
可加強供應鏈優勢互補與雙贏之機會。此外因應歐盟數據安全之疑慮，

歐洲部分國例如英國、荷蘭、瑞典、義大利等紛紛透過立法方式，降

低未來自中國大陸採購之比重。受到此疑慮管轄之相關網通產品，也

可能成為臺廠之機會點。

歐洲市場著重在智慧製造、電動車與雲端應運之發展，雖然屬不

同領域卻同樣有著對與硬體設備、系統整合服務以及電子零組件之需

求，同時也是臺廠一直以來在歐洲布局的重點與深耕領域，因此市場

需求的增加也為臺廠增加了許多機會。在半導體領域上，歐洲雖有垂

直整合製造之能力，但所占比重並不高，反觀我國特別擅長於製造及

封測階段，因此臺廠亦是歐盟亟欲尋求的合作對象之一。若透過半導

體技術合作或研發中心的設置，將可能透過臺歐合作促進產業升級。

臺廠也可針對特定產品與歐洲大廠合作，擴大在歐洲利基市場之機會。

然而臺商在歐盟的發展雖然有以上相對明確的機會點，但仍看到

目前臺商在歐盟市場仍有許多可以多加著墨的空間，主要就是因為雖

歐盟為單一市場，實際上各國文化風情迥異，在布局歐盟各國市場時，

更需要當地辦事處協助界接當地可用人脈資源，讓官方長期持續投入、



109

深耕之資源發揮綜效。

在設廠成本方面，為追求更加永續的產業發展環境，歐盟祭出更

嚴謹的「Fit for 55」套案，其中包含對碳交易機制的政策，以及碳邊
境稅之徵收，要求欲進口至歐盟或於歐盟設廠之廠商符合其法規要求。

歐盟對於數據管理之要求較世界其他國家相對嚴格，對於資料應留存

於歐盟當地、隱私權相關保護設計、資料保護衝擊評估與另立資料保

護長等，為符合相關舉措都增加企業在數據管理上的支出。此外各領

域對於設備連網的需求大幅增加，因此對於硬體、軟體符合資安要求

的規格也更加提升，以對抗網路威脅的相關技術成為各公司在技術方

面的一大挑戰。

三、日本

由前述關鍵案例分析結果，可清晰看出臺廠布局日本模式主要因

素為產業常態發展下的技術需求。美中貿易戰與供應鏈重組則正向促

使臺日資通訊產業更緊密合作。

表 4-4、美中貿易戰下臺廠於日本布局供應鏈分析

挑戰 機會

政治  臺日產業關係仍處於日本主

導、我國被動的狀態

 臺廠未來可能面臨中國大陸

與美日盟國在雙供應鏈策略

上要求臺灣選邊站的風險

 美中局勢提高我國半導體產

業話語權，將有望重建臺日

產業關係

 日本為美國產業供應鏈與外

交發展之關鍵盟友，臺廠將

可透過日本切入美方體系與

保障產業安全

經濟  在日本併購與設廠之成本高

昂，營運可能受龐大虧損壓

力的影響

 日本市場規模不大

 日本屬利基市場，具高利潤、

少競爭、高穩定特性

 臺廠能借力日本的國際產業

鏈擴張全球市場

社會  日本企業文化謹慎難以突

破，取得技術或業務面臨民

族之隔閡影響

 掌握技術經驗的日本人才因

更換外資管理而流失

 臺日關係友好，臺廠較其他

國家更容易取得日本信任

 切入日本保守封閉的產業環

境後易守難攻，可快速建立

競爭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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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日本在技術端仍掌握所有決

策權，不輕易釋出合作機會

 日本在技轉以成熟或非關鍵

核心技術為主，臺廠可能取

得之前沿技術能量不如預期

 日本受美中與疫情影響，開

始主動調整科技布局，並部

份開放國外廠商參與

 日本近年產業轉型，陸續釋

出非核心技術，將協助臺廠

產業升級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我國資通訊廠商普遍具有中游製造技術優勢，但產業上游的研究

與開發能量不足的問題，與日本資通訊產業具高度互補性。正逢日本

產業轉型時期，日本釋出的技術對吸收的臺廠有因應 5G帶動的新產
業商機的效用，包含：CMOS感測器、機器人、物聯網、AI、大數據
應用等等。除此之外，日本市場雖規模不大，但屬高階且穩定的市場，

若善用日本產業鏈合作，將在布局其他國際市場有正向外溢效果。

日本在外部局勢動盪下，採取關鍵技術的超前策略，進而創建以

日為首的區域生態系，最終以望取得技術或產業標準的話語權。不管

在技術合作或供應支援角色，臺日長期友好的基礎下，臺廠與日產業

合作相較其他國家有信任優勢，將提升我國在日本戰略中的地位。臺

廠亦可利用與日本在產業上的緊密嵌合關係，借力切入美方體系以提

高產業安全。

然而，日本技術與市場相當難攻易守，利用日本釋出版圖的時機

與併購手段雖可快速取得臺廠所需資源，但前期損益平衡的成本壓

力已為一大經營風險；在併購後掌握技術經驗的日本人才流失也時

有所聞，經營日本資源成為臺廠前進日本的雙面刃。除此之外，日本

仍不輕易與外國合作、不隨意釋出技術，臺日產業關係仍遵循舊時雁

行理論，不管在技術釋出或是貿易關係上，皆由日本主導決定，且釋

出多為日本不再經營的成熟技術、製造成本較高的訂單，臺廠多屬於

被動承接技術或被動接單狀態。

而國際政局層面，臺廠雖可透過日本融入美系供應鏈，但也提高

臺廠經營成本。未來在局勢不明朗下，我國產業處被動觀望大國對臺

態度，難以避免在政局不穩定下，仍潛藏著美中兩個政權勢力大國要

求臺灣在雙供應鏈中選邊站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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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論

2020年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增加，對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成長顯著；
根據統計，2020年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達 1,367.4 億美元，佔
我國總出口值的 43.8%，較 2019年同期約 951億美元增加了 14%。
而 2020年對美出口總額 509億美元，約占我國出口總額的 14.7%，
中國大陸與美國是前兩大貿易夥伴。只是美國推動去中國化，中國大

陸去美國化局勢不斷擴大，「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雙供應鏈體系

逐步成形，也促使廠商考量移動在中國大陸布局的產能，加以分散美

中對抗帶來的風險。

然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封城與鎖國的影響下，即使中
國大陸經營環境條件已與過往不同，但在擁有穩定的製造能量下，仍

促使許多廠商在調配產能上將在中國大陸製造調整至最大，藉以因

應需求。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遠距工作」、「線上教學」以

及「宅經濟」等新商業模式，拉抬了各國科技產品的市場需求。

美中貿易戰觸發中國大陸面臨「關鍵設備、零件、材料與軟體」

的不足；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供應鏈斷鏈，讓中國大陸以外的

國家都意識供應鏈自主化的重要性。因此在美中政治衝突、經濟對峙

及後疫情的多重因素催生下，全球供應鏈亦由既有的全球化格局，走

向更區域化與在地化，屆此形成具備「安全」且「韌性」的供應鏈體

系，以達到「安全可靠」、「關鍵自主」、「穩定供應」與「彈性調

整」的產業樣貌，因此臺美歐日友好將成為廠商在供應鏈重組下生產

基地多方布局、供應鏈網絡與產線優化，以及參與推動數位轉型與技

術升級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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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IC，2021年 9月

圖 5-1、美中關係、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產業布局變革示意圖

前述所提，我國擁有多項全球市佔第一的資通訊產品，其中超過

五成以上的產品包括主機板、筆記型電腦、Cable CPE、晶圓代工、
WLAN、IC封測、DSL CPE與 PND。而這些產品的生產我國扮演著
重要研發、設計與生產的角色，同時也為了因應營運成本考量以及貼

近市場需求，我國重要的組裝廠商早在美中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前就布局全球。現階段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也為了供應鏈的安全可

靠，必須進一步完善供應鏈，特別是在關鍵產品，如半導體，高階伺

服器等，對於我國廠商來說，將擁有在地化需求的談判籌碼。

因此在各國紛紛推出相關投資優惠政策吸引我國廠商轉移投資，

除了考量美國、歐洲、中國大陸有市場優勢，以及區域協定外。另外

對於布局美國的企業而言，在美國政府競爭思維驅動下，積極建構一

個與中國大陸脫鉤的產業鏈，勢必驅使廠商思考去中化的必要性；對

於布局歐盟的企業而言，由於中國大陸與歐盟國家在政經方面既競

爭又合作，因此並不會全面去中化，故在市場要素和安全議題是廠商

前進歐盟布局時的考量重點；對於布局日本的業者來說，面對生產成

本高，市場相對成熟且不易進入的日本，技術或產品研發相關的合作

是廠商強化競爭壁壘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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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IC，2021年 9月

圖 5-2、我國具世界優等製造與布局全球能量

從上述臺商在選擇美歐日布局方向來看，各自的驅動力都有所

不同，以美國來看，主要是近期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促成美國快速通

過各項抗中法案，進一步帶起美國在供應鏈自主化，去中國化的需求，

同步在擴大內需部分強化了對新興科技應用的需求，而美國以世界

領導者的姿態，透過政策法令來驅動廠商面對考量供應鏈的移動布

局與必要性。

在歐盟部分，雖然在產品使用與產業布局上有安全上的疑慮，但

顯然不像美國般的抗中，反而是以歐盟本身市場與環境需求去擬定

政策。因此可以看到，歐盟的三大政策多以歐洲國家著重要數位轉型、

個資保護與資訊安全、綠色環保來訴求供應鏈的改變，加上歐盟區域

經濟整合度高，因此廠商布局亦考量著貼近市場的效益存在；在日本

方面，可以清楚看見的是廠商布局主要著力在技術的獲取，進一步提

升自力企業的競爭力，亦是我國廠商以併購取得技術外，亦有擴大既

有產能或產線的機會。不過，在半導體部分，則是可以看到日本以材

料、設備爭取先進製程與封裝的策略來提高日本對於半導體產業自

主化的需求。

因此綜合來看，美國以抗中為主要訴求，因此對於供應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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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可含中成分」與「美國製造」為主，同步要帶動產業在地化的

