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普（Donald Trump）自 2017 年1月20 日就

任美國總統以來，美中經貿關係更趨緊張。美中

分屬台灣的前兩大貿易夥伴，兩國經貿摩擦將影

響於中國大陸投資台商，恐將衝擊台灣對外經貿。

本文旨在分析美中貿易戰發展趨勢，進而說明美

中貿易戰的內涵，及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的風險與

挑戰，最後提出台商對應美中貿易戰的因應策略。

一、美國對中國大陸關稅施壓與聚焦 

《中國製造 2025》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發布對中國大陸進口價值 500 億美元

產品之關稅清單。加徵關稅清單分為兩階段實

施，清單 1 包含 818 個項目，年貿易額 340 億

美元，該措施於 2018 年 7 月 6 日生效。清單 2

則包含 284 個項目、年貿易額約為 160 億美元

的中國大陸製品徵收 25% 的從價稅，目前仍在

徵詢意見的流程中。

美國的行動引起中國大陸同一天立即採取對

同等金額的大豆和汽車等美國進口產品起徵報復

性關稅。中國大陸政府在隔日回應表示，將對價

值 50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清

單 1 包含 545 個關稅項目；清單 2 則包含 114

個關稅項目，2 份清單規模與美國相同。2018

年 7 月 6 日，美國對清單 1 加徵關稅措施後，中

國大陸即對前述清單 1 加徵關稅回擊。

鑑於中國大陸的反擊，USTR 進一步對 6,031

項、進口額約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產品徵收

10%1 的從價稅。預期本次措施，最快會在 2018

年 9 月實施。

美國向中國大陸施壓，在市場准入做出讓步

外，更重要是，為阻止中國大陸強制取得美國企

業技術，迅速發展成為未來的經濟霸權。因此，

美中貿易戰特別鎖定「中國製造 2025」的 10 大

戰略新興產業領域。北京竊取智慧財產權是此次

貿易爭端的核心，美方指責中國大陸透過併購、

竊取等方式移轉美國關鍵技術，基本上，《中國

製造 2025》是推升中國大陸轉為先進經濟體的

美中貿易戰增溫
大陸台商的因應策略

◆文／劉孟俊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

1綜合外電報導，美國川普政府將宣布將原先計畫的10%調高為25%，以迫使北京重回談判桌。（經濟日報2018年8月2日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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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政策，不太可能在這方面讓步。近來，中國

大陸低調處理《中國製造 2025》一詞，改以製

造強國建設帶過，可能說明中國大陸將以更隱晦

的模式推動。

二、中國大陸經濟轉型 

面臨美中貿易戰衝擊

2018 年全球復甦態勢出現轉折，預判中國

經濟下半年聚焦三大攻堅戰：中美貿易爭端、結

構去槓桿與金融風險、投資成長率下滑過快等

等。凸顯目前「去槓桿、去庫存」政策下，中國

大陸經濟處於信用與貨幣緊縮的過程，不利於因

應中美貿易爭端。

（一）GDP 與 M2 年增率減緩

中國大陸經濟高速成長多年，開始面臨成長

速度減緩，近期中國大陸經濟保持了成長平穩的

態勢，成長率已經連續 12 季穩定在 6.7% ～ 6.9%

的區間。（見圖 1）

人行 7 月 14 日公布的金融數據顯示，2018

年第一季 M2 的成長率為 11.6%，低於 12% 的年

度目標，此外，雖然第一季銀行對實體經濟貸款

大幅成長，但新增貸款很可能成為借新還舊的工

具，而 M2 供給不足，未來銀行貸款能力也會有

所降低。

（二）中國大陸非金融部門槓桿率

中國大陸另外的挑戰是非金融部門槓桿率偏

高，其在 2017 年第三季達到歷史高點 256.9%。

中國大陸在極短時間內其槓桿率快速膨脹，意味

著將在近期內非金融部門面臨還債的高峰期。

（見圖 2 與圖 3）

中國大陸債務占 GDP 的比重已經從 2008 年

年底的 141.4%，攀升為 2016 年年底的 257%。

絕大多數的債務來自於企業部門，類似的債務擴

張在其他國家將導致金融危機。

（三）中國大陸經常帳餘額縮減與外匯存底規模

減少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經常帳保持順差，但

近來已有逐年縮減的趨勢，甚至 2018 年第一季

浮現少有的經常帳逆差，究其原因可能與中國大

圖 1　中國大陸M2與 GDP 成長率

  *數據來源：IHS MARKIT（GDP成長率）與中國國家國家統計局 
（M2成長率）(2018/8/1閱）

圖 2　2000 ～ 2017 年中國大陸非金融
部門債務占 GDP 比率

  *數據來源：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8/7/27閱）
     https://www.bis.org/statistics/totcredit.htm?m=6%7C380%7C669

圖 3　2017 年主要國家非金融部門槓桿率

  *數據來源：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8/7/27閱)
    https://www.bis.org/statistics/totcredit.htm?m=6%7C380%7C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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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政府近年來放寬進口與投資，同時放任人民幣

