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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美中貿易戰對臺商的衝擊，政府啟動了多項因應策略，提升產業競爭力、加速臺商全球多元布局。

美中新局對臺商海外市場
開拓的影響與因應

中原大學企管系教授兼全球台商中心主任

 文《林震岩》 

因此臺商不用過度關注美國總統是誰，因美
中競爭仍將持續，故應關注美中新局下本身如何因
應，盡量不要選邊站以免站錯隊伍。有幾個政策發
展值得關注：

一、美中貿易戰的力度減緩：川普認為他在貿易戰
取得勝利，但美國貿易逆差未被逆轉，美國消
費者反而承擔關稅提升造成的價格上漲苦果。
同時，很多美國企業並未回到美國仍選擇留在
中國大陸，甚至川普認為的科技戰殺手鐧，短
期內封殺中興、華為、中芯等科技公司，反而
激發中國的科技自主決心。亦即美中貿易戰對

美中新局

拜登上任迄今，雖美國有許多內政問題需優
先處理，不過，依據種種分析，阻止中國大陸發
展已是美國兩政黨的戰略共識，拜登雖仍會沿襲
川普的抗中政策，但方式會趨於和緩與理性。拜
登與習近平在農曆年間通電話 2 小時後，拜登批
判中國大陸的人權保障、智財保護、商業競爭、
國家安全，但並不說中國大陸是「敵人」，而是
「重要競爭者」，故美中雙方仍保持「鬥而不破」
的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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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傷害反而更大，故拜登政府在考量整體
利弊得失後，雙方貿易戰的力度可能會減緩，
故近來車用晶片緊缺，已出現放寬對中芯限令
的呼聲。

二、拜登提出「多邊主義」：川普主打「美國優先」
政策 4 年，美國總統參與 G7 後試圖重新塑造
「多邊主義」。美國決心與歐盟國重新磋商，
贏得美國值得信賴的領導地位，且表示要準備
和中國大陸進行長期的戰略競爭，在網路、AI
和生化等新的競爭領域，都需要有新的準則。

三、拜登推動「買美國貨」：拜登簽署「買美國貨」
行政命令，聯邦優先採購由美國工人和企業製
造的產品及服務，進而促進美國本土製造業發
展。推動製造業回美設廠，對創造就業機會的
企業提供稅負減免，但因美國缺乏技術性勞工
且無完善產業鏈配合，至今成效相當有限。

四、中國大陸推動投資與貿易協定：2020（民國
109 年）年底歐盟與中國大陸完成「中歐投資
協定」最終談判，但美國無法逆轉此結果，未
來歐洲各國赴中國大陸投資會增加。加上去年
底 RECP 完成簽署，中國大陸表達加入 CPTPP
的企圖，除打通「一帶一路」歐亞通道，且運
用疫苗外交及其龐大內需市場，拉攏第三世界
以突破美國印太戰略，在抗疫有成下，成為
GDP 少數正成長的國家，將加速拉近與美國
的經濟差距。

五、中國大陸推動「雙循環」戰略：面對美中貿易
戰、經濟逆全球化等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國大
陸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發展，力求
活化與擴張其內部市場。「雙循環」仍有別於
早期的「擴大內需」戰略，將完善原料、生產
及銷售活動的產業鏈留在國內，重視關鍵產業
和高科技產業的國產化及「新基建」建設。

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出口市場影響

2018 年美中爆發貿易戰，臺商把訂單從大陸
移往海外，雖然短期造成衝擊，但自 2019 年 11
月起臺灣出口即開始正成長，2020 年 1 月疫情爆
發後，世界其它國家大多無力管制疫情而無法正常
生產出貨。因臺灣與中國大陸疫情控制良好，訂
單又移回兩岸。故 2020 年臺灣全年出口總金額為
3,452.8 億美元，為歷年最高，其中以出口中國大
陸與香港的成長幅度最大，高達 14.6%，占臺灣
整體出口總金額的 43.9%，創下歷年同期的占比
新高。一如既往，出口中國大陸的主要貨品為電子
零組件，只是占比提升到前所未見的 55.4%，顯
示中國大陸仍是臺灣的主要市場。

此外，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自 2010 年後
一路下降，由 146.2 億美元的高峰，降至 2019 年
的 28.2 億美元，但 2020 年卻增加到 38.6 億美元，
這主要來自電子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且臺灣上市