發展布局；而歐盟與日本來說，相關供應鏈在含中成份的考量較美國

低，因此在成本考量下「China+1」仍是對供應鏈主要選擇，但對於
關鍵產品與產業仍必須有「信任」與「韌性」的需求，因此在地化與

區域化的布局仍是必要。最後，可以發現的是美歐日在相關政策的擬

定上均圍繞著新興科技，如 5G、大數據、人工智慧的應用布局，因
此在供應鏈的移動三大模式下，如何透過在三地進行在地化布局的

同時，亦需要將數位轉型與技術升級納入與目標國的合作項目，作為

未來在製造生產供應鏈的移轉之外的另一重要戰略「與先進國家打

新興科技應用典範、標準制定與技術研發」。

資料來源：MIC，2021年 9月

圖 5-3、臺商未來布局之供應鏈轉移模式

一、美國

（一）美國法案將持續推動去中化路程

「2021美國創新及競爭法」簡稱美國創新法，與「確保美國全
球領導力與接觸法案」簡稱老鷹法案，共同推動美國供應鏈重組發

展，尤其是聚焦於半導體與資安等關鍵的國安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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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主動提升自主供應的比重

從安全供應鏈（Safety Supply Chain, SSC）角度，美國供應鏈重
組成為趨勢，臺美政府開始積極接觸，雙方交流熱度將持續提升。

（三）美國製造成為未來政策的核心

美國製造成為主流趨勢，美國政府將持續補助更多產業供應鏈

回流至美國設廠，並提高美國製造所需的生產環境條件，例如資

金、自然資源、勞工、人才等。

（四）非美製造將面臨新的衝擊

2021年 1月拜登已簽署「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行政命
令，聯邦機構採購之產品中，美國自製率的最低門檻將立即自 55%
提高到 60%，2024年提高到 65%，2029提高到 75%，非美國製造
的市場機會將持續縮小。

從上述四大結論中，可以歸納出未來全球供應鏈的布局重心將

不得不納入美國，既使不進入美國設廠，也勢必得有非中供應鏈的

型式，進而發展出「雙去效應」，也就是部分供應鏈將開始「去美國

設廠」與「去中國關係」。對於整體的供應鏈重組而言，美國將要求

更多的信任關係，也就是以國家級的資訊安全為前提。

因此美國本土大廠也將以資訊安全作為供應鏈布局的核心，例

如 2021年 8月 27日白宮會議中，拜登以「改善關鍵基礎設施控制
系統的網路安全」（Improving Cybersecurity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Control Systems）的國家安全備忘錄 （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NSM），正式交由國土安全部網路安全與基礎設施安
全局 （CISA）與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IST）主導合作開
發新框架，以提高技術供應鏈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眾多美國資通訊供應鏈大廠響應「改善關鍵基礎設施控制系統

的網路安全」計畫，包含Microsoft在未來 2026年前投資 200億美
元，加強整合網路安全解決方案，並提供 1.5億美元幫助地方政府
升級安全保護系統，擴大與學院和非營利組織的資訊安全培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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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Amazon將免費提供一般民眾安全意識培訓機制，同時免
費提供 Amazon網路服務賬戶持有人多因素身份驗證設備，防止網
路釣魚（Phishing）和密碼盜竊等網路安全威脅。IBM在 2024年前
培訓 150,000民眾網路安全技能，並將與 20多所學院合作建立網路
安全領導中心（Cybersecurity Leadership Centers）。Google將在 2026
年前投資 100億美元擴大零信任（Zero Trust）計劃，幫助保護軟體
供應鏈，並增強開源的安全框架，預計協助 100,000名美國民眾獲
得產業認可的數位技能證書。Apple將與包括美國的 9,000多家供應
商合作，推動多因素身份驗證、安全培訓、漏洞修復、事件記錄和

事件響應等。

對於臺廠而言，「改善關鍵基礎設施控制系統的網路安全」計畫

將刺激新的大量資安市場，尤其是整體性的解決方案，對於未來布

局美國供應鏈的角度上，可能浮現更多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 SI）的需求，但前提將是以美國本土為優先，進而促成
更多的美國製造案例。

二、歐洲

就臺商前往歐洲布局整體情況而言，從一開始是為了將產品拓展

至歐洲市場，後續隨著當地產業、法規的變化，進而順應當地市場需

求，發展對臺商相對有利之產品與服務。因此受到美中貿易戰與疫情

的直接影響，致使臺商從中國大陸移出至歐洲設廠的現象並不顯著，

最終臺商仍是為了把握歐洲當地市場，甚至有機會將產品擴散至中東

與俄羅斯為主要商業考量。

(一) 臺商前往歐洲設廠主要目的為進入歐盟市場。面對供應鏈重組
議題，臺商此一布局更能因應各地市場需求變化，彈性調度各

區域產能分配。

(二) 歐盟政策、法規的制定，影響臺廠於當地發展方向，並著重於
關鍵產業技術與數據安全之維護。

 「數位羅盤」以協助歐盟數位轉型為目標，為提升歐洲

在 5G覆蓋率、大數據、雲端應用與半導體技術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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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因而成為臺商在歐洲拓展新市場機會。

 「歐洲數據戰略」對於數據安全與資料在地化之重視，

一方面提升臺廠於伺服器與資安相關設備之銷量，一方

面也是臺商前進歐盟所需面臨於成本與技術投入上的挑

戰之一。

(三) 為融入歐盟市場，綠色環保也是臺廠需要高度關注之重要議題

 「Fit for 55」新增修改減碳政策，內容包括對碳交易市
場進行調整，將總排碳量進一步限縮；並研擬碳邊境稅

徵收辦法，預計於 2026年實施，旨在為歐盟內外的生產
商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並移除免費核配的規範

三、日本

觀察供應鏈重組，因日本對臺灣貿易海外生產比不到兩成，主要

仍為臺灣當地製造為主，故在美中貿易戰的關稅影響下，臺廠資通訊

供應鏈並無移動到日本的壓力。然而，在全球供應鏈重組浪潮下，仍

陸續出現我國資通訊大廠前往日本投資的趨勢，並有顯著的相似投資

策略與目的。

（一） 臺廠向日移動主要為半導體與電子零組件產業為大宗，並透

過併購取得技術為主要投資策略。臺廠併購目的為瞄準 5G及更高的
技術層次所帶動新興科技的龐大商機，包含：感測器、物聯網、AI與
自動化機械等等。

臺日半導體產業在技術與市場版圖上出現「日本釋出、臺廠接手」

的模式，帶動臺日雙方產業重組升級，強化臺日產業互補效益，整體

而言，與雁行理論的技術流動路徑相符，屬產業發展脈絡下的常態現

象。

（二） 2021年日本推出的「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將開放原本封
閉的研發環節，臺灣在臺日產業關係有望切入共同研發環節，有利於

臺廠參與產業發展，提高臺灣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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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供應鏈韌性與半導體成國安議題下，日本的「半導體‧數位
產業戰略」在研發領域有條件地開放外國廠商參與，台積電

成功切入，將可望為臺日產業合作開創新契機，將上下游供

應鏈關係提升至共同研發的夥伴關係。

（三） 日本難攻易守的特性致使成本與人才議題為臺廠前往投資的

痛點。如何在臺日產業關係中能更強化臺廠的主動參與權，提升臺灣

借力日本進行產業升級，也是目前產業面的重點議題。

（四） 產業安全部分，雖臺廠透過與日本合作能有效融入美系供應

鏈，但也將削弱臺廠在雙邊供應鏈的韌性，如何藉由日本的國際政治

力，透過提高我國在日本產業鏈中的重要性，借力提升臺灣產業安全，

為另一個關鍵議題。

第二節、建議

一、政府政策建言

進入後疫情時代，為因應全然不同的產業環境及貿易關係，以及

供應鏈從垂直變橫向區域性、由長鏈變短鏈的布局趨勢，建議政府持

續透過優化經營環境、加強國際鏈結，以及助力企業在地發展等三方

面協助國內產業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並發揮轉型升級的實力。

由於經商環境是直接影響人才、外資投入與國民所得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議政府需要持續加強整備國內經營環境，以打造具備國際水準

且人才友善的環境為己任，吸引臺商回臺投資。同時政府應帶頭整備

資安環境，加強教育消費者的資安意識，確立我國對內及對外的安全

信賴性。尤其在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與打造「高階製造、高科技研

發、半導體先進製程、綠能發展」等 4大中心的目標下，利用我國半
導體和資通訊優勢，發展結合 5G、數位轉型以及重視國家安全的資
訊及數位產業與資安卓越產業。

在加強國際鏈結方面，應同時規劃與歐美日等國家進行更多有關

新興技術（5G、半導體）、資安，以及技術安全供應鏈相關的對話機
制，建立能應對危機的供應鏈網路，確保供應鏈的安全不受政治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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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的信任體系；並透過推動與各國交流平台，建立多軌互動管道，形

