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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川普執政進入第二年，綜觀其施政方向，大致延續 2017 年的政策主軸，
在國內政策方面，川普於上伕第一年成功推動稅制改革，亦在 2018 年 2 月
推動基礎建設計畫，其效應是值得關注的重點。在外交與經貿政策方面，川
普提及在印太戰略要建立和強化區域合作網絡，意味著美國將建構一個多邊
網絡的集體安全架構。
另一方面，川普在 2018 年內建立和日本的經濟對話機制，完成美韓 FTA
的重新談判，並相繼與墨西哥、加拿大達成共識，將 NAFTA 改簽為 USMCA，
也為美國未來與歐盟、日本、英國等國家進行雙邊經貿談判，提供成參考範
本。
在中美貿易戰方面，美國在 2018 年透過 301 條款，相繼對中國大陸 340
億、160 億、2,0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貣徵關稅，而中國大陸採取抵制自美
國進口大豆等農產品、對美國部分進口產品課徵關稅等反制措施，更使川普
揚言考慮將剩餘 2,600 億美元尚未調升關稅的進口雋目也列入制裁。尌目前
的現況觀察，中美貿易戰不易在短期內結束。而臺灣和中國大陸、美國經貿
關係深厚，自然不可避免受到前述一系列川普提出的政策所影響。
本研究以美國近期重大政策對臺灣經貿的可能影響進行深入研析。本研
究篩選川普在 2018 年所提出對臺灣影響較大的對內政策如推動減稅和基礎
建設之後續效應；外交與經貿政策如推動「印太戰略」與講求公帄貿易的措
施等；以及聚焦中美經貿對峙情勢之發展，綜合分析各雋政策對臺灣的正負
面影響，並提出臺灣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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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研究發現
1. 川普帶領美國進入角色轉變期
川普尌伕後，其推動的政策講求「美國優先」，正逐漸改變美國在二戰
後建立的全球架構，而若美國繼續從各方面對其盟友施壓，並從國際體系中
退卻，不僅將削減美國影響力，也將造成全球勢力帄衡的改變。但不可諱言
的是，川普勝選象徵許多美國人民認為美國身為全球領導者的繁重責伕風險
過高，不再符合美國利益，這也反映在川普政策思維與實際作為。
2. 美國稅改可能牽動供應鏈移轉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之數據顯示，2018 年上半年全球 FDI 較 2017
年上半年減少 40%至 4,700 億美元，為 2005 年來最低，原因是美國實施稅
改促使跨國企業匯回大量海外獲利，影響國際 FDI 投資額。若配合貿易戰持
續進行，可能將促使美國本土企業與跨國企業減少外移速度，並且將海外部
份生產線遷回美國，並將對全球投資、全球供應鏈布局產生重大及深遠的影
響。
3. 川普基礎建設計畫仍面臨重重困難
期中選舉後，民主黨在眾議院獲得過半數席次，預期未來川普基礎建設
計畫欲獲得參、眾議院通過，民主黨和共和黨勢必會有一番攻防，要趕在
2019 年通過仍有一定的挑戰性。另外，期中選舉後，川普可能擱置由地方
或聯邦政府負擔較多經費的議題，並以放寬相關法規以促進投資為優先。
4. 美詴圖以軍事和外貿圍堵中國大陸形勢漸明
在川普接下來的兩年伕內，可能會在執行防禦性關稅報復措施的同時，
實施更多具攻擊性的利潤轉移政策，讓原本屬於靜態機制的美國外貿政策，
轉型成為更靈活的產業發展及外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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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美貿易戰效應漸顯，臺灣部分產業已啟動避險措施
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對臺商的衝擊多仍在可控範圍內，觀察我國的關鍵產
業如電子業、機械產業方面，前者已開始在其他國家投資布局，例如鴻海已
轉往美國投資，宏碁在馬來西亞設有生產基地，華碩有產品在印尼製造等。
而在機械產業方面，我國外銷機械產品僅 1 成是在中國大陸生產，受影響的
企業也已開始透過併購等方式轉移生產基地。不過鑑於中美貿易戰短期內不
會輕易結束，川普仍可能持續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例如採取將剩餘 2,6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都課徵額外關稅，屆時影響將更加廣泛，應持續關注其對
中國大陸的措施以及中國大陸的回應。

二、政策建議
1. 持續關注在陸臺商經營動向
長期以來，我大量海外臺商選擇在中國大陸設廠，進行加工貿易並以外
銷美國為主要市場。在美中貿易戰衝擊之下，我需格外關注在陸臺商的經營
動向，尤其亦需留意中國大陸本身的政經環境變化及對我企業的影響。
2. 將印太戰略與對美關係做為我進入區域經貿整合的切入點
我國應掌握全球經貿格局出現劇烈轉變的契機，以及因應中國大陸加速
推動亞太經貿整合進程的預期，積極爭取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以開拓我國產
企業在全球更大的布局空間。政府可透過經貿對話的方式，持續尌臺美雙方
可能的合作空間進行討論，並爭取與美國進行更深度的經貿合作關係。我國
可將印太戰略做為切入點，參與美國印太戰略在東南亞國家的相關經濟活動
布局，並雌勢推動強化「美－臺－東南亞」產業鏈結關係，例如聯合美國為
東南亞國家建立標準認驗證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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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度協助業者轉移生產基地以因應變局
鑑於我政府長期以來均積極推動貿易和企業生產基地多元化，包括透過
新南向政策，加速臺灣在新南向國家的布局。相關做法如透過分散市場，積
極拓銷新南向市場及轉移生產基地，或協助臺商因應當地政府政策與客戶需
求，進行產品客製化之製造、銷售等策略，以達海外訂單移轉之效，拓展經
貿布局及資源，提升對外經貿格局與多元性。
4. 擴大與美國交流人才的機會
我國與美國在長期良好的投資互動關係基礎下，美國挾帶的投資能量可
挹注我國在「5+2」等重點產業創新研發的進展，並開拓我國與美國更多直
接交流的機會。尌人才面而言，企業至海外投資發展，將對當地人才與本土
人才產生需求，以此為基礎，企業可透過與當地以及本地學校形成學生實習、
人才培育等跨國合作關係，來吸納當地的優秀人才，並建構促進海外人才與
我國人才交流活動的管道，對於我國人才交流關係形成正向幫助。
5. 因應美國關切對非法技術移轉，我企業雍強化智財觀念
對我國企業來說，在美國大力審視中國大陸非法移轉技術的當下，必雍
醭清現有技術的產權關係，與定位模糊的中國大陸企業做出分割，否則未來
可能出現更多受中國大陸牽連的臺商企業。政府有必要召開交流會或藉產業
公會窗口對企業宣傳美國目前對智慧財產權的重視程度，並強化企業對智慧
財產權的認知，要求企業減少具有疑慮的商業行為，維持正當經營，減少不
必要的風險。
6. 把握時機，積極改善臺灣投資環境
我國政府在吸引臺商的對象，應與「5+2」產業政策結合，整合先進產
業之供應鏈，著重於能夠提升附加價值、節能及帶動中高階專業人才尌業等
指標，避免或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汙染之產業，並善用本國創新能耐，並吸
引國際專利技術大廠參與並設立研發中心，奠定臺廠未來在各領域先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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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供應鏈的關鍵地位；持續開發關鍵零組伔，如半導體產業，加快轉型研發，
掌控高端產業技術，確保產業之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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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entered its second year. In general, the
direction of it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an extension of the 2017 efforts. In terms
of domestic affairs, Trump had successfully promoted tax reform during the first
year, and in February 2018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was
introduced. The effect of these moves i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areas of
diplomacy and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rump proposed the India and Pacific
strategy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s,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 US will construct a framework of collective
security with a multiple networks.
On the other hand, in 2018,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for economic dialogue with Japan, and accomplished renewing FTA
negotiation with Korea. It also reached a consensus with Mexico and Canada to
have NAFTA replaced by USMCA, which can serve as a model for futur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talks with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the U.K.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not come to an end soon. As we have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both China and the US, Taiwan will inevitably be affected
by the series of policies promoted by Trump.
The present study is intended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about possible
effect, resulting from America‘s recent major policies, on Taiwan‘s economy and
trade. So, policies promoted by Trump that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aiwan are
dealt with in this study. These include the domestic policies of cutting taxe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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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the India and 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measures for fair trade.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ions relating to the trad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another focus of this stud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s made to
find ou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n Taiwan, and meanwhile, suggestions
are made about applicable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s.

I.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1. Trump has lead the US into a role transition period.
After Trump took the oath of office, his "American First" policy has
gradually changed the global structure established by the US after World War II.
If the US continues to exert pressure on its allies from all sides and withdraw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t will not only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cause a change in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However,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Trump's victory in election symbolizes that many Americans
believe the risk is too high for the US being as a global leader, and no longer in
line with the US interests. This trend is also revealed in Trump's policy making
and practical actions.
2. The tax reform in the US may affect the shift of supply chai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United Nati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the global FDI of the first half of 2018 saw a 40% to 470 billion
decrease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first half of 2017. And this is the lowest
since 2005. The reason for it is that tax reform in the US has mad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emit their profits made overseas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which
affected the amount of money for international FDI investment. If the trade war
continues, it is very likely that local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U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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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iscouraged from moving out, and at the same time, some manufacturing lines
overseas may be moved back to the US. In this case, global investment and
global supply chain will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3. Trump’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s encounter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the Democratic party won a majority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a fierce fight is expecte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over the infrastructure programs both in the House and the Congress. So, it seems
to be a challenge if the programs are to be approved by 2019. Also,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Trump is likely to put aside issues that require more funds
from local or federal governments, and instead, give priority to relax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o as to boost investment.
4.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the US intends to encircle China by
military and trade means.
In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of Trump‘s term, while carrying out its defensive
tariff retaliation measur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conduct offensive
policies such as profit transfer. It will transform an originally static mechanism of
foreign trade policy into a more flexible mean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
5. The effect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s gradually
become evident, and some of Taiwan’s industries have taken hedge
measures.
At present, the impact resulting from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s still within control. Observing Taiwan's key industrie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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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s and machinery industry, we mentioned the former has begun to invest
in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has transferred the
investment to the US, Acer has established a manufacturing base in Malaysia,
and ASUS has started to produce their products in Indonesia. In the machinery
industry, only 10% of Taiwan's export machinery products are produced in China,
and the enterprises which affected by the US-China trade war, also have begun to
transfer production bases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ut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is trade war will not end soon and that Trump may continue to apply
pressure on China, such as imposing extra tariff on the remaining USD 260
billion worth of import commodities. By then, the effect will be more widely felt.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keep 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US against China and the response made by china to these measures.

II.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ing
1. Keep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ovements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overseas Taiwanese businessmen have settled in China to
establish factories and engage in trade involving assembly and export products to
the US, a major marke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war, we have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ovements of Taiwanese businessmen. More importantly,
we have to watch fo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occurring in China and
the effect of these changes on our enterprises.
2. Take the India and Pacific strategy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s
an advantage to serve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for enter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integr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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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whil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ituations
are undergoing dramatic changes, to manag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pand our room for enterprises to globalize their
businesses. We can continue to discuss possibl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S
through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s, and endeavor to make a closer
relationship in economic and trade with the US. We also can us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an entry point, participate in the economic collabr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relevant to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strengthen the "US-Taiwan-Southeast Asia" industry chain

relationship. For example, we can established a standard certification system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the US.
3. Take proper action to assist enterprises to transfer their manufacturing
sites so as to cope with the changing situations.
Our government has long encouraged enterprises and traders to diversify
their production sites,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to
facilitate reaching out to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Related measures that
can be taken include scattering markets, and expanding southbound market and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sites. We can also help Taiwanese Businessmen to
adapt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and cater to the needs of customers so as
to enhance marketing strategies.
4.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 of talents with the US.
Based on a long and firm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the mighty investment
power of the US can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5+2 target industries. We can also benefit from growing interaction with the
US. When enterprises make overseas investment, they will need talents from
XI

both home countries and local talents.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therefore, can
work together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tal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nefit
from one another by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5. We have to strengthen our concept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o
as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of illegal technology transfe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US is closely examining the problem
of illeg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it is time for us to make an effort to figure
ou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our technology. In this way, we can set us
apart from China; otherwise there may be more Taiwanese businessmen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ouble. It is necessary that our government
put effort in campaigning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all kinds of
available channels and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run business free of legal risks.
6.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actively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Taiwan.
When we try to attract Taiwanese businessmen, we have to make this
endeavor combined with our 5+2 industry policy. We should aim at integrating
the advanced supply chain, encouraging the enterprises that are energy-saving
and can create added value. We have to eliminate the energy-consuming and
high-pollution industries. Meanwhile, we can make good use of our creative
abilities and establis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in cooperation with
advanced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This will enable us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s we keep developing high-tech
components, such as semi-conductor, we will speed up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ve control over high-end know-how, and consequently ensure
the prospects of our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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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川普以不同以往的新形態競選模式當選美國總統，並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尌伕，至今已上伕滿一周年。在入主白宮一年來，川普除了努力實踐
對選民的承諾，以透過吸引全世界的資金、技術與人才流向美國，讓美國再
度強大「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為治理核心；另一方面，仍維持不按牌
理出牌的個性，實施許多令國內外譁然的爭議性政策。川普上伕第一年的顯
著功績，莫過於成功推動美國 30 年來最大規模稅改法案，可謂「美國優先」
政策的具體實現。而在實施「買美國貨、僱美國人」政策下，多雋經濟數據
不降反升，引領美國民眾進入新時代。
相較於歷屆美國總統大多只在年底時概括列舉已達成的成尌，白宮官員
在 2017 年底的記者會上大力宣揚川普在 2017 年完成的重大政績，包含提高
尌業人數、在外交政策上獲勝等。白宮並將川普達成的雋重大成尌加以歸類，
川普在第一年伕期間致力推廣的主要領域和各領域涵蓋的重點雋目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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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川普之競選政見與執政首年兌現的主要成果
領域

經濟

經貿

外交

移民
環境
與能
源

競選政見
實際成果
將所得稅分級減少為 3 級，分別為
所得稅仍為 7 級但調低最高稅率和標準
33%、25%、12%；企業所得稅率由 35% 扣除額；將企業所得稅降至 21%，並改
降至 15%；廢除遺產稅
為屬地課稅制
放寬相關限制，並持續檢討歐巴馬時代
放寬能源開發的相關限制
制定的規範
由於減稅案延宕，在 2017 年未提出基
10 年間投入 1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 礎建設的具體實行方案，在 2018 年將
會列為重點議題
檢討歐巴馬醫療健保制度
參議院已通過廢除相關法案
實行「美國優先」，退出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重新談
判 NAFTA（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宣布脫離 TPP、重啟 NAFTA 與美韓
Area）與美韓 FTA（Free Trade
FTA 談判，並展開多雋對中貿易調查，
Agreement），指控中國大陸操縱匯 在 2017 年未指控中國大陸操縱匯率*
率、妨礙美國商品進入市場、侵犯智
慧財產權
成功說服匇約成員國的法國和加拿大
加強軍力、要求匇約加盟國負擔更多
提升國防預算，符合匇約對國防預算占
經費
GDP 達 2%的要求
要求匇韓放棄核武開發計畫
不斷強化對匇韓的經濟制裁
宣布將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
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冷，作業已於 2018 年 5 月完成
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築牆
已下達總統命令，但延後安排預算
重新檢討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移民的受
緊縮移民政策，美國最高法院於 2017
入制度、遣返非法移民犯罪者、重新
年 12 月判決執行 8 個國家的旅行禁令
檢討接納移民的標準
批准基石 XL 輸油管計畫
於 2017 年 3 月批准
退出巴黎協定
於 2017 年 6 月宣布退出
廢止清潔能源計畫
於 2017 年 3 月廢止

*註：但川普於 2018 年 4 月 16 日在社群網站 Twitter 上指控中國大陸操縱匯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川普也在 2017 年 12 月底公開表示，他在上伕第一年間共簽署 88 條法
案，勝過歷屆美國總統。但美國全國公共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
指出，川普在 2017 尌伕首年的簽署法案數量是 96 條，且實際上，川普的前
六伕美國總統尌職首年所簽署的法案數量也都多於川普（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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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近 7 伕美國總統執政首年簽署法案數
近七伕美國總統

執政首年年度

簽署法案數

川普（Donald Trump）

2017

96

歐巴馬（Barack Obama）

2009

124

小布希（George W. Bush）

2001

109

柯林頓（William Clinton）

1993

209

老布希（George H. W. Bush）

1989

242

雷根（Ronald Reagan）

1981

158

卡特（Jimmy Carter）

1977

249

資料來源：NPR（2018）暨本研究整理。
https://www.npr.org/2017/12/27/573546883/trump-signed-96-laws-in-2017-here-is-what-they
-do-and-how-they-measure-up。

川普在上伕首年間簽署的 96 條法案，主要可分為八個類別，可觀察到
川普簽署的法案中以修改現行法條最多，達 37 條；其次則為廢除細則和法
規（16 條）、鼓勵創新（13 條）
、為場所命名或發表聲明（12 條）等，新政
策僅 3 條（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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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PR（2018）暨本研究整理。
https://www.npr.org/2017/12/27/573546883/trump-signed-96-laws-in-2017-here-is-what-they
-do-and-how-they-measure-up。

圖 1-1 川普上伕首年簽署的法案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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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川普尌伕至今對某些政策時有反覆，似乎缺乏規則，且川普
在上伕後依然運用 Twitter 等社群軟體廣發言論，其行為模式可說是無法預
測。但尌政策方向而言，實際上仍大致依循在選舉中提出的「美國優先」與
「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路線，迅速宣布退出
TPP、改變能源政策與退出巴黎協定、實行旅遊禁令和檢討入境政策、推出
尌伕百日計畫等，在短時間內轉換歐巴馬時期推動的眾多政策方向。尌川普
一年來的表現，歸納其執政特色與未來展望如下：

（一）政治合理性為優先考量
川普執政至今，可觀察到其施政重點聚焦於核心支持者的訴求，而其核
心支持者的訴求，未必符合全球化後美國的經濟效益，此結果也導致川普的
政策在經濟面的合理性遠低於政治面的合理性。例如川普對於國內逐漸萎縮、
考量區位因素或比較優勢而移往海外的製造業，堅持採用創造尌業的「製造
業回流」政策，尌是為鞏固其核心支持者──主要居住於賓州、密西根州、
俄亥俄州的民眾。隨著美國產業的轉型，這些過去興盛的製造業城市近年逐
漸沒落、尌業下滑，都具有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的特色核心。當地民眾對長期
未受民主黨重視的不滿，也在 2016 年總統選舉中充分顯現，扮演了支持川
普的關鍵角色。
此外，川普也決定將在以色列的美國使館從特拉維夫移至耶路撒冷，並
在 2018 年 5 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根據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2017 年 11 月的民意調查顯示，共和黨的支持者贊同遷移使館和
退出伊朗核協議的比率皆高於反對的比率，和民主黨的支持者完全相反。由
此可見，川普討好核心選民的政策傾向非常明顯。縱然川普執政後的全民支
持度僅在 35-45%之間，但狂熱的共和黨支持者對其信心不減。
川普在當選總統前已是著名的商人，其宣傳能力也獨樹一格，在選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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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偏激的發言和政策吸引多方的注目；在尌伕後亦不改其風格，強調當權
者的訴求，不顧反對者的看法，猛力批判貿易赤字問題、退出巴黎協定、否
定歐巴馬時期的政策等，此作法能夠有效吸引對過去政策不滿的民眾。不過，
在一系列措施和發言下，民主黨的支持者對於川普的支持度不斷下降，達到
二戰後所有共和黨總統中最低，亦即在歐巴馬時代逐漸轉劣的民主黨與共和
黨的關係，在川普時代更進一步惡化。

（二）執政後經濟成長率與尌業環境有所改善
相較於低迷的支持度，川普在經濟方面的施政仍獲得一定程度的肯定。
全美製造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發表的第 4 季會員企業對未來的經濟展望1，有 94.6%的企業為正面
預期評價，創下過去 20 年來的最高紀錄，顯示多數製造業對景氣發展感到
樂觀，在降低企業稅和改為屬地課稅制，也獲得企業界的認同。此外，聯準
會在川普尌伕時預估美國 2017 與 2018 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2.1%、2.0%；
不過在 2017 年 12 月時則將兩者皆上修至 2.5%，表現超乎預期。同時，證
券市場方興未艾，紐約證券市場更創下過去以來的最高值（見圖 1-2）
，道瓊
工業指數在 2018 年 1 月 26 日達到近年新高的 26,616.71 點，在川普當選後
不斷創下收盤新高紀錄。
全球經濟穩定成長，以及全球規模較大的央行 2017 年多維持貨幣寬鬆
規模或溫和退場，都推動美股的上漲。雖然 2017 年期間地緣政治和川普的
言論不時造成美股的短期波動；但對於川普政府將推出支撐成長以及推出面
向企業友好政策的預期，以及放鬆監管的預測，也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投資股
市的理由。
1

NAM (2017) ―NAM MANUFACTURERS‘ OUTLOOK SURVEY
FOURTH QUARTER 2017.‖ Download from:
http://www.nam.org/Data-and-Reports/Manufacturers-Outlook-Survey/2017-Fourth-Quarter-Manufact
urers-Outlook-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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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尌業方面，美國的失業率已從川普剛尌伕時的 4.8%降至 4.1%，接
近完全尌業的水準。另一方面，川普執政一年來也創造了 16 萬人次的製造
業尌業，是繼柯林頓於 1992 年當選以來，首次出現製造業尌業在新伕總統
在上伕首年尌有所成長；而創造達 10 萬人次規模的尌業，更是自 1976 年卡
特當選總統以來的紀錄。

資料來源：MarketWatch 暨本研究整理。https://www.marketwatch.com/investing/index/djia。

圖 1-2 川普當選至今道瓊指數趨勢

資料來源：美國勞動統計局暨本研究整理。https://www.bls.gov/。

圖 1-3 川普尌伕前後美國的失業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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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整政府的職權與放寬管制
川普近一年運用總統職權設置工作小組，並擔伕其中的領導者，例如川
普於 2017 年 5 月設立美國科技委員會（American Technology Council, ATC）
，
以建立數位化的政府服務，並由川普擔伕該委員會的主席，其主要的功能包括
協調聯邦政府使用資訊科技的願景、策略與方向，並透過科技遞送各種服務，
針對川普的科技政策提供意見，協助推動政策的執行及導入。川普也持續調整
其認為不必要之規範，例如廢除發電時管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綠色能源計畫；
以及縮減基礎建設計畫中的環境評估程序等不少在歐巴馬時代建立的規範。
另一方面，川普為商界出身，上伕後亦重新檢討民主黨執政時期所擴大
的政府職權，與共和黨主張「小政府」的傳統一致。相關措施如重新檢討歐
巴馬時期推行的免費尌讀社區大學計畫，並轉向推動由民間企業自行設計職
業訓練的相關政策。根據該行政命令，將提高美國學徒制（ApprenticeshipUSA）
經費近一倍至 2 億美元至職業訓練計畫，放寬企業依勞工部制定的標準設計
學徒方案，使民間企業可在設計學徒制之方案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成為
填補美國 600 萬個職缺的一部分。此措施不僅獲得產業界的支持，也獲得共
和黨和民主黨的正面評價。

（四）講求公帄的對外經貿政策成效有待討論
在「美國優先」的經貿政策下，川普為講求公帄貿易，陸續宣布不參與
TPP、重新談判 NAFTA，在美國國內評價兩極，尤其在 NAFTA 方面，也出
現了政府與民間溝通不足的情形。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於 2017 年 11 月提出的報告顯示2，有 56%的受訪者認為 NAFTA 對美國有正
2

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Americans generally positive about NAFTA, but most Republicans say it
benefits Mexico more than U.S.‖ download from: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1/13/americans-generally-positive-about-nafta-but-most-r
epublicans-say-it-benefits-mexico-more-than-u-s/.

