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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2019年 12月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爆
發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世界衛生
組織 WHO 在 2020 年 2 月 11 日將之命名為
COVID-19（本文簡稱新冠肺炎）。因適逢元旦、
春節期間大量人員流動，包括上海、廣東、北京
等地，甚至歐美國家地區都出現大量確診病例。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網站 3月 28日公布，新冠肺
炎疫情已影響到全球 201個國家和地區；另根據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全球確診人數已經
超越 65萬，逾 3萬人死亡。據法新社統計，歐
洲仍是目前疫情重災區，確診人數超過 33萬，
逾 2萬人死，其中義大利佔了約一半。因此，世
界衛生組織宣布 COVIT-19疫情進入「全球大流
行」（Pandemic）名符其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否有效控制，對產業

中長期發展有著緊密的連動影響，中國大陸是
台灣主要的出口市場，也是最大的投資地區，
兩岸長期分工早已形成緊密的供需關係；日韓
為台灣重要的原物料與關鍵零組件提供者，而
歐美則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因此新冠肺炎疫
情的後續發展，對台灣產業經濟有高度的影響，
值得密切關注。

各國經濟影響觀點

依過往 SARS經驗，疫情對製造業的影響大
但時間短，高峰到平復時間約一季。然而，當年
SARS疫情爆發時，中國大陸經濟規模（GDP）
僅佔全球 4％，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總人
口）不足 1,300美元；2019年中國大陸經濟規
模已成長 7.3倍，占全球 16％，人均國內生產
毛額突破 1萬美元。當疫情持續延燒，確診感染

新冠肺炎疫情對台灣產業影響
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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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死亡人數、封城數目及復工延後等，遠超過
往 SARS影響，將重創全球市場的消費信心。

綜合當前外國主流機構看法，短期內中國
大陸內需市場的運輸、觀光、娛樂、零售消費
等，將受到疫情擴散及防疫管制措施而明顯下
滑，對比疫情爆發前的 6%，中國大陸第一季的
GDP成長將降至 2% (Economist預估 ) ~ 4.5% 
(Bloomberg預估 )，全年 GDP可能降至 5.2～
5.6％（疫情前預估 5.9％）。不過隨著歐美感染
人數增加，將使衝擊面從生產製造端擴大至消費
端，對全球經濟造成更大影響。今年 3月 OECD
下修 2020年全球經濟預估，由去年 11月預測的
2.9%下修至 2.4%。Bloomberg則預測分 4個情
境推估，從原來的 3.1%分別降至 2.9%~0.1%
不等，因此今年全球經濟可能會出現停滯現象。
新冠肺炎疫情對台灣整體經濟及產業的影響，主
要衝擊台灣的觀光與零售業，也影響消費及出
口，主計總處 2月初大幅下修 2020年經濟成長
率預測至 2.37%，受疫情影響最顯著的第 1季經
濟成長率重跌至 1.80%。

產業影響分析

首先從中國大陸製造業生產結構來看，大陸
製造業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中間原材料由境內供
應比例約在60%至85%，其餘皆是從國外進口，
故當中國大陸資訊電子業需求降低，除減少各國
關鍵零組件的進口外，也會連帶減少包括加工設
備、上游材料、下游組裝等供應鏈需求，對各國
造成明顯衝擊。透過產科國際所模擬分析，中國
大陸資訊電子業每減少 100億美元需求（如減少
國內消費或出口）時，則供應鏈國家中以韓國受
創最深，其次為台灣、日本、美國等，產值將分
別減少 16.3、12.7、7.4、6.5億美元。

此外，中國大陸製造業中與台灣連結較深的
產業還有電力設備、塑橡膠製品、化學原料及製
品，以及機械設備業，當這些中國大陸製造業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無法順利復工或開出完
全產能，預期將連帶衝擊台灣及其他國家對中國
大陸製造業的中間財與原物料出口。