成官產學研的溝通平台，依據不同議題，不同需求，在不同平台進行

溝通，以達到專項專責的有效溝通。其中包括由官方設立專責推動辦

公室協助政府與政府間、政府與企業的溝通與互動，再者是協助企業

籌組產業聯盟或公協會，以達到民間企業能即時參與政府部門在推動

國際鏈結的議題與相關會議；最後則是推動新興技術議題的相關研討

會或論壇，形塑未來合作議題與待解決問題的平台。另外在國際大型

的貿易組織的大型平台也應積極參與，如我國參與加入的 CPTPP；而
在雙邊合作面向，則在台美雙邊貿易協定或台歐盟投資協定也是應該

進一步積極布局的方向，特別是將我們資通訊產業納入重點合作項目，

以利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布局。

於在地發展方面，目前我國已展開供應鏈重組多是大型組裝廠商，

而中上游零組件廠商由於多數為中小企業，相對較無法自行進行供應

鏈的布局與移動，需要政府透過更積極與具體的政策予以支援，協助

其跨越資源與資訊不足的鴻溝。此外，當前我國產業需求已非尋求單

一性的發展，不同產業間的鏈結將會是未來面對國際產業競爭的重要

課題，因此，建議政府在奔波各地宣揚臺廠供應鏈優勢之際，勿忘在

臺各地方打造結合未來新興科技（5G、AIoT）的智慧城市應用實績，
建立成「示範島嶼」吸引國外政府來臺參訪，既能證實臺廠產業地位，

也有助於創新與傳統產業之間跨領域的連結，並帶來經濟效益。

(一) 美國

對於我國而言，可優化既有的半導體供應鏈溝通平台，透過更高

維度統籌的角色，凝聚出更具影響力的我國供應鏈優勢，藉此在美國

供應鏈中落地生根，甚至是成立更多美國當地機構，能更直接取得美

國當地對供應鏈的需求與偏好，藉此提早替臺廠爭取更多美國新興供

應鏈的商機。此外，建議政府要與赴美投資的廠商建立良好的聯繫管

道，透過臺美雙方投資管道例如 Select USA等，取得美國貿易相關政
府部門（U.S. Government Trade Agencies）、美國關稅查詢（Tariff
Research）、貨物通關與產品規定（Import Requirements）、美國各州經
商資訊（Business Information）等資訊，根據不同州的法條與優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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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發展因地制宜的產業。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研發面將提出更具嚴謹的資安認證，例如

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IST）提出「NIST 資安架構」（NIST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CSF）倡導的 5大準則：復原（Recover）、
回應（Respond）、偵測（Detect）、識別（Identify）及保護（Protect）。
因此，協助臺廠遵循相關資安條款，建立臺美資安互信架構，例如發

展出臺灣政府官方認證的資安供應鏈平臺，標準化臺廠供應鏈的生產、

製造、組裝等各環節之資安步驟，提高臺灣製造的國際資安信任地位，

對於長期發展美國供應鏈而言將勢在必行。

資料來源：NIST，MIC整理，2021年 9月

圖 5-4、NIST資安架構 5大準則

(二) 歐洲

因歐盟各國文化迥異，我國可加強與歐盟重點國家之官方互動與

產業鏈結，進一步協助臺灣廠商界接當地可用資源與人脈，將能更有

效率協助臺商於歐洲拓展業務。因此建議可以透過政府成立專案辦公

室並協助廠商籌組產業聯盟，形成政府搭橋民間上橋的執行方式，透

過專責辦公室針對臺歐盟具有共同發展目標與方向的產業建立常態

性的溝通平台，探討合作的議題與方向，進行更深化的交流合作，最

終有機會使臺廠以團體戰或是企業以大帶小等方式，共同打入歐洲市

場。同時也可善用、整合貿協在歐洲已設立之據點，與既有之溝通交

流管道，共同拓展深化歐洲市場。

再者、政府可多發展與歐盟國家雙邊對談，建立雙方友好合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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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如透過「臺歐盟供應鏈合作論壇」討論如：精密機械、再生能源、

半導體、生物科技等重點產業之合作機會。抑或透過臺歐盟政府搭橋，

民間上橋，為企業於前期合作討論建立較為友善之發展環境。

最後，也是產業最為缺乏的資源在於，面對不同國情環境，當地

法規深入了解不易，針對重大政策如「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之合規與碳邊境稅之徵收，都是企
業必須了解的重大規範。因此政府可持續提供相關政策措施之資訊，

以協助廠商了解最新規範之影響與因應作法。

(三) 日本

臺灣與日本產業關係深厚，並成功建立多個對接日方合作交流

的公部門單位與私部門團隊，尤其經濟部推動之臺日產業合作辦公

室、臺日技術合作辦公室與臺日科技合作辦公室已行之有年，並與日

方產官學皆有穩定的合作關係。在雙邊搭橋計畫已相當豐富下，臺灣

政府應積極整合多個對接資源，根據國際政局動盪與供應鏈重組的

趨勢，進行資源重整、分工，將力量聚焦在日本領先且有利於臺灣發

展的重點產業別。

除此之外，臺灣政府應將既有在執行層面的合作，提升至政策面

的合作，積極重啟臺日科技政策共研對話機制，以集中臺日兩國資源

組隊共同解決問題，壯大彼此的國際競爭力。而基於臺灣廠商積極投

資日本的發展下，臺灣政府可順勢而為，整合臺日兩國在政策上的資

源，研擬臺日企業在投資或技術合作上的鼓勵型政策，或建立日本投

資、併購的諮詢輔導之官方支援團隊，以促發更多臺日雙方資源、技

術之流通。

在產業之建議部分，臺灣應更精準將資源投注在日本掌握技術

與的關鍵產業上。我國握有半導體產業的優勢，帶動著廣泛資通訊產

業的發展；同時，半導體產業也是供應鏈重組面向國際的標竿產業。

因此，政府在因應半導體產業對日的發展上，應掌握日本釋出之「半

導體•數位產業戰略」進行對應規劃，並在其中可扮演角色有三。

第一、在升級合作上，我國政府應把握日本「半導體•數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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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針對政策見解進行臺日政府層級的對談。將原本由公協會、

產業帶動的臺日交流，由政府積極扮演與日對談角色，以從國家政策

框架推動臺日雙方在國際半導體在地化下的具體合作機會。

第二、我國政府可掌握與日本在半導體產業鏈的互補特性，以及

日本「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透過經濟部 2017年組建的臺日研發
推動辦公室針對其中共同研發的項目，組建兩國官方與研究單位的

研討會議，並積極爭取組建的臺日雙邊半導體聯盟，鞏固臺廠在日本

半導體發展的夥伴角色，依據優勢互補合作模式共享新世代半導體

與 5G、AI等新興技術市場。

第三、長期在臺日產業之間的人才問題，我國政府亦可借鏡台積

電(TSMC)公司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與日本東京大學簽訂合作備忘
錄所建立之跨國產學聯盟策略，利用日本本年度釋出之「半導體•數

位產業戰略」，往教育人才層面尋求臺日的合作策略。日本「半導體•

數位產業戰略」中針對半導體人才教育，提出整頓大學的半導體研究

環境，培育半導體先端技術開發、研究性人才。其與我國 2021年新
通過的新體制學院「半導體學院」的策略為異曲同工。基於臺日互補

特性與區域合作目標，日本整頓大學的策略將有望進一步與我國半

導體學院體制進行教育體系合作，將臺日半導體產業鏈上升至共創

人才，並有效引入日本技術知識，補足臺灣人才在半導體弱勢環節的

基礎實力。

整體而言，我國產業與日本合作具有高度地緣科技與戰略考量，

在美中局勢下，我國可轉外部危機為契機，重建我國對日的夥伴關係，

並整合產業優勢與外交策略，提升產業安全，以能抵禦未來不可控的

政經局勢所造成之危機。

二、企業布局建議

地緣政治與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延燒，全球經貿局勢變化多端，

掀起新一波全球供應鏈結構的重組，已出現包括雙鏈化、短鏈化、碎

鏈化等現象。在此局勢下，建議我國企業未來可以考量以多總部設置

為前提建立灘頭堡、未來再進一步的進行在地化，或是擴大邊境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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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進行布局規劃。只是面對不同區域的經營成本與文化環境下，

企業仍應以臺灣為運籌總部中心，且必須擁有財務管理權限，掌握核

心資源分配權力，並啟用多元管理架構，建立因地置宜與合乎市場條

件的經營模式。而在多元布局的情境下，對於國際人才的培育將更加

重要，特別是在培育臺灣人才的國際化，以及善用在地國際人才。

面對中國大陸未來臺商必將面對監管法規趨嚴，及數據安全和經

營環境不穩定的風險，因此在思考拓展市場的同時亦須加以警覺；對

於布局美國的企業而言，主要的考量在於成本壓力與標準的合作，因

在其「去中化」的政策驅動下，業者必需配合科技出口管制及相關安

全需求；對於布局歐盟的企業來說，歐盟與中國大陸競爭態勢上較美

中之間得紓緩，因此在不追求與中國大陸完全脫鉤的情況下，布局歐

盟國家更需要在意的是產品與產業在數據安全與環境保護的議題；面

對生產成本高，環境相對成熟且不易進入的日本市場，消弭文化隔閡

及掌握技術和產品研發是企業布局時強化競爭壁壘的關鍵要素。

(一) 美國

參與公協會赴美投資活動，提高美國製造比重或墨西哥產能規劃，

擴大整體美墨加協定下的布局規模，降低美國政策影響美國市場下的

不可預期之衝擊。主因除了美墨形成的「邊境工廠」已成為北美強化

供應鏈韌性布局重要的選項之一，尤其是在美國政府與民間都將積極

拓展更多元的供應鏈韌性，降低不可預測之風險衝擊。

美國抗中下所衍生的即是信任議題，也將因此具體呈現在資訊安

全方面。臺廠可藉由過往累積的資安經驗與商業模式，與美系客戶或

美系供應鏈合作，成為美系安全體系下的一環。在美國資安議題下，

資料在地化與管理獨立化成為關鍵產業趨勢，建議臺廠進行組織架構

之調整，新設資安長 CISO或雙執行長制等，彈性因應美方政策調整。

此外，參加美國研發聯盟與產業標準組織等，例如 2021年 5月
成立的「美國半導體聯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n Coalition, SIAC）
等，爭取成為美國關鍵供應商等。尤其是在美方擅長半導體設計環節，

我國擅長半導體代工與封測環節，兩強互補下可創造雙贏局面。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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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系要求上述四項更加的在地化，伴隨的成本上升與管理議題將迫使