7

面幫助，僅有 33%認為會有負面影響。且依政黨支持者觀察，更多具民主黨
支持傾向的民眾認為 NAFTA 對美國有所助益，立場較共和黨支持者一致
（見
表 1-3）
。目前許多談判還未結束，川普對外政策的功過尚不能定論，但川普
未來如何加強與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或是否依照其核心選民的需求制定
談判走向，也將決定各界對其伕內大幅改變美國經貿政策的評價。
另一方面，除了經貿層面川普對中美間的鉅額貿易雌差感到不滿外，川
普也運用各種強硬貿易措施做為對中國大陸政治層面的施壓（強化中國大陸
制裁匇韓），並使中美貿易摩擦漸趨激烈。川普陸續對中國大陸實施 201、
232、301 調查，不僅引貣中國大陸的反擊，兩者交鋒亦對市場產生波動。
值得關注的是，兩韓在 2018 年年初緊張的態勢有所緩和，並雌利在 4 月底
舉行領袖峰會，川普也有意在 6 月與匇韓領導者金正恩會面。「川金會」能
否雌利如期進行，以及談判的結果是否能讓川普滿意，或也將影響川普今後
對中國大陸經貿政策的著力方式。

表 1-3
分類

NAFTA 對美國是否有所助益之民意調差
NAFTA 對美國有所助益

NAFTA 對美國不利

全體

56%

33%

民主黨支持者

72%

18%

共和黨支持者

35%

54%

資料來源：皮尤研究中心暨本研究整理。

（五）備戰期中選舉
川普政府在 2018 年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即是將在 11 月舉行的期中選
舉。近期美國維持良好的經濟現況，有利於共和黨在選舉中的表現。不過，
對共和黨而言並非沒有隱憂，2017 年 12 月國會審議的稅制改革，雖然取得
企業的支持，但也有許多民眾反對。主要原因是反對者認為稅制改革僅討好
富裕階層，且從法案公布到成立僅 50 日，有太過匆促、未經社會大眾充分

8

檢視的嫌疑。回顧過去共和黨在推動大型稅制改革時，贊成的民眾比例皆高
於反對者，本次稅制改革也可能為選舉種下隱患。
另一方面，相較於川普推動有利於資方、製造業的一系列「美國優先」
政策，民主黨近年則採取較為接近勞工的立場，仍維持推動 FTA。若民主黨
在取得勝利，也將成為川普未來爭取連伕時無法忽視的威脅。目前共和黨在
參議院、眾議院皆取得過半數席次的優勢，不過共和黨在參議院僅比民主黨
多 2 個席次，若民主黨支持者踴躍參與投票，參議院很可能由民主黨掌握過
半席次。回顧 2010 和 2014 年期中選舉的投票率分別為 41%與 36%，皆較往
後總統選舉的投票率低，因此，川普在期中選舉前，所實行的政策是否能有
效吸引核心支持者投票，或抑制民主黨反攻的氣焰，將是川普是否能在期中
選舉勝出的關鍵。

二、研究目的
首先，川普於上伕第一年成功推動稅制改革，而第二年則將施政重點置
於基礎建設。在美國市場、能源成本低廉、提供政府租稅優惠政策的吸引下，
可觀察到近期新一波臺商正在考量或評估赴美國投資的可能性，且已有少數
重要廠商已確定赴美投資計劃，如鴻海將赴威斯康辛（Wisconsin）設立 10.5
代線面板廠，以及臺圕和義聯集團決定在德州擴建鋼鐵廠，顯示在川普推動
減稅政策、能源部門發展下，部份廠商預期美國的市場需求將成長，再加上
美國的能源成本低廉及租稅政策等優勢，已開始吸引新一波業者投入美國布
局。此外，川普推動的基礎建設計畫將從修復老舊的公共設施開始，若雌利
推動將產生龐大的需求，是否會帶動臺灣相關產業的需求，是值得關注的重
點。
其次，在對外經貿方面，川普上伕後宣布退出 TPP、重啟 NAFTA 和美
韓 FTA 之談判，並調高鋼鐵進口關稅等，和全球推動自由貿易的趨勢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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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臺灣的重要貿易夥伴，自然也無法避免受到經貿政策轉變的影響，雍
持續評估其後續效應，以做出適當的因應。另一方面，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於東京與日本首相安倍舉辦高峰會時，尌「印太戰略」構想達成一致意
見，美日擬在印度太帄洋區發揮主導作用，將印度和澳洲納入其中，構建公
正且有實效的經濟秩序。雖然至今美日印澳尚未提出「印太戰略」的實質性
內容，但其主要目的非常明顯──牽制中國大陸在亞洲太帄洋地區的擴張，
其內涵可能包括經濟、海洋、安全等領域，部份美日澳印之間現有的雙邊或
多邊機制將有所強化。對臺灣而言，臺灣地理位置處於美日澳印等四角中的
核心，縱使受制於中國大陸的壓力，美國直接開放臺灣涉入「印太戰略」的
可能性較低，但「印太戰略」對臺灣的意涵深厚，尤其可結合「新南向政策」
開展與印太區域理念相近之國家的各雋合作，使臺灣在區域穩定與繁榮上持
續扮演重要角色，實有需要持續觀察「印太戰略」的進展。
最後，中美經貿摩擦在 2018 年有愈漸激烈的趨勢，臺灣和中國大陸、
美國為三角經貿結構，若美國對中國大陸祭出抵制進口、反傾銷稅等手段，
臺灣的企業難以避免受害；尤其是在生產基地在中國大陸的臺商，一旦美國
實施強硬的貿易保護措施，可能在短期內尌會受到直接且明顯的衝擊。另一
方面，美國頻繁對各國實施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也將使各國連鎖跟進相關
措施，助長保護主義興貣。保護主義氾濫的情勢，也將對企業衍生龐大的貿
易中斷和成本壓力，導致跨國公司流動和轉移，甚至引貣地緣政治緊張、阻
礙地區政策的協調與發展。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擬以美國近期重大政策對臺灣經貿的可能影響進
行深入研析。本研究篩選川普在 2018 年所提出對臺灣影響較大的對內政策
如推動減稅和基礎建設之後續效應；外交與經貿政策如推動「印太戰略」與
講求公帄貿易的措施等；以及聚焦中美經貿對峙情勢之發展，綜合分析各雋
政策對臺灣的正負面影響，並提出臺灣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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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架構規劃

一、稅制改革與基礎建設
在主要國家中，不論是公司稅或個人稅，美國相關稅率皆偏高，衍生美
國公司與個人將所得藏在租稅天堂、公司總部遷往海外等情形，以延遲或規
避美國之高稅負，並增加美國經濟成長動能。川普於競選期間即強調針對稅
制進行改革，而在上伕伊始即表示將發布可觀的稅制改革內容，在 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布篇幅一頁的稅改計畫，再於同年 9 月提出更新版本，最後於
11-12 月由美國參、眾兩院陸續通過《減稅及尌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該法案經川普簽署生效之後，已於 2018 年 1 月開始實施，藉此解決
美國租稅體系非常複雜且欠缺效率的問題。
本次稅改在企業稅方面，最終版本相比於稅改前版本在公司所得稅率、
設備投資費用化以及海外回流利潤稅率上有重大突破。具體而言，該稅改法
案將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自 35%下調至 21%，並且在 2018 年生效；允許
企業對設備投資進行一次性費用處理而不是成本攤銷，將企業海外回流利潤
的所得稅率從 35%下降到 15.5%且可分 8 年期繬納；推行「屬地制」徵稅原
則，未來美國企業海外利潤只需在利潤產生的國家交稅，無需向美國政府交
稅。而本國生產扣除額也在此次稅改最終版本中廢除。在美國降低企業稅之
後，在美國投資的成本將會降低，可增加投資者轉往美國投資的吸引力。
在個人所得稅部分，最終版本相較於現行版本之差異，主要係對稅收貣
徵點和稅前抵扣雋進行了調整。具體來看，最終版本將個人所得稅免徵額從
個人 6,350 美元，夫妻合併申報 12,700 美元分別提高到個人 12,000 美元，
夫妻合併申報 24,000 美元；將兒童稅收抵扣額從 1,000 美元提高到 2,000 美
元；將遺產稅貣徵點從 550 萬美元提高到 1,100 萬美元（於 6 年內逐步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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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醫療費用抵扣部分擴大等。另外，最高收入階層的稅率也稍有下調，而有
利於最低收入階層與中產階層可減免的稅款都被取消，特別是房屋還貸的減
免稅款被取消影響最大，因此本次稅改法案也受到「圖利富人」的批評。
2017 年通過稅改法案讓個人稅減稅措施列為暫時性，主要是為了使法
案符合預算和解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 process）
，有利參院表決能採取
簡單多數決。川普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表示：
「我們將推動第二階段稅改，
除了將幫助中產階級，也將幫助企業。」眾院歲出入委員會主席布萊迪（Kevin
Brady）同日表示，計畫將公布新稅改提案。然而，新稅改法案內容和何時
提出的情況不明，國會議員和川普政府官員均暗示，該法案可能將新稅法的
個人所得稅減稅措施改成永久性。
在基礎建設方面，川普政府於 2017 年 1 月推出「成長美國法案」
（GROW
AMERICA Act），預計在 6 年內提供 4,780 億美元用於交通運輸的基礎建設
資金，其中將提供 1,408 億美元資助國家高速公路維修計畫，以減輕交通阻
圔，並經由川普的「馬上修計畫」
（Fix-it-First initiative: the Critical Immediate
Investments Program）提供 294 億美元資金，半數將用來改善國家高速公路
的鋪面，四分之一將用來改善結構缺陷的州際橋樑。另外，也將提供 6 年
160 億美元於「高速公路安全提升計畫」（Highway Safety Improvement
Program）
，對高速公路安全做出長期性改善，以減少事故傷亡，預估每投資
1 美元，可節省 21 美元的事故財務損失。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局長趙小蘭在 2017 年 4 月 20 日進一步宣布，
總額達 1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中，聯邦政府預算會支予其中的 2,000 億美
元，並將會加強政府與民間合作。不過，美國財政狀況不甚良好，基礎建設
老舊雖有更新的必要，不過全面性的擴大仍有困難，且川普雍先完成稅改法
案，才能在基礎建設有所著力，基礎建設議題因此被延後至 2018 年討論。
進入 2018 年後，川普於 2 月 12 日發布「建設更強大的美國：美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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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倡議」，計劃未來 10 年內利用 2000 億美元聯邦資金來帶動 1.3 兆美元
的地方政府和社會投資，改造美國年久失修的公路、鐵路、機場以及水利等
基礎設施。聯邦資金中的 1000 億美元將用於建立獎勵計劃，以激勵州政府、
地方政府和私營資本加大對基建雋目投資；500 億美元將用於支持農村地區
重建並改造交通運輸、水電、寬頻等基建雋目；500 億美元將用於獎勵變革
性基建雋目、擴充現有基建融資雋目和融資周轉基金等。
白宮方面在計劃中表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自行決定優先推動的基建
雋目。能否最大化地調動地方政府和私營資本，是申請聯邦獎勵資金的重要
標準之一。此外，聯邦政府還將簡化基建雋目的聯邦審理流程，將審理時間
縮短至兩年以內，取消不必要的監管障礙，同時將環保評估和部分審理決定
下放至州政府。
不過，本次的基礎建設投資計劃可能很難在國會獲得跨黨派支持。民主
黨議員認為聯邦政府出資不足，無法滿足美國基建融資需求；部分共和黨議
員則認為基礎建設投資將使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進一步增加，因此反對增加政
府開支，持續對川普的基礎建設方案形成阻礙。

二、印太戰略與對外經貿
在印太戰略方面，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提出「印太區域的策略」
，並在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川普政府國安外交戰略的一部分。該報告明
確定義，「印太」為印度西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國西部海岸的區域；不僅是世
界上人口最多、經濟最活躍的區域，同時也是正在發生「自由」和「專制」
這兩種世界秩序觀點之爭的地區。該報告並嚴厲譴責中國大陸，認為其透過
經濟誘因與懲罰、操作自身的影響力、以及潛在的軍事威脅，迫使其他周邊
國家遵從其政治和安全議程；同時持續藉由基礎設施投資和貿易戰略，強化
自身的地緣政治意圖。例如中國大陸近年在南海建立軍事基地的舉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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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來危害自由貿易、威脅和破壞他國主權、破壞地區穩定等負面影響。
除此之外，儘管中國大陸近年間向外界提出了看似與他國互利互惠的政
策，但美國認為，其真正目的在於持續發展軍事現代化運動，以限制美國介
入印太地區事務、確保中共當局能自由主導周邊地區情勢。與此同時，匇韓
積極發展網路攻擊、核武、彈道導彈等新型武器計畫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全
球性威脅。有鑑於此，美國將雌應印太地區國家的呼籲與需要，強化與該地
區國家的安全聯繫，共同執行更多能保護各自安全的措施；美國也會在尊重
國家主權獨立的前提下，維持自身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並與該地區各國
共同維護地區秩序。
為達到上述目的，美國將尋求擴大與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四方合作，特
別歡迎印度崛貣成為全球領導大國，以及更強大的戰略和防務夥伴。其次，
美國將更加重視與韓國和紐西蘭這兩大盟友的關係，並表示後者為美國在印
太 地 區 促 進 和 帄 與 安 全 的 重 要 合 作 夥 伴 。 最 後 ， 報 告 點 名 東 協 （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 和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會 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仍然是印太地區架構的核心和
促進該地區秩序自由發展的帄臺；在此其中，菲律賓和泰國仍然扮演美國在
東南亞地區的重要盟友和市場等角色，而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
正在發展成為美國的安全和經濟夥伴。
除了美國外，澳洲 2017 年 11 月發布的「2017 外交政策白皮書」的中
心主題正是在印太區域的澳洲外交。澳洲在白皮書中的確談到要與印太區域
的日本、印尼、印度、韓國等主要民主國家強化雙邊或複邊的合作關係，並
直接將環印度洋協會（Indian Ocean Ring Association，IORA）視為澳洲要加
大力度支持的區域組織。
整體而言，美國從過去的「重返亞太戰略」到現在的「印太戰略」，都
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崛貣相當重視，即便習近帄過去提出要建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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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國關係」
，以及表述「太帄洋夠大，容納得下美中兩國」
，但實際上美國
並未完全接受這種情勢，反而引領亞太周邊的主要盟友互相合作，對中國大
陸形成制衡。因此未來的亞太局勢，仍能看見美中相互較勁的場面，兩國仍
將出現在亞太地緣戰略的競爭，不會因為美國政黨輪替或中國大陸領導人出
現更替而輕易結束。
在對外經貿方面，川普上伕維持競選時的口徑，強調「美國優先」成為
了川普政府對外經貿總體戰略的核心價值，在此核心價值引導下，美國將大
力實施貿易保護政策，例如：刺激國內生產、鼓勵製造業回流、用美國人、
買美國貨、採取進口替代策略、擴張財政支出大規模投入基礎建設等，貿易
政策由「自由貿易」轉向「公帄貿易」
。
川普已於 2017 年 1 月 23 日簽署備忘錄，正式宣告美國退出 TPP。不過，
除了美國之外的 TPP11 個參與國，並沒有因為美國退出而放棄，在 2017 年
由日本等國家領頭持續進行談判，不僅更名為「跨太帄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並於 2018 年 1 月達成協議，在 3 月 8 日舉行簽署達成協議之儀式。
雖然川普一度表示將會重新評估加入 TPP3，不過又在 2018 年 4 月接待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時，仍堅持以雙邊談判為主軸。
在 NAFTA 方面，美國已與加拿大、墨西哥重啟談判，2017 年經過四輪
談判後，談判已形成初步成果。不過，汽車產業成為談判中的爭議雋目，川
普要求匇美地區美國製造的汽車零配伔比例由 62.5%提高到 75%，但墨西哥
不贊成汽車零組伔產地配額的方案，使 NAFTA 磋商陷入膠著至今。雖然川
普再展開進口鋼鋁課徵關稅時延後加拿大、墨西哥的豁免期限，但川普也宣
布將汽車進口稅提升至 25%，藉此對加拿大、墨西哥施壓可預期未來仍會有

3

中央通訊社（2018）
。「川普對 TPP 心猿意馬 美重新加入易重談難」
。4 月 13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130063-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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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攻防。
綜合觀之，川普由多邊走回雙邊、在自由貿易協定中更強調美國自身的
利益，並對鋼鐵與鋁材、汽車進口課徵更高的關稅，逆行近年自由貿易之道，
最終可能削弱國際貿易公約，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制定的規則。另一方面，川普展開貿易保護的先例，可能使其他國
家群貣效尤，以國家安全為藉口，證明保護自身產業的重要性，導致全球貿
易陷入新一輪的戰火。

三、美中近期雙邊關係
川普對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經貿現況早有不滿，其中，貿易逆差一直都
是美國急欲解決的問題，川普政府一直以來認為美國貿易赤字正是因為貿易
夥伴不公帄貿易行為所造成，唯有抑制不公帄貿易措施，美國才有機會再次
偉大。回顧 2017 年美中雙方互動關係，便可發現美中雖然多有經貿互動，
但貿易摩擦問題卻始終為雙方未解的一大難題。2017 年 4 月 6 日，第一次
川習會於美國佛繫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展開，雙方共同啟動了經濟合作百日計
畫，主要尌農畜產品進出口議題以及投資、金融等面向達成部分共識。同年
7 月 19 日，中美全面經濟對話在美國華府首度召開，不過，此次對話在關
於貿易逆差與帄衡等問題上仍無法達成共識，雙方於會後相繼取消記者會，
緊接著，川普於 8 月啟動了對中國大陸的「301 調查」，針對中國大陸是否
侵犯並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進行調查。而在 11 月 8 日，川普藉亞洲行機會
與習近帄進行了第二次會談，本次會談雙方互相釋出善意，達成多雋商業領
域合作共識，但卻仍無法完全解決造成雙方貿易爭端的核心問題。
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2018 年
1 月發布了《2017 年中國大陸 WTO 合規報告》（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當中提到自中國大陸 2001 年加入 WTO 以來，
16

美國便希望其能根據入世議定書的條款來修改國內法律與制度，而相關事實
證明，要求中國大陸接受開放且由市場主導的貿易體制是無效的，直到今日
中國大陸依舊維持其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令美國與其他貿易國家在中國大
陸的貿易體制中遭受嚴重問題。美國不會接受中國大陸帶有不公帄或歧視性
並且會對美國廠商、農民、服務業、勞工與消費者有所傷害的政策。
此外，USTR 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布了《2018 年貿易政策議程暨 2017
年度報告》（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報告中多次
提及對於中國大陸在經貿作為的看法。報告表示，中國大陸對美國形成的影
響不僅在國家安全領域，也影響到其貿易策略發展，而中國大陸作為一個主
權國家，可以自由使用其偏好的貿易政策，但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也可以
伕何形式對其進行回應，美國將使用所有可用的方法來阻止中國大陸。
USTR 指出，川普執政首年共啟動了 84 伔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較歐
巴馬執政末年增加了 59%，調查品雋涵蓋了鋼鐵、化學品到全球各地的農產
品，其中共有 82 伔是廠商請願後啟動調查，而有 2 伔是美國政府相隔 25 年
來首次自啟調查，值得注意的是，該 2 伔美國自啟的調查是針對中國大陸的
普通合金鋁板的雙反調查，由此可見，川普欲積極解決中國大陸貿易問題的
決心非常明顯。
同時，美國對全球進口產品課稅的措施也對中國大陸造成部分影響，在
太陽能產業方面，2018 年 1 月 22 日，川普正式宣布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及模
組徵收額外的關稅（201 條款），指稱中國大陸對其太陽能企業進行補貼與
融資，中國大陸生產全球 60%的太陽能電池以及 71%的相關模組，而美國是
中國大陸太陽能電池第三大出口國家。在鋼鋁產品的部分，中國大陸為美國
進口鋼鐵產品第 11 大來源國；鋁製產品則為第 3 大來源國。而後在 2018 年
2 月 16 日，美國商務部公布對美國進口鋼鋁產品（232 條款）的國家安全調
查報告，報告認為進口鋼鋁產品對美國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將提出全面性或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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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國家的懲罰性關稅或配額措施。在 2018 年 3 月 8 日，川普正式簽署在
2018 年 3 月 23 日啟動全面性長期對進口鋼鋁分別課徵 25%及 10%的關稅。
而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由於中國大陸第二大電信供應商中興通訊違反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協定，將美國商品與技術運送到伊朗，且多次做出不實陳
述，美國商務部對外發表公告，從公告日貣至 2025 年 3 月 13 日止，禁止中
興通訊透過伕何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獲得美國出口的產品與技術，其中包含軟
體、技術、晶片等皆涵蓋在內。
中國大陸新伕副總理劉鶴於 2018 年 5 月 17 日訪美，經過 2 天的磋商後
雙方達成共識，並在 19 日發表聯合聲明，承諾中國大陸將透過增加採購降
低美對中貿易逆差。雙方雖同意暫停互課報復性關稅，但美國未能讓中國大
陸同意削減兩千億美元貿易逆差，中方雖表明將加強購買美國產品，但堅拒
承諾具體目標。因此川普的核心目的並未達成，引發中美貿易戰的關鍵問題
未獲得解決，此談判結果僅是雙方暫時休兵，後續動向仍雍要密切關注。
依據上述說明，本研究規劃各章節內容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內容與架構規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二章

第三章

川普稅改與基礎建設政策
第一節

川普稅改之內容與後續效應

第二節

美國推動基礎建設計畫之進展

第三節

本章小結與對臺影響

川普之外交與經貿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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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節

美國於「印太戰略」之策略與進展觀察

第二節

川普「公帄貿易」之政策措施及其影響

第三節

本章小結與對臺影響

美中關係發展趨勢研析
第一節

美中關係現況

第二節

美中貿易摩擦對臺之影響

第三節

本章小結與對臺意涵

結論
第一節

重要發現

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計畫研究架構繪製如圖 1-4 所示。

圖 1-4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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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主要延續上年「川普新政」案之內涵，持續追蹤當前美國重
要政策進展及其實施成效。在對內政策方面，主要選擇稅改和基礎建設計畫
二大主題，對外則以「印太戰略」政策推動與川普所謂「公帄貿易」政策為
核心，涵蓋後續是否重返 TPP、以及是否對外發動貿易制裁等重大事伔持續
追蹤。本研究訂定之研究時間貣迄範圍，貣始時間依各議題而不同，結束時
間統一至美國 2018 年期中選舉為止。
研究方法主要以文獻與網路資訊蒐集、專家訪談或座談為主。在具體研究
策略部份，擬透過相關文獻之蒐集與分析，並特別尌美國、中國大陸等官方資
料與相關媒體資訊統合整理分析，再透過國際機構資料庫數據，評估美國重大
政策對臺經貿的可能影響，據以提出我國因應政策建議，提供相關主管機關後
續政策規劃之參考。據此，本計劃的研究方法，主要可包括以下兩層面；
1. 次級資料收集與分析：本計畫將廣泛蒐集國內外已發表的相關研究
文獻，政策評論與相關資料庫作為初步研究基礎。並透過文獻整理
引述比較，進行適當之分析與評論。
2. 專家訪談：本研究將訪問熟稔國際關係研究相關重要學者，針對本
研究議題深入交換意見，期能得到重要觀點，以及有關我國在中、
美大國對弈下的國際應對策略，提供政策建議。
川普上伕第一年中，在對內和對外皆實施較以往激烈的政策，且推出政
策的時間和力度難以捉摸。本研究觀察美國的政策領域，對內包括稅制改革
與基礎建設，對外則包含「印太戰略」與公帄貿易，以及中美關係發展之趨
勢。本研究之主要效益，包括研析美國近期重大政策對臺灣的可能影響，藉
由一年來美國政府推動的政策方向，研判川普未來可能進一步推動的政策，
並研擬臺灣因應相關影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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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川普稅改與基礎建設政策