圖：臺商對主要出口地區近十年來出口金額變化

資料來源：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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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認列的大陸投資收益也是逐年增加。這表示
臺灣有堅強實力來因應美中貿易戰及疫情挑戰，特
別是電子業。臺灣主要出口地區，近十年來貿易出
口的金額呈現臺灣的全球市場競爭力。從上圖可看
出，除中國大陸市場外，臺灣對北美洲（含美加）
的出口在 2019 與 2020 美中貿易戰最激烈的時代，
仍大有斬獲，但在歐洲與東協十國則有所下降。

中央社報導指出，近幾月來對中國大陸出口
數字的提昇，不論是臺灣對中國大陸市場依賴，還
是中國大陸對臺灣依賴程度提高，皆可說明中國
大陸仍是臺灣最大的市場。臺灣去年全年出口年
增 4.9%，最主要的成長來自電子零組件出口年增
20.5%，其中積體電路就年增 22.1%。臺灣對中
國大陸出口增加的主要集中在電子零組件、資通與
視聽產品，電子零組件出口又集中於積體電路。這
說明臺灣出口到中國大陸市場集中在我國具壓倒
性的優勢產業，特別是晶片出口，主要來自美國商
務部對中國大陸企業採取科技管制所產生的轉單
所致。換句話說，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增加都是其
迫切需要臺灣幫忙生產的產品。再者，臺灣許多科
技大廠的訂單也都產能滿載，即使中國大陸需求消
失，也會有其他國家廠商補足。

此外，臺灣出口可望旺到今年底，但是中華徵
信所提出報告直言，出口暢旺背後存在三大隱憂，
分別是出口結構往中間產品靠攏、產品以電子業獨

大，及過度倚賴中國大陸。不過，臺灣應該無法在
短期之內找到取代中國大陸的新出口，或許隨著臺
商擴展到新南向國家，包括印度等地，或有機會降
低中國大陸的比重。

美中貿易戰及未來美中新局的變化，皆造成
兩岸關係衝突及臺美關係拉近，並出現「去中化」、
「去美化」與「去臺化」幾個共存現象。減少對美
商與臺商的依賴，始終是中國大陸廠商的最終目
標，雖然中國大陸内需市埸或是加工再轉出口，對
臺商皆是重要的獲利來源，還好臺商採取務實的態
度來因應，沒有選邊站，對於臺商來說，雖損失某
些商機，但反而創造新的機會。例如增加不少新客
戶進行接觸，合作開發新產品，如台積電損失華為
這個大客戶，卻因此增加全球許多大客戶，證明其
在全球不可或缺的地位，並獲得歐美日等國爭取前
去投資，雖然分散在各國投資會增加經營成本，但
卻有機會獲得當地市場商機。

去年緯創賣昆山智慧手機廠給立訊，可成賣
泰州金屬機殼廠給藍思科技，立訊、藍思都是透過
買廠房取得蘋果訂單，而臺商則是逐步退出中國大
陸市場。美中對抗造成蘋果代工訂單變成「臺商撤
退、陸商接手」局面，當中國大陸承受美國打壓，
中國大陸政府就對蘋果頻頻施壓，蘋果在中國大陸
的訂單只好逼臺商交出中國大陸的廠房與訂單給
大陸企業，且未來臺商亦將配合蘋果前往印度及東

南亞國家建立新的生產基
地與市場。

臺商開拓海外市場

的因應

過 去 中 國 大 陸 憑 藉
著廉價土地及勞工成本優
勢，成為各國生產出口的
世 界 工 廠， 臺 商 則 採 取
「臺灣接單、大陸生產、
外銷歐美」的商業模式來
拓展全球市場。但近年來
大陸投資環境迅速變遷，
臺商基於全球布局及國際
分工之策略考量，紛紛回
臺或往新南向國家投資，

據近期調查，超過 72％的臺灣廠商表示已前往東協、南亞布局，或正進行評估，
偏好國家均以越南占比最高，其次是泰國，第三是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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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越南與印度，而隨著美中貿易戰及未來美中
新局勢，更加速此趨勢發展，使臺商企業更具全球
競爭力，且有利於將高附加價值的研發與行銷活動
掌握在臺灣母公司手中。

未來「印度生產」的比重勢將增加，印度 14
億人口，將成為下一個世界市場，亦即臺商前往印
度及其它新南向國家的投資及市場開拓，將循過去
在中國大陸類似的模式。甚至在這些國家投資之
時，不再僅是考慮其低廉的土地與勞力，而更關注
當地市場的開拓，特別是配合國際品牌生產在當地
市場所需商品。

