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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兩岸經濟

現況與挑戰
前言

兩 岸 有 不 同 制 度 與 價 值 觀 念， 所 釋 放 出
來對於物質有效需求各有特色。理論上消費
(Consumption) 是以滿足及時或是未來「效用」
(Utility) 為主，取決於當時所得的多寡及個人與
家庭偏好 (Preference)。經濟特色就是人民生活
方式特徵，它區分為兩方面：需求與供給。需
求表現在國民消費型態上，供給則是產業與廠
商生產的體現。兩岸人民的生活方式，隨著國
民所得變化及家庭、工作的節奏步調各有特色；
最大的差異是，自由市場與計畫性經濟。中國
大陸對於產業發展，大多由國家以特定國營事
業帶領，甚至連人民消費也對特定電器或其它
產品有所補貼與引領。但在台灣，國營企業並
非核心，上市櫃公司的價值表彰了自由與競爭
及高度參與了全球化供應鏈行列；唯兩岸企業
多在全球化競合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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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兩岸經濟最大客觀環境影響因素是
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以及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貿
易爭議，在此爭議中、台商的選擇關係到企業
自己經營績效。爭議起於 2018 年 1 月 29 日，
第一階段協議暫停於 2019 年的 10 月 11 日。
2018 年初美國川普總統在白宮簽署「中國經濟
侵略備忘錄」，開啟了美蘇冷戰結束後，另一
階段的大國對弈；軍事轉為經濟、科技的「修
昔底德陷阱」。受此情勢影響，呈現正面發展
是東南亞國家，逐漸被當成避開美中貿易戰，
一個就近移動的新產地；台商並未完全從中國
大陸撤退，但已在東協增加設廠生產新據點。
為了抵抗美國高關稅對出口的傷害，中國大陸
人民銀行自 2017 年起 4 度大幅降低存款準備
率，2018 年至今仍繼續執行寬鬆貨幣政策；人
民幣兌換美元因此而顯著持續貶值。中國大陸
國務院以牙還牙的思維方式，也調高美國對中

與反報復使得全球貿易周轉率冷卻，經濟成長

趨緩停頓；2019 年第二季開始，美國聯準會

趨緩。而這種對未來放緩的經濟預期，並未在

（Fed）由緊縮貨幣政策轉向，重啟寬鬆降息

2019 年 10 月 11 日之後顯著扭轉；這只是第一

政策，到 2019 年 10 月分別降低美國聯邦市場

階段的貿易衝突結束。

公開委員會（FOMC）聯邦資金利率各一碼，

2019 年兩岸經濟的趨勢分析：台灣產業

由緊縮政策回收資金轉向；期待以寬鬆貨幣政

相對突出
美中貿易競合將長達數十年。一個國家的
進步需要競爭對手的刺激，但是又不能輸於對
手；美國的經濟與金融於 1984 年逐步取代日
不落、大英帝國，當年美國 GDP 總產值正式超
過英國。歷經半世紀全球政治與經濟情勢演變，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領導國家。自
1945 年到 1990 年，美國以生活方式為訴求，
以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為由，建立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並在太平洋西邊建立島鏈防線，形
成美蘇對抗的冷戰局面。
為贏取戰爭的勝利，美國國防軍事科技研
究蓬勃發展。這些科技多在 1990 年冷戰結束
蘇聯帝國瓦解各自獨立為共和國後，釋放到美
國商業界商轉運用。美國這些軍備科技研究成
果，也成為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與電子產業繁
殖基石。從大型電腦到個人電腦、筆記型、平
板電腦；從摩斯密碼到程式語言、AI 程式語言。
從大型軍用無線通訊到有線、無線網路，從有
線電話到手持手機、簡訊、智慧型手機、

策再度刺激就業成長，並且抵禦貿易保護主義。
歐洲央行自 2014 年 6 月出現負存款準備率，
2015 年起連續幾年執行歐元量化寬鬆（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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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影響，各國季度 GDP 成長趨勢漸漸由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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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部分產品出口關稅；這樣一來一往報復

政 策； 雖 然 美 國 Fed 在 2016 年 12 月 收 掉 寬
鬆政策，開始回頭升息措施，但 2019 年 6 月
ECB 理事會仍然決定持續 QE。
預估 2019 年底兩岸的 GDP 成長率，多可
穩定達到預期目標，中國大陸近 12 兆美元的規
模，可保有 6.5% 左右成長率，台灣的 GDP 成
長率應有 2.3%，相對樂觀。中國大陸經濟面對
美國提高 25% 的關稅，卻未使出口大幅衰退，
是不幸中大幸；而台商處在烽火中，卻偶有突
如其來的訂單效應，也是出其不意的收穫。由
兩岸股市各自發展就可驗證，中國大陸上海股
市的大盤表現，顯著要比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的
上揚要小；台股集中市場在半導體台積電、IC
設計聯發科及 5G 零組件新鉅科技、宏捷科技、
IC 穩懋等帶動之下，表現異常突出，大盤日成
交量大多維持在 1,100 億新台幣以上，表現相
對熱絡強勢。2019 年外資對於台股的信心增強