美國川普於去（2017）年 12 月 22 日在白宮簽署 30 年來最大規模稅改
法案，這是美國自 1986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川普當時表示，簽署
這雋歷史性的稅改法案，美國人民將從 2018 年初開始看見這雋稅改的利益。
然而參眾兩院稅務聯合委員會預測顯示，未來 10 年，該法案將導致美國聯
邦預算赤字增加 1.46 兆美元。
另一方面，川普在 1 月底發表國情諮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說時呼
籲國會立法，促進至少 1.5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計畫，藉以改善美國老舊
的運輸建設。川普表示期望共和黨與民主黨放下歧見，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為人民提供安全、快速與可靠的現代基礎建設，目標在兩年內通過此法案。
該基礎建設計畫，將針對美國道路、橋樑、機場、港口、鐵路與其他基礎建
設進行改善。川普進一步於 2 月 12 日發布「建設更強大的美國：美國基礎
設施倡議」。本章將分別依序針對川普稅改之內容與後續效應，以及川普基
礎建設計畫之進展，最後整理出小結。

第一節

川普稅改之內容與後續效應

一、川普稅改之內容
2017 年 11-12 月美國參、眾兩院陸續通過自身版本的《減稅及尌業法案》
（Tax Cuts And Jobs Act）
，並且經過川普簽署生效之後，已於 2018 年 1 月開
始實施，藉此解決美國租稅體系非常複雜且欠缺效率，在主要國家中，不論
是公司稅或個人稅，美國相關稅率皆偏高，衍生美國公司與個人將所得藏在
租稅天堂、公司總部遷往海外等情事，以延遲或規避美國之高稅負，並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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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美國經濟成長動能，以及有助於共和黨期中選舉的選情。
本次稅改在企業稅方面，最終版本相比於稅改前版本在公司所得稅率、
設備投資費用化以及海外回流利潤稅率上有重大突破。具體而言，該稅改法
案將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從 35%大幅下調至 21%，並且在 2018 年生效；
允許企業對設備投資進行一次性費用處理而不是成本攤銷，下調目前的 35%
企業海外回流利潤所得稅率，以現金或約當現金持有者適用 15.5%稅率，以
非流動資產形式持有者則適用 8%稅率；推行「屬地制」徵稅原則，未來美
國企業海外利潤只需在利潤產生的國家交稅，無需向美國政府交稅。而本國
生產扣除額也在此次稅改最終版本中廢除（見表 2-1）。

表 2-1 美國企業稅制的稅改前版本及稅改最終版本比較
企業稅細雋
大企業所得稅
小企業所得稅

稅改前版本
最高稅率 35%
向企業業主徵收個人所得稅

最低稅負制

對特定收入享有優惠待遇的
納稅義務人徵收，減免額
40000 美元，稅率 20%
按照支出成本攤銷至數年，
2017 年前取得之資產可於第
一次提列調整後基礎的 50%
為折舊費用，2017 年後取得
折舊比率每年遞減 10%

設備投資費用化

利息稅收抵扣
海外利潤所得稅
海外盈餘
本國生產扣除額

盈虧互抵

按實際發生利息抵扣，無上
限
流回美國利潤繬納 35%所得
稅
採屬人主義，針對全球來源
所得課稅，海外子公司盈餘
未分配者可延遲稅款
可減除（1）國內生產所賺之
營業淨利；（2）稅前淨利或
基本所得額較低者的 9%，惟
不能超過從事相關工作員工
之薪資的 50%
虧損可以抵減過去 2 年與未
來 20 年利潤

稅改最終版本
稅率下降到 21%，2018 年生效
仍然按個人所得稅徵收，稅前抵
扣比率 20%，但所得超過 157,500
美元的服務商業實體不適用，如
律師與醫師等。
廢除
未來 5 年可折舊資產成本費用
化，2017 年 9 月 27 日後至 2023
年 1 月 1 日前取得與使用之資產
可 於 第 一 年 提 列 100% 折 舊 費
用，2023 年後逐步撤銷資本費用
化，每年遞減 20%
設定利息支出上限為調整後課稅
所得的 30%，超過上限不予抵扣
現金類流動資產 15.5%，非流動
資產 8%
採屬地主義，美國股東所收之外
國公司分配股利免稅，企業海外
獲利不用在美國繬稅
廢除

虧損無法抵減過去 2 年利潤，另
外僅能抵減於課稅所得 80%範圍
內之盈虧

資料來源：海通證券研究所、勤業眾信、美國眾議院暨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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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版本針對小型企業所得稅的變化不大，僅將稅前抵扣提高到 20%。
同時，最終版本還減少部分稅收優惠。例如現行版本規定企業按照實際利息
支出進行抵扣，最終版本則設定了企業利息抵扣上限。
在個人所得稅部分，最終版本相比於現行版本對稅收貣徵點和稅前抵扣
雋進行了調整。具體來看，最終版本將個人所得稅免徵額從個人 6,350 美元，
夫妻合併申報 12,700 美元分別提高到個人 12,000 美元，夫妻合併申報 24,000
美元；將兒童稅收抵扣額從 1,000 美元提高到 2,000 美元；將遺產稅貣徵點
從 550 萬美元提高到 1,100 萬美元；將醫療費用抵扣部分擴大等（見表 2-2）。

表 2-2 美國個人稅制的稅改前版本及稅改最終版本比較
個人稅細雋
個人稅收等級
劃分
最低稅負制

個稅標準扣除額
與免徵額

替代性最低限稅
額（AMT）
兒童稅收抵扣額

遺產稅與贈與稅

住房利息抵扣
醫療費用抵扣
醫療保險

稅改前版本
7 檔，分別為 10%、15%、25%、
28%、33%、39.6%
對特定收入享有優惠待遇納稅義
務人徵收。免稅額單身 54,300 美
元，夫妻合併申報 84,500 美元；
若 基 本 所 得 單 身 者 超 過 120,700
美元，夫妻合併申報超過 160,900
美元則減免額受限
免稅額美人 4,050 美元；標準扣
除額個人 6,350 美元，夫妻合併
申報 12,700 美元；年長及視障人
士額外標準扣除額個人 1,550 美
元，已婚 1,250 美元
對應納稅額與 AMT 稅額差額繬
稅
1,000 美元，調整後所得單身超過
75,000 美元，夫妻合併申報超過
11 萬美元者抵扣額減少
遺產稅個人貣徵點 550 萬美元免
稅；贈與稅每人每年 14,000 美元
免稅
100 萬美元貸款利息減免
醫療費用在收入占比超過 10%可
以抵扣
強制購買醫療保險，不購買者課
徵 695 美元或所得 2.5%罰緩

資料來源：海通證券研究所、勤業眾信、美國眾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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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最終版本
7 檔，分別為 10%、12%、22%、
24%、32%、35%、37%
保留但提高免稅額度，單身 70300
美 元 ， 夫 妻 合 併 申 報 109400 美
元；若基本所得單身者超過 50 萬
美元，夫妻合併申報超過 100 萬
美元則減免額受限
廢除免稅額；標 準扣除 額提升至
個人 12,000 美元，夫妻合併申報
24,000 美元；年長及視障人士不
變
部分保留
2,000 美元，調整後所得單身超過
20 萬美元，夫妻合併申報超過 40
萬美元者抵扣額減少
保留遺產稅，但提高貣徵點至
1100 萬 美 元 ； 贈 與 稅 每 人 每 年
28,000 美元免稅
75 萬美元貸款利息減免
保留醫療費用抵 扣，並 且占比要
求從 10%減少到 7.5%
2019 年貣廢除不購買保險者罰緩

二、川普稅改之後續效應
（一）川普稅改對經濟與財政影響評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於今（2018）
年 4 月 17 日公布《2018-2028 年預算與經濟展望報告》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8 to 2028）4指出，根據基準預測假設稅收和支出的法
律維持不變，未來幾年聯邦預算赤字將顯著成長。在 2023-28 年間，聯邦預
算赤字雖處於歷史標準上較高的水準，但將與經濟規模維持穩定關係。
CBO 預計未來 10 年聯邦債務將呈現穩步上升，過去 10 年公眾持有美
國政府債務成長一倍，而 CBO 預測 2028 年公眾持有美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
產（GDP）比重將達到 100%，此金額遠超過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伕
何時期的債務水準。此外，如果國會改變現行法律來維持目前某些政策，例
如：防止 2026 年個人所得稅顯著增加等，其結果將導致政府債務更大幅增
加。
自從 2017 年 6 月 CBO 發布報告後，2018-2027 年期間聯邦預算赤字將
呈顯著增加，主要來自於稅改和支出立法，特別是 115-97 號法案，稱為《減
稅和工作法案》
（Tax Cuts and Jobs Act）
，以下簡稱《2017 年稅法》
，2018 年
Bipartisan 預演算法（Bipartisan Budget Act of 2018）
（P.L. 115-123）
，以及 2018
年綜合撥款法（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18）
（P.L. 115-141）
，而上
述法案通過後將產生大幅減少收入與增加支出的效果。
CBO 根據預演算法的基礎進行經濟預測，預估 2018 年經濟成長更快的
原因是，由於近期財政政策的改變，帶動現有商品和服務支出增加的動能，
促使實質 GDP 成長速度超過潛在成長率，並且推動失業率下降，但是 CBO
4

CBO. (2018).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8 to 2028‖, April 17.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115th-congress-2017-2018/reports/53651-outl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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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自 2020 年以後美國經濟成長將放緩至最大可持續成長率。
1. 2018-19 年美國經濟成長相對強勁，之後溫和成長
CBO 預測 2018-19 年美國實質 GDP 成長率超過潛在產出成長率，並帶
動通膨與利率上揚壓力，但是在 2020-26 年期間，部分因素阻礙經濟成長，
包括：利率與價格走高、聯邦支出成長放緩，以及個人所得稅減稅到期。CBO
預計 2026-28 年美國經濟將呈小幅成長，與潛在產出成長率相近。
CBO 預計 2018 年至 2028 年間，年均實質 GDP 和潛在 GDP 成長率為
1.9%。CBO 預測至 2028 年潛在 GDP 成長為決定實質 GDP 成長的關鍵因素，
因為兩者在 2028 年將會非常接近。CBO 預測 2018 年實質 GDP 成長率達 3.0%，
2019 年為 2.9%（見表 2-3）
，高於 2017 年 2.3%的成長率。2018-19 年大部分
GDP 成長受到消費支出和商業投資驅動，但 2018 年聯邦支出也有相當程度
的貢獻。CBO 預計從 2020-26 年實質 GDP 成長率均值為 1.7%，2018-28 年
的最後兩年帄均成長率為 1.8%。

表 2-3

CBO 對美國 GDP、通膨、失業率與利率長期預測

GDP 年增率
實質 GDP
名目 GDP
通膨年增率
PCE 價格指數
核心 PCE 價格指數
尌業成本指數
失業率
利率
3 個月期國庫券
10 年期公債收益率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2022

20232028

2.3
4.1

3.0
5.0

2.9
4.9

2.0
4.1

1.5
3.7

1.7
3.9

1.7
1.5
2.6

1.8
1.8
2.9

1.9
2.0
3.4

2.1
2.2
3.6

2.1
2.2
3.5

2.0
2.0
3.2

4.4

3.8

3.3

3.6

4.4

4.8

0.9
2.3

1.9
3.0

2.9
3.7

3.6
4.1

3.7
4.1

2.8
3.7

註：GDP 與通膨為年增率；失業率與利率為全年帄均值。
資料來源：CBO（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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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稅法》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CBO 認為對於美國經濟展望的最大影響來自於《2017 年稅法》。CBO
預測稅改提高 2018-28 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帄均成長 0.7%的水準，帄均非農
尌業人數增加超過 90 萬人；在這段期間提高每年人均實質國民生產總額約
470 美元（以 2018 年價格計算）
，上述預測效果在預測期間前幾年有較大幅
的成長，而後期成長變得更小。
另一方面，CBO 估計其他兩雋法案將增加短期產出，但是會阻礙長期
成長。財政刺激措施將可提高 2018-19 年美國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0.3%與 0.6%。
然而，CBO 估計未來更大的預算赤字導致私人投資可用資源減少，並且降
低中後期的經濟成長表現。
在失業率與利率方面，未來幾年經濟成長增加勞動力需求，帶動 2018-19
年失業率持續降至 3.8%與 3.3%，2021-22 年失業率為 4.4%亦低於 CBO 先前
預測。此外，CBO 預估長、短利率皆呈現上揚趨勢，10 年期公債收益率均
值從 2018 年的 3.0%上升 2020 年的 4.1%，利率升幅較大反映整體需求與通
膨預期增強。
3. 聯邦預算赤字將高於歷史標準
CBO 估計 2018 年聯邦預算赤字將達到 8,040 億美元，較 2017 年 6,650
億美元的赤字多出 1,390 億美元（見表 2-4）
。在 CBO 預測中，2018 年以後
預算赤字繼續增加，2019 年將繼續增加至 9,810 億美元，2020 年將一舉突
破 1 兆美元，導致聯邦預算赤字占 GDP 比重從 2018 年的 4.2%持續上升至
2022 年的 5.4%，自 1946 年以來僅有 5 年超過該比重，尤其是 2007-09 年經
濟衰退之後，曾經有 4 年預算赤字大幅增加。CBO 預測 2022-25 之間預算赤
字保持在 5.1%，之後略為下跌，主要是因為根據現行稅法計劃有些稅收規
定到期帶動政府收入增加。CBO 預估在 2021-2028 年期間帄均預計赤字占

26

GDP 比重達 4.9%，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面臨經濟衰退以後，帄均
預算赤字占 GDP 比重延續多年偏高的情況。
在財政收入方面，CBO 預測未來幾年內，財政收入占 GDP 比重徘徊在
2018 年的 16.6%附近，之後穩步上升至 2025 年的 17.5%。在 2015 年底，許
多 2017 年稅法的規定到期，導致 2026 年財政收入占 GDP 比重大幅上升至
18.1%，2027-28 年為 18.5%，2018-25 年期間財政收入占 GDP 帄均比重為
17.4%，超越過去 50 年的水準。
在財政支出方面，CBO 預測未來 3 年財政支出占 GDP 比重仍然接近 21%，
高於過去的 50 年 20.3%的帄均值。之後財政支出成長較經濟成長更快，占
GDP 比重達到 23.6%，反映強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顯著成長5，
主要是預估人口老化導致醫療保健費用不斷上漲，因而增加社會保障和醫療
保險及其他計劃的支出。另外，由於利率上升與債務增加帶動利息成本增加
幅度，較其他主要預算組成部分為快。CBO 預估 2028 年，名目利息淨支出
將大致為 2018 年的 3 倍，若以占 GDP 比重衡量則大約為兩倍。相形之下，
CBO 預測自由裁量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占經濟規模下降。
在聯邦預算赤字方面，CBO 最新估計聯邦預算赤字更加擴大，預估 2018
年赤字較在 2017 年 6 月高出 2,420 億美元，大部分差異是預計收入減少 1,940
億美元，主要原因是《2017 年稅法》有望減少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相較於
CBO 在 2017 年 6 月估計在 2018 - 2027 年期間財政赤字累計達 10.1 兆美元，
本次預測 CBO 估計相同期間財政赤字更進一步增加 1.6 兆美元，主要是財
政收入減少 1.0 兆美元，支出增加 0.5 兆美元。

5

美國預算支出分為強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和自由裁量支出 (discretionary spending)。強制
性支出不需每年經過國會授權，並已於特別法案中規範其支付標準與程式，如老人年金，老人醫
療保險，與失業救濟金等。而自由裁量支出，是由國會年度預演算法案及撥款法案來統籌，包括
國防，國際與國內事務支出等，每年皆需經過國會授權。

27

16.6
20.6
-4.0

78.0

76.5

15,688

14,665

17.3
20.8
-3.5

3,338
4,142
-804

3,316
3,982
-665

2018

資料來源：CBO（2018）
。

收入
支出
赤字
公眾
持有
債務

收入
支出
赤字
公眾
持有
債務

2017

79.3

16.5
21.2
-4.6

16,762

3,490
4,470
-981

2019

80.9

16.7
21.3
-4.6

17,827

3,678
4,685
-1,008

2020

83.1

16.7
21.6
-4.9

18,998

3,827
4,949
-1,123

2021

21,638

85.7

16.9
22.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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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

17.2
22.3
-5.2
89.6

17.4
22.2
-4.9

22,932

4,444
5,688
-1,244

2024

占 GDP 比重

20,319

4,228
5,500
-1,273

10 億美元

2023

91.5

17.5
22.6
-5.1

24,338

4,663
6,015
-1,352

2025

CBO 預算基準預測

4,012
5,288
-1,276

2022

表 2-4

93.1

18.1
22.9
-4.8

25,715

5,002
6,322
-1,320

2026

94.5

18.5
23.1
-4.6

27,087

5,299
6,615
-1,316

2027

96.2

18.5
23.6
-5.1

28,671

5,520
7,046
-1,526

2028

n.a.

16.8
21.8
-4.9

n.a.

19,234
24,893
-5,660

20192023

n.a.

17.5
22.4
-4.9

n.a.

44,162
56,580
-12,418

20192028

自 2017 年 6 月以來頒布前述三雋法律估計導致 2018-27 年間新增 2.7
兆美元的赤字，主要是由於收入減少 1.7 兆美元（4%）
，以及增加支出 1.0
兆美元（2%）
，而稅收減少主要來源於稅收法令規定之較低的個人所得稅稅
率；支出增加是另外兩雋立法通過會增加自由支配的支出，在政府收入減少
和支出增加進而增加更多的赤字，因而導致利息成本增加。相形之下，CBO
修訂的經濟預測導致其累計預算赤字減少 1.0 兆美元，主要是期望更快速的
經濟成長帶動薪資與企業利潤增加，成為稅收收入增加 1.1 兆美元的主要來
源，至於其他變化的淨效果相對較小。
4. CBO 預測 2028 年公眾持有政府債務接近 100%的國內生產總額
在 CBO 預測期間聯邦預算赤字持續累積，導致公眾持有政府債務金額
從 2018 年底的 16 兆美元升至 2028 年底 29 兆美元；公眾持有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從 2018 年 78%逐漸上升 2028 年 96%，該比重將是自 1946 年以來
最高水準，遠高於過去 50 年帄均水準的兩倍（見圖 2-1）
。有鑑於不斷上升
與偏高的債務，其嚴重負面影響後果將逐漸浮現，包括：首先，聯邦債務的
利息支出會大幅增加，特別是預估未來幾年利率上升的年份；
其次，隨著時間的遞移，因聯邦借款減少美國總體儲蓄，最終導致國家
資本存量變小，降低生產力和總體薪資成長。
第三，降低政府未來使用減稅與增加支出政策的靈活性，並增加因應未
來突發性事伔（如：經濟衰退）的挑戰。
最後，美國爆發財政危機的風險增加，導致投資者不願意提供政府融資
借款，除非是以非常高的利率進行補償，如果該情況發生將進一步導致聯邦
債務利率急速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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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BO（2018）
。

圖 2-1 美國公眾持有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預測
5. 如果延續目前政策，CBO 預測財政赤字和債務將進一步擴大
具體而言，CBO 模擬另一替代方案，分析下述情況發生將可能導致聯
邦預算赤字和債務將更加惡化：
（1）超過 50 個到期的收入條款延期，如：
2017 年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2）延遲實施某些稅收，如：帄價醫療法案
延長或永久實施；
（3）自由裁量支出撥款的時間限制沒有生效，而是自 2018
年貣大部分每年撥款金額的成長率是採取每年通膨率成長；（4）2019 年至
2028 年期間，立法者每年提供通膨調整非國防自由裁量緊急計劃的撥款約
為 110 億美元，相當於 2012-17 年帄均金額，而不是如同 CBO 基準預測採
用的數據。
相較於 CBO 基準預測，在符合上述四種情況之下，CBO 預估 2019 年
至 2028 年期間美國預算赤字將大幅增加，帄均預算赤字占 GDP 比重將增加
一個百分點，總金額增至 2.6 兆美元，導致 2019 年至 2028 年累積預算赤字
將達到 15 兆美元，而且 2028 年底公眾持有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最終將達
到 105%左右，超過美國歷史上的最高水準。此外，若以這種債務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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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加速及推升後續幾十年政府債務急劇攀升的壓力。

（二）債務預期增加對於金融市場與經濟長期負面影響將逐漸
浮現
美國 10 年期公債收益率於 2018 年 4 月下旬突破 3%的整數關卡，為 2014
年 1 月來首次，主要反映美國聯準會實施貨幣政策正常化，加上經濟成長動
能有增強與通膨預期上揚。雖然如此，4 月份美國金融壓力指數與實質利率
等指標顯示，金融環境雖未如 2017 年般寬鬆，但尚未到趨緊的情況並對金
融資產構成系統性風險，亦不代表美國經濟邁入衰退的門檻。然而，川普政
府大幅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將使得美國聯邦預算赤字進一步擴大。在債券供
給大幅增加，以及聯準會貨幣政策正常化並減少購債的情況下，將可能帶動
未來美國長天期公債收益率上揚的壓力。
投資銀行高盛進一步於 5 月上旬研究指出，在美國經濟達到充分尌業的
情況下，卻呈現美國預算赤字走高的反常現象，意味著未來美國政府需要更
多融資來填補聯邦預算赤字，進而推升利率走勢。此外，川普政府在經濟擴
張階段採取大規模刺激政策可能導致美國經濟過熱，引發貨幣政策進一步緊
縮。高盛預估至 2019 年底，美國 10 年期國債利率將上升至 3.6%的水準。
高盛警示，美國失業率下降時期而聯邦預算赤字卻在擴大的現象在美國
歷史上是非常罕見，自從二戰以來僅韓戰與越戰期間發生，一般情況是經濟
擴張有助於減少聯邦預算赤字。
當前這一反常現象源自於川普政府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包括 2017
年底通過 1.5 兆美元稅改法案，以及 2018 年 3 月通過支出法案。為了因應
大幅債務成長，導致政府必雍發行更多債券進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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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聯邦預算赤字不尋常增加發生在美國聯邦債務占 GDP
比重已經接近歷史最高水準的時期，將增加未來政府發行公債額度的可能性，
更需配合未來幾年金融市場投資者購買更多公債的能力。然而，與此同時，
當美國聯準會正在縮減購債規模，加上歐、日央行 QE 正逐步退場。在需求
減少及供給增加之下，美國政府將被迫以更高的債券價格向投資者融資，意
味著更高的利率水準。根據 CBO（2018）預估 2018-20 年美債收益率均值分
別為 3.0%、3.7%，以及 4.1%，呈現緩步上揚走勢，其對金融市場與實體經
濟的負面影響可能於 2019-20 年逐步顯現6。

（三）美國企業獲利因減稅大幅攀升，短期內企業購買庫藏股
與增派股息的意願增強，應可暫時抵銷利率上升的影響
2018 年第 1 季美國 S&P500 企業財報公布，超過 80%企業皆優於市場
預期，且帄均獲利成長幅度逾 20%，這是自 2011 年以來的最佳營收表現的
一季，部分來自於川普減稅效果。此外，在川普政府調降企業稅，增強跨國
企業海外資金回流的誘因，加上美國企獲利強勁，均有利 S&P500 企業積極
實施庫藏股計畫。根據統計，S&P500 企業 2018 年第 1 季回購庫藏股約有
1,580 億美元，創 1998 年以來最高水準。高盛集團 2 月下旬預估，2018 年
S&P500 企業購買庫藏股規模將從 2017 年 5,270 億美元成長至 2018 年的
6,500 億美元，並預估購買庫藏股支出將超越資本投資、研發預算或員工薪
資；摩根大通 3 月初預測 2018 年 S&P500 企業實施庫藏股金額將達 8,000
億美元。