臺廠獲利出現挑戰，尤其是承接美商的供應零組件，勢必需符合 ESG
標準，然而以獨立財務的子公司作為新興合作對象或將能降低母公司

的壓力，也能藉此達到美國政府倡導的「購買美國貨」方向。

在上述建議方向中，當屬研發相關最受注目。短期內，美國將

以當地供應優先，受到拜登政府大力推動「購買美國貨」所致。但

對於臺廠而言，採取美國製造的解決方案的成本勢必高出過往的中

國大陸製造策略。因此，臺商在供應鏈重組時，將以高附加價值產

業的研發中心為主。

(二) 歐洲

對於企業布局建議部分，首先可針對歐盟極欲發展之關鍵領域，

積極參與相關關鍵組織體系，例如歐盟將啟動兩工業聯盟「處理器和

半導體技術聯盟」與「歐洲工業數據、邊緣及雲端聯盟」，兩聯盟將

匯集企業、成員國代表、學術界、用戶、研究和技術組織共同參與。

而臺商若有機會經過官方搭橋民間上橋之相關交流管道，並透過企業、

研究或技術組織身分參與，將能更有效掌握市場與廠商鏈結機會，加

強臺廠於歐洲市場之影響力。

另外，在數據安全背景下，臺廠應掌握資安與安全供應鏈所衍生

出之市場機會，特別在防範具有資安疑慮廠商的領域，如伺服器與 5G
產品上，凸顯我國產品優勢。同時為因應歐盟法規，企業應加強資料

安全之技術與合規管理，提升進入歐盟市場機會；而面對歐盟碳中和

與碳稅目標，應更著重企業 ESG管理 ，如降低碳排、提出永續產品
政策。因應以上政策規範的調整，臺廠可藉此機會轉向深化高規需求

產品。

為因應歐盟市場需求，臺廠可透過全球供應鏈布局的彈性調整，

減少中國大陸生產之產能，並加重符合當地市場需求如伺服器、5G等
產品於當地生產之比重。最後，臺商可透過持續強化系統整合服務，

在特定領域雙方可採優勢互補策略，例如臺商發揮軟硬體系統整合優

勢，提供歐洲廠商完整解決方案；或與當地小型系統整合商合作，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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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進入特定領域之通路，以提供系統整合服務；或在半導體領域，透

過技術合作，促成產業升級之目標。

(三) 日本

2016 年鴻海夏普一案，打破臺日產業過往僅限於上下游供貨關
係，開創出「日廠釋出、臺廠接手」的全新產業模式。併購近年有效

協助面向日本技術與市場的臺廠成功布局，尤其在後疫情與 5G時代
的新市場機會下，臺灣廠商可把握日本釋出的CMOS影像感測技術、
射頻技術、車用電子、高階影像儲存技術等 5G市場的衍伸商機。

日本高度重視技術的上游研發，我國廠商應掌握半導體產業與

5G通訊時代的機會，透過公部門之臺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臺日
研發合作推動辦公室，或是相關產業公協會等等，與日方產業組織對

接，建立臺日產業、研究單位在研發環節的四方對話橋樑，推動在研

發端價值鏈合作的機會，支持臺廠參與產業標準與技術規格，進而強

化臺廠在日本供應鏈的角色、取得更多市場機會。

而經歷兩年的美中貿易戰與新冠疫情，生產基地重組的動作已

逐漸放緩，也改變了以往逐成本而居的供應鏈製造性質。從供應鏈移

向日本的經驗中，臺廠應洞燭機先，開始關注新興市場帶動之技術升

級與產業轉型。除了在生產上增強供應鏈韌性，也應在技術上著力以

創造新的競爭優勢，才能在未來政經局勢不明朗下，根本性地提升我

國在國際產業間的話語權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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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廠印度布局及合作案例

一、我國廠商印度布局

身為亞洲第 3 大經濟體的印度，印度近年經濟成長亮眼，龐
大內需市場、廉價生產成本及豐沛的技術人才，已使印度成為外商

投資必爭之地，且印度在資通訊、軟體等相關產業較發達，吸引不

少我國資通訊產業廠商在印度投資。此外，印度總理莫迪推動「印

度製造」政策，鼓勵外資在印度投資，也是推動我國廠商對印度投

資的原因之一。雖然與其他主要投資的新南向國家相比，對印度投

資金額並不多，但從成長幅度來看相當亮眼。

我國和印度雙邊貿易額年年成長。目前已有 55家我國電子產
業，落腳印度中南部，成為我國電子供應鏈聚落。在中美貿易戰衝

擊下，全球電子供應鏈開始轉移，印度成為電子零件供應鏈新製造

基地，包括緯創、鴻海、正崴等重要臺商，近年來都加強在印度生

產電子產品的能力。印度政府盼於 2020財政年度達到手機產值 1.5
兆盧比（約 214 億美元）及手機零組件產值 5,000 億盧比（約 71
億美元）的目標已提前一年達成。2018年印刷電路板組裝（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 PCBA）業者大增，半組裝品的進口量減少，
手機的核心零組件進口則開始上升，未來將會持續成長。印度針對

大規模出口努力，朝向 2025 年手機單一品項出口金額 1,110億美
元的目標邁進，為印度政府的全國電子產業振興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lectronics, NPE）所訂定。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截至 2021年 5月統計數據，臺商組織投資
件數共 115件。投資金額 11.0億美元。投資主要地區：德里 Delhi、
孟買 Mumbai、班加羅爾 Bengaluru、清奈 Seina、阿美達巴
Ahmedabad等地區。投資主要產業包含電機電子、鋼鐵、製鞋、醫
療器材、資通訊等。

大型臺商企業在印度之投資包括臺橡公司、鴻海集團、大陸工

程、美達工業、中鼎工程、中國鋼鐵、臺達電子、豐泰鞋業、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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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業、樂榮工業、中華航空、長榮航空、信通交通、正新橡膠、英

業達、聯發科技、友訊科技、宏碁科技、明碁科技、長榮海運、陽

明海運、萬海航運、英業達、仁寶電子、緯創資通、威剛科技、華

碩電腦等約 106家臺商。其中分布北印度地區之臺商約 42家（德
里、Haryana、Uttar Pradesh、Rajasthan）、西印度約 31 餘家
（Maharashtra、Gujarat）、南印度地區約 31 家（Tamil Nadu、
Karnataka、Andhra Pradesh、Telangana）、東印度地區約 1家（West
Bengal）。

投資產業包括：資通訊、鋼鐵、電子、機械、貿易、運輸、工

程、金屬、製鞋、農漁、電機、服務業、紡織、金融、車輛零組件

等。另外班加羅爾國際科技園區(Taiwan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Park，簡稱 TIIP)，TIIP為東元集團旗下的世正開發公司於印度所
設立的第一座科學園區，第一期面積約 28 公頃（70 英畝）。TIIP
目標成為台灣高科技產業進軍印度市場的生產研發據點。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MIC整理，2021年 8月

附圖 1、我國資通訊廠商於印度投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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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案例：印度智慧型手機產業

印度智慧型手機製造發展至今，已逐漸形成南北兩區的電子

產業聚落，南部來說主要聚集於 Tami l Nadu與 Andhra Pradesh兩
邦，由於 2005年 Nokia於清奈（Chennai）設立據點，形成重要的
電子製造重鎮，其中台灣電子組裝廠鴻海也在當地設有組裝據點；

2021 年和碩也透過與當地政府簽署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宣布將於清奈設立印度首座智慧手機廠房，
用於生產 iPhone，並供應蘋果供應鏈相關需求。此外同樣位於南部
的邦加羅爾（Bangalore）也是眾多電子製造、通訊及 IC設計業之
聚集地，身為蘋果供應鏈之一的緯創在 2017年於當地設廠，開始
組裝 iPhone SE機種，後續還陸續增設印刷電路板組裝工廠，以及
組裝 iPhone 7、8等機種。

北印度則集中於諾伊達（Noida）、新德里（New Delhi）及古
爾岡（Gurugram），並以韓系、陸系手機品牌業者為主，在北部形
成品牌業者聚落為首，零組件廠跟隨而至的情況。其中新德里為印

度首都具有交通便利、市場區位等優勢；而近年周邊衛星城市諾伊

達與古爾岡也都迅速發展，其中諾伊達工業園區因品牌商聚集，也

相繼吸引許多組裝及零組件廠於該區聚集，台廠中緯創、台達電都

於當地設有工廠。

隨著印度電子製造聚落逐漸發展，印度政府也相繼推出相關

獎勵措施，希望吸引更多業者前往或加大投資，以完善當地電子製

造能量。例如印度於 2020 年提出之生產獎勵計畫（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 PLI），除了希望吸引高階產品至印度生產
以促使整體產業升級，其補助對象甚至包含更上游的零組件廠商，

期待未來於印度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在高階智慧型手機製造部份，

印度以投資額及銷售額下限做為門檻，選擇 5 家外國企業提供補
助包含三星、鴻海、鴻海集團旗下的 Rising Stars、緯創及和碩；其
中，鴻海、緯創及和碩都屬於蘋果 iPhone 的供應鏈。可以看出印
度政府努力在目前以中國大陸品牌為主流的智慧型手機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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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當地與國際品牌的參與，增加市場多元與豐富性。

除此之外，印度也因為關稅徵收項目的擴大，並在「印度製造」

中提出於印度製造之智慧型手機需符合當地零組件採購達 30%之
比重，此舉也加速中游零組件廠至印度設廠之規劃。如蘋果供應鏈

之一的 PCB 廠臻鼎，預計投入 34 億新台幣於印度增設表面黏著
技術（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SMT）產線，以因應印度對印刷
電路板課徵 20%的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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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廠商訪談名單

屬性 廠商名單 營業規模（實收資本額）

廠商 雲達科技 10億元以下

伊雲谷 10億元以下

同欣電子 10億元〜100億元

全友電腦 10億元〜100億元

台灣晶技 10億元〜100億元

啟碁科技 10億元〜100億元

亞旭電腦 10億元〜100億元

精英電腦 10億元〜100億元

東元電機 100億元〜1000億元

和碩聯合科技 100億元〜1000億元

緯創資通 100億元〜1000億元

金仁寶集團 100億元〜1000億元

鴻海精密工業 1000億元以上

公協會 台北市電腦公會

台灣電路板協會

美國在臺協會

備註：金仁寶集團的實收資本額，僅合計仁寶與金寶兩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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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專有名詞縮寫、中英文對照表

英文縮寫 英文全稱 中文翻譯

5G The fif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

ABF Ajinomoto Build-up Film 樹脂基板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AIO All in One 一體機