從台灣產業的角度出發，當中國大陸新冠
疫情爆發，對台灣產業的風險可依據台商生產
地理位置以及目標市場地點而有不同，分析如
圖 1：

（一）台灣製造、行銷全球：如半導體、生技醫
藥等。產業受疫情影響延後開工、遞延交
貨日期，但因台灣生產比重大，在生產調
控及備料庫存下，影響程度較小，甚或有
轉單效益。但若疫情持續發酵，致無法順
利恢復產能，可能面臨上游缺料、生產缺
工、大陸工廠停擺、客戶取消訂單等，進
而影響既定排程與營收成長，衝擊整體產
業成長動能。

（二）借力中國、行銷全球：如網通產品、手機
組裝、PC/NB組裝等。因中國大陸產能大，
受疫情影響難以順利調控，短期出現人力
與物料的短缺現象，進而導致減產，衝擊
上半年營收表現。若疫情持續發酵，則上
游缺料、生產缺工、大陸工廠停擺的時間
延長，進而影響既定排程與營收成長，衝
擊整體產業成長動能。

（三）台灣製造、行銷中國：如顯示面板（Cell）、
光學鏡頭、LED元件、工具機等。產業雖
受疫情影響延後開工，但因台灣生產比重
大，在生產調控及備料庫存下，影響程度
較小，然大陸市場受疫情影響訂單減少，
將衝擊上半年企業獲利表現。若疫情持續
發酵，則缺料、缺工造成生產停擺，封城

顯示面板(模組)、風電材
料及零組件、電池模組
組裝、電池材料、LED元
件、可塑劑、汽車零組
件、被動元件、構裝材
料、PCB材料、電路板(標
準型)

借力中國、在地行銷

IC設計、LED元件、顯示
面板(Cell)、LED晶粒、高
科技設備、工具機、產業
機械、石化、光學鏡頭、
LCD材料

台灣製造、行銷中國

IC製造、IC封測、合成樹
脂、工具機、生技醫藥、
太陽光電(電池＆模組)、
汽車零組件、產業機械、
醫療器材、電路板(利基
型)

台灣製造、行銷全球

手機組裝、網路通訊、
PC/筆電型電腦組裝

借力中國、行銷全球

台灣為主

中
國
需
求
為
主

中
國
以
外
地
區

目
標
市
場

中國為主生產據點

圖 1 ：台灣產業生產據點與目標市場布局
模式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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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造成運輸受阻、內部需求下滑，大幅
衝擊以大陸市場為主要動能的產業 /產品。

（四）借力中國、在地行銷：如電池模組組裝、
電路板（標準型）、風電材料及零組件等。
因中國大陸產能大，受疫情影響難以順利
調控，出現人力與物料的短缺現象，進而
導致減產，衝擊上半年營收表現。若疫情
持續發酵，缺料、缺工造成生產停擺，而
封城管制造成運輸受阻、需求下滑，大幅
衝擊以大陸市場為主要動能的產業 /產品。

綜合而言，「借力中國、在地行銷」：生產
據點愈集中在中國大陸、以及目標市場愈以中國
大陸為主之產業，所受疫情缺料、缺工、訂單減
少的影響愈大。「台灣製造、行銷全球」：以半
導體、顯示器、機械、石化、鋼鐵與金屬製品等，
多數產值以台灣為主要生產基地，且終端組裝產
品銷售以歐美市場和台灣內銷為大宗，對其衝擊
影響程度較小。

為推估疫情對台灣產業影響，情境設定：疫
情在 2月達到高峰，逐漸於 6月結束影響，下半

年恢復生產，來估計疫情在 2020年 Q1對台灣
各次產業影響（圖 2、圖 3所示）。其中對 Q1
產值衝擊係指疫情對原估產值之衝擊 (或受益 )
的減少 (或增加 )比率，而其影響延續時間，係
指受缺工、缺料、缺運具及受需求下滑影響 (月 )。
以下為評估說明：

（一）生產據點愈集中或原料高度依賴中國大陸
者，短期（3個月內）受缺料、缺工、缺
運具的影響愈大，如電池芯與電池模組封
裝、太陽光電製造（電池 &模組）、電腦
組裝（PC/NB），手機組裝，同時對 Q1
產值衝擊影響多在 -30％以上。