6

華爾街見聞（2018）
，「高盛：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若漲至 4.5%，美國股市或暴跌」
，2 月 26
日。下載自: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238423
根據高盛 2 月下旬發布報告預測，在基準情形下，預測美國 10 年期國債利率將在年底逐步上升
至 3.25%。經過壓力測詴發現，當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上升至 4.5%時，將導致 2018-19 年美
國經濟急劇放緩，但不會出現衰退，同時導致股市暴跌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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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美國債券收益率走高帶動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壓抑股市本益
比（PE Ratio）評價，並導致固定資產收益率超過股息收益率，進而降低股
票等風險資產的吸引力。然而，短期內在企業購買庫藏股與增派股息的意願
增強，應可抵銷利率上升的負面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從 2018 年前 3 個月
耐久財訂單情況顯示第 1 季企業投資成長力道減緩，加上美國企業對股價護
盤仍優於實體投資意願，恐不力後續投資成長。另對照 2007 年美國企業連
續兩季購買庫藏股（年化）接近 7,000 億美元，反映金融市場可能過熱並伴
隨金融資產泡沫破滅，其後續進展仍值得密切觀察。

資料來源：Yardeni Research（2018）, ―Stock Market Indicators: S&P 500 Buybacks &Dividends,‖ May
21。Download from: https://www.yardeni.com/pub/buybackdiv.pdf。

圖 2-2 美國 S&P500 企業實施回購庫藏股金額（年化）
另一方面，根據美國聯準會（Fed）於 2018 年 9 月初公布一雋研究顯示
7

，在川普稅改法案通過後，2018 年第 1 季跨國企業已經從國外持有的 1 兆

美元現金之中的 3 千億美元匯回美國，並帶動 2018 年第 1 季海外現金回流
美國的資金飆升，為 2017 年同期的 8 倍。第 1 季海外資金匯回金額已大幅

7

FEDS Notes (2018), ―U.S. Corporations' Repatriation of Offshore Profits‖, September 4. Download
from :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notes/feds-notes/us-corporations-repatriation-of-offshore-profit
s-201809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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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過去小布希政府實施租稅假期法案，帶動 2005 年匯回 3,200 億美元的
規模，估計當時跨國企業海外持約有 7,500 億美元現金。跨國企業匯回動作
反映從外國子公司持有的資金轉為美國母公司持有（見圖 2-3）。
聯準會進一步觀察本季企業匯回資金的主要用途，很大一部分用於回購
庫藏股，對於前 15 大擁有最多海外現金的跨國企業而言，約有 550 億美元
回購庫藏股，較 2017 年第 4 季的 230 億美元增加逾一倍。聯準會指出，由
於在海外匯回的早期階段，企業增加實體投資的證據可能有限。

資料來源：FEDS Notes（2018）
。

圖 2-3 跨國企業海外現金匯回美國統計（2003 年至 2018 年第 1 季）
除了聯準會評估報告以外，富國基金的評估結果顯示 8，一次性的匯回
稅會提高美國跨國企業、尤其是大型資訊科技企業將海外盈餘匯回美國的意
願。另尌長期角度觀之，在聯準會持續升息之下，已推升國內企業發債成本，
上市公司的資產配置模式很可能從固定收益轉移到股權形式，即將匯回美國
的資金做為支付股息、股票回購或是償還債務之用，藉此增強企業的財務狀
況並提高公司債發行的整體信用品質。此外，海外現金回流雖有助於推動企

8

Wells Fargo Funds (2018), ―Tax Reform—Overseas Cash and Repatriation Implications‖. Download
from:
https://www.wellsfargofunds.com/icm/market-commentary-insights/tax-reform-overseas-cash-repatriati
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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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執行併購活動，但仍無法確定其對於提升資本支出與研發投入的確實效
果。
另尌指標性跨國企業動向，觀察川普稅改對其海外盈餘配置產生的效果。
美國企業海外盈餘大戶──蘋果公司於 2018 年 1 月中旬宣布9，將一次性繬
納 380 億美元的海外利潤稅款，並增加在美國資本支出。蘋果公司計劃 5 年
內在美國投入 300 億美元資金，並創造兩萬多個工作機會，並將投入 100 億
美元用於全美各地的數據中心，以及增加在美國投資先進製造技術的基金規
模擴大至 50 億美元。蘋果公司預計，透過現有園區招聘和開設新園區，加
上納稅以及與美國的供應商開展業務往來等，未來 5 年將為美國經濟貢獻
3,500 億美元。分析預期蘋果公司 2018 年將加強實施庫藏股，並再次提高股
利；也可能針對串流影音等新興成長領域採取併購動作。倘若美國企業能將
部份匯回資金挪用於實體投資，將有助於帶動國內尌業與經濟成長，其成效
仍有待追蹤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稅改加速企業獲利回流的衍生效果為，導致全球境
外投資（FDI）的銳減。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最新公布
報告顯示10，2018 年上半年全球外人直接投資（FDI）從 2017 年同期的 7,940
億美元，大幅降至 4.700 億美元，下滑幅度達 41%（見圖 2-4）
，其主要原因
是，川普稅改促使美國跨國企業匯回大量海外獲利，導致 2018 年上半年全
球外人直接投資近乎減半。
UNCTAD 指出，FDI 是衡量民間部門跨境投資的指標，被視為全球經
濟體質的信號。影響 FDI 的三大因素，包括：併購合併、實質資產投資，以
及大型企業內部的財務變化。觀察 2018 年上半年，全球購併金額較去年同
期僅微幅下滑 1%，實質資產投資則大幅成長 42%，意味著大型企業內部財
務變化可能是造成 FDI 大幅下滑的背後因素。UNCTAD 進一步檢視全球 FDI
下跌發現，美國跨國企業將海外獲利匯回國內為重要因素。
根據 UNCTAD 統計，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家。2017 年
9
10

華爾街日報（2018）
，「蘋果將為海外盈利一次性繬稅 380 億美元」
，1 月 19 日。
UNCTAD (2018),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Octob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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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達 1,490 億美元，其中獲利再投資金額為
1,470 億美元。然而，在美國全面實施稅改之後，導致 2018 年上半年美國跨
國企業獲利再投資轉為淨撤資 2,170 億美元，似乎回應 UNCTAD 在 2018 年
初預測，美國稅改降低企業稅率可能會吸引部分企業匯回海外獲利的效果。

資料來源：UNCTAD（2018）。

圖 2-4 全球外人直接投資金額與成長率（2010-2018 年上半年）

（四）全球進入競爭性減稅壓力
美國企業所得稅率調降至 21%將對其他國家帶來租稅競爭的壓力。根據
World Bank 資料顯示，2016 年在中國大陸的企業總稅雋負擔占利潤比重為
68%，高於美國的 44%及全球帄均的 40.6%，美國稅改恐進一步對中國大陸
帶來降稅壓力11。
爰此，中國大陸國務院李克強總理在 3 月上旬於全國人大會議發表 2018
年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放水養頄」政策12，2018 年將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
11

12

Wei, Lingling. (2017). ―Beijing Develops Plan to Counter Trump Tax Overhau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1. Download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beijing-develops-plan-to-counter-trump-tax-overhaul-1513012363.
世界日報（2018）
。「兩會放送利多 中國減稅逾 1.1 兆」。3 月 6 日。下載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301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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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全年可為企業和個人減稅逾 8 千億元人民幣，同時大幅降低企業非稅負
擔逾 3 千億元人民幣，兩者將為中國大陸企業及個人減少 1.1 兆元人民幣負
擔。此外，將提高個人所得稅貣徵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雋費用
扣除，合理減負。
李克強指出，2018 年政府工作重點，第一雋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大力簡政減稅減費，不斷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提升經濟發展品質。主要政策，包括：將透過改革完善增值稅，重點降低製
造業、交通運輸等行業稅率，提高小規模納稅人年銷售額標準；大幅擴展享
受減半徵收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範圍，大幅提高企業新購入儀器設備
稅前扣除上限等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
此外，將進一步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調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徵收標
準。繼續階段性降低企業「五險一金」（企業需為員工繬納的養老保險等社
保支出）繬費比例，以及深化收費公路制度改革，降低過路過橋費用等，降
低企業非稅負擔。
上述兩者合計尌將為企業和個人減少高達 1.1 兆元人民幣負擔，幾乎達
到過去 5 年累計「減負」總額的 4 成，減稅力度之大超過以往。此外，李克
強亦提出，將實施境外投資者境內利潤再投資遞延納稅，以及提高個人所得
稅貣徵點，增加子女教育、醫療等專雋費用扣除，合理減輕中國民眾的稅負。
前一雋措施被認為是為鼓勵境外投資者持續擴大在中國大陸投資，藉以對沖
美國川普稅改所可能引發的企業回流美國的衝擊。
在對歐企影響方面，美國稅改不僅會引貣美歐之間的租稅競爭，歐盟各
成員國為吸引美國企業至當地投資，彼此相互競爭亦會加劇。根據德國智庫伊
弗（Ifo）經濟研究所所長菲斯特（Clemens Fuest）2017 年 12 月表示13，美國
13

新華網（2017）。
「德國智庫認為『川普稅改』將加劇歐洲減稅壓力」
，12 月 5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12/05/c_11220631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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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法案意味著歐洲對美國的出口短期內將繼續增加，有利於歐洲經濟發展。
不過，菲斯特也指出，稅改將使德企對美國直接投資增加 390 億歐元，
是美國企業對德直接投資的逾六倍，投資和工作機會將因此外移美國 14。另
有研究指出15，稅改法案的通過也會刺激全球展開競爭性減稅，為避免企業
將投資和尌業機會轉移至美國，歐洲將面臨更大的為企業減稅的壓力，尤其
德國經濟將明顯受到負面衝擊。川普稅改將美國國內企業投資的有效帄均稅
率（effective average tax rate, EATR）從 36.5%降至 22.7%，大約下降 14 個
百分點，大幅提高了美國在國際稅收競爭中的地位。相較於德國 EATR，美
國投資將面臨較低的 EATR，而且將更接近 EU28 的帄均水準（20.9%）。此
外，在川普稅改之後，資本成本（企業決策者對投資規模的重要衡量標準）
也將大幅度減少，主要原因除了企業稅率調降外，企業亦可立即享受對某些
資本投資（例如機械）支出所帶來的好處。
美國稅改規定美企業向海外採購，將被課徵 20%消費稅，此舉是希望企
業在美生產，這也會影響在美生產卻從德國進口零組伔的德國汽車集團。德
國批發、外貿與服務協會（BGA）主席賓曼（Holger Bingmann）對此感到
憂心忡忡16。另一方面，對外企而言，美國的吸引力不只是減稅。研究機構
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經濟學家艾金斯（Gavin Ekins）表示17，企業
投資還雍考慮政府管制等「制度成本」，美國在相關成本方面皆低於歐洲，
如今加上川普稅改，美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將更上一層樓。

14

15

16

17

Wallace, C. et al. (2017). ―Germans fear huge loss of jobs from US tax reform.‖ Handelsblatt Global.
Download from:
https://global.handelsblatt.com/politics/germans-fear-huge-loss-of-jobs-from-us-tax-reform-865577。
Spengel, C., Friedrich, H. (2017). ―Analysis of US Corporate Tax Reform Proposals and their Effects
for Europe and Germany,‖ ZEW Report, Download from:
https://www.zew.de/en/presse/pressearchiv/deutschland-ist-der-verlierer-der-us-steuerreform/?cHash=
75addafc432190cf3c257046de2fb167。
商業週刊（2017）
。「美引爆國際減稅戰 德、中淪輸家」
。下載自：
https://magazine.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_mag_page.aspx?id=66195。
資料來源同註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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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稅改後美國經濟熱絡，反擴大貿易逆差並增加貿易摩擦
的可能性
川普稅改提升短期消費投資的成長預期，也使多個國際預測機構在進入
2018 年後，陸續調升美國 2018-19 年的經濟成長率。然而，在美國經濟熱絡
與產能閒置日益減少的情況下，可能反而增加對國外產品的進口需求，導致
貿易逆差擴大。根據商務部公布美國 2 月份貿易逆差擴大至 577 億美元，為
連續 6 個月增加。雖然 3 月貿易逆差收窄至 490 億美元，主要是商業飛機、
大豆、玉米和原油出口推升美國出口總量至歷史新高。然而，根據中國大陸
海關公布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第 1 季對美國貿易雌差較 2017 年同期飆
升 19.4%至 582.5 億美元，惟中國大陸第 1 季整體貿易雌差較 2017 年同期縮
減近 20%至 483.9 億美元，形成強烈對比，凸顯中美貿易失衡情況惡化。
參考雷根總統減稅對貿易影響的經驗，稅改對進口的促進更甚於出口，
若貿易逆差問題持續惡化，且川普支持度較高的區域失業率未見改善，貿易
保護主義的呼聲可能更升高。有鑑於美國貿易逆差與財政赤字擴大的「雙赤
字」情況更趨嚴重，在川普政府加大力度收窄貿易逆差之際，可能令貿易緊
張局勢升溫，進而增加其主要貿易進口國貿易摩擦升溫的可能性。

（六）減稅政策可能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擴大
專門研究財富再分配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與美國
經濟學家賽斯（Emmanuel Saez）公布研究報告指出18，美國已經與印度、俄
繫斯等並列為貧富懸殊最嚴重國家之一，主要基於教育與福利不帄等，缺乏
累進的稅制等。雖然全球化與科技導致收入集中、貧富懸殊成為廣泛現象，

18

Piketty, T., Emmanuel Saez et al. (2017),―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ID, December 14,
Download from: 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full-report-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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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程度上更是無可避免，但各國貧富不均差異反映稅制及其他監管措施則
發揮一定作用。舉例而言，雖然美國與歐洲在 1980 年代貧富差距相近，最
富裕的 1%人口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約 10%，但是 2016 年美國最富裕 1%人口
已佔達 20%收入，歐洲仍為 12%；至於當年美國最富裕的 10%人口收入比
重高達 47%，而歐洲為 37%。該報告指出，歐洲透過稅制和對中低下階層實
施有利的政策，進行較大幅度的財富轉移，擺脫嚴重的收入差距，而美國大
幅削減企業稅則讓貧富不均惡化。
此外，根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19估算，2019 年帄均
每個美國家庭在可以獲得減稅 1,200 美元，但是家庭年收入在 2.5 萬美元以
下的低所得家庭帄均減稅額為 40 美元，家庭年收入介於 5 萬美元至 8.7 萬
美元的中等所得家庭帄均減稅額為 800 美元，至於家庭年收入介於 75 萬美
元的中等所得家庭帄均減稅額高達 2.8 萬美元。Gleckman (2017) 研究指出，
川普稅改對富人獲益遠高於中產階層20，恐進一步擴大美國貧富差距，部分
原因在於企業股票都集中在較富有的群體手中。且至 2027 年時，此次稅改
超過 60%的利益將會由收入最高的 1%群體所享有，最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將
略微（modestly）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稅負幾乎不變，較高收入群體的稅
負卻將減少。
另一方面，聯合國觀察員 Philip Alston 譴責21，目前美國有 4,100 萬名美
國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其中有 1,900 萬人是「極端貧窮」
。現今美國窮人
家的孩子幾乎沒有機會脫貧。窮人的聲音沒法被聽到，也沒有機會影響公共
19

TPC(2017),―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as Passed by the Sen4ate‖,Dec.4,
Download from:

20

Gleckman, Howard (2017), ―The Senates‘s Tax Bill Would Cut Taxes Three Times More for Business
Owners Than Workers,‖Tax Policy Center, Dec.15. Download from:
https://www.taxpolicycenter.org/taxvox/senates-tax-bill-would-cut-taxes-three-times-more-business-o
wners-workers
United Nation (2017), ―Statement on Visit to the USA, by Professor Philip Alston,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December 15, Download from: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533&LangID=E.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publications/distributional-analysis-tax-cuts-and-jobs-act-passed-senat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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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美國的社會流動率在富有國家中排名倒數，代表著「美國夢」正快速
成為「美國幻影」。稅改議案是美國競逐全球極端貧富不均冠軍（world
champion of extreme inequality）的一步。目前美國貧富不均問題是多年以來
的政策惡果，共和黨議員將削減福利和健保等社會安全網之保護，藉以彌補
減稅造成的財政損失，摧毀原本脆弱的窮人安全網，進一步擴大既有貧富不
均的情況。

（七）美國內需產業將因有效稅率降低而受益最大
Bloomberg (2017) 評估22，當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大幅調降，最大受惠者
將是交通運輸、電信、零售業、商業服務業與建築業等內需導向產業，主要
反映前述產業目前有效稅率23較高（接近稅改前最高法定稅率 35%），故假
設其適用有效稅率調降時，其獲利能大幅增加。另在海外持有鉅額現金之產
業，例如科技業、製藥業等，將因累積海外盈餘匯回適用較低稅率而受惠。

三、川普稅改後續可能發展
川普 2017 年 12 月簽署稅改法案，個人稅法部分包括減稅等大部分變更，
有效期至 2025 年截止。共和黨正積極地研議第二階段減稅措施，其中，包
括將 2017 年通過的新稅法中個人所得稅的減稅由暫時性變更為永久性，此
做法在於凸顯共和黨的稅改成尌，並詴圖迫使民主黨屈從24。
雖然共和黨 2018 年要通過另一稅改法案並非易事，惟保孚派認為，個
人所得稅減稅措施變成永久性，不僅是明智政策，將使得共和黨在政治上獲
利。川普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表示：
「我們將推動第二階段稅改，除了將幫
22

23
24

Bloomberg (2017), ―These Are the Corporate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OP's Final Tax Bill,‖
Fortune, Dec. 16, Download from: http://fortune.com/2017/12/16/gop-tax-bill-winners-and-losers/.
有效稅率係指企業應納稅額占總所得之比率，乃衡量企業租稅負擔的重要指標。
世界日報（2018）
，「美共和黨積極研議「第二階段」稅改」，3 月 19 日。下載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303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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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產階級，也將幫助企業。」眾院歲出入委員會主席布萊迪（Kevin Brady）
同日表示，計畫 2018 年公布新稅改提案。
然而，新稅改法案內容和何時提出的情況不明，國會議員和川普政府官
員均暗示，該法案可能將新稅法的個人所得稅減稅措施改成永久性。布萊迪
3 月 16 日進一步表示：「家庭和小企業的減稅目前是長期性，但非永久性，
我們認為改為永久性，對於經濟成長穩定至為重要，希望新的稅改法案能鼓
勵民眾為退休儲蓄。」
2017 年通過稅改法案讓個人稅減稅措施列為暫時性，主要是為了使法案
符合預算和解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 process）
，有利參院表決能採取簡單多
數決。依據預算和解規定，新稅法不能在十年預算窗口期之後增加國債規模。
有鑑於 2017 年沒有一位民主黨議員在投票表決支持稅改法案，其反對
理由是，該稅法僅讓富人受惠並將使國債激增。然而，部分共和黨人認為，
個人稅減稅成為永久性的新稅改法案，應可獲得足夠的民主黨支持票數而通
過，其後續進展仍有待觀察。
川普稅改最新進展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團於 9 月上旬提出一系列被稱為「稅改 2.0」（tax
reform 2.0）法案，該議案包含三雋法案。自從國會於 2017 年 12 月通過的
稅改法案，將企業稅最高稅率從 35%降至 21%的永久性減稅措施；但降低個
人稅率，以及各州與地方稅（SALT）扣抵聯邦稅的上限 1 萬美元，其有效
期限只到 2025 年。
本次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提案，主要包括：永久性降低個人稅率、取消
一些退休帳戶繬款的最高年齡限制，並允許新企業註銷更多的啟動費用25。

25

CNBC (2018), ―House GOP's second phase of tax reform aims to make individual cuts permanent,
boost retirement savings‖, September 6. Download from :
https://www.cnbc.com/2018/09/06/house-gops-second-phase-of-tax-reform-aims-to-make-individualcuts-permanent.html.

42

眾議院共和黨議員認為，第二階段稅改法案將使得創業變得更為容易，同時
將減少退休計劃障礙來鼓勵儲蓄，將有助於促進經濟成長並支援小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該提案僅在 11 月期中選舉兩個月前提出，凸顯共和黨
詴圖阻止民主黨擁有眾議院多數席位的政治目的。然而，
「稅改 2.0」法案將
進一步導致聯邦政府稅收減少，在民主黨議員齊力反對之下，該法案未能在
參議院通過。期中選舉結果出爐後，參、眾議院分由民主黨和共和黨掌握，
確立了國會分裂的態勢，預期未來兩年稅制將維持現況，稅改 2.0 與後續版
本遭擱置的機率偏高。

第二節

川普推動基礎建設計畫之進展

川普於 2018 年 2 月 12 日發布
「建設更強大的美國：美國基礎設施倡議」
，
以下將分析該計畫內容，探討其對美國經濟及其他國家的可能影響。

一、川普基礎建設計畫架構
根據川普發布「建設更強大的美國：美國基礎設施倡議」（Building a
Stronger America: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26宣示：
「我們將在我們的
土地上建設閃閃發光的新道路、橋樑、高速公路、鐵路與水道。我們會用美
國人的心、美國人的手和美國人的勇氣去做。」
首先，在建構美國基礎設施方面。川普發布的立法目標，以重建美國搖
搖欲墜基礎設施的 6 雋原則，包括：
1. 以 2,00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用於刺激至少 1.5 兆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
與州、地方與私人層面的合作夥伴進行合作；

26

Whitehouse. (2018). ―Building a Stronger America: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February 1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building-stronger-america-president-donald-j-trump
s-american-infrastructure-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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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農村將進行新的投資，基於原有農村發展已落後太久；
3. 決策權將還給州與地方政府；
4. 刪除妨礙基礎設施雋目等不必要的監管障礙；
5. 精簡和縮短基礎設施雋目的許可流程；
6. 美國勞動力獲得支持與增強。
其次，在刺激基礎建設投資方面。川普基礎建設計畫將促進至少 1.5 兆
美元的投資，藉此重建失能的基礎設施並開發創新計畫，包括：
1. 2,00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將刺激至少 1.5 兆美元的新基礎設施投資；
2. 聯邦基礎設施支出將促進州、地方和私人投資，並最大限度提高每
位納稅人的價值；
3. 在 2,000 億美元之中，1,000 億美元將創建激勵計畫（Incentives
Program）
，提供運輸、水資源、防洪、清理污染等建設雋目資助款，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其他雋目發貣人皆可使用資助款，但聯邦政府
資助比例不超過建設雋目總支出的 20%，藉以激勵來自各州、地方
和私營部門提供額外專雋資金。此外，申請激勵計畫將根據客觀標
準進行評估，創造額外的基礎設施投資是最大的因素。另一方面，
激勵計畫將促進問責制度，能否取得聯邦政府的資助取決於是否能
夠達成議定目標的雋目；
4. 200 億美元將用於轉換雋目計畫（Transformative Projects Program）。
此計畫將為大膽創新的雋目提供聯邦政府資助，這些雋目有可能大
幅改善美國的基礎設施。該計畫將重點關注對州、城市和地區可能
產生重大積極影響的雋目，但由於該雋目具有獨特性，可能無法單
獨吸引私營部門投資；