AIo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智慧物聯網

AIT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美國在臺協會

APP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東南亞國家協會

CAI
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歐中全面投資協定

CBAM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碳邊境調整機制

CFIUS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

CISA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網路安全暨基礎安全局

CMMC Cybersecurity Maturity Model Certification 網路安全成熟度模型驗證

CMOS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CPE 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 用戶終端設備

CPTPP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定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處理器

CUSMA Canada–United States–Mexico Agreement 加美墨協定

DH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美國國土安全部

DRAM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SL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數位用戶迴路

EAEU Treaty 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歐亞經濟聯盟

EFTA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MC Epoxy Molding Compounds 環氧模壓樹脂

eMMC embedded MultiMedia Card 嵌入式多媒體卡

EPA Japan-EU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日歐經濟伙伴關係協定

ET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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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縮寫 英文全稱 中文翻譯

FASC Federal Acquisition Security Council 聯邦採購安全委員會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聯邦通信委員會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海外直接投資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貿易協定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國內生產毛額

GPU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圖形處理器

GTA Global Trade Alert 全球貿易預警

GVC Global Value Chain 全球價值鏈生產

HPC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高效能運算

IC Integrated Circuit 積體電路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國際民航組織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IMEC 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 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

LTCC Low Temperature Co-fire Ceramic 低溫陶瓷共燒技術

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備忘錄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

院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美國國安會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原廠委託設計代工

OFAC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OSA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開放性戰略自主

OSTP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

PC Personal Computer 個人電腦

PND Portable Navigation Device 可攜式導航裝置

Quad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四方安全對話

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T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區域貿易協定

SCRI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三邊供應鏈彈性倡議

SCRM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管理供應鏈風險控制

SSD Solid-state drive 固態硬碟

TFT-LCD Thin Film Transistor-Liquid Crystal Display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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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縮寫 英文全稱 中文翻譯

T-MEC
Tratado entre México, Estados Unidos y
Canadá

墨美加協定

TPA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貿易促進授權法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USMCA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美墨加協定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世界衛生大會

WLA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無線區域網路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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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期中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 第 3 頁研究目的提及，東南亞區域承
接部分中國原有的製造能量，在臺灣

資通訊大廠擴大在東南亞設廠時，也

更積極布局當地市場。更於第 76頁結
論與建議提及臺商可配合政府新南向

政策進行全球布局或海外輸出。惟本

報告僅就美、歐盟、日三市場分析供應

鏈重組因應政策及對外貿易政策，建

議新增我國新南向國家市場貿易政策

分析。

感謝委員的建議。惟本專題報告主要聚

焦歐美日為主，因此後續相關產業政策

將以歐美日持續進行探討。

2. 第 39頁起表 3-1至表 3-4的第 3行「中
國大陸以外生產基地」中，有些採取國

家名稱、有些採取城市名稱、有些兩者

混用（ex.桃園、台灣桃園），建議用詞
統一。

感謝委員的建議。相關用詞將採國家別

並於期末報告進行調整與統一。

3. 第 15頁指出，全球 2015至 2020年筆
電出貨量約在 1.5億至 1.7億臺之間，
惟預估未來五年的市場規模將持續維

持 2 億臺以上，請問數字是否有誤？
或請說明大幅成長的因素。另建議自

第 15頁起的圖表加上年增率，另外第
33、第 35及第 37圖表過小，數字不易
判讀，建議修正。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調整修

正圖表不易判讀部分。目前仍預估未來 5
年維持在 2 億臺以上，主要原因來自於
因疫情而帶動遠距辦公與遠距教學應

用，進而帶動筆電的成長，但後續會觀測

缺料影響筆電的發展。

4. 第 22頁至第 29 頁內容皆包含於第 22
頁小標題「二、美中科技戰刺激中國大

陸加快自主化」下，惟自第 27頁最後
二段至第 29頁內容係有關我資通訊廠
商近期因應美中貿易戰，轉赴東南亞

及南美洲之國際布局動向，建議此部

分內容另立標題。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針對這個部分訂定

標題「我國電子資訊硬體廠商因應美中

貿易戰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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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拜登總統於本（110）年 2月 24日簽署
供應鏈行政命令檢討關鍵物資供應鏈

情形，其中以半導體最受矚目，美國商

務部並於本（6）月初發布百日檢視報
告，分析全球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之

供應鏈發展現況與挑戰。此行政命令

亦屬美國供應鏈相關政策，建議將相

關內容，以及對我資通訊產業之連帶

影響加入第 46美國一節內容中。

感謝委員的建議，相關內容以及對我資

通訊產業之連帶影響將納入期末報告

中。

6. 有關 2021 年戰略競爭法，第 47 頁第
一段法案條例似引述錯誤，與全球基

礎建設相關條例應為第 111至 116條，
與數位技術及連結相關條例應為第

121-122條。另此節並無進一步說明該
法案對資通訊產業供應鏈之可能影

響，建議再多加著墨。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將予以補充

及調整。

7. 第 59頁自投審會引用歐盟直接投資
臺灣相關數據，惟係 2019年數據，
建議更新至 2020年。
（https://www.moeaic.gov.tw/news.view
?do=data&id=1528&lang=ch&type=bus
iness_ann）

感謝委員的建議，關於歐盟直接投資台

灣相關數據更新將會在期末報告進行調

整。

8.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中，第 76頁提及臺
商在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

可採取「以大帶小」和「左右逢源」兩

大策略，惟接續內容似乎未提及「左右

逢源」的策略或做法，建議可再進行具

體描述。

感謝委員的提醒與建議，後續在期末報

告將補充說明。

9.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中，建議能夠增加
臺灣如何透過國際合作（如經由國際

組織、雙邊合作等）來協助廠商進行布

局之內容，以更加與委辦案題目「…之
國際合作策略」相呼應。

感謝委員的提醒與建議。

後續會運用訪廠及座談會的結果，強化

期末報告結論與建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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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市場拓展處美洲組陳組長雅琴

1. 在文中所提到的數據若有附上圖表應
該要加以說明，以便讀者知道該段文

字所對照的圖表。例如第 32頁中提到
臺灣桌上型電腦產值 13,224 百萬美
元，應該說明:如圖 3-1所示，以免讀者
自己摸索找不到相對應的圖表。

感謝委員的建議。未來將於期末報告針

對圖表進行文字標示以利閱讀。

2. 第 43 頁與第 44 頁列出表 3-3 為手機
代工業者的生產基地分布，表 3-4為網
通設備代工業者的生產基地分布；若

手機與網通設備為不同產品應該當在

文中說明涵蓋的範圍，例如網通設備

包括伺服器等。且表 3-3應該要另起一
段加以說明，而不應插入在第 43頁的
網通設備代工中，或是第 43頁的標題
應該要調整為小標題 2.網通產業，以呼
應第 41頁的 1.手機產業。

感謝委員的建議。未來將於期末報告針

對產業分析部分進行調整以利閱讀。

3. 圖 3-3、圖 3-5、圖 3-6 的單位標示錯
誤；圖 3-3 兩個圖的單位皆為百萬美
元；圖 3-5右圖單位美元可能應該為百
萬美元，圖 3-6 兩個圖的單位皆為美
元，可能應改為百萬美元。

感謝委員的指正，相關錯誤將於期末報

告進行調整。

4. 第 32頁開始提到「臺灣桌上型電腦產
量、產值、出貨量」等，應該是針對台

商代工業者或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以

及全球各地工廠的加總? 又例如第 38
頁提及「臺灣伺服器出貨地區」、「臺灣

伺服器產業發展重點趨勢」，也應該是

指台商在全球各地區的布局? 可否在
文中標示或加註說明，以避免混淆被

誤認為是「在臺灣生產、出貨」。另桌

機產業與筆電產業如何劃分? 這兩類
廠商有明顯差異與不同嗎?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報告內相關資通

訊產品將進一步確認與調整說明。在筆

電與桌機產業部分，我國都有相關廠商

同時生產兩項產品，但由於產品類型不

同（筆記型電腦為個人電腦之一種形式，

相對於桌上型電腦，其係指具可移動特

性），故產業數據會分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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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46頁起為重點國家資通訊產業合作
案例，以美國為例，第 46頁至第 53頁
的美國貿易政策或產業合作政策並未

直接與資通訊產業有關，另外第 53頁
所提出的關鍵案例也是關於電動車、

晶片等，似乎未直接與資通訊供應鏈

布局案例有關。其他國家政策，例如第

54 頁開始論述的歐盟、日本等。可否
在各主要國家相關政策彙整中增加對

資通訊產業的關聯與影響說明。

感謝委員的指教。

重點國家部分，後續將於期末報告強化

重點國家資通訊供應鏈相關產業政策論

述，並補充我方與重點國家在資通訊產

業合作案例。

6. 本報告蒐集當前美國、歐洲、日本、中
國大陸等當前供應鏈相關政策與局勢

的發展，相當完整，值得參考。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財團法人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羅執行長懷家

1. 本研究為資策會專家且熟悉兩岸交流
的專家撰寫，內容涵蓋範圍、掌握有關

數據，且有邏輯性推演、與精確的結論

與建議，是可以提供政府政策建議企

業經營參考。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2. 按本研究計畫書規劃，共分五個章節，
本期中報告包括一、美中貿易戰及新

冠肺炎疫情下臺商全球布局現況；三、

全球供應鏈重組下，臺商在美、歐、日

產業鏈合作現況；及五、結論與建議。

相信期末告告時會加入四、臺商在臺

投資及全球布局展望這一章，但原先

規劃的「二、臺商全球布局下，重點國

家外商優惠政策」這一章，不知會如何

處理?