印度市場的崛起，很明顯成為美中對抗的布
局重心，且印度已是蘋果電腦的重要市場，它利用
印度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讓印度成為除中國大陸
外，另一個大型製造和市場基地。雖然發生緯創印
度廠房遭砸毀案，蘋果仍決定擴大在印度的製造規
模，多家臺灣與大陸的供應商也將到印度設廠，包
括正崴精密、廣達電腦、比亞迪電子、立訊精密等，
尋求更多全球供應商到印度設廠。緯創印度廠已於
年後重啟製造，而和碩首座印度廠將在工業大城清
奈近郊幫蘋果組裝手機。除蘋果外，美國電商巨頭
亞馬遜，將於印度啟用暢銷商品 Fire TV Stick 首座
生產線，該訂單由鴻海集團工業富聯拿下，將在清
奈生產以滿足當地巿場需求。

越南近年來積極加入區域及國際關貿組織，
與歐盟、日本等多個先進國家簽訂 FTA，由於產地
證明規定，使越南成為美中貿易戰轉單效應的受惠
者。過去越南臺商以傳產居多，但美中貿易戰促使
電子業轉移到越南，電子業與傳產不同，更具群聚
效應，只要大廠前往設廠，就會帶動旗下供應鏈陸
續前往。如鴻海集團衝刺非中國大陸產能，近期在
越南展開一系列徵才計畫，除作業員外並釋出工程
師職缺，顯示集團進一步加速越南生產計畫，未來
也會帶動供應鏈前往。

此外，越南經濟起飛後，擁有 9,600 萬人的內
需購買力，但相較韓商的「市場開拓」，臺商將越
南視為製造業的「工廠基地」。不過，有許多臺商
積極拓展越南市場，如泰昇國際為越南紙尿布第三
大品牌、凱撒衛浴為越南第三大品牌、味丹則為越
南味精第一大廠，臺式餐飲等業者透過授權、直營
或自創品牌方式在越南主要城市也設有據點。

結論與建議

最近白宮發言人說「美國正與中國處在激烈競
爭中，拜登總統打算以耐心處理對中國的關係」，
這即是美中新情勢，臺商仍將面臨美中貿易戰與科
技戰的延續，且「去中化」、「去美化」與「去臺
化」仍會持續進行，還好經過 2 年多來的考驗，已
證明多數臺商有能力因應此變局，且成為受惠者。
在未來美中對抗的新回合，臺商仍會延續過去突破
困境的精神，除繼續耕耘現有的中國大陸市場外，
也將隨著投資據點的擴散，特別是新南向國家，依
循過去在中國大陸投資與市場開拓的經驗，先運用
當地低廉的資源，傳產與臺灣優勢的電子資訊業並
行，其產品除行銷全球並配套當地廠商外，亦能開
拓人口紅利下的龐大消費力。故臺商須重新思考投
資布局，包括海外新生產與新市場據點的布建，這
將是臺商須嚴肅面對的新挑戰。

事實上，前往新南向國家設廠並爭取當地市
場，不僅是臺灣政府政策與臺商策略，中美日韓歐
等先進國家同樣依循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經驗，到這
些新興國家尋求新的投資據點與市場機會。加上國
際品牌的帶動作用，如蘋果到印度、三星到越南，
將在當地形成產業聚落，且隨著臺商在各國投資的
擴大，勢必也會帶動先進製造業及現代服務業進軍
當地內需市場。不過，由過去臺商製造業從外銷轉
內銷的經驗，發現兩岸縱使是同文同種，仍有許多
外銷轉內銷失敗的經驗，故有「不轉型等死，轉型
找死」的感嘆。

臺商面對新局勢的最大困難，將是語言不通、
對當地市場與法令不熟悉，難以找到適當人才派往
各地的問題，雖然臺商會大量啟用當地人，但不論
是當地製造或內需開拓，將比以前在中國大陸更艱
困，臺商須及早因應並儲備人才，不過，臺灣原本
熟悉的中國大陸與美國市場，可多運用其「雙循
環」與「用美國貨」的政策，來拓展商機。面對美
中新局，相信臺商以過去累積的實力，運用臺灣與
當地政府政策與自身資源拓展全球市場，克服種種
艱險，將是「關關難過關關過」，臺商也將不再侷
限現有中國大陸與歐美市場，反而有新的機會拓展
過去不曾觸及的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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