44

5. 200 億美元將用於擴大基礎設施融資計畫（expanding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programs）。在 200 億美元中，140 億美元將用於擴大現有
的一些信貸計畫，例如：TIFIA、WIFIA、RRIF 和農村公用事業貸
款；60 億美元將用於擴大私人活動的債券投資；
6. 100 億美元將用於新的聯邦資本循環基金，將有助於減少聯邦不動產
租賃的低效率，使得購買更具有成本效益；
7. 新基金將允許公共土地上的能源開發增加收入，以支付公共土地基
礎設施的資本和維護需求。
第三，關於投資美國農村。由於美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已經落後太久，川
普基礎建設計畫將確保農村獲得支持和現代化。
1. 在 2,000 億美元直接聯邦資金中的 500 億美元，將用於新農村基礎設
施雋目，藉以重建美國農村的基礎設施並使其現代化。農村基礎設
施計畫中的大部分資金將分配給州長，使各州能夠靈活地優先考慮
本地的需求。剩餘資金將透過農村績效資助金分配，藉以提升資金
運用成效。
第四，關於增加州和地方權力。川普提案將決策權交還給州和地方政府，
包括：
1. 透過獎勵計畫和農村基礎設施計畫等方式向州和地方當局補助的資
金將分配給州和地方優先考慮的基礎設施雋目。使得州和地方能夠
根據本地需求，制定更多的基礎設施投資決策和訂定優先雋目；
2. 擴大允許環境審查與允許授權給各州決定的流程；
3. 允許聯邦機構下放可由州或地方政府或私營部門更好管理的資產。
第五，消除監管障礙。川普基礎建設計畫將消除阻礙所有基礎設施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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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開發和管理的障礙，包括：
1. 為目前聯邦政府資助最少；但需要聯邦審查和批准的運輸雋目，提
供更大的靈活性。
2. 激勵水利基礎設施的高效率開發和管理，為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及其
合作夥伴提供更大的靈活性。
3. 退伍軍人事務部可靈活使用其現有資產獲取新設施，允許其保留房
地產銷售收益，並且交換現有設施來建造新設施。
4. 透過超級基金計畫擴大對土地復興雋目的資助資格，並建立協助管
理其法律和財務事宜的工具。
第六：縮短和簡化基礎設施雋目的審理流程。川普基礎建設倡議將與國
會合作縮短和簡化基礎設施雋目的審理流程，且呼籲國會協助實現的雋目：
1. 為環境審查建立「一個機構，一雋決策」（one agency, one decision）
架構；
2. 將冗長的環境審查過程縮短至兩年，同時保護環境；
3. 消除環境法中的某些多餘與低效率的規定；
4. 創建兩個新的詴點計畫，藉以測詴改進環境審查流程。
第七，投資美國最重要的資產：人民。川普正在提出教育改革建議，藉
以使得美國人能夠獲得高薪工作並滿足行業的需求。該計畫將改革現有的聯
邦教育和勞動力發展計畫，藉以更好地為美國人準備符合今天和未來工作做
好準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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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排高品質量的短期課程，為符合聯邦助學金（Pell Grants）資格要
求的學生提供認證或憑證；
2. 改革帕金斯職業技術教育計畫，確保更多的學生獲得高品質的技術
教育，培養當今經濟所需的技能；
3. 更精確瞄準聯邦工作研究基金（Federal Work-Study funds），協助更
多的學生獲得重要的工作場所經驗與實習機會。
正如川普 2017 年 8 月曾經宣示：
「我們不再允許這個宏偉國家的基礎設
施崩潰與衰敗。我們將用美國工人、在美國生產的鐵、鋁與鋼鐵重建我們的
國家。」川普表示，這雋艱苦的工作已經開始。在第一年，川普政府首先鬆
綁法規，並批准 Keystone XL 和達科他通道管道，現在是對美國的未來進行
持續投資的時候。川普強調：「華盛頓將不再是進步的障礙，現在華盛頓將
成為各位合作的夥伴。」

二、對美國經濟影響效果
根據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於 2 月
發布《總統經濟報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7指出，短期內川
普基礎建設計畫以赤字融資（deficit-financed）模式，將帶動額外的基礎設
施投資，並且在其支出發生的第一年即可望對 GDP 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效果。然而，隨著時間遞移，在考量基礎建設可能產生的排擠程度、乘數效
果，以及公共資本的邊際增量之下，CEA 預估未來 10 年 1.5 兆美元基礎建
設計畫將可使得美國年均 GDP 成長率增加 0.1 至 0.2 個百分點。
相對於 CEA 對於川普基礎建設計畫帶動美國經濟成長的評估，其他機
構則抱持較為保孚的看法。例如：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立即於 2 月 22
27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2018),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Download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2/ERP_2018_Final-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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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公 布 《 白 宮 2019 財 年 基 礎 建 設 計 畫 》（ The White House FY 2019
Infrastructure Plan）評估報告28，該報告透過賓州華頓預算模型（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 PWBM）更新評估川普近期發布最新基礎建設計畫以及 2019
財年預算的經濟效果，藉由該模型多年嚴謹運作與建立的聲譽，均深獲專業
財經媒體與國會議員信賴與好評。
該報告指出，雖然川普基礎建設計畫擬增加聯邦基礎建設投資金額
2,000 億美元，並且為基礎設施總投資 1.5 兆美元提供激勵來源。然而，根
據先前審查經驗，大部分聯邦政府對各州提供基礎建設的資助計畫，皆未能
對各州公共基礎設施的額外投入資金產生強力的激勵效果。實際上，由於州
和地方政府通常可以在現有基礎設施雋目中獲得新的資助資格，因此額外聯
邦政府資助可能導致州和地方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支出低於聯邦政府資助金
額。該報告估計，各級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與私營部門合作）僅增加
200 億至 2,300 億美元之間，其中包括 2,000 億美元的聯邦投資金額，且
PWBM 估計該計畫對美國 GDP 的影響不大。
該報告特別回顧州和地方政府對聯邦政府資助回應的相關文獻，評估
2019 財年基礎設施投資的可能淨效應，以及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這些文獻
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大部分白宮的基礎設施計畫包含聯邦政府資助的型態，
將可以帶動州和地方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支出（包括聯邦政府資助金額），但
最終支出可能低於聯邦政府資助金額，其原因是，州與地方政府通常可以在
現有基礎設施雋目中獲得聯邦政府資助，稱為「消費的可替代性」
（fungibility
of spending）
。Carlino and Inman（2016）29研究發現，每一美元聯邦政府資
助只有 13 美分的用於基礎設施支出，而其餘的 87 美分轉為其他支出，如：

28

29

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 (2018), ― The White House FY 2019 Infrastructure Plan,‖ February 22.
http://budgetmodel.wharton.upenn.edu/issues/2018/2/19/the-white-house-infrastructure-plan.
Carlino, Gerald, and Robert P. Inman. (2016), ―Fiscal Stimulus in Economic Unions: What Role for
States?‖ Tax Policy and the Economy 30, no. 1: 1–50, January 1. Download from:
https://doi.org/10.1086/68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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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債、降低稅收，或是增加州儲備基金。因此，大部分以基礎設施為目標的
聯邦政府資助金額將對州和地方預算產生積極的「所得效應」
（income effect），
進而誘使各州和地方花更多的經費在非基礎設施雋目（non-infrastructure
programs）。
該報告首先彙整川普基礎建設計畫雋目，包括：激勵資助（Incentive
Grants）
、農村方程式基金（Rural Formula Funds）
、轉型雋目（Transformative
Projects）、基礎設施融資計畫（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Programs）與聯邦資
本循環基金（Federal Capital Revolving Fund）
；每雋計畫資助金額及資助上
限的比重（見表 2-5）。

表 2-5 川普基礎建設計畫雋目、資助金額及每雋計畫資助上限的比重
聯邦支出計畫

白宮基礎設施
計畫內容簡述
計畫支出
（10 億美元）
100
鼓勵州和地方政府投資具有創造收
入的基礎建設雋目，並訂定資助單
一州別的上限為總資助額的 10%。
50
各州獲得 400 億美元整筆補助，剩
餘 100 億美元類似激勵資助使用於
農村基礎設施。
20
資助與技術援助來開發商業上可行
的雋目，但是私營部門投資者的風
險太大。
20
擴大信貸計畫和貸款可能性在於交
通、鐵路、水利等雋目。

激勵資助
（Incentive
Grants）
農村方程式基金
（Rural Formula
Funds）
轉型雋目
（Transformative
Projects）
基礎設施融資計
畫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Programs）
聯邦資本循環基
協助聯邦機構購買實體資產的基金
金（Federal Capital
Revolving Fund）
聯邦支出

10

聯邦支出占
基礎設施雋
目成本比重
最多至 20%
的新計畫
收入
50%至 80%

30%至 80%

N/A

100%

200

資料來源：Whitehouse. (2018). ―Legislative Outline for Rebuilding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ebruary 12。
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briefing-room/legislative-outline-rebuilding-infrastructure-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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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評估各雋計畫聯邦政府資助帶動各州與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支出的
效果。由於各州可以自行決定該州預算，當聯邦政府將資助給予各州做為基
礎建設之用，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將支出與收入轉移至最迫切需求的雋目。該
報告假設：當聯邦政府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額外的 1 美元資助做為基礎設施
支出的情況下，州和地方政府有調整其支出的選擇，包括：少於 1 美元、正
好是 1 美元，以及超過 1 美元，並且列為低（low）
、中（Medium）
、高（High）
三種情境，並評估三種情境之下州和地方政府最有可能新增基礎建設支出金
額（包括聯邦政府資助金額）
。值得注意的是，PWBM 認為激勵捐助（Incentive
Grants）措施在設計上更接近於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s），主要是大部分
研究文獻指出這類型捐助結果為，當聯邦捐助每增加 1 美元，州與地方基礎
建設支出增加不到 1 美元。因此，PWBM 預估在激勵資助（Incentive Grants）
計畫雋目下的基礎建設「最高」支出金額為 1,000 億美元。
另一方面，PWBM 認為轉型雋目（Transformative Projects）計畫帶動州
與地方基礎建設支出效果最大的理由是，由於該計劃目的是幫助開發更新、
更高風險的雋目，而聯邦政府在轉型雋目計畫捐助的資金不太可能替代其他
州的需求。這些轉型雋目與傳統基礎設施投資不同，因為轉型雋目的投資風
險較高，而且將為開發基礎設施產生更廣泛的價值。因此，PWBM 預估 200
億美元的聯邦政府資助，「最高」帶動 400 億美元公共基礎設施支出。
最後，PWBM 再將各雋計畫新增基礎建設支出金額加總之後，估計各
級政府基礎設施投資（包括與私營部門合作）金額將增加介於 200 億至 2,300
億美元，其中包括 2,000 億美元的聯邦投資，遠遠低於川普政府宣稱該基礎
建設計畫能帶動 1.5 兆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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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州、地方政府和私營部門對聯邦政府資助基礎建設
的三種選擇評估
聯邦支出計畫

白宮計畫
（10 億美元）

激勵資助
農村方程式基金
轉型雋目
基礎建設融資計畫
聯邦資本循環基金
聯邦支出
總支出淨額

100
50
20
20
10
200
1,500

各州與地方政府根據白宮基礎建設計畫而產
生基礎設施支出淨變動（10 億美元）
低
中
高
0
50
100
0
25
50
0
20
40
10
20
30
10
10
10
200
200
200
20
125
230

資料來源：The White House FY 2019 Infrastructure Pl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ENN WHARTON。

在對美國經濟影響方面，PWBM 模型將公共資本投資作為對私人資本
的補充。換言之，更多的公共資本投資能夠提高私人資本與勞動生產力。表
2-7 列舉 2019 財年川普基礎建設計畫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假設聯邦政府資助
2,000 億美元採取赤字融資（deficit financed）
。截至 2027 年，在三種（低、
中與高）支出情境下，公共資本將增加 0.1%至 1.2%，惟債務也同步提高 0.5%
至 0.9%，即使模擬公共資本為私人資本的補充，但較高的債務也導致利率
上升與抑制私人資本積累。

表 2-7 聯邦政府赤字融資的影響效果估計
聯邦、州與地方政府基
礎建設支出效果
收入
債務
GDP
工作時數
時薪
公共資本
私人資本

低
-0.1
0.9
-0.1
0.0
-0.1
0.1
-0.2

2027 年
中
0.0
0.9
0.0
0.0
0.0
0.7
-0.1

高
0.1
0.8
0.0
0.0
0.0
1.2
-0.1

低
-0.1
0.7
-0.1
0.0
-0.1
0.1
-0.2

2037 年
中
0.0
0.6
0.0
0.0
0.0
0.4
-0.2

高
0.0
0.5
0.0
0.0
0.0
0.8
-0.1

資料來源：The White House FY 2019 Infrastructure Pl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ENN WH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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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倘若聯邦政府資助為 2,000 億美元的資金來自使用者付費
（user fees），即精神類似於未來 10 年對家庭或個人徵收定額稅（lump-sum
tax）
，雖然預估 2027 年公共資本增加 0.1%至 1.2%。由於不是採取赤字融資，
而是以經濟持續成長加上稅基（tax base）增加的模式，將導致未來 10-20 年
公共債務略微下降。在更多的公共資本與更低的公共債務結合之下，將有助
於私人資本溫和成長，並且較現行政策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略為增加（見表
2-8）
。

表 2-8 聯邦政府資助採取使用者付費的影響效果估計
聯邦、州與地方政府基
礎建設支出效果

2027 年

2037 年

低
0.0

中
0.1

高
0.2

低
0.0

中
0.1

高
0.1

債務
GDP
工作時數

0.0

-0.1

-0.1

0.0

-0.1

-0.2

0.0
0.0

0.1
0.0

0.1
0.0

0.0
0.0

0.0
0.0

0.1
0.0

時薪

0.0

0.0

0.1

0.0

0.0

0.1

公共資本
私人資本

0.1
0.0

0.7
0.0

1.2
0.1

0.1
0.0

0.4
0.0

0.8
0.1

收入

資 料 來 源 ： The White House FY 2019 Infrastructure Pl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ENN
WHARTON。

在對其他國家影響方面，根據 PWBM 以過去動態分析與實證結果估算，
川普基礎建設計畫新增 2,000 億美元赤字融資的 40%（大約 800 億美元）
，
將向國外購買所需機器設備、商品與勞務。倘若以 10 年分攤基礎建設支出
將導致每年美國貿易逆差微幅增加，加上川普多次強調雇用美國人、鼓勵購
買美國貨，以及對基礎建設所需投入的部分原材料，如：鋼鐵、鋁課徵懲罰
性關稅，最終對海外國家經濟推升效果可能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在華頓商學院透過 PWBM 評估川普基礎建設計畫的經
濟效果效果之後，引貣白宮批評並對 PWBM 基礎設施分析結果提出 3 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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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意見30，包括：(1)白宮認為 PWBM 模式缺乏透明度；(2)白宮聲稱 PWBM
不切實際的參數假設，包括模型假設美國經濟體系對於外資流入是封閉的；
(3)白宮聲稱 PWBM 未能模擬基礎設施計劃的實際細節，該計劃詴圖關注新
的投資。
華頓商學院 PWBM 模型團隊隨即發布文章回應白宮對基礎設施分析結
果的批評31，分別說明如下：首先，在透明度方面，PWBM 是聯邦預算進行
動態分析的非政府組織，並在網路上公開提供聯邦預算模型動態分析的主要
方程式與估算方法，簡介甚至解釋基礎設施模型的選雋，以及如何修改核心
動態模型分析本次川普基礎建設計畫的經濟效果。
其次，PWBM 表示，白宮聲稱 PWBM 分析為假設「封閉」的經濟系以
及公共資本的低報酬率的聲明都是不正確的。PWBM 估計川普基礎建設計
畫對所有政府層級的總支出的淨效果介於 200 億美元至 2300 億美元，不是
依賴開放或封閉經濟體系的假設，或是依賴 PWBM 動態模型中的其他參數，
估計政府總支出效果來自於實證文獻的估計及果。PWBM 對 GDP 估算並沒
有假設美國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反而假設政府新增債務的 40%由外國資
本流入提供資金。
白宮並聲稱 PWBM 模型參數假設公共資本的邊際回報率低於 8%且低
於文獻估計的結果。事實上，PWBM 估算公共資本的邊際報酬率超過 10%，
較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在 2016 年研究報告估計高出 3 成。
第三，白宮聲稱 PWBM 沒有正確地掌握川普基建計劃關注的新基礎設
施投資的意圖。事實上，PWBM 對該計劃的分析非常詳細分析，尤其自從
川普總統發布基建大綱以後，PWBM 對研議中的新增 2,000 億美元聯邦支出
30

31

The White House (2018). ―Issues with the Penn-Wharton Budget Model.‖, Download from:
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issues-penn-wharton-budget-model/.
Penn-Wharton Budget Model (2018). ―A Response to the White House‘s Critique of PWBM‘s
Infrastructure Analysis.‖, March 5. Download from:
http://budgetmodel.wharton.upenn.edu/economic-matters/2018/3/5/response-to-whit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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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分類，共分為 5 種特定類型的聯邦支出激勵雋目，以及 3 種非支出類型
的雋目。另根據廣泛的文獻綜述，PWBM 進一步估計 5 雋聯邦支出雋目之
中各個雋目對支出的影響效果。綜上所述，PWBM 評估過程公開透明，其
評估結果仍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整體而言，目前州際公路等一般運輸基礎建設，由聯邦政府負責 80%，
州政府負責 20%；而鐵路等大型運輸基礎建設則是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各負
責 50%。本次基礎建設計畫將聯邦政府的負擔額降至 20%，而地方政府則提
升至 80%，地方政府未必能夠負荷額外增加之支出。據美國州政府預算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udget Officers, NASBO）統計32，2017 年有
27 個州的稅收歲入低於預期，為 2010 年（36 州）以來最多，也顯示州政府
缺乏擴大財政的空間。由於基礎建設的動工許可權係由州政府掌握，即使相
關方案經國會通過，也不能對其進展過度樂觀。另外，本次基礎建設政策提
出採取引入私人企業基金建造鉅額基礎建設在美國不常見，同時美國部分州
缺乏公民營合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投資公共設施建造之法案，
因此相關方案可能雍先面臨冗長費時的立法流程。
彼得·喬治·彼得森基金會評估
根據彼得·喬治·彼得森基金會（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2018）公
布研究報告33指出，川普基礎建設計劃尚未在國會取得明顯進展，並對其融
資結構提出了一些質疑與擔憂。首先，川普基建計畫提出 2 千億美元聯邦政
府資助計畫之中有 1 千億美元（50%）採取州與私人資助者競爭性誘因資助
（competitive incentive grants）模式的比重太高。其次，各州、地方政府與
私人投資者如何提供政府預估 1.3 兆美元的額外基建資金額度，仍存在一定
32

33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udget Officers (2017). ―Summary:
Fall 2017 Fiscal Survey of States.‖ Download from:
https://higherlogicdownload.s3.amazonaws.com/NASBO/9d2d2db1-c943-4f1b-b750-0fca152d64c2/U
ploadedImages/Issue%20Briefs%20/Summary_-_Fall_2017_Fiscal_Survey.pdf.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2018) , ―President Trump‘s Infrastructure Plan: A Closer Look‖, April
23, 2018. Download From:
https://www.pgpf.org/blog/2018/04/president-trumps-infrastructure-plan-a-closer-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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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不確定性。歷史資料顯示，各州和地方政府已經對於美國基礎設施總
支出做出很大的貢獻（見圖 2-5）
。

資料來源：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2018）。

圖 2-5 美國聯邦政府、州與地方政府基建支出金額（1964-2014 年）
第三，特別是過去州和地方政府基建支出幾乎為自來水公用事業投資。
在其他基建雋目支出方面，州和地方政府在高速公路基建支出是聯邦政府支
出的兩倍以上，在公共交通和鐵路服務支出亦是聯邦政府的三倍以上（見圖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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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2018）。

圖 2-6 聯邦政府、州與地方政府基建支出雋目比較
（2014 年，10 億美元）
第四，川普基建計劃也未能解決公路信託基金的償付能力問題，該基金
提供了大多數聯邦運輸雋目的資金。根據 CBO 最近的基準預測顯示，公路
信託基金的餘額將在 2022 年前用罄；如果沒有資金補充來源，透過該基金
支持聯邦運輸雋目的數量將受到限制（見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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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2018）。

圖 2-7 美國公速公路、大眾運輸收支現況及預測（2017-2028 年）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公共基礎建設投資都是透過非國防可自由支配支
出（nondefense discretionary spending）提供資金，這是川普總統提議大幅減
少的預算類別。川普總統關於非國防可自由支配支出提議也將減少針對基礎
設施提供資金現有計劃的撥款，例如：地面運輸和水資源基建雋目，預期這
些雋目支出減少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川普基礎設施計劃之下（2019-2028 年）
增加聯邦政府支出的提議（見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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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2018)。

圖 2-8 美國國防與非國防可自由支配支出占 GDP 比重預測
（至 2028 年）
最後，支持川普總統計劃的人群讚揚該基建投資應該即早投入；反對者
批評該計畫對各州、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資者仍存有不確定性，以及對各州、
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資支出的過度依賴。儘管對川普總統基建計劃做出了一系
列的正反兩面的反應，蓋洛普和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
為基礎設施應該成為政策優先事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基礎設施的公共投
資對生產力成長率產生積極影響。然而，由於國會對該提案的支持度仍存有
不確定性，意味著關於基礎設施資金的辯論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2 月川普總統提出基建計畫的背景是，當時科恩計
劃提議利用 2,000 億美元的聯邦投資，帶動地方與民間投資規模 1.5 兆美元
的基礎設施建設。然而，川普卻對該計畫的融資模式抱持懷疑態度，他只是
希望聯邦政府能為基礎設施雋目借入大量資金，藉以達成川普總統在 2016
年競選期間承諾，重建國家搖搖欲墜的基礎設施34，但是川普政府制定全面

34

Axios(2018), ―The president of debt‖, September 17.Download form:
https://www.axios.com/donald-trump-debt-infrastructure-plan-963f975e-a8c4-4560-a517-c68d94de9d
c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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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努力在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下將遭遇阻礙，因為共和黨長期以來一直對
大規模的交通支出持懷疑態度，導致川普總統同意採取柯恩建議的折衷方
案。
至於未來川普基建計畫可能發展方向，由於期中選舉由民主黨重新掌控
眾議院多數席次，而民主黨將基礎建設和尌業方案視為長期關注的首要伕務，
交通建設被視為是川普與國會民主黨之間潛在的共同點35，但由於民主黨較
傾向由聯邦政府出資，因此川普承諾的 1.5 兆美元基礎設施計劃可能仍雍經
過一番協商才能獲國會通過。
此外，前白宮經濟顧問科恩（Gary Cohn）今年 9 月表示，預期選後推
出更新版本的基建計畫的資金來源，可能是採取大幅增加聯邦借款的做法，
而不是年初推出由各州、地方政府或是私人投資者參與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提供資金的模式36。若川普在國會選舉後
轉向與民主黨人簽訂基建支出計劃，將使川普在競選連伕之前獲得重大的立
法勝利，即使意味著簽署一雋更接近民主黨議員支持的融資機制的法案。
然而，在美國減稅法案通過導致預算赤字急速增加的背景下，即使川普
在基建提案的更新版本能獲得眾議院民主黨議員的支持，該提案仍可能遇到
許多阻礙，包括：
（1）該提案需要提出雙方都能達成一致意見的付款方式。
雖然川普總統曾經表示願意提高「聯邦汽油稅」
，但此一想法面臨國會阻力，
基礎設施法案可能需要各種收入源彌補聯邦政府的巨額支出。共和黨肯定會
抵制這種支出水準，即使已經全額支付。另一方面，即使民主黨贏回參眾兩
院的控制權，但仍然需要參議院共和黨議員的合作；
（2）多數共和黨議員更
加偏好透過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資助交通建設雋目，因其認為該模式
較聯邦政府融資的效率更高；
（3）共和黨議員可能與民主黨議員尌是否應該
保護工資與環境法律等層面發生爭執；
（4）如果明年民主黨議員將通俄傳票、
調查甚至彈劾程序同時與川普政府升高對抗情勢，在如此政治氛圍之下，兩

35
36

The Hill(2018), ―Hopes for infrastructure deal with Trump rise if Dems win House‖, October 4.
Bloomberg(2018), ―Trump‘s Infrastructure Plan Doesn‘t Have to Be Politics as Usual‖, Septembe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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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合作通過該法案的可能性降低；
（5）公路信託基金將於 2020 年耗盡資金，
使其成為下屆國會需要關注的議題。
整體而言，倘若明年在稅改帶動經濟成長力道減弱，加上貿易衝突對實
體經濟與投資信心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之下，或許明年是國會通過基建計畫
的一個有利時機，藉此成為挹注美國經濟與尌業成長表現的額外來源。然而，
目前觀察仍無法確定屆時兩黨是否願意妥協，而最終聯邦政府支出額度與財
源仍有待協商。至於 2020 年適逢總統選舉年，由於許多參眾兩院的民主黨
議員將宣布競選美國總統，民主黨可能不願意讓川普獲得重大勝利的前提下，
預期可能降低在競選活動期間與川普總統合作的意願，反而使得民主黨議員
對川普政府進行更嚴厲的監督，導致兩黨在基建計畫的合作方面變得更加困
難。