感謝委員的詢問。重點國家外商優惠政

策主要以美、歐、日為主要研析方向，並

納入第三章。

3. 期中報告「第二章、美中貿易戰及肺炎
疫情下全球資通訊市場發展現況」，與

原先規劃似有差異，建議肺炎疫情前

加「新冠」兩字，另以全球資通訊市場

感謝委員的指正。會在肺炎疫情前面加

「新冠」，並於期末報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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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況取代臺商全球布局現況，無

意見。

4. 有關期中報告第二章第一節部分建議
增加印度及墨西哥兩小節，此為近年

台灣 ICT 產業投資最多地區之一，若
不談到很可惜，雖然今年印度因疫情

擴散台商受傷很重，但仍應予分析。第

二節部分，建議增加平板電腦（Pad），
此部分變化很大，值得分析。

感謝委員的建議。

有關印度經貿局勢發展變化，將於期末

報告補充說明。但墨西哥經貿局勢發展

的資料較少，且MIC實際訪廠結果，台
商的全球布局中，印度的關注程度遠多

於墨西哥。但MIC仍會嘗試看看是否能
整理出墨西哥經貿局勢發展變化？

第二節全球資通訊市場發展現況，MIC
會再增加半導體產業，但平板電腦產業

會再查詢是否有最新的市場發展現況。

5. 有關期中報告第二章第二節部分之全
球桌機、筆電、平板（建議增加）、伺

服器及手機等產業，統計數字均到

2020 年，非常好，建議再區分主要地
區，例如北美、中國、歐盟、日本，台

灣及其他地方等。其次也有生產此項

產品的品牌廠商及其所占份額就更有

價值了。

感謝委員的建議。

第二章第二節全球資通訊市場發展現

況，及第三章第一節臺灣資訊產業產銷

現況，期末報告將持續更新到 2021年上
半年的統計數字，並加上主要地區分布。

但經查詢，MIC 的產銷現況並未做品牌
廠商的市占率分析。

6. 有關期中報告第二章第三節全球供應
鏈重組部分，建議分成四段。第一段跨

國企業近期遷離大陸概況、第二段返

台投資再塑台灣 ICT 產業聚落、第三
段大陸加快國內國外雙循環之具體作

法，第四段台灣 ICT 大廠之全球布局
作法。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將依此調整

為四段章節。

7. 有關期中報告第三章第一節第一段臺
灣資訊產業產銷現況，若有可能希望

以 2000年數據分析。第二段及第三段
資訊硬體與網通廠商的生產地分析能

否有各廠大陸與其他地產能分配比率?
第五段小節中有關（圖 3-9）說明中「中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將儘量更新

至 2020年相關產銷數據。由於廠商資訊
揭露有限，故有關產能分配比率恐無法

探討。

關於中階與低階之定義以營收與獲利觀

點來看，由於遷廠伴隨成本上升，因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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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產品轉移至東南亞/東歐生產，低階
產品則仍留在中國大陸生產」（P-45）
似乎有差異，大陸技術勞工量仍高於

東南亞及印度，因此中階產品留在大

陸、低階產品先行移轉。

南亞及印度之產品將以中階為主，低階

產品仍暫時無遷離中國大陸之計畫。

8. 有關期中報告第三章第二節重點國家
資通訊產業合作案例剖析與探討建議

改為「重點國家促進產業移轉政策及

資通訊產業合作案例剖析與探討」，有

關敘述非常精彩，在歐洲案例方面，可

介紹意法半導體、IQE公司、風電沃旭
丹麥及比利時 IMEC 與台灣技術合作
等。

感謝委員的指正與建議。

期末報告將予以修正，並補充歐洲企業

如意法半導體案例剖析與探討。

9. 在第三章第三節小節部分，大陸投資
環境雖有成本上升與環保要求提高問

題，但豐富資源、大量優質勞動力、投

資優惠與高效行政力仍不可小覷。其

次，政治干擾全球布局是好事嗎?或只
是曇花一現，印度投資可為一例。台灣

掌握優越組裝能力，一直未被學者肯

定，但以台積電、鴻海仍繼續耀眼於世

界舞台可見一斑。

感謝委員的建議，後續在期末報告將調

整論述方式。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葉顧問明峯

1. 第二章之第一節「國際經貿局勢發展
變化」中，缺少「新南向政策」或「印

太戰略」中，印度及澳洲兩大國之分析

資料。此兩大經濟體在我國未來資通

訊產業發展政策上，有「進可攻，退可

守」之優勢，似應補充印度及澳洲兩大

經濟體之資料。

感謝委員的建議。

期末報告將新增印度及澳洲經貿局勢發

展變化。

2. 又，在第二章第一節中，似應補充各主
要國家之產業政策（有關供應鏈部分）

之改變方向。

感謝委員的建議。惟本專題報告主要聚

焦歐美日為主，因此後續相關產業政策

將以歐美日持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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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第二章第二節「全球資通訊市場發
展現況」中，半導體為 ICT產業重要之
零組件，似應在此節中補充「半導體市

場」。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補充半

導體資料。

4. 美國拜登總統上任以來，已多次提到
將提升半導體之自製能力！渠在與

日、韓領導人先後見晤後，所簽屬兩國

共同聲明並有類似的呼籲。我國的台

積電（TSMC）已成為國際合作之重要
對象。有關「半導體產業對我國 ICT產
業發展之可能影響，應請補充。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補充半

導體資料。

5. 訂正：

（1） 在桌機產業發展方向，P33提及
「…中國大陸商轉提高自製率…」。其
中，「商轉」兩字為何義？有無更清楚

表達之方式代替？

（2） P52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之外文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r, CFIUS）中，United
States，沒有〝r〞，請予刪除。

（1）感謝委員的建議。P33 主要說明中
國大陸桌 機品牌崛起，後續期末報告將

重新整理文字說明。

（2）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將於期末
報告中修正。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邱副秘書長一徹

1. 多處雙邊貿易統計，未標註資料來源。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予以調

整。

2. 有關國家敘述，建議全部以國家名稱
列出，（美國、日本、韓國、「我國」、

印度）。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予以調

整。

3. 10 大國家/地區:建議刪除「地區」，均
稱國家，避免自我矮化。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予以調

整。

4. 印度是台商資通訊產業未來發展之重
點國家，本分報告應納入分析。

感謝委員的建議，後續在期末報告將新

增印度經貿局勢發展變化、台商印度布

局及產業合作案例。



141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5. （P.7）先進國家/新興市場請加註解是
那些國家。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予以調

整。

6. （P.12）第 4 段…前 10 大國家…「進
口?」整體比重…應為出口之誤。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予以調

整。

7. （P.45）高階產品…中階產品…低階產
品則留大陸生產，應說明理由。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補充相

關理由。

8. （P.48）最後一段，美國供應鏈…助
「各?」國重要企業…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期末報告修正。

9. （P.63）有關 JETRO 統計，日本企業
有 110件移出中國大陸案例，請說明是
否百分之百移出，或是仍保留中國據

點，但加強其他地區之投資?

感謝委員的建議。

JETRO 官方公開資訊雖未明確說明日本
企業移出中國大陸，但進一步觀察日本

相關廠商布局資料，可發現大部分知名

日商只轉移部份產能至中國以外地區，

仍在中國大陸保有生產據點及部分產

能，相關資訊後續將於期末報告予以補

充說明。

10.（P70）最後一段，而在台灣對日本的
「海外生產比」…並非經由「台灣接單
海外生產」模式。此段敘述前後矛盾應

修改。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將予以修正。

11.（P72）小結標題「各國產業產業回流
政策興起，試圖複製『中國製造』成功

模式」，僅有科技強國方有「產業回流」

議題，其他後進國家則是加強「吸引外

資」；另外也只有開發中國家有可能複

製『中國製造』模式，兩則應有區分。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將區分兩則

模式分析。

12.（P7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五缺」議
題與研究計畫主題無關，且未見與研

究主題相關之結論與建議，請掌握研

究方向。

感謝委員的指正。預定期末報告將此部

分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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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經濟部國貿局雙邊貿易二組吳副組長怡真

1. 簡報中提到建立一個安全可靠的供應鏈
是美歐日的發展，我們想要了解在訪談

中，業者是否有期待政府去做些什麼事

情？

依據 MIC 訪談結果，業者較多自我期
許，朝向強化供應鏈韌性，及積極數位

轉型，提供 AIoT 解決方案並建立生態
系。

2. 簡報第 20 頁，有提到半導體跟電動車，
電動車是政府現在極力推動的項目，業

者在這邊提到去投資的部分是受到政策

驅動，可以再提供更詳盡的說明嗎？半

導體部分比較能夠了解，電動車部分希

望能夠提供更多的資訊，讓政府未來跟

美國政府接洽的時候，有比較堅固基礎

去推動。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P.71補充鴻海近
期投資電動車動態，並補充相關原因。

3. 簡報第 32 頁，「一個世界、兩套系統」
這樣的使用跟說明上面，要避免引起爭

議。

感謝委員建議。已進行簡報修正，並在

期末報告以其他方式呈現全球雙供應

鏈體系的成形，如 P.32。

4. 簡報第 35 頁，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政府要去建立外部對接機制，這邊提到

新興技術的技術對話，希望可以聽到業

者對於政策上的對接可以做的更好。

感謝委員建議。已針對建立外部對接機

制提出多軌機制進行對接的方式。

5. 本委託研究案之研究方法與架構裡提
及，將會訪談相關廠商及專家，惟報告中

並未專節整理相關卓見，請簡要說明訪

談對象及其內容，並補充於報告中。

感謝委員建議。已在期末報告各章節中

補充訪談資通訊廠商的重要內容與布

局現況。

6. 有關第三章第二節重點國家資通訊產業
合作案利剖析與探討，鑒於我國業者與

印度在資通訊產業合作日益密切，建議

後續如有相關議題研究可將印度納入合

作案例剖析，供相關業者參考。

感謝委員的建議。若明年專案有持續針

對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將斟酌將印度納

入報告之案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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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24 有關美中科技戰刺激中國大陸加快
自主化一節，有部分篇幅文字重複，請調