Line 電話信息傳輸；由 4 代通訊到 5 代，
由 4G 即將進入到 5G 時代。
但就在 1989 年蘇聯解體之際，中
國大陸由人民公社合作經濟體系，進
入計畫性經濟發展並開放個體戶企業；
隨後進行社會主義經濟路線的進展，推
出至今第十三個計劃經濟。由輕工業、
重工業，軍事轉向民生，開放外資投
資，經濟路線由保守轉為開放。台灣則
跟隨美國主要的商用科技，逐漸由傳統
成衣、紡織、鋼鐵等產業擴大為電子代
工 OEM 或是 ODM，成 為 美國 及近 期
中國大陸科技廠商的核心供應鏈。
2019 年全球經濟受到美中貿易談

圖

技嘉科技 FB
為了因應貿易戰，技嘉的顯示卡、主機板、筆電、伺服器等四大
產品，在短短一年之內把產能移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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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不斷因為降息、

優異；當然台灣可避開美國貿易保護槍口，連

降準促使貶值之下，台灣央行維持中性貨幣政

對手韓國的股市也多無法如此幸運，相對遜色。

策，連續將利息 14 次凍結，對照各國競相貶

因為日本在 2019 年第三季仿效美國要求韓國

值，買入新台幣貨幣與股市匯率的預期利得相

貿易談判，日韓貿易戰爭開打。因此韓國央行

對要高，因此外資不斷匯入買進台股績優股票，

的降息政策、韓圜貶值也只能夠彌補貿易戰失

使得電子產業與股利在兩岸大放異彩。

落的部分，無法增添多家的益處。雖然 10 月

2019 年全球各國匯率多競相貶值，有效？

11 日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談判，美中貿易戰

貨幣政策鬆緊對於債券殖利率與股市最為

續，惟對於 GDP 的刺激相當有限，因為是競相

敏感。雖然中國大陸人民銀行與 ECB 在這幾年
持續規模降息，仍然無法抗衡貿易保護主義；
美國在 2018 年 6 月後，也要求與歐盟進行關
稅談判。為迴避貿易高關稅對於 GDP 的衝擊，
人民銀行、ECB 與 2019 年 6 月 後 Fed 的 寬 鬆
貨幣政策，只能避開貿易保護對股市的衝擊，
無法進一步刺激成長。川普的保護主義思維，
雖然夾帶各種政治與美國利益至上的考慮，但
仍然無法抵擋科技產品的發展。2019 年初中國
大陸的電信設備企業中興電信被美國商務部禁
止進口，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轉機時，
被司法單位以資助伊朗為由留置加拿大並擬引
渡到美國，而華為公司也繼中興電信後，受到
美國商務部的限制進口，美國並禁止內部使用
中興與華為的電信商品，指控中國大陸廠商剽
竊美國科技專利、技術。
過去中國大陸工信部門與發改委積極訂立
工業 2025 與工業 4.0 政策，這兩項政策多遭到
美國白宮貿易談判團隊質疑，認為中國大陸對
於這兩項計畫各產業多有所補貼與資金挹注；
因此從 2018 年中迄今，中國大陸對外信息採
取降溫不激化，對外不再提這兩項大計畫。
2019 年中國大陸政府公共建設固定投資，重點
在建構各省市的基礎道路、高速公路及高速鐵
路。在 2019 年這一年之中，兩岸在供給的生
產方面也是一樣，中國大陸的重工業項目較多，
電子產業耀眼的多表現在高科技、AI 或是通訊
5G 子產業等等，呈現出較為兩極化現象。台灣
則幾乎是以電子產業所需要的供應鏈為主，與
塑膠、鋼鐵、運輸、金融產業等並行，電子產
業中的半導體與 IC 設計子產業則較為突出。
從股債市指標表現看，台灣相對表現穩定、