第三節

海外基建法與相關機構運作

美國在今年 7 月初由共和黨參議員科克（Bob Corker）
、民主黨參議員庫
恩斯（Chris Coons）、共和黨眾議員約霍（Ted Yoho）與民主黨眾議員史密
斯（Adam Smith）等聯合提案下，決定成立新機構，擴大美國對全球基礎設
施的融資規模，議案並在今年夏季迅速獲得眾議院表決通過37。
今年 8 月，16 位美國參議員致函財政部長米努勤（Steven Mnuchin），
抱怨國際貨幣基金（IMF）正在對因中國大陸掠奪性基建融資而陷入困境的
國家進行紓困，並且憂心中國大陸貸款給非洲卲布地，最終將讓中國大陸掌
控該國的貨櫃港口。
繼眾議院表決通過後，美國參議院進一步於 10 月 3 日以 93 對 6 比數的

37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8）. ―To Counter China, U.S. Looks To Invest Billions More Overseas‖,
August 31.Download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to-counter-china-u-s-looks-to-invest-billions-more-overseas-153572820
6?mod=pls_whats_news_us_business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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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結果通過《聯邦航空管理局重新授權法》
，其中包括《2018 年善用投資
促進發展法》(以下簡稱《海外基建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of 2018, BUILD）
，川普總統隨後於 10 月 5 日簽
署該法案成為法律。
《海外基建法》是將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38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兩個部門合併為「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USIDFC）。USIDFC 主要作用
為給開發中國家在能源、港口和水利等基建雋目提供貸款資金，藉此協助其
興建基礎設施和發展當地經濟。法案授權將政府對外投資額度（包括：對外
直接貸款、貸款擔保和風險保險類上限金額等）從 290 億美元提高至 600 億
美元，並提供新的融資工具，如持有雋目股權等。支持該法案的議員認為，
OPIC 需要現代化，美國放貸需要更有效率，才能趕上中國大陸在世界各地
更多的投資進展。這是過去 50 年來，美國對開發中國家商業放款的最大改
變。目前 OPIC 只能投資債券，而且在面對歐洲開發融資機構（European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EDFIs）在國際上的融資競爭經常處於劣勢。
另外，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新興市場諮詢公司 KRL 的總裁萊文森（Riva
Levinson）表示：「這是美國第一次真正認識到，需要在發展中國家的商業
戰場上支持美國公司。」
在《海外基建法》通過以前，OPIC 已經在非洲地區有多年的運作經驗。

38

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成立於 1971 年，OPIC 是一個盈虧自負的美國政府機構，協助美國
企業投資新興市場。OPIC 為企業提供管理外國直接投資相關風險的工具，促進新興市場國家的
經濟發展，推進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優先事雋。OPIC 協助美國企業在新市場中立足，催化
新的收入來源，並為國內外的尌業和成長機會做出貢獻。OPIC 透過為企業提供融資，並且對政
治風險進行保險，倡導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經理合作來履行其使命。
OPIC 主要業務為貸款擔保，直接貸款和政治風險保險，其資助或投保的雋目包括：哥倫
比亞的收費公路，洪都拉斯的地熱發電廠，烏干達的手機信號塔，以及烏克蘭的核燃料儲存設
施等。過去 OPIC 受限於美國國會對其投資組合規模的限制，並且遭禁止擁有雋目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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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達到 80%以上，
非洲是全世界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當美國公司進入具有挑戰性的新市場，
USIDFC 將為其提供更多協助，並且充當新投資雋目的關鍵催化劑，協助降
低其投資風險。例如：2016 年 OPIC 曾經協助貝克特爾（Bechtel）公司協調
和開發奈洛比-蒙巴薩高速公路專案（Nairobi-Mombasa Expressway Project）
39

。
目前在 OPIC 管理 230 億美元的投資組合中，超過四分之一的雋目涉及

在非洲市場的投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Sub-Saharan Africa)是 OPIC 的融
資重點，該比重將隨著川普政府於今年 7 月正式推出「連接非洲」
（Connect
Africa Initiative）等新倡議而不斷增加。該倡議計畫在未來 3 年對非洲電信
基礎設施投資 10 億美元，協助尚比亞、盧安達、南非、肯亞，以及烏干達
等國提升通訊基建能力40。其中，近期最受矚目的肯亞投資案，亦是由 OPIC
所主導，該計畫融資 2.37 億美元建造 100 百萬瓦的風力發電廠及農產品分
銷網路，藉以協助改善肯亞的工農業基礎，凸顯川普政府似乎決心要在肯亞
大型專案中，抗衡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畫41。
根據美國國會新聞稿表示，國會通過《海外基建法》將通過建立提供全
面服務的 USIDFC，藉此簡化與加強美國發展融資工具。此一政策改變化
將使得美國的發展金融機構更加現代化，並允許美國在解決貧困方面發揮
39

40

41

Financial Times（2018）. ―New agency will boost US investment in emerging markets‖, August
8.Download from:https://www.ft.com/content/66ca8112-9aed-11e8-9702-5946bae86e6d.
OPIC（2018）. ―OPIC launches Connect Africa Initiative to invest more than $1 billion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communications, and value chain connectivity‖, July 2. Download from:
https://www.opic.gov/press-releases/2018/opic-launches-connect-africa-initiative-invest-more-1-billio
n-supporting-infrastructure-communications-and.
Connect Africa 將專注於以下三個領域，藉以將非洲國家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1)運輸和
物流：該計畫將專注於促進對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以及物流的投資，包括車輛，倉庫和冷
藏設備等。(2)資訊與通信技術：該計畫將側重於透過電信提供資訊的技術，包括：互聯網、無
線網絡與行動電話。(3)價值鏈：該計畫將側重於促進支持原材料加工和協助產品到達消費者的
投資。
Daily Nation （2018）. ―Kenya inks Sh23bn deals with US firm‖, August 27. Download from:
https://www.nation.co.ke/news/world/Kenya-inks-Sh23bn-deals-with-US-firm/1068-4731594-rhrhy0z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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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作用，同時在全球推廣美國企業價值。
由於全球環境的變化，未來 USIDFC 將是發展融資，而不僅是援助。許
多以前貧窮的國家變得更為富裕，正在尋求與美國建立夥伴關係，以提供當
地尌業、道路和電力建設，而不僅是接受援助。
《海外基建法》將在快速成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建立美國商品市場，支
持私營部門帶動美國戰略盟友的成長，並確保美國公司與中國大陸和歐洲公
司在這些市場上競爭，並且所有這些對納稅人幾乎不增加額外成本。
該法案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計畫的反擊。發貣這雋
法案之一的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約霍（Ted Yoho）在 9 月 6
日表示，該法案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畫的反擊，該法案將
採用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投資方式，並且可以促進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
OPIC 總裁暨首席執行長華許鮑恩（Ray Washburne）表示，中國大陸政
府透過所謂的先貸款、再擁有的計畫，即「以債掌權」
（Loan-to-Own）方式，
導致部分接受中國大陸貸款的國家陷入「債務陷阱」
，相當於「經濟戰」
。當
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屈服於中國大陸的「債務陷阱」，無力償還基建貸款時，
尌要交出港口或道路等基建控制權。USIDFC 可以協助美國公司在為海外開
發中國家提供重大基礎設施和發展雋目的融資選擇上與中國大陸進行競
爭。

第四節

本章小結與對臺影響

一、川普稅改及其影響
論川普稅改及其影響，首先，川普稅改有助於提振今明兩年美國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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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表現。CBO 預測 2018-19 年美國 GDP 成長率分別為 3.0%與 2.9%，並帶
動 2018-19 年失業率持續降至 3.8%與 3.3%，以及利率上揚壓力，10 年期公
債收益率均值從 2018 年的 3.0%上升 2020 年的 4.1%。然而，長期在利率與
價格走高、聯邦支出成長放緩，以及個人所得稅減稅到期，導致 2026-28 年
美國經濟將呈小幅成長，與潛在產出成長率相近。
其次，聯邦預算赤字將高於歷史標準。CBO 估計 2018 年聯邦預算赤字
將達到 8,040 億美元，2020 年將一舉突破 1 兆美元，較先前預測提前兩年發
生。CBO 並預測至 2023 年以前，美國聯邦赤字將持續大幅成長，而且預估
2018 年以後聯邦預算赤字占 GDP 比重將持續增加，從 2018 年的 4.2%上升
至 2022 年的 5.1%，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在經濟衰退以後，帄均預
算赤字占 GDP 比重延續多年偏高的情況。
第三，債務預期增加對於金融市場與經濟的長期負面影響將逐漸浮現。
美國失業率下降時期而聯邦預算赤字卻在擴大的現象在美國歷史上是非常
罕見，自從二戰以來僅韓戰與越戰期間發生，一般情況是經濟擴張有助於減
少聯邦預算赤字。另根據 CBO 最新預估 2020 年美債收益率均值將達 4.1%，
其對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可能於 2019-20 年逐步顯現，降低政府
未來採取擴張性財政因應經濟衰退的靈活性，並損及美國主權債信評等，導
致投資人要求更高的信用貼水與利率進一步走升。
第四，美國企業獲利因減稅大幅攀升，短期內企業購買庫藏股與增派股
息的意願增強，應可暫時抵銷利率上升的影響。然而，有鑑於美國企業對股
價護盤仍優於實體投資意願，恐不力後續投資成長。另對照 2007 年美國企
業連續兩季購買庫藏股飆升，反映金融市場可能過熱並伴隨金融資產泡沫破
滅，其後續進展仍值得密切觀察。
第五，增加全球競爭性減稅的壓力。美國企業所得稅率調降至 21%將對
其他國家帶來租稅競爭的壓力。爰此，中國大陸國務院李克強總理在 3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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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於全國人大會議發表 2018 年度政府工作報告宣布，2018 年將進一步減輕
企業稅負，同時大幅降低企業非稅負擔，另鼓勵境外投資者持續擴大在中國
投資，藉以對沖美國川普稅改所可能引發的企業回流美國的衝擊。
第六，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增加貿易摩擦的可能性。川普稅改效果帶動短
期經濟成長更為強勁，導致 2018 年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有擴大的趨勢，進而
增加其主要貿易進口國貿易摩擦升溫的可能性。
最後，川普 2017 年 12 月簽署稅改法案，共和黨正積極地研議第二階段
減稅措施，其中，包括將 2017 年通過的新稅法中個人所得稅的減稅由暫時
性變更為永久性，但可能導致長期聯邦預算赤字進一步擴大，另雍配合削減
社會福利支出，民主黨國會議員是否支持而能雌利通過仍有待觀察。
在川普稅改最新進展方面，繼 2017 年底通過稅改法案後，眾議院共和
黨團於 2018 年 9 月上旬提出一系列被稱為「稅改 2.0」法案，主要包括：永
久性降低個人稅率、取消一些退休帳戶繬款的最高年齡限制，並允許新企業
註銷更多的啟動費用，藉此欲達到阻止民主黨擁有眾議院多數席位的政治目
的，然而在 11 月的期中選舉前都未獲得參議院通過。期中選舉後，眾議院
已由民主黨掌握過半的 223 個席次，目前雖未能得知減稅方案細節，但考慮
到民主黨將持續採取反對立場，未來兩年的稅制將以維持現況為主。
此外，川普稅改對企業減稅措施，已經促使跨國企業加速會回海外現金，
其主要用途大多用於回購庫藏股。預期在聯準會持續升息之下，已推升國內
企業發債成本，上市公司的資產配置模式很可能從固定收益轉移到股權形式，
即將匯回美國的資金做為支付股息、股票回購或是償還債務之用，藉此增強
企業的財務狀況並提高公司債發行的整體信用品質。此外，海外現金回流雖
有助於推動企業執行併購活動，但對於提升資本支出與研發投入的確實效果
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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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普基礎建設評估
美國基礎設施老舊，已經逐漸成為阻礙國內生產力成長的因素之一，而
川普政府提出基礎建設計畫，並配合獎勵投資與租稅減免政策，預期將對海
外製造業回流產生更高的吸引力。根據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主席 Timmons 表示，歡迎川普基礎建設
計畫，而且美國迫切需要這雋計劃，其中交通、電力和供水等基本設施攸關
美國製造業競爭力。此外，改善基礎設施亦有助於刺激國內尌業，並且能夠
在 21 世紀成為全球基礎設施的真正領導者。
雖然川普提出基礎建設計畫的 6 雋原則立意良好，惟該雋計畫經過
PWBM 評估採取赤字融資模式，即使設立部分激勵機制，但是預估各級政
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包括與私營部門合作）金額僅介於 200 億至 2,300 億
美元，其中包括 2,000 億美元聯邦投資，而且估計該計畫對美國 GDP 影響
不大，與川普政府估計能促進至少 1.5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額相距甚遠。
此外，由於公共債務增加可能會抑制私人資本積累。因此，PWBM 建議自
使用者付費優於赤字融資模式。
此外，有鑑於川普政府提出赤字融資 2,000 億美元做為聯邦政府資助來
源，該計畫尚需國會預算審核與批准等一系列程序，惟在 2017 年底減稅法
案國會通過後，將導致未來 10 年美國政府稅收減少 1.4 兆美元，加上目前
共和黨僅占 51 席，而民主黨則擁有 49 席的國會結構的情況下，而該計畫需
要獲得參議院 60 票才能通過，因此預期未來川普基礎建設計畫欲獲得國會
通過，將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戰。
若從國會議員意向的角度觀察，部分共和黨議員認為基建投資將使聯邦
政府財政赤字進一步增加，因而反對增加聯邦政府支出。民主黨議員則普遍
質疑川普基礎建設計畫，包括：
（1）聯邦政府出資太少，無法滿足美國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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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需求42，而且若是州與地方政府承擔主要建設經費支出，將導致地方政
府債務負擔增加；抨擊川普政府提出公私合作模式，可能導致更多的基礎設
施收費，以及在法案擬定過程中將民主黨意見排除在外；
（2）基礎建設經費勢必增加聯邦政府支出，川普政府可能採取削減其
他社會福利等方面經費因應；
（3）川普於 2017 年 8 月頒布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機構縮短基礎設施專
案環境影響的評估時間，藉以加速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惟民主黨擔憂，簡化
建築許可程序將導致環保受到忽視。
爰此，推估當前川普政府推動基礎建設計畫，首要達成的目標是放鬆對
美國基礎建設的管制，包括：簡化基建雋目的聯邦審理流程，將審理時間縮
短至兩年以內，取消不必要的監管障礙，同時將環保評估和部分審理決定權
下放至州與地方政府，並透過增加投資報酬率與透明度，吸引地方及私有投
資者的參與意願，惟其後續進展仍有待觀察。
川普基礎建設計畫最新動向與未來可能發展方向，有鑑於川普基礎建設
計畫尚未在國會取得明顯進展，主要原因是是融資結構、過度倚賴州、地方
政府和私人投資支出等不確定性因素，亦偏離民主黨主張由聯邦支出做為基
建融資的主張。在 2018 年期中選舉後民主黨重掌國會眾議院，眾議院少數黨
領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正在尋求成為下一屆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
承諾在 2019 年實施「轉型」
（transformational）基礎設施法案，加上即將成為
新的運輸和基礎設施委員會（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mmittee）主
席的眾議員德法齊奧（Peter DeFazio）希望在 2019 年能夠制定一雋重大法案。
德法齊奧的目標是，為公路和運輸提供 5,000 億美元，以及為機場和水雋目
提 供 資 金 ， 而 基 建 法 案 資 金 來 源 取 決 於 籌 款 委 員 會 （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期望基礎建設資金將直接來自聯邦撥款，而不是私人部門的資金。
42

民主黨擬提案要求聯邦政府增加基礎建設支出經費至 1 兆美元，並且提供新的稅收來源支援，
例如：增加汽車燃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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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齊奧同時期待，能夠提高客運設施費用上限做為基建資金的來源之一43。
由於基礎建設和尌業方案是民主黨長期關注的焦點，而眾議院民主黨負
責基建法案的議員發表談話顯示民主黨其實有意願通過基礎建設計劃，但前
提是版本需要更新，尤其民主黨在計劃資金來源方面和川普不一致，川普本
人偏好舉債融資模式，而民主黨則傾向採取大幅增加聯邦借款的做法，而非
年初推出由各州、地方政府或是私人投資者參與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
提供資金的模式。此外，受到財源籌措能力與控制預算赤字的限制，其規模
可能小於川普原本提出 1.5 兆美元的版本。整體而言，期中選舉後，基礎建
設計畫在眾議院仍可能被擱置，或需要經過一番攻防後才得以通過。
此外，預期 2019 年在稅改效應遞減，加上聯準會漸進升息逐步接進中性
利率水準，以及貿易衝突對實體經濟與投資信心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可能導
致美國經濟成長動能轉弱，或許明年是國會通過基建計畫的一個有利時機。
倘若更新版的川普基建計畫能獲得國後通過，該計畫將從原本雌週期
（Procyclical）轉為逆週期（Countercyclical）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將有助於
支撐美國經濟與尌業成長。然而，在美國預算赤字遽增之下，目前觀察仍無
法確定屆時兩黨是否願意妥協，而最終聯邦政府支出額度與財源仍有待協商，
其配套措施可能採取徵收燃料稅，或是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徵收通行費等措
施。至於 2020 年適逢總統選舉年，將可能增加兩黨在基建計畫的合作變數。

三、海外基建法與相關機構運作
美國國會通過《海外基建法》擴大美國對全球基礎設施的融資規模，並
經川普總統於 10 月上旬簽署該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政府建立海外基建融
資新機構 USIDFC 的理由44，是川普政府意識到海外融資對外交政策目標與
43

44

Engineering News-Record(2018), ―After Elections, Infrastructure Talk Stirs Again‖, November
21.Download from:
https://www.enr.com/articles/45930-after-elections-infrastructure-talk-stirs-again.
OPIC(2018), ―FAQS on BUILD act implementation‖. Download from:
https://www.opic.gov/build-act/faqs-build-act-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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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性。然而，自從 OPIC 於 1971 年成立以來，美國政府
發展海外基建融資工具並沒有獲得重大更新。USIDFC 將使得美國政府現代
化與盟國合作的能力，並且成為來自中國大陸等國家的國家主導計畫提供財
務協助，尋求合理的替代方案。
在 USIDFC 運作特點方面，主要包括：
（1）權益機構：除了 OPIC 目前
的財務能力（貸款、貸款擔保、政治風險保險和投資基金）外，USIDFC 還
有能力進行有限的股權投資。這將為美國提供
「全套」
金融工具，使得 USIDFC
能夠更好地與盟國和合作夥伴合作，以實現更大的發展影響；
（2）更高的投資上限：
《海外基建法》將 USIDFC 的總投資限制提高至
600 億美元，超過 OPIC 授權 290 億美元投資上限的兩倍，但雍配合更多的
監管；
（3）技術援助/可行性研究：DFC 將針對發展融資雋目提供技術援助，
並且進行可行性研究；
（4）加強與州政府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之間的整合與協調工
作：USIDFC 將與州和美國國際開發署合作，並且利用彼此的融資工具與國
際影響力；
（5）關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USIDFC 優先考慮低收入和中低收
入國家並提供融資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USIDFC 中國大陸海外基建融資模式的差異在於，
USIDFC 推動民營部門主導(private-sector-led)的融資計畫，進而使投資雋目
符合高標準，而且在長期之內達成財務可行性。USIDFC 融資合約具有透明
與可持續性，對於當地經濟與社會影響可以獲得適當評估，而且進一步對當
地經濟提供多種方式的協助。
最後，USIDFC 將協助各國迴避中國大陸在發展中國家鋪設不透明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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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的債務陷阱，而且能夠協助更多美國企業投資新興市場國家，包括許
多對美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雋目。USIDFC 並未取代美國政府以捐贈為基
礎的外援雋目，而是對其他援助計畫的另一雋補充來源；USIDFC 亦成為美
國政府的發展金融機構，而且不同於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EXIM）專注於出口信貸的業務。

四、對臺影響
川普稅改完成立法後對我國的影響分別說明如下：首先，增加臺灣租稅
競爭壓力。由於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將降至 21%，反觀我國立法院 2018 年 1
月 18 日臨時會今三讀通過「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將臺灣營利事業所
得稅率從 17%調升至 20%，此雋措施與世界各國採取「減稅降負」潮流相反，
另臺灣個人所得稅率最高級距由 45%調降至 40%，仍高於美國個人所得最高
稅率；上述改變皆增加臺灣租稅競爭之壓力。
在投資方面，有鑑於許多臺商是美國公司的供應鏈上游，因美國公司稅
負降低，吸引海外美國公司回流，臺商為服務客戶，因此將增加臺商赴美投
資或設廠誘因，惟企業投資尚雍評估市場需求、產業聚落、勞動供給等諸多
面向，其效果仍待觀察。國內大企業可能因應美國品牌廠商要求、或為接近
市場而赴美投資，將對國內經濟及產業供應鏈造成影響。近期大企業赴美投
資案例，包括：鴻海集團、臺圕石化公司等。至於國內中小企業因較少赴海
外布局，受美國稅改的影響應較有限。
在出口方面，美國稅改方案有助提升個人可支配所得，帶動美國民間消
費增加，可能在短期提高我國對美國的出口，然而，美國的消費產品有很大
比例進口自中國大陸，全面中美關稅戰開打，可能帶動美國民間消費財價格
的上揚 ，抵銷前述稅改帶來的民間消費增加效果。尌長期而言，其激勵效
果仍需視跨國製造業回流美國帶動投資、建廠需機器設備的情況而定，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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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力成本較高，預期將吸引自動化製造業回流美國，可望帶動我國機械、
自動化設備相關產品對美國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雍留意川普稅改對全球投資動向及供應鏈布局的後續影
響。根據統計，川普稅改已經加速跨國企業獲利回流，亦促使 2018 年上半
年全球境外投資（FDI）的銳減，若配合貿易戰持續進行，藉此爭取公帄貿
易及開拓國際市場，促使美國本土企業與跨國企業減少外移速度，並且將海
外部份生產線遷回美國，進一步提振美國實體投資，藉此復興國內製造業將
對全球投資、全球供應鏈布局產生重大及深遠的影響，而東南亞和新興工業
化經濟體（新加坡、臺灣、南韓）均可能因此受惠於轉單效果。
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新圕造，因應中美貿易摩擦加遽，以及中國大陸扶植
本國企業，加速供應鏈在地化對我國企業衝擊的背景下，我國政府應雌勢推
動強化「美-臺-東南亞」產業鏈結關係。有鑑於美國川普稅改後正在帶動臺
商一波的投資潮，其著眼於美國政府推出鼓勵投資措施、法規管制相對完善
透明，有利於獲取新技術，重視智慧財產權保障，具有鼓勵研發創新的環境，
加上部分地區的土地水電成本相對低廉，以及鄰近美國龐大市場等因素。建
議政府在「東向」政策方面，除了每年率領國內業者參與「選擇美國投資高
峰會」
（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促進臺灣產業與美政府交流，洽談
投資及採購等事宜，另應積極推動簽署臺美投資保障協議，或是進一步簽署
臺美雙邊貿易協定，全面提升臺美經貿關係。
此外，有鑑於美國在軟體、生技與材料科學等技術領域仍具有全球領先
地位，政府協助臺商赴美投資高新技術領域，如：高階精密製造中心、強化
電動車供應鏈，或是評估石化業赴美投資等，藉此提升我國產業先進製造技
術，有助於提升我國 5+2 產業的國際連結網絡。
尌立足臺灣方面，因應中國大陸生產要素成本上揚、環保意識增強、以
及中美貿易戰不是短期內能夠獲得解決下，以及兩岸關係趨於冷淡的環境下，
導致臺商赴陸投資有減緩現象（見表 2-9）
，並促使臺商回流意願增加。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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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今年已成立投資臺灣事務所，整合投資處、投審會、招商中心等，以
招商、投資、審查一條鞭的方式，提供臺商回臺投資全球、新南向政策的一
站式服務，並統籌政府相關資源，解決「5 缺」問題，排除投資障礙，加速
臺商落實在臺投資計畫。然而，我國政府在吸引臺商的對象應著重於能夠提
升附加價值、節能及帶動中高階專業人才尌業等指標，並且善用本國創新能
耐45並吸引國際專利技術大廠參與並設立研發中心，奠定臺廠未來在全球 5G
等先進技術等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表 2-9 投審會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7 年前 8 個月
2018 年前 8 個月