整。

感謝委員的提醒。已將 p.24文字重複的
部分進行修訂。

8. P.33 表 2-2 係引用財政部 110 年 8 月 9
日新聞稿，請將資料來源修正為財政部。

感謝委員的提醒。期末報告已針對資料

來源及相關內容進行刪除。

9. P.34提及「…不排除出現『一個世界，兩
套系統』以上標準，台商將依市場決定技

術發展方向。我國廠商單純遵循「國際標

準」制訂的大方向靠攏…，臺商不會選邊
站，並優游於「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

雙供應鏈體系，這項優勢也是日商和韓

商所羨慕的，…」，而 P.94卻又提及「透
過夥伴關係持續擴張關鍵產業的主權

下，日本利用國際優勢以及長期多邊貿

易的策略，使日本企業現階段能彈性以

雙供應鏈的策略經營美國與中國大陸兩

套系統。」建議調整文字。

感謝委員的指教。針對日商在美中雙供

應鏈體系之表現已於 P.91 將相關文字
進行修訂。

10.第三章自 P.36起，我國 2021年數據應皆
為推估，請加上「預估」兩字。另對照第

2 章第 2 節以及第 3 章第 1 節之數據，
我國資通訊產品出貨量佔全球之比例甚

高，請問我國出貨量是否含我商於海外

廠之產能？如是建議調整數據。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本文皆增加「預估」

兩字。第 3章第 1節之數據為包含海外
廠之產能，另已於文本增加不計算海外

廠之全球第一產品說明。

11.第三章及第四章內容重複性高，建議第
四章「重點國家佈局之機會與挑戰」可併

入第三章「重點國家資通訊產業合作案

例剖析與探討」。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報告著重凸顯各重

點國家布局之機會與挑戰，因此分別獨

立論述較為適當。

12.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中，建議能夠增加臺
灣如何透過國際合作(如經由國際組織、
雙邊合作等)來協助廠商進行布局之內
容，以更加與委辦案題目「…之國際合作
策略」相呼應。

感謝委員建議。已在期末報告 P.111-125
增加與調整策略方向，並在主要國家提

出合作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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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本章目前著重在
我國與單一國家之雙邊合作策略，然而

全球供應鏈模式應非僅限於雙邊合作，

建議可再加強論述內容。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在期末報告 P.111-
125加強相關論述。

14.P.75 有關歐洲因應供應鏈重組趨勢之政
策，應新增納入「開放性戰略自主」及「歐

盟更新 2020產業策略」相關內容。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新增相關內

容於期末報告 P.73。

15.P.79有關「Fit for 55」，建議修改如下：
「…最後根據各會員國歐盟每週 ETS拍
賣平均價格，向進口國主管機關購買碳

權 CBAM憑證。另有關「…於葡萄牙設
廠的台泥除了有在地優勢外，手上也有

多餘的碳權可出售」之敘述，請再確認。

感謝委員的建議，相關內容已進一步確

認並調整於報告內文 P.77。

16.P.83有關歐中 CAI提及「…中資佈局聚
焦在關鍵材料、電動車、半導體與電子、

新能源領域，也可觀察是否有兩岸、臺歐

盟合作商機」應無論述依據，建議刪除。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80調整。

17.P.85有關臺歐盟產業合作，建議刪除「…
另外，還針對歐洲業者如何充分發揮潛

力，以為我國的風能發展貢獻力量進行

討論。」之文字。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83修正。

18.P.113表 4-3中，政治之挑戰建議增加「部
分國家親中」。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107調整。

19.P.114指出「…再加上官方往來不頻繁，
對臺廠來說佈局歐盟市場多為孤軍奮

戰，缺乏當地人脈資源，為開發當地市場

最大阻礙。」與 P.85引述臺歐盟雙邊平
台交流成果之論述出入，且應非諮詢多

數業者獲致之看法，建請調整。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108調整。

20.P.114 有關設廠成本方面，建議修改如
下：「…歐盟祭出更嚴謹的環保法規「Fit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111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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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55」套案其中包含對碳權交易的機
制制定碳交易機制的政策。」

21.P.123政府政策建言在(二)歐洲稱：「我國
過去並未與歐盟有過多官方互動與產業

鏈結，故面對欲前進歐盟市場之臺商，若

過去無相關人脈與資源，則需透過單打

獨鬥的方式於當地開疆闢土」此節，與上

揭論述問題相同，建請調整。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120調整。

22.P.124針對政府政策建言一、建議由政府
成立臺歐推動專案辦公室專責機構，及

建言二、由政府建立產業聯盟，請進闡述

具體構想並分析是否具實質效益，另外

貿協會在歐洲已有據點，協助我商貿易

推廣。鑒於我國均透過各項平台，及與歐

盟成員國之雙邊平台就相關歐盟新規進

行意見交換，爰建議刪除「政府可持續對

相關法令進行探討與研究」之文字。

感謝委員的建議。針對政策建言已在期

末報告 P.116-117 進行更具體論述﹑此
外如委員提到隻外貿協會於歐洲之據

點，報告中建議可善用、整合貿協在歐

洲已設立之據點，與既有之溝通交流管

道，共同拓展深化歐洲市場。

23.P.127針對企業佈局建議，針對臺廠可透
過「處理器和半導體技術聯盟」與「歐洲

工業數據、邊緣及雲端聯盟」掌握市場與

廠商鏈結機會一節，請補充參與聯盟之

資格與強化互動作法。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在期末報告

P.120-121加強相關論述。

24.勘誤：P.75使的→使得，P76.共點→共通
點、永發展→永續發展，P.82.凍結批准程
式->程序，P.124強向->強項。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72、73、80調整，原 P.124文字刪除。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羅執行長懷家

1. 大家都很關心供應鏈的議題，臺灣最強
的就是供應鏈組裝與半導體，不論 ICT
或是電動車產業，為什麼臺灣被看重，就

是因為臺灣的組裝能力及關鍵零組件，

這隱型能力要能看出。

感謝委員的指教。已在期末報告中加強

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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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供應鏈移轉來看，不要忽略大陸產業
群聚的效應，要搬出中國大陸不是容易

的事情，可以看到搬到印度及東南亞後

來發生的問題，讓廠商只能往臺灣走或

是回到中國大陸生產，有看到這樣的趨

勢。因此 70:20:10 比例適當。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3. 目前供應鏈移轉的現象，我非常同意這
次的調查結果，研究單位用最簡明的數

據表達廠商在各階段的變化，在這現象

下臺灣基本上是獲利者。但想提醒一件

事，大陸自建安全可靠供應鏈，可能對臺

灣廠商構成傷害。這部分，可從蘋果最新

產品的供應鏈，大陸取代臺灣成為第一

大供應鏈看出，要注意臺商的競爭力。以

及臺商被要求供應鏈移轉時，美商仍去

大陸採購或越南的大陸廠採購，這個部

分也是要提醒廠商注意。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4. 調查中有一個很精彩的地方，臺灣跟日
本過去是技術合作，現在是併購合作，我

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現象，與日本合作

的方式，這是過去沒有的部分。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5. 美國是重要的市場，在建議裡面，是否可
以加入政府部門如何與要去美國投資的

廠商建立良好的聯繫，請研究單位蒐集

美國各地的投資環境，能夠讓廠商參考

比較，如：在美西、墨西哥邊境各州等，

建議工商團體組考察團，蒐集這些地方

的資訊。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新增相關內容於第

五章之第二節的政府政策建言中。

6. 與歐洲合作方面，可以補充與歐盟國家
研究單位的合作內容。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85-86中說明。

7. 簡報第 33 頁的各項數據，請再次確認資
料來源。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數據主要來引用經

濟部技術處 ITIS 計畫「2020 臺灣全球
排名前三位的產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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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要提前準備部分，就是提醒廠商若
是要承接美商的供應零組件工作，需符

合 ESG 標準。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補充相關資訊於第

五章之第二節的企業佈局建議中。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市場拓展處美洲組陳組長雅琴

1. 第 4頁第一段提及「….初級資料將以重
點廠商與專家訪談…」.，在本報告中有
許多知名資通訊大廠的供應鏈布局分

析，是否為重點廠商與專家訪談? 總共
訪談幾家? 其營業規模為何?

感謝委員的詢問，此份報告共計訪談 13
家廠商，3 間公協會組織，相關訪談名
單檢附於附錄二。

2. 第 7 頁開始的第一節國際經貿局勢發展
變化，文中應附加說明「如圖 2-1」，以
便利讀者對照圖表數據與文句說明。第

11 頁第四點澳洲與第 13 頁印度並未提
供圖表數據。

感謝委員提醒。已在本文圖 2-1、2-2、
2-3分別納入澳洲與印度數據。

3. 第 22頁第二段末提及:「中國大陸產線主
供中國大陸….我國資通訊產業仍將留守
此商業機會」，請問這是訪談大多數大陸

資通訊台商的意見? 大約有幾成的比例
台商有此看法?

感謝委員的詢問與提醒。已在期末報告

P.22進行修訂，而大多數大陸資通訊台
商仍以出口海外市場為主。

4. 第 23頁第四段提及「進一步觀察台商回
流情形，目前台商回台設廠仍以七成科

技業為主」，同上一點，這是否是經過實

體訪談調查的結果? 此與上一點大陸資
通訊台商仍留守大陸的趨勢是否有矛盾

之處?