（二）目標市場愈集中在中國大陸，則中長期
（3個月以上）受中國大陸需求下滑衝擊
愈大，如工具機、產業機械、石化、顯示
面板，對 Q1產值的衝擊影響介於 -10% 
~-30％之間。

（三）自動化程度與技術含量高產業，較不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短期雖受中國大陸下游
物流受阻影響，但多預估在 1個月內可以

圖 2：情境設定下，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內產業影響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說明：橫軸為疫情影響的延續時間，係指產業受缺工、缺料、缺運具及長期受中國大陸需求下滑

影響的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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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如半導體與光學鏡頭產業，對 Q1
產值衝擊影響小於 -10％，甚至有轉單利
益發生。

（四）在 6月疫情大致底定情況下，超過半數產
業預期下半年訂單與產能會恢復水準，疫
情衝擊僅為延後下單效果，故全年衝擊較
小，部分產業看好全年恢復成長，包括工
具機、產業機械、汽車零組件、半導體、
帶動元件、生技醫藥業等。

（五）2020年Q1預測產值年增率為正的產業有：
被動元件、生技醫藥、及 IC設計，其中
被動元件主因MLCC產品供應仍緊，帶動
價格上漲，Q1廠商多以庫存銷售；生技
醫藥因產能 95％在台灣，可受惠於轉單
效益；IC設計則因研發主力在台灣，5G
等晶片需求仍強，雖需求小幅遞延，但整
體成長趨勢不變。

結論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展速度，原先各界預期
僅止於中國大陸製造面影響，如今歐美疫情卻遠
比期初想像嚴重，全球需求面更加不確定。不過，
可預見製造業將檢討即時供貨（Just in time）生
產模式的優劣，疫後將以強化韌性 (Resilience)製
造生態系為重。企業也會導入遠端作業、無人化、
虛實整合等科技，「無接觸經濟」商業模式比例
會大幅增加。本文暫從生產面，提出台灣企業以
及政府的中長期布局觀點與建議。

對企業而言：宜掌握多層供應鏈的風險管理，
規劃出海口及異地備援方案。

（一）地緣政治影響日深，國際企業紛紛易地生
產布局：根據瑞士銀行調查中國大陸出口
導向製造業，2018年有三分之一把部分
生產移出中國大陸，另三分之一企業也於
2019年陸續遷移產能。美中貿易戰已導
致製造業易地生產，特別是資通信產品、
汽車與其零組件、以及成衣等。此次新冠
肺炎疫後，預期將加速產業供應鏈為降低
風險的易地生產布局。

（二）降低長期兩岸分工模式，擺脫太過依賴中
國大陸供需連結：宜趁此次產業價值鏈移
動機會，降低長期依賴中國大陸內需市
場，例如：資訊電子業亟待採取多方下游
出海口布局，而電子電機、機械設備業也
應採多料來源供給的策略，以擺脫太過依
賴中國大陸供需的窘境。

對政府而言：輔導台商企業數位轉型，以「總
部經濟」思維，引導台商全球佈局。

（一）政府輔導企業數位轉型，以因應斷鏈或急
單風險：新冠肺炎疫情與美中貿易戰，反
映企業亟待數位化來提升競爭力，也可以
因應客戶端少量多樣訂單，減少產業斷鏈
或急單應變風險，尤其台商多層供應鏈的
風險管理，亟待建立多方供需數位平台。

（二）政府以「總部經濟」思維，引導台商全球
佈局：鼓勵台商總部定位於全球營運資源
調度、風險控管等角色，將營運數據、分
析決策等核心價值活動留在台灣，如：品
牌、設計、研發、智財、數據、商模等。
其次，台商海外生產或銷售據點，應融入
各區域應用服務生態系，運用海外場域淬
煉適地化方案。

圖 3：情境設定下，2020年 Q1衝擊與全年
產值年增率預估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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