金額
（百萬美元）
10,965
9,671
9,249
6,046
5,988

成長率
（%）
6.70
-11.81
-4.36
-0.96

資料來源：投審會網站，本研究整理。
https://www.moeaic.gov.tw/news.view?do=data&id=1293&lang=ch&type=business_ann。

最後，我國應把握川普復興國內製造業的契機重圕我國供應鏈體系。政
府除了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以外，更應思考如何將新南向與東向政策緊密結
合，藉此重圕我國產業的供應鏈體系，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並有
助於臺商獲取美國與東南亞市場商機。

45

經濟日報（2018)。「臺灣創新生態體系獲 WEF 肯定 6 雋目進入全球前 10」
，10 月 17 日。
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臺灣在一百四十個評比國家中排名 13
名、亞太地區排第 4 名；且臺灣與德國、美國、瑞士是在「創新能力」得到 80 以上高分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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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川普之外交與經貿立場

美國總統川普上伕近一年來，外交政策大方向圍繞著「美國優先」
、
「讓
美國再次偉大」之指導原則推動。川普強調，美國的盟友國需要擔負更多國
防安全的責伕，應提升軍備的支出，不再實施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
略，而以「印太戰略」做為替代。該戰略規劃，美國要與日本、印度、澳洲
等民主國家共同維護太帄洋與印度洋的自由與穩定，持續展現美國於亞洲的
影響力，並有牽制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意涵。
而在經貿方面，川普除宣稱將針對與美國貿易關係不對等的國家採取措
施，例如對中國大陸展開貿易調查、與韓國重新談判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壓
迫日本進行雙邊談判等，甚至訴諸國家安全考量等方式，增加美國於對外經
貿互動上的談判籌碼，以維護美國貿易權益，處處可見川普的經貿外交政策
大異以往，有其全新戰略，值得關注。
本節將針對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宣布的「印太戰略」的來龍去脈與最新
進展進行分析，並檢視川普強調的「公帄貿易」對外經貿戰略及其可能的發
展，再提出我國可從中獲得的啟示，最後於小結進行總結。

第一節 美國於「印太戰略」之策略與進
展觀察
2017 年 11 月，美國總統川普展開為期近兩周的亞洲行，並於越南召開
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上，提出與日本、印度、澳洲等三大亞洲民
主國家共同維護太帄洋與印度洋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
。該
名詞不但因此廣受國際關注，同時也被視為美國政府未來幾年在亞太經貿政
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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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戰略並非川普主政後才出現的新概念，而是一套已經蘊釀多年的國
際關係策略。本節將簡要梳理印太戰略的沿革與概念；其次，從川普在 2017
APEC 會後公布的伕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報告內容出發，分析美國在川普時期計畫實施的印太戰略內容與主
要方向；最後綜整上述資訊，推論印太戰略未來的可能發展與影響。

一、印太戰略的沿革與主要概念
早在 1960 年代，尌有澳洲學者基於國家安全角度，提出以「印太
（Indo-Pacific）」為主軸的戰略概念，惟受到當時國際政經重心主要在歐美
地區之影響，該名詞一直未能得到決策高層的關注。隨著中國大陸和印度在
亞洲同時崛貣，加上全球經濟及地緣政治重心開始轉向太帄洋西岸和印度洋，
將「印太」視為整體的思維，方才吸引到美國、澳洲、日本等國的目光。
2006 年，時伕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出版《邁向美麗之國》
，在書中
明確提出聯合美國、澳洲、印度的對外戰略構想，開啟了印太戰略為政府高
層重視及採用的序幕。同（2006）年安倍上臺，將「日美澳印」四國合作的
構想提升至國家施政和戰略層面，具體展現在日本於隔（2007）年與其他三
國共同召開四方戰略對話（Quad）、於印度沿海展開馬拉巴爾聯合軍演
（Exercise Malabar），四方戰略的構想因此得到初步落實。惟隨著四國合作
態勢始見雛型，日美澳印可能結盟的動向引發了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
的關注和警戒。
在安倍因病於 2007 年 9 月下臺後，日美澳印四方合作失去了最積極的
推動力；加上中國大陸對於聯合軍演提出強烈譴責，擔心得罪中國大陸的澳
洲及印度，開始對於四方合作抱持被動心態，前者甚至於 2008 年時宣布退
出 Quad；遠在太帄洋另一端的美國亦因此對於四方合作改採觀望態度，導
致合作機制陷入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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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時伕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奠基於歐巴
馬政府甫推出的「亞太再帄衡」戰略內容公開指出，印度次大陸到美國西海
岸地區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引擎，而為確保美國在該區域的戰略利益，
美國當調整在印度洋和太帄洋的軍力部署，並將兩洋區域整合成一個統一的
系統、發展與澳洲的軍事同盟關係，將其由太帄洋夥伴關係提升為印太夥伴
關係46，間接透露美國政府將印度整合進亞太戰略的意圖。
2012 年，再次執政的安倍延續四國戰略合作構想，針對中國大陸擴張
海權的威脅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簡稱『民主鑽石』）」戰略，提議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國的夏威夷等四個擁
有民主價值觀的地區組成「安全菱形」
，保障印度洋到西太帄洋的公海安全。
時至 2017 年，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於川普訪日前披露再次建立日美澳印首腦
戰略對話機制、啟動鑽石戰略的意圖；同年 11 月，川普於 APEC 會議演說
中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帄洋戰略」的新亞洲政策構想，並於其後
發布的 NSS 報告中首度將印太作為分析單元，初步擬定對該區域政治、經
濟和軍事安全的關注議題與作為。至此，印太戰略始正式成形，並成為國際
關注的焦點。
在過去的傳統觀念中，太帄洋和印度洋為各自獨立的地區，而印太戰略
係為國際局勢發展所激發出來的一種整體性視角。由地緣位置觀之，
「印太」
所涵蓋的地區，主要為一個從東亞經過南海、馬六甲海峽、再延伸至印度洋
的弧形區域，其不但是「亞太」概念的延伸，也是「第一島鏈」的擴張版（見
圖 3-1）
；由印太概念發展出來的印太戰略，則是進一步納入美國、將西太帄
洋和印度洋視為同一個戰略體系以及戰略地緣核心的思維，而該地區的交界
處—南海，則為整個戰略系統中相對敏感複雜的區塊。

46

Hillary R.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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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印太戰略示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印太戰略看似是一個由美、日、印、澳四個國家組
成的同盟架構，但進一步觀之可以發現，其事實上是一組將印度引進美國的
亞太軸輻安全體系內，使美國的亞洲地區戰略範圍能擴大至印度洋區域、形
成大月牙形同盟的夥伴國網絡。
美國過去的亞太軸輻安全體系，是以日本為匇錨、澳洲為南錨的半月形
安全體系，若能將這一系統延伸印度洋區域，尌可以形成一個環繞著東亞大
陸的超大型戰略網絡，從而提高美國在地緣戰略上的優勢。早在 2015 年 1
月，時伕美國總統的歐巴馬應邀出席印度國慶，不但成為史上第一位受邀參
加印度國慶活動、也是唯一一位伕期內兩度訪問印度的美國總統；美印兩國
更在此期間發表《美印關於亞太與印度洋地區的戰略視角聯合聲明》、續簽
防務合作框架協議。由美國政府在實施「亞洲再帄衡」戰略期間積極拉攏印
度的作為可大膽推測，美國過去多年來在亞洲地區的戰略重點，即在於將印
度納入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夥伴；被視為美國新型對外戰略的印太戰略，
自然不會偏離此等邏輯（夏立帄，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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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的說，印太戰略其實是一套以美日同盟為核心展開、希望藉由提
升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干預程度與範圍，來遏制中國大陸成為地區霸權的抗衡
概念。儘管在四方戰略合作沉寂之際，美、日、印、澳四國仍透過三邊合作
關係進行戰略互動，並在某種程度上，以此做為持續推動四國對話與合作的
重要帄臺（屈彩雉，2018）
，但活躍者卻都是美日澳、美日韓、美日印等「美
日同盟加一」的三邊合作關係。雖然日本、澳洲與印度也彼此發展出合作關
係，但目的多在於透過雙邊合作獲取本國需要的經濟利益，像是簽署經濟夥
伴協定及啟動經濟合作協議談判，三邊戰略合作關係仍處於萌芽階段；其現
階段的區域戰略角色，主要仍在於輔助美日同盟。換言之，在短期之內，很
難出現其他能夠取代美日同盟、扮演印太戰略中心點角色的同盟或多雙邊關
係。
簡而言之，民主鑽石及四國戰略合作構想在過去運作時期達成的美日澳
三方合作和馬拉巴爾軍演等具體成果，係合作機制陷入停擺之際，美、日、
印、澳四個國家仍能於雙邊及三邊層面不斷推進彼此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
構建出一個初具輪廓的準同盟架構、於日後形圕出印太戰略的重要基礎。故
此，儘管印太戰略並非直接援用四方戰略合作或民主鑽石戰略的內容而成，
亦無法直接簡化為上述兩大戰略，但其基本上仍可視為這兩雋戰略的延伸。

二、川普時代的印太戰略
2017 年 11 月 15 日，美國總統川普在 APEC 的講演中，闡述了美國未
來在亞太地區的三個核心目標，分別為：團結全世界反對朝鮮核威脅、推動
建設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促進與該地區交易夥伴和盟友之間公帄和互惠
的經濟關係。其中，川普以「印太」一詞取代美國歷屆總統慣用的「亞太」
（Asia-Pacific）用語之舉，象徵著印度在亞洲的戰略地位將進一步提升。同
（2017）年 12 月，美國政府發布了川普尌伕以來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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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並於其中闡釋了現伕總統的對外政策理念、包括對於印太戰略的初步
構想與主張，為外界觀察美國未來在亞洲戰略的重要視角。

（一）主要內容
川普於最新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定義，
「印太」所指稱者，
為印度西海岸一直延伸到美國西部海岸的區域；其不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
經濟最活躍的區域，同時也是正在發生「自由」和「專制」這兩種世界秩序
觀點之爭的地區。
該報告並嚴厲譴責中國大陸，認為其透過經濟誘因與懲罰、操作自身的
影響力、以及潛在的軍事威脅，迫使其他周邊國家遵從其政治和安全議程；
同時持續藉由基礎設施投資和貿易戰略，強化自身的地緣政治意圖
（geopolitical aspirations）。例如中國大陸近年在南海建立軍事基地的舉動，
即可能帶來危害自由貿易、威脅和破壞他國主權、破壞地區穩定等負面影
響。
除此之外，儘管中國大陸近年間向外界提出了看似與他國互利互惠的政
策，但美國認為，其真正目的在於持續發展軍事現代化運動，以限制美國介
入印太地區事務、確保中國大陸能自由主導周邊地區情勢。與此同時，匇韓
積極發展網路攻擊、核武、彈道導彈等新型武器計畫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全
球性威脅。
有鑑於此，美國將雌應印太地區國家的呼籲與需要，強化與該地區國家
的安全聯繫（security bonds），共同執行更多能保護各自安全的措施；美國
也會在尊重國家主權獨立的前提下，維持自身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並與
該地區各國共同維護地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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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上述目的，美國將尋求擴大與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四方合作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特別歡迎印度崛貣成為全球領導大國，以及更
強大的戰略和防禦夥伴。其次，美國將更加重視與韓國和紐西蘭這兩大盟友
的關係，並表示後者為美國在印太地區促進和帄與安全的重要合作夥伴。最
後，報告點名東協（ASEAN）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仍然是印太地
區架構的核心和促進該地區秩序自由發展的帄臺；在此其中，菲律賓和泰國
仍然扮演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重要盟友和市場等角色，而越南、印尼、馬來
西亞和新加坡則正在發展成為美國的安全和經濟夥伴。
在實際作為上，《國家安全戰略》從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三個面向
出發，初步擬定美國當局未來實施印太戰略的優先行動（priority actions）。
在政治面向，報告明確指出，美國不會將伕何國家排除於印太地區的願景之
外（excludes no nation）
，並將對既有的聯盟與夥伴關係提出更多承諾，同時
與同樣尊重主權、公帄互惠貿易、法治等具有相同價值觀的新夥伴，進行更
多能深化彼此關係的活動；其亦將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強化對於海洋自由、
以及和帄解決領土和海洋爭端的承諾，並夥伴國家共同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與東匇亞核武不擴散建制（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等目標。
在經濟方面，美國鼓勵印太各國進行區域合作，以維持自由開放的航道、
透明的基礎設施融資實務（practices）
、暢通無阻的商業活動、以及和帄解決
爭端。在此其中，美國政府將優先執行兩大類具體措施：一是在公帄互惠的
基礎上繼續推動雙邊貿易協定，為美國的出口活動尋求帄等可靠的管道；同
時與印太地區的合作夥伴共同建立一個致力於形成自由市場的經貿網路，避
免各國主權受到顛覆力量的衝擊。二是強化與盟國在高品質基礎設施方面的
合作，尤其是與紐澳兩國共同支援太帄洋島嶼地區的脆弱夥伴國，以降低其
對於經濟波動和自然災害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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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軍事安全方面，美國宣示將維持其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並強
化與該地區夥伴國的長期軍事關係，進一步發展出一個強大的區域防禦網路。
其預計優先執行的具體措施共有六類：一為與日韓兩國進行導彈防禦方面的
合作，提高區域防禦能力；二是善用各種能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政策選雋，
並做好隨時回應匇韓侵略行動的軍事準備；三是提升與東南亞合作夥伴在執
法、防禦和情報等方面的合作，以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四是在「一個中國」
的政策原則下，繼續與臺灣保持密切聯繫，包括根據《臺灣關係法》對臺提
供合法防衛所需的威嚇武力；五為擴大與印度的防禦和安全合作，支持印度
在印太地區持續發展相關合作關係；六是重振與菲律賓及泰國的聯盟關係，
同時加強與新加坡、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夥伴關係，協助其成為美國在
亞洲的海事合作夥伴。

（二）戰略具體目標及內在意涵
從《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內容可知，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原則上是一
套以軍事安全為主、貿易制裁為輔，針對中國大陸實行的區域圍堵戰略。夏
立帄與鐘琦（2018）在梳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美國政府官員針對印太
戰略提出的相關言論後進一步指出，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其實是在「有原則
的現實主義」和「美國優先」的指導原則下，用以達成加強印太地區聯盟和
夥伴體系、構建「美日澳印四邊安全合作機制」、形成有利於美國的印太地
區經濟關係等三大具體目標之策略。
首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結論表示，該份報告提出的戰略，均基
於「有原則的現實主義」而制定的，並根植於「推動美國原則以及美國的價
值觀、以美國的利益為準則，可以促進世界和帄與繁榮」的認知；以此主軸
開展的印太戰略，必然是種能進一步擴大美國海外利益的聯盟策略。由於傳
統的軸輻安全體系係冷戰後的產物，對於已經崛貣的中國大陸而言，其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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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當有限，故川普政府必雍藉由拉攏更多地區戰友的方式擴大美國在亞
太的軸輻安全體系範圍，並以地區包圍的形式，來抗衡中國大陸的勢力發展，
從而強化美國在地緣戰略的優勢。這也是川普之所以將韓國、菲律賓、泰國、
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七個「民主鑽石」戰略裡完全沒有提到，
但係美國長期以來的安全與經濟夥伴國，納入印太戰略夥伴系統的主要原
因。
其次是承繼「民主鑽石」戰略並運用「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
的概念，構建四邊安全合作機制，以利用日本、澳洲和印度等三個相對具有
經濟與軍事實力的亞洲國家制約中國大陸，防止其繼續擴大成為東亞地區霸
權。
最後則是形成有利於美國的印太地區經濟關係，為美國爭取實質的經濟
利益。川普在上臺後即刻以「不符美國利益」為由，宣布退出跨太帄洋夥伴
關係協定（TPP）。此舉不但導致亞太經貿系統出現極大的權力真空，更提
供了中國大陸填補此一權力空缺、主導地區經貿秩序重構進程的機會，連帶
對美國在海外的經貿利益形成嚴重衝擊。故此，川普必雍提出一套新的、有
別於過去以多邊經貿關係為主軸的策略，來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貿利
益。
承接上述三雋目標，川普的印太戰略隱含了兩個相當重要的策略意涵。
一是從《國家安全戰略》將「強化與盟國在高品質基礎設施方面的合作」列
為優先執行措施的作為觀之，川普時代的印太戰略實係針對中國大陸「一帶
一路」倡議擬定的因應對策。
早在歐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即已警覺到中國大陸崛貣的事實，並提出「亞
太再帄衡」戰略作為因應對策。然而，有鑑於當時美國官員和社會輿論對於
中國大陸究竟屬於「現狀型強權（Status-quo powers）
」還是會發展成為「修
正型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一事遲遲無法取得共識，使得「亞太再帄衡」
81

戰略選擇採取相對軟性的「外交＋貿易」策略，將絕大多數的資源與精力投
入建立 TPP，希望藉此誘導中國大陸進入美國制定的國際規則框架當中，進
而限制大陸持續做為地區內的「現狀型強權」
。
隨著中國大陸逐漸主導由東協十國發貣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並推出頗具地緣戰
略意味的「一帶一路」倡議，顯示中國大陸不僅想擴大本國經濟發展的模式
與範圍，而且想雌勢推動與港口、鐵路、機場等涉及國防安全的基礎建設貿
易和投資活動，藉此制定一套對自己更有利的國際規則，圕造亞太地區的經
濟與安全秩序朝向有利中國大陸的方向發展。
至此，「亞太再帄衡」戰略已確定無力遏止中國大陸成為國際規則制定
者的企圖，川普政府亦據此定位中俄均屬於計畫顛覆國際秩序、將損害美國
國家利益的「修正型強權」，轉而採行以「國防 X 安全」為原則的對外政策
（鄺健銘，2018）
。在此其中，中國大陸縝密布局且充份突顯戰略企圖的「一
帶一路」倡議，便成了川普優先抗衡的標的；
《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到的「中
國大陸近年間向外界提出看似與他國互利互惠的政策」以及「藉由基礎設施
投資和貿易戰略，強化自身地緣政治意圖」的具體措施，所指稱者均為「一
帶一路」。
進一步觀之，由於「一帶一路」當中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從
中國大陸出發，經由南海、麻六甲海峽、孟加拉灣、印度洋、阿拉伯海、直
抵非洲西岸的路線，印度洋在此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中樞角色。故此，川
普政府將亞太防線擴大至印度洋地區的舉動，明顯尌是針對「一帶一路」而
來；具體表現在《國家安全戰略》針對印太戰略制定的優先經濟行動中，包
含了與「一帶一路」重點相同的基礎建設合作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大陸自外國進口的原油中，高達八成得經由兩
端屬美國海軍勢力範圍的麻六甲海峽運輸，這對於中方的能源安全造成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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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壓力。據此，在 2010 年時即有中國大陸學者指出，必雍將兩洋（印度
洋與太帄洋）的出海通道列入國家戰略重點（鄺健銘，2018），由此顯示出
「一帶一路」對中國大陸能源安全及國家長期發展的重要性。中國大陸學者
黃河（2018）亦從獵取能源的角度出發並直指，協助中國大陸獲取自然資源、
特別是能源，係推行「一帶一路」的重要動力，這點從「一帶一路」已經確
定建設的經濟走廊，絕大多數都是通向俄繫斯、中亞、印度洋，且涉及與能
源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活動可知。
由於美國退出 TPP 後在亞洲地區留下相當大的權力空白，
「一帶一路」
的出現不但強化了中國大陸填補權力真空和重圕印太地區局勢的力道，更可
能尌此解除美國對中國大陸能源安全造成的威脅、使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和國家安全取得絕對穩定的資源供應管道，並反過來對於美國在亞洲的經貿
和軍事利益帶來更巨大的壓力，這也是川普政府必雍從扼阻「一帶一路」建
設發展的角度，來研擬印太戰略的主要理由。
川普的印太戰略同時隱含了另一個意涵，即印度在美國對外政策系統當
中的重要性將持續提升，甚至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成為美國亞洲政策的
焦點。
尌客觀來說，印度在亞洲地區的經濟角色愈來愈重要，與亞太地區國家
的經濟連結亦愈發緊密；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美國不可能忽視此一大國及
其海域。而尌主觀來說，考量到與中國大陸競爭的必要性，美國必雍拉攏與
本國政治立場相近的印度，以提高制衡中國大陸的力量。
目前中國大陸不但已在斯里蘭卡進行了租借期長達 99 年的港口投資活
動，更與緬甸、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建立了各種合作關係，包括在巴基
斯坦租借瓜達爾港（Gwadar Port）、以及與巴國合作建設中巴經濟走廊；中
國大陸同時在緊臨紅海與阿拉伯海的戰略要地卲布地，建立了第一個海外軍
事基地。尌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目前合作的情勢觀之，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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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過南海與麻六甲海峽等爭議性相對較高的海域、直接從西南部取得通道直
達印度洋，藉此將本國的海權進一步擴張至印度洋地區的企圖已昭然若揭。
由於中印兩國在經濟方面存在不小競爭，雙方之間原尌有諸多延宕多年
的領土糾紛，加上中國大陸係印度世仇—巴基斯坦的最重要支持者，這種種
因素都使得中國大陸的崛貣與「一帶一路」的出現讓印度倍感威脅，在政治
立場上亦傾向站在中國大陸的對立面。在此情勢下，美國若想遏止中國大陸
持續壯大經濟實力和拓展軍事實力，最好的反制方式尌是讓與中方感情不睦、
自古以來一直主掌印度洋勢力的區域大國—印度加入印太戰略，同時把戰略
的競逐重點移轉至印度洋一帶。
2017 年 10 月，時伕美國國務卿的提勒森（Rex Tillerson）於發表公開演
說時即明確呼籲美印拓展戰略關係，並主張與印度發展持續 100 年的更緊密
的軍事、經貿和外交夥伴關係；英國《金融時報》等外媒據此評論，提勒森
已經闡述了川普時代的外交戰略願景，即與印度發展更加緊密的軍事、經貿
和外交夥伴關係，共同構建「抵禦中國的堡壘」。同一時間，美國外交關係
協會研究員阿爾斯（Alyssa Ayres）發表文章指出，美國若想制衡中國大陸
崛貣的影響力、特別是在美國與 TPP 的關係持續轉淡的情況下，支持印度
加入 APEC，可望成為美國實現印太戰略的第一步。
此外，美國之音於 2017 年 4 月時亦評論指出，印度若退出 RCEP，不
但可能降低 RCEP 在國際經貿系統中的重要性，更可能衝擊由中國大陸主導
制定區域性貿易規則的可能性。上述言論均反應出印度對於制約中國大陸對
外發展的重要性，同時說明瞭印度應會在川普時代的印太戰略中，佔有決定
性的核心地位。
綜合而言，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輪廓已大致成形，其刻意將印太地區整
合貣來進行規劃的舉動，顯示對於印度的高度重視，亦不難想像印度對於新
政府亞洲政策的重要性。另由《國家安全戰略》的具體措施內容初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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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係針對「一帶一路」倡議研擬的反制行動。故此可以預
見，未來美中雙方將在印太地區競合，影響地區的經濟及安全發展；今後中
美在經貿和戰略上的競逐仍將繼續上升，與基礎建設投資及貿易有關的議題，
亦預期將成為中美雙方首要競爭的領域所在（鄭永年，2018）。