感謝委員的建議，回臺設廠仍以七成科

技業為主為引用信義全球資產訪談調

查的結果。

與仍留守趨勢不矛盾之處在於，無論是

回臺或往東南亞設廠為新增產線而非

遷移產線，因此臺廠重心仍為中國大

陸。

5. 第 24頁下方第四段文章「中國大陸過去
40餘年改革…. 」與上方第二段重複

感謝委員的提醒。已將 p.24文字重複的
部分進行修訂。

6. 第27頁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產
業鏈安全議題，其內容與實際做法值得

關注。

感謝委員指教。已於期末報告 P.26增加
相關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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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30頁倒數第二段「鴻海旗下……中南
美洲供應鏈角度或管理成本來看，與東

南亞國家競爭力較低」…可否再進一步
解釋此句代表的意思?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期末報告 P.31補
充並修正相關論述。

8. 第 33頁表 2-2彙整我對五大地區出口 1-
七月的表現放在這裡不太合適，並沒有

看出與我國資通訊產業再全球表現有何

關聯。

感謝委員建議。原內容已於期末報告進

行刪除。

9. 第三章第 36頁圖 3-1請加註說明其數字
的意義，例如 88.2%代表台灣生產主機板
的產值占全球產值的百分比。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期末報告 P.36增加
補充說明。

10.第三章第一節與第二節之資通訊產業布
局案例分析相當完整詳細。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11.第 68 頁下方的文字說明以及第 71 頁圖
3-23 我對美投資金額，在 2020 年創新
高，主要是因為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

州設廠，第一期 35 美元資金於 2020 年
到位所造成，可於報告中說明，因為扣除

此筆資金，圖 3-23的曲線相會較為平緩。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補充說明相關資訊

於 P.35「美國對臺政策與經濟繁榮夥伴
對話」章節中。

12.第 73 頁第四段「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0
年中期提出…. 」時間點不對 2020年為
川普總統，請調整。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P.70修正此項筆
誤。

13.第 75頁第三段，「使的」錯別字「使得」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72調整。

1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第二節建議分為一對政府政策建議以及

二對企業建言，其中美國的部分對政府

政策建議與對企業政策建議內容似乎重

覆，對政府的建議似乎適合不太像政府

能執行的功能。

另外有關提高美國製造比重或墨西哥產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補充對政府（P.119-
120）與對企業（P.123-124）之建議內容
提高兩者差異化，同時補充政府可執行

之解釋內容，以及新增說明墨西哥布局

對美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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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規劃，是否能在清楚說明在墨西哥布

局對美國的意義，因為即使有美加墨協

定，在墨西哥生產製造的產品仍不能歸

類為美國生產製造。

15.整體而言，本報告結構相當完整，尤其對
於資通訊台商的供應鏈布局動向以及對

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影響整理相當詳細有

條理，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邱代理秘書長一徹

1. 這次的研究報告，是幾年來最好的研究
報告，個人覺得這份報告很有參考價值，

不管對政府部門或是企業部門。

感謝委員的指教與肯定。

2. 如果從報告結構來看，主軸是去中化，但
是對企業來說，如果中國也相對提出去

美化，臺商要如何因應？這一點應該要

提出來讓政府或是企業先有心理準備。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已在第二章

第四節小結，及第五章結論與建議，補

充政策建言及企業因應策略等。

3. 在報告中提到許多挑戰與機會，但在挑
戰部分，不論在美國、歐洲或是日本，都

沒有提到人才問題，最近聯發科也提出，

臺灣有少子化及大學教育的問題，將來

高科技人才供應會有問題，報告中提到

有多總部、多據點，臺商企業是否有足夠

的人才配合該趨勢？

感謝委員建議。已分別在美國、歐洲或

是日本增加人才部分。另臺商在多總

部、多據點布局策略，確實應強化我國

人才訓練與培養，始能更有效的進行國

際布局，同時也需考量如何善用當地人

才。

4. 智財權的文字宣告字體大小可以縮小，
或是在內頁或封底註明即可，以免喧賓

奪主。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調整此項文字宣告

位置，置於報告最後一頁。

5. 紙本報告第 32 頁，有提到 G2 的格局，
但裡面沒有提到日本跟歐盟，請說明。

感謝委員的建議。期末報告已納入日本

及歐盟新近應對雙供應鏈體系的措施

或態度，請見 P.32。

6. 紙本報告第 54 頁，低階產品留在中國大
陸，請問其市場會在何處？中國大陸在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本文報告 P.53進行
調整，中國大陸部分主要為維持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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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科技應用相當進步，的市場似不可

能接受低階產品，這樣的說法會造成誤

會。

生產產能。

7. 有關統計數據的建議，紙本報告第 67-70
頁，這部分提到歐盟當成整體看待，但新

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卻又分開統計，比

較基礎應統一。

感謝委員的建議，由於歐盟具有政治與

經濟的整體性，但新加坡、馬來西亞、

越南等國尚未組成統一性的體系。

8. 紙本報告第 112 頁，圖表的標題錯誤，
請修正。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更正表 4-2標題筆
誤。

9. 紙本報告第 115 頁，挑戰中的政治有提
到「臺廠未來可能面臨美日盟國在雙供

應鏈選邊站的威脅」，請說明選邊站的意

思？

感謝委員的提醒。此部分已於 P.109 修
正為「臺廠未來可能面臨中國大陸與美

日盟國在雙供應鏈策略上要求臺灣選

邊站的風險」，以更清楚闡述選邊站風

險之論述。

10.紙本報告第 119 頁，提到「美國政府將
持續補助更多供應鏈回流至美國設廠，

並試圖解決五缺（缺水、缺地、缺電、缺

工人、缺人才）等議題。」，美國也有五

缺的問題嗎？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P.115 修正相關
修辭說明。

11.紙本報告第 121 頁，提到「因日本對我
國貿易海外生產比不到兩成，主要仍為

我國當地製造為主」，建議改成「主要仍

為臺灣在地製造為主」，會比較清楚。

感謝委員的建議與指導。已針對這個部

分（P.117）修訂為「主要仍為臺灣當地
製造為主」。

12.紙本報告第 124 頁，有寫到 GDPR，但
是沒有解釋這個名詞的含意。建議在目

錄之後，將專有名詞跟簡稱統一列出，以

供查閱。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分已於期末報告

P.121 補充政策全名，並於附錄三列出
中、英文專有名詞以利對照與查閱。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葉顧問明峯

1. 臺灣 ICT 產業基礎已臻堅實，合作的對
象會是比較少數，最後的結論與建議集

中在美歐日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全報

感謝委員的建議與指導。已針對這個部

分（P.117）修訂為「臺廠併購目的為瞄
準 5G及更高的技術層次所帶動新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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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僅有提及「提升或描準 5G」，眼
光應該要在更高層次的技術合作，文字

建議可以修改一下。

技的龐大商機，包含：感測器、物聯

網、AI與自動化機械等等」。

2. 日本已經提出 2021 年的「半導體‧數位
產業戰略」，這很重要，報告中也有提出。

現狀是日本技術市場一向具有難攻易守

的封閉特色，但對未來的臺日合作部分，

沒有提到很具體的作法。過去臺日合作

時有矮了半截的感覺，建議在原則上，要

對臺日合作有些信心；比較具體的作法

模式，可以參考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先

生對日本的看法，鼓勵總監可以帶團隊

去拜訪黃會長。目前推動臺日合作最有

成果的就是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學會，第

一任理事長就是黃茂雄先生，現在的理

事長黃教漳先生，對於臺日合作有些心

得，可以拜訪或整理一下這兩位對日本

的心得，做一些補充。希望研究團隊在參

考兩位先進的訪談之後，對於臺日產業

合作提出適當的建議。

感謝委員的建議與指導。研究團隊已於

9 月 15 日訪談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先
生，並依據委員與會長之寶貴建議，針

對政府建言修訂為資源整合與支援企

業之政策為主，並建議公私協力支援企

業對日本之相關策略佈局。

3. 經濟部前部長尹啟銘在 2021-09-06 聯
合報發表一篇「半導體產業會否因自滿

而沒落」，提醒本土的半導體產業技術一

定要維持領先，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值得

我們參考。

感謝委員的建議與指導。本團隊已閱讀

完尹啟銘先生之文章，並依據從中習得

之寶貴知識進行報告論點之調整。

4. 工商協進會雖然是民間團體，但跟政府
關係是很密切的，用字遣詞要謹慎。

感謝委員的建議與提醒。有關用字遣

詞，除提醒同仁要謹慎外，也請資深同

仁審稿及潤飾。

5.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跟期末審查報告意見
可以放入，供本報告的讀者參考。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新增附錄四及附錄

五。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國內業務處朱處長萍

1. 計畫有做了一些訪談，是否可以將相關 感謝委員的指教。期末報告已將訪談之

重要內容與全球布局現況納入。但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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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放入報告？比較能夠印證研究團隊

提出來的判斷跟建議。因為在研究方法

中也有提到訪談廠商跟專家學者，這部

分在研究報告中呈現會比較好。

廠商的訪談內容則依約定另外存檔，

並不會在期末報告中呈現。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國際業務處何處長百曄

1. 像前面幾位委員提到這份報告內容比較
紮實，但在呈現上面需要思考一下，比如

說一些英文字的縮寫，看起來比較吸睛，

但需要確定文字的正確性，負如：ABC
趨勢，Anywhere But China 這部分在美
國文件中是看不到的，美國的政策還是

需要看白宮正式的行政命令。Anywhere
But China 的說法是出自香港，這部分放
進來會非常以偏蓋全，是危險的事情。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刪除 ABC
（Anywhere But China）敘述。

2. 跟著 ABC 放了 MIA，這是錯誤的事情，
Made in American 是錯的，Made in
America 是一個活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P.60 修正為
Made in USA敘述。

動，在美國政府機關所使用的是 Made in
USA，這部分絕對不能錯。裡面有許多文
字的敘述都需要再進行推敲，因為這不

是一份簡報，而是一份報告。

3. 紙本報告第 59 頁，中間提到的供應鏈政
策應該是對的，但引用的人物卻是上一

任期的說法，最後一行「白宮首席經濟顧

問 Lawrence Kudlow」也是上一任期的
官員，如果有引用到的人物，請確認是否

為新政府的現有人員，建議採用新政府

說的話較適當。這一篇有許多專有名詞，

絕對不能錯，請引用最正確最即時的資

料，不要有舊的東西跟抄譯，如「對抗共

產主義中國法案（Countering Communist
China Act, CCCA）」這目前只有到
introduce 階段，要到法案需要很長時間，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P.57修正官員人
物資訊，並刪除 CCCA 等尚未執行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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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議跟真正行政部門要執行的內容放

在一起。

4. 此計畫是國貿局委託的案子，所以有很
多地方會被政府機關來引用，用字務必

要正確，如：紙本報告第 55 頁，提到的
貿易代表處應該是貿易代表署，請文字

跟圖片都要修正；紙本報告第 59 頁，美
國的財務部長應該改成財政部長，人名

也不對。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P.54修正相關筆
誤及文字調整。

5. 紙本報告第 62 頁，「拜登政府主要的貿
易 政 策 方 向 是 貿 易 保 護 主 義

（Protectionism）」這部分通常不會特別
這樣寫，文字需要調整。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於 P.60修正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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