升值。（見圖 4）

近年來，中國大陸國內的經濟發展、一帶

一路都需要大量美元資金，外匯存底規模格外重

要。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中國大陸於 2014

年8月累計外匯存底達3.97兆美元的歷史新高，

爾後逐年下滑，但於 2017 年初開始略有回穩。

（見圖 5）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後，中國大

陸的外債快速擴張；2013 年後，扣除外債的淨

外匯存底逐年萎縮，中國大陸外匯儲備有相當一

部分為外資企業所貢獻，若外資企業撤資後果不

堪設想。

三、結語：中美貿易戰對台商影響與因應

策略

（一）美中貿易戰風險可能外溢台商供應鏈

美中貿易戰的核心除有其產業科技競爭外，

也可能觸動中國大陸金融脆弱的層面。美中貿易

戰可能觸動中國大陸金融與債務的系統風險，並

透過兩岸企業間的資金與供應鏈流向，影響台商

在全球布局的作為。

「美國製造業回流」與中國大陸引導國產化

與提升自製率趨勢，誘發台灣於全球產業供應鏈

的角色調整。我國廠商可能配合客戶前往北美設

廠，或將更近一步於中國大陸進行當地化。中美

貿易摩擦加劇對與中國大陸經貿往來密切的國家

如台灣、東南亞國家，以及澳洲可能受到牽連程

度較高。2

其次，部分關鍵大陸企業，如華為、聯想與

中國移動等後續若遭美國政府抵制，對台供應鏈

影響性將遠大於中興事件。

（二）台商可能的因應策略

美中貿易戰對台商影響有二層面：首先，在

中國大陸設廠者，因中國大陸對美的報復，將提

高其自美進口成本。其次，在陸台商經營出口美

國業務，因關稅轉嫁美國進口商，不利台商產品

2野村控股發布報告指出，美中若爆發貿易戰，亞洲週邊國家受到的衝擊可能大於中國大陸，尤其是台灣，因中國大陸對美國的

25大出口商中，隸屬於中國大陸的只有5家，台灣則高達14家，美國有4家，南韓有2家。

圖 4　中國國際收支經常帳於 2018 年�
第一季轉為負數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2018/8/1閱）

圖 5　中國大陸外匯存底與外債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sy/tjsj_wzsj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6



的價格競爭力。建議在陸投資的台商可採取以下

策略因應美中貿易戰所產生的不利衝擊。

1. 申請懲罰性關稅豁免：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7 月 6 日宣布一套

程序，企業可依此在90天內提出關稅豁免申請。

USTR 在審核每件申請案時，會考慮廠商申請的

產品是否符合一些條件，包括：產品能否在中國

大陸以外的地方取得、加徵關稅是否會對申請人

或其他美國利害關係人造成嚴重的經濟傷害，以

及產品是否具戰略重要性或與「中國製造 2025」

等產業計畫有關等。

2. 台商須強化本身的適應性：

具體而言，應提升產品服務與海外市場多元

化等經營的彈性，藉以降低來自中美貿易摩擦與

中國大陸經濟的風險。若中美貿易持續摩擦，台

商需有積極避險並將生產基地進一步分散。

3. 融入美國供應鏈促進產業升級：

台商赴美爭取提供美國新興商品的中間財供

應，藉由與美國市場的直接連結，強化吸收其研

發經驗，回過頭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並擴大台

美合作空間，善用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契機，協助

台商發揮所長，取得入美在地製造、研發和行銷

的先機。

4. 台美合作發展滿足美國 ICT 安全需求產品：

我國和美國在國防安全上並非競爭關係，

此和中國大陸業者有顯著差異，此情況給予我國

ICT 業者新的發展契機。尤其針對安全較高的政

府部門、科技與金融等重要產業，嚴格設計與製

造提供更加「安全」、導入台灣經驗的 ICT 產品

設備，滿足美國需求。

5. 開發中國大陸內需消費市場：

中國大陸當前已經進入內需消費規模持續

擴大的階段，消費和進口具有巨大成長空間，台

灣企業需關注中國大陸市場機會與情勢變化。

「十九大」以降，中國大陸政府試圖促進消費升

級，並擴大進口，進而帶動供給面改革。但截至

目前為止，只有「優化供給結構」的相關政策較

為明確；其次是「擴大進口」，例如：於 11 月在

上海舉行進口博覽會等，其效應值得持續觀察。

6. 關注中國大陸「自主創新」引導國產化與提升

自製率的趨勢：

美方企圖壓制中國大陸製造強國戰略，但此

為中國大陸核心利益，研判反將增強中國大陸發

展自主供應鏈和政策扶植力道，但策略與扶持作

法可能更加隱晦。台商應關注《中國製造 2025》

與其內需的趨勢，調整開發中國大陸內需供應鏈

的策略作為。

美中貿易戰發展或許會逐漸因產業短鏈革

命而轉化，然而中美爭取主導權的格局將難以改

變。另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來中國大

陸許多經濟層面的訊號，透露其存在的金融與債

務風險持續升。需注意，中國大陸經濟有其結構

性問題，近來對岸政策也在積極避免經濟風險。

台商有必要理解此一趨勢，並積極調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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