10

2019 年 11 月號 •335 期

爭可能暫時休兵，但寬鬆貨幣政策潮流可能持
貶值互動，大家互相較勁，最後多沒得到好處。
過去台灣產業位居日本所帶動工具機垂直
整合鏈重要地位，在美援停止後開拓加工出
口區，並於 1950 年起創建工業研究機構，以
農業扶植工業。接著進入十大建設，引進回
國科技人才，建立科學工業區，與美國矽谷
或各電子大廠密切合作，開放銀行、證券業
與金融產業。
中國大陸則由各省市地方基礎建設開始，
引入外商資金提升就業增進人民所得，並跳躍
方式進入科技產品生產，進入電子產品、通訊
產業的速度很快。在 2017 年時已經研發出 5G
通訊編碼，並將制定 5G 通訊標準。這迫使美
國難以忍受落後的情緒，在 2018 年初針對中
興與華為進行管制，並且擴大貿易戰的產業與
產品範圍。中國大陸對美出口每年顯著成長，
而且 5G 科技產業的進步威脅到其獨大地位。
因此雖然是以提高鋼鐵與汽車關稅為出發，但
是在 2019 年一年，美國貿易出擊對象擴大到
科技產業、農產品承購，甚至要求對手必須放
棄對自己產業的補貼、減稅等。對中國大陸
的 2,500 到 3,000 種產品提高 25% 關稅，並宣
言若無法達成讓步協議，將再增加 5% 關稅。
這迫使中國大陸於 2019 年 10 月 11 日承諾以
500 億美元以上金額購買美國農產品。美國針
對的不僅在實體經濟，還在 2019 年 4 月指控
中國大陸操縱人民幣匯率，24 年來首次將人民
幣列入匯率操縱名單，以此強化貿易戰爭手段。

結論：面對貿易保護系統性風險
中國大陸挑戰難度高於台灣
美國商務部如果認定貿易對手是傾銷、補

外資暫停觀望進入或是人行貨幣政策，皆以

從 301 條款開始調查，包含專利法與智慧財產

寬鬆促使貶值為訴求， 新台幣匯率則走向相

權的調查與指控。匯率調查與 301 條款報告，

對升值趨勢。
二、美中貿易戰爭必然影響台灣企業布局

11 日稱，如果中國大陸願意簽署協議，則可能

與經營績效。2019 年約有 5 分之 4 時間，全球

將把人民幣由下次操縱名單當中取消。

籠罩在談判安排、延遲談判、中方反報復、中

但中國大陸即使閃過 2019 年匯率操縱指

方讓步、美方加碼等過程中；股市敏感隨該事

控，也要面對 2020 上半年 301 條款調查。美

件演變，潮起潮落、上下起伏、大漲大跌，但

國對中國大陸貿易出口談判至少回收了關稅利

2019 年波動變異度已相對小於 2018 年。

益，也干預中國大陸的 5G 通訊發展。對台商

三、科技產業例如 5G、AI、IOT、電動車、

而言，因大多居代工或設計代工角色，因此未

無人駕駛飛行器等產業研究發展與技術創新，

直接受到傷害。由於美方貿易戰爭直攻華為通

仍然不畏全球貿易戰爭；2019 年 Iphone 11 推

訊，使協助華為代工的台商受到波及，但經過

陳出新便是一例。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將 5G

幾次雙方談判溝通後，敵意趨緩，合作的姿態

的建置整套工程外銷；台灣通信業者則採用美

顯現，因此台商訂單漸有回升。

方規格。根據中華電信計畫，台灣 5G 最大的

總結 2019 年兩岸經濟現況與挑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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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審查每年兩次，因此美國財長在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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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或是各種美國認為不公平競爭方式，首先會

資本支出在 2020 年。

一、雙方多受到貿易保護主義浪潮襲擊，

綜觀兩岸 2019 年經濟情況，台灣的發展

對手提高關稅成為出口企業惡夢；中國大陸

優於中國大陸，兩者面對系統風險多是貿易保

人民幣兌換美元匯率價位首當其衝，無論是

護，但中國大陸面對的問題要比台灣棘手。

勞動部提供「台灣就業通」網站 及媒合就業服務管道
等相關資訊給台生參考

1

於大陸就讀之台生倘有求職需求，可至「台灣就業通」（網址：http://www.
taiwanjobs.gov.tw）登錄個人履歷資料，即可透過網路瞭解各項職缺訊息及接受
線上就業媒合服務，以及相關協助創業相關資訊。亦可撥打0800-777-888服務專
線，將有專人協助求職登記及推介職缺。

於大陸就讀之台生返國後，除可運用「台灣就業通」網站及0800-777-888專線電
話外，亦可運用全國7-Eleven、OK、萊爾富及全家便利商店約1萬多處門市的觸控
式服務系統，隨時提供全國各縣市最新的工作機會、職訓課程及徵才活動等訊息。

3

廣 告

2

在全國350多個就業服務據點由專人提供就業媒合服務，各地就業服務據點資訊可參
見網址：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List.aspx?uid=807&pi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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