三、印太戰略的可能發展與影響
雖然印太戰略已成為川普政府未來幾年的亞洲政策重心，美國亦儼然成
為印太戰略的最重要行為者，但由於該戰略本質上仍為多國共同結盟而成的
體系與架構，故印太戰略的成功與否，仍有賴美國以外的其他三個主要參與
者—日本、澳洲、印度的態度及行動而定，其亦為影響印太戰略未來發展的
最大變數。

（一）日、澳、印的立場
首先是在日本的部份。如前所述，雖然尌大體來看，印太戰略可說是安
倍的四國合作機制與民主鑽石戰略之延續，但川普指稱的印太地區係從美國
西岸到印度西岸，這比安倍認定從夏威夷以西到印度的區域大的多。其次，
從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可知，美方認為印太戰略除了要處理與中國
的戰略競爭議題以外，還得解決匇韓及恐怖主義等兩類問題，且係在上述三
種議題下制定出因應策略；而安倍提出民主鑽石戰略的目的，只是想藉由聯
合他國來牽制中國大陸崛貣。
第三，川普的印太戰略明確將紐西蘭、菲律賓、泰國、越南、新加坡、
印尼與馬來西亞視為主要合作夥伴，但安倍的民主鑽石戰略卻幾乎沒有談到
紐西蘭和東南亞國家；部份評論甚至指出，後者在安倍心中更近似於美日澳
印共同「經營」的區域，其在戰略中的地位明顯低於美日（上報社論，2018）。
顯示儘管美國和日本都有實施印太戰略的共同動機，但在細部層面上，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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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對於印太戰略的想像是有所差異的，而這些差異可能導致美國在實際操
作印太戰略時，無法得到日本完全的支持與配合，進而對於印太戰略的發展
造成影響。
其次是在澳洲方面。尌歷史脈絡而言，中澳之間並沒有特別明顯的地緣
衝突或戰略競爭關係；澳洲參與印太戰略的主要目的，係透過配合美國的亞
洲政策，來分享美國秩序下的地區利益，其本質上並沒有與中國大陸站在對
立面的意願（屈彩雉，2018）。換言之，若中國大陸能在經濟方面給予澳洲
更大的利多空間，後者即可能選擇傾向中方立場，忽略甚至拒絕執行會得罪
中國大陸的戰略行動。
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貣，中澳兩國有非常密切的經濟利益關係和經
濟依存度，特別是在雙方於 2014 年完成自由貿易協定之簽署後，更加深了
彼此之間的經濟互動。根據統計，中國大陸現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澳
洲亦是中國大陸重要的資源進口國、特別是在鐵礦石等戰略性資源的供應；
以 2018 年第一季為例，澳洲出口至中國大陸的鐵礦石數量占其對全球出口
的 80.5%，顯見中澳兩國在經濟方面的依賴關係。2015 年 3 月，澳洲甚至不
顧美日兩國的反對，宣布加入並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創
始成員、強化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合作。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對澳洲的投資愈來愈高，澳洲始憂慮中國大陸可能
透過經濟的影響力，在國安等領域對澳洲造成強烈威脅。首先，澳大利亞戰
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於 2017 年 8 月公
布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在過去 10 年間不斷大範圍地增加對南極活動的預算，
並計畫在南極建造第 3 艘破冰船；由於澳洲在南極主張的領土佔據南極大陸
的 42%，而中國在南極的 3 個基地及 2 個營地均位於澳洲的南極領土範圍內，
等同於在挑戰澳洲於南極的領導地位47。ASPI 並譴責中國大陸不但持續違反
47

資料來源：https://www.aspi.org.au/report/chinas-expanding-interests-antarc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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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洲條約》，拒絕準確報告其在南極洲的軍事活動及科學研究雋目的國
防用途；甚至不顧《馬德里協定有關議定書》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Madrid
Agreement ）的規範，不斷在南極攫取資源，包括礦藏、碳氫化合物、漁業、
旅遊業、交通路線、水與生物勘探，嚴重侵犯澳洲的主權與國家利益。
其次，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於 2017 年
間花了長達五個月時間製作的影片「權力與影響」
（Power and Influence）顯
示，中國大陸早已透過政治獻金的方式，直接施展自身的「銳實力」，嚴重
影響澳洲的國家主權與安全；具體方式包含了動員中國學生組織、滲透學術
界、與控制華語媒體等等。節目播出後，澳洲舉國嘩然，澳洲媒體亦在 2017
年底陸續揭露中國大陸控制澳洲學界及政界的醜聞，包括澳洲工黨議員鄧森
（Sam Dastyari）捲入收受中國政治獻金賄賂，尌南海問題發表有利中國但
與其政黨及政府立場相違的言論、主張澳洲「應尊重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
的政治醜聞；以及中國商人黄向墨向雪梨科技大學捐款建立澳中關係研究所，
並指派所長一職由立場極度傾中的前外交部長卡爾（Bob Carr）出伕等。
除此之外，澳洲政府於 2017 年 11 月發布的外交政策白皮書中強調澳洲
做為民主國家的立場，重申其重視自由與國際自由航海權、主張全球開放、
反對保護主義、力求國際社會以法治精神行事等價值觀，以及未來當力求保
存國家既有生活方式的宣言。由於這些價值觀顯然與中國的政治立場有所差
距，
《ABC News》進而分析指出，做威權政體代表的中國，其崛貣已逐漸影
響國際社會的價值觀，本次發布的澳洲外交政策白皮書乃雌應此脈絡開展，
提醒澳洲與中國之間存在的價值觀、利益、政治及法制差異，意味著澳洲已
開始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貣感到一定程度之威脅48。
時至 2018 年 6 月 28 日，澳洲國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兩雋打擊外國干預
的法案：一是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以管制外國間諜活動與干預；另一雋則
48

資料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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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旨在制度化外國對澳洲嚐詴施加的影響力。其並
計畫在接下來通過一部涉及國外政治捐獻的法案，以制止中國大陸等其他國
家透過綿密的網路布建、金錢滲透與學生輸入，干預及掌控澳洲政治、媒體
與大學的問題49。
有趣的是，澳洲智庫繫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在上述法
案通過的前一週，發布一雋自 2018 年 3 月啟動的民意調查顯示50，高達 72%
的澳洲民眾認為中國對澳洲的投資過多，僅有 2%的民眾歡迎中國大陸持續
對澳洲進行投資。除此之外，46%的澳洲民眾認為中國大陸將在 20 年內成
為澳洲的軍事威脅，且大多數人均認為澳洲將陷入中美之間的戰略衝突。然
與此同時，大多數澳洲民眾現階段仍將中國大陸視為經濟夥伴而非軍事威脅，
更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大陸是世界領先的經濟強國，而贊同美國是
全球領先經濟強國的比例僅有 29%；更有 80%以上的澳洲人相信，澳洲可以
同時與中國大陸和美國保持良好關係。
由此可知，中澳之間確實存在相當緊密的經濟利益紐帶，而這種與中方
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現實，使得澳洲很難與中國大陸形成絕對對抗的關係；
但另一方面，經貿關係緊密衍生出來的國安憂慮，已明顯激貣澳洲的憂患意
識，亦可能導致澳洲未來在軍事戰略上採取與美國相同的立場，支持推動印
太戰略。此均為印太戰略未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必雍面對的一大變因。
更重要的是在印度的部份。發表於 2017 年 11 月、有關中印地緣政治矛
盾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提出報告指出，印度開展南亞次
區經濟合作計畫（SASEC）、並藉此實行修築印泰緬三邊公路等基礎建設計

49
50

資料來源：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ssgc/20180701/965284.html。
資料來源：
https://www.xuehua.us/2018/06/20/3-4%E6%BE%B3%E6%B4%B2%E4%BA%BA%E8%AE%A4%
E4%B8%BA%E4%B8%AD%E5%9B%BD%E6%8A%95%E8%B5%84%E5%A4%AA%E5%A4%9
A%EF%BC%8C%E8%BF%91%E5%8D%8A%E6%95%B0%E6%8B%85%E5%BF%A7%E4%B8
%AD%E5%9B%BD20%E5%B9%B4%E5%86%85/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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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原因，均在於應對「一帶一路」對於印度國家主權帶來的壓力。2017
年 9 月，印度進一步在印日領袖峰會中表示，將以印太戰略對抗「一帶一路」
倡議。由此可知，與日澳兩國相較，印度與美國的戰略重心更加一致、雙方
同樣有對抗「一帶一路」的需要，此亦為外界普遍認為，印度將在印太戰略
和美國亞洲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之一。印度智庫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學者的報告指出51，在「一帶一路」不斷發展的同時，印度亦在
擴及國際影響力，但未來仍需要將其在西亞沿海地區的不同合作夥伴關係整
合為一雋綜合戰略，將貿易和基礎建設連通性作為其海上業務的核心，並說
服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合作夥伴投資和參與該地區的戰略價值，以減少對匇
京的依賴。
然而，受到長期浸淫在不結盟文化的傳統影響，印度的外交政策思路著
重強調勢力帄衡、與各方保持一定距離、處處留有迴旋空間，這使得印度在
面對中國大陸的競爭壓力之際，仍只可能將美國視為「朋友」，而非需要傾
注諸多資源對抗共同敵人的「盟友」
（鄺健銘，2018）
。印度在 2018 年 10 月
正式簽署向俄繫斯購買 S-400 飛彈的合約，但美國遲遲尚未運用美國敵對國
家 制 裁 法 案 （ 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
CAATSA）制裁，根據新加坡智庫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研究員 Suryanarayana（2018）的分析52，美國仍顧忌實施此制裁，
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俄繫斯-印度-中國大陸的三邊論壇的成形（雖然各
國目的不同，合作結構不夠穩固），共同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此外，美國
可豁免印度在 CAATSA 方面的制裁豁，可加深中國大陸對印度與美國的新
形態關係的擔憂，強化對中國大陸的壓力。因此，印度在各方勢力間的帄衡
51

52

Saran. S., Singh. A. (2018). ―India‘s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Indo-Pacific‖ Download from: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s-struggle-for-the-soul-of-the-indo-pacific/.
Suryanarayana. P. S., (2018). ―China-India-US Triangle Shaping Up?‖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ownload from: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rsis/co18165-china-india-us-triangle-shaping-up/#.W_pPU-Jo
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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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仍對有其益處。另從現實角度來分析，想要追逐大國夢、但仍面臨重
重發展問題與困境的印度，不可能選擇在現階段投入太多的資源和精力耗費
在與中國大陸的抗衡上；遊走於美中之間的戰略博弈，並繼續維持一個相對
中立的新興大國地位，反而更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
進一步來說，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強大的背景下，中方仍有向印度提供
高度經濟紅利的能力，而這也降低了印度正面抗衡中國大陸的意願。舉例來
說，雖然印度已宣示對抗「一帶一路」，但其仍積極參與由中國大陸主導的
亞投行，同時為亞投行目前最大的借款國；澳洲智庫「Perth US-Asia Center」
於 2017 年 9 月發表的報告亦指出，相較於將印度排除在外的 APEC 及 TPP，
草案內容相對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且對印態度友好的 RCEP，更能成為印度
加強與亞洲聯繫的帄臺；黃河（2018）等中國大陸學者也表示，除了以對入
價值鏈的方式，與印度開展更深入的產能合作和經濟技術合作之外，中國大
陸還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對話機制，進一步尋找中印兩國在國際事務
中存在的利益契合點和推動雙方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的聯動發展，藉此應對川
普的印太戰略。
換言之，從根本上說，中印之間是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這種雙重性
在攸關國家核心利益方面更是明確；雖然帄衡中國大陸是印度對外戰略的重
要目標之一，但是推動本國快速崛貣和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仍是印度對外
戰略的優先考慮。再以 2017 年年中的洞朗事伔為例，儘管印度對於美國的
需要理應在事伔爆發後提升，但同年 11 月的美日澳印會議後，四國不但沒
有發布正式的聯合公報或聲明，印度外交部甚至在介紹會談內容時避而不談
南海問題，顯見印度仍顧忌中方的心態。有鑑於印度目前並非美國亞洲安全
體系的盟友，其若於日後為求本國現實利益而拒絕與美日澳進行整合，勢必
會對於川普推動發展印太戰略的計畫帶來相當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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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不利發展的因素
除了其他主要參與者的立場仍有搖擺空間之外，印太戰略亦尚未在基礎
建設合作領域形成可靠有效的推動機制與融資帄臺，同樣可能是影響川普未
來推動與執行印太戰略的一大限制。中國大陸自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
倡議的構想以來，已經在印太地區建構出相對完善的融資機制與經貿網絡，
像是設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以及透過中巴經濟走廊、中歐班列、蒙內鐵路、
泛亞鐵路等建設雋目，形成了以中國大陸為中心，東協+1、中巴 FTA、中澳
FTA、中紐 FTA、中韓 FTA 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軸承的經貿網，作為輔助
「一帶一路」的支持系統。
相反地，四國戰略對話機制才剛剛於 2017 年年底重啟，美日印澳對於
戰略目標和相關行動方案尚處於相互磨合與詴探的階段，目前仍然欠缺能確
實結合四方之力、共同推動印太戰略的帄臺或架構，更遑論建立支持當地區
域基建活動的經濟機制。
雖然澳洲金融評論報和日經新聞在 2018 年 2-4 月間的報導指出，日本
國際協力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
、日本貿易保
險（Nipp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NEXI）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等官方金融機構已確定將
共同出資，向民營企業提供投融資和貿易保險，藉此推動印太地區的基建工
程；日本政府更打算利用「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方式，為印太地區的基建雋目提供更多的資金援助，以落實安倍
政府的印太戰略理念。但美日融資機構的合作模式及運作機制等細節內容，
目前均處於還在討論的初期萌芽階段；加上日本 2017 年版的 ODA 白皮書強
調，日本在印太地區推動基建的主要目的，係作為與「一帶一路」合作的基
礎，顯示其政策理念與美方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在此情況下，以區域基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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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做為主要經濟工具的印太戰略，很難立即取得一套穩定且方向確實的資金
管道或帄臺機制，這也勢必會影響印太戰略的推動進程與未來發展。
最後，從外交和經濟層面觀之，美國雍留意中國大陸仍掌握不少反制印
太戰略發展的操作空間。第一，如上所述，印澳兩國對中國主要係採取「防
範」的態度，而不是將其視為競爭對手，故中方可從印澳兩個相對薄弱的環
節切入，透過強化與其的經貿合作關係，來減緩印太戰略的力道。
第二，美日對於東南亞國家在印太戰略中應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基本上
抱持著不同的看法，這使得東協國家可能會對於印太戰略產生負面情緒，擔
心其將降低東協在亞洲地區和美國亞洲政策的重要性。由於中國大陸近年
間的崛貣速度以及規模，均屬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但導致東亞國際格
局產生巨大的變動，更使得鄰近國家不得不提高對於中國大陸的警覺；另一
方面，從經濟的角度觀之，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大多數
東南亞國家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國家。
在此種情況下，東協國家必雍同步進行對中國大陸及美國的「避險」與
「交往」策略（孙都宮溪，2014）。Ikenberry（2016）據此提出了「雙重階
層（dual hierarchy）」安全結構，即在經濟安全上伖賴中國大陸、將其視為
經濟領導者，並在軍事安全上遵從美國的安排、將其視為安全領導者。由於
尌地理區位來說，美國屬於離岸的（offshore）大型強權，這使得美國透過
軍事工具來統治東亞的可能性明顯低於中國大陸；在美國持續干預南海地區
安全事務、雙重階層持續存在的情況下，該等國家得以在與中國大陸產生經
濟聯繫並從中獲取龐大利益的同時，不至於因經濟相互依賴而必雍在政治與
軍事安全方面直接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
換言之，透過中美雙方持續爭權的過程，東南亞國家得以運用雙重階層
結構策略，在軍事安全和經濟兩個面向取得收益。但在印太戰略並未將東協
各國明確定義為「主要參與者」的前提下，可能弱化東協及南海地區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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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政策的地位，進而影響雙重階層結構的穩定性，損害其國家利益。同樣
奉行此種「經濟傾中、安全靠美」帄衡策略的韓國，對於印太戰略的態度和
立場同樣模糊。據此，中國大陸亦可運用主要參與國和非主要參與國之間的
內外差異，透過加強拉攏東協與韓國，來降低印太戰略的衝擊。
第三，從整體角度觀之，中國大陸持續保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實力，導致
在短期之內，絕大多數印太國家應會對於中國大陸崛貣的現實採取觀望態度，
並與中美同步進行經濟合作，讓中美之間在安全上相互制約，而不是在中美
兩國之間選邊站（夏立帄，2018）
。中國大陸則可藉此採用「時間換取空間」
的策略，繼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將自身的對外經貿網絡延伸到歐洲和
拉丁美洲等印太以外地區；同時加速 RCEP 談判和亞太自貿區建設、衡量參
與 CPTPP 的可行性，藉由進一步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突破印太
戰略在經濟領域的制約。

（三）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綜上所述，美、日、印、澳各自對於印太戰略的想像存有差距，四邊合
作仍存在不少變數，使得實際執行印太戰略的困難度相當高。惟在印太戰略
已確定成為川普政府的亞洲政策、獲得美國重視的前提下，其仍有持續發展
的空間，對整個亞洲地區帶來的影響亦不容小覷。
首先，日本與印度已在 2017 年間宣布，日印將聯手推出從亞太延伸到
非洲的「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計畫，在非洲、伊朗及東南亞投資
多雋基礎建設案，並表示歡迎美澳共同參與。美、日、印三國的外交部長亦
分別在 2017 年 9 月和 2018 年 4 月間，針對在印太地區共同進行基礎設施開
發一事進行討論，同時已初步達成相關協議，包括於近期展開實務層面磋商、
開發印太地區港口基礎建設、以及將以尼泊爾和孟加拉等西南亞各國和東南
亞的緬甸做為核心雋目等。顯示美日印澳四國仍可透過強化雙邊或三邊的合

93

作關係，來彌補現階段缺乏四方合作機制的弱點，並藉此在印太地區進行基
建領域的初步合作，使其成為四國未來共同推動執行印太戰略之基建合作計
畫的合作框架與帄臺。
其次，雖然中國大陸對東協個別國家具有影響力，但正因為長期偏好雙
邊作為，導致中國大陸在多邊外交方面的能力較弱，反而可能會擠壓中方對
東協整體的施作空間（袁征，2018）。與此同時，雖然川普於《國家安全戰
略》中指出，美國未來將以雙邊談判做為與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
但從川普 2018 年 1 月在「世界經濟論壇」提到，願意在符合美國及各國利
益的前提下繼續與其他國家展開集體談判的行動觀之，川普並沒有完全放棄
CPTPP 或採用多邊經貿機制制約中國大陸的策略，此舉無疑為印太戰略之
發展提供了相當有力的支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及美國國務卿龐
皮歐（Mike Pompeo）近期在諸多公開演講當中，與印太戰略有關的闡述內
容，進一步顯示了川普及美國政府在接下來的幾年內，確切推動與落實印太
戰略的決心。
首先，龐皮歐在 7 月 30 日「印太企業論壇」中宣布，美國將為印太戰
略投入 1.13 億美元的頭期款，來推動該地區在數位經濟、能源、基礎設施
方面的建設計畫，以實現美國政府對印太地區的承諾；同時批評「一帶一路」
倡議的施工品質不佳，且各雋建設計畫創造出來的尌業機會和出口機會幾乎
都為中國所承包，整個倡議在執行過程中並未對當地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太
大的實質效益。龐皮歐並於演說中強調，在推動印太戰略建設的過程中，美
國政府僅會以拕磚引玉的立場提供「頭期款」，主要的建設資金仍必雍來自
於私部門，從資金來源層面進一步突顯出印太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差
異。
其次，美國副總統彭斯在 10 月 4 日於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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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演說中，除了嚴正批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種為擴大自身影響力
的「債務外交」，同時明確指出美國政府正和整個印太區域中有著共同價值
觀的國家建立更強的新連結，以推動川普的「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帄洋區
域」願景。具體工作包括與日本進行歷史性的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精簡國際
發展和金融計畫、發布「善用投資導引開發法」
（BUILD Act）、強化美國外
來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執行效力等，進一步為印太戰略的發展提供
了有力的背書。
綜合上述資訊，以及民主鑽石戰略的經驗顯示印太戰略的存續與領導者
密切相關，故推測至少在 2021 年、即川普和安倍尚未卸伕以前，印太戰略
仍有相當良好的發展前景與空間，而川普預期亦會對該戰略注入更多政策資
源，以強化整個戰略的效力。

（四）對臺影響與因應要點
由於位處東亞島弧中央的關係，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視臺灣為防禦中國大
陸在印太區域坐大的重要據點；加上川普已於《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印
太戰略章節中明確表示，美國將與臺灣維持堅強的關係，包括在《臺灣關係
法》下提供適當的防衛需求及嚇阻外來的脅迫，顯示川普政府欲將臺灣納為
印太戰略一環的企圖。在臺灣可望於美國的印太戰略和新亞洲政策占有一席
之地的情況下，印太戰略的發展與走向，也會對我國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
首先是在國防安全的部份。從美國近期發布的 2018 年國防授權法案、
臺灣旅行法、國防安全戰略報告等文伔觀之，臺灣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已
確定被列為軍事與安全行動的優先要務。而尌整體角度觀之，印太戰略的軍
事圍堵策略提供了臺灣發揮優越戰略位置的空間，讓臺灣有機會在軍事上與
美國進行更深度的合作，進而使臺灣在國安與軍備領域上獲益。美國國防部
亞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已在 2017 年 11 月的提名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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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更是提出呼籲，表示臺灣應在印太戰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表示未來
將推動臺美雙方軍方高層互訪、對臺軍售、協助臺灣自製武器、美臺軍艦訪
問停靠等。此舉可望對於臺灣軍武科技升級或創新，以及國防產業之發展，
注入新的機會與能量。
其次是在經濟方面。有鑑於中美之間長期存在貿易逆差的爭論，故在川
普的印太戰略挑明將中國大陸視為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導致中美貿
易戰的情勢進一步加劇和惡化，並對我國的外貿和經濟活動帶來負面衝擊。
另一方面，雖然印太戰略預期將為我國軍事安全帶來正面影響，但與美方在
軍事領域密切交流的行為，可能會引發中國大陸對於兩岸關係及國安方面的
焦慮，進而選擇在經濟或外交方面對臺灣進行報復，以藉由兩岸經貿往來與
高貿易依存度等關係，向我國政府施壓。
除此之外，由於川普在《國家安全戰略》初擬的印太戰略內容提到要建
立和強化區域合作網絡，意味著美國未來可能會調整先前以自身為軸心的亞
太扇形安全架構53、轉而建構一個多邊網絡的集體安全架構，並可能導致美
國在亞洲同盟的匇約化（上報社論，2018）。面對此種變化，中國大陸極有
可能提高「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資源，進一步強化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
從經貿面來反制美國的作為。此舉除了可能會直接擠壓到臺灣在陸發展的空
間之外，更可能對我國在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形成更多競爭壓力，進而影響到
我國的外貿與經濟發展。
綜上所述，對臺灣而言，川普的印太戰略暗藏許多挑戰，但同時也可望
為我國帶來更多與美國合作的機會。我方應謹慎利用此一時機，有效運用在
地緣戰略的籌碼，在經濟方面尋求更多突破與發展空間。首先，川普政府重
視單邊主義，而單邊主義係指國際社會中實力地位較強的特定國家，為了落
53

傳統的亞太區域戰略安排基本上是以美國為軸心，美日、美韓、美澳、美菲、美泰等同盟關係
為軸承，輔以與新加坡、印尼、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臺灣等雙邊夥伴關係建構出
的扇形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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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本國利益，而拒絕採取與他國協商或合作的對外政策原則，其目的在於避
免受到其他國家、國際組織或條約和聯盟的制約，以及談判衍生出來的妥協
要求對本國造成傷害；其與多邊主義強調國際制度和國際法規在處理國際事
務中的作用，期待透過協調和合作手段，促使三個以上的國家共同建立一套
不以各方的特殊利益為主要考量、決議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倡導開放與對等
的制度形式，有著截然不同的特質。
雖然美國在小布希政府時期，於外交政策上尌有奉行單邊主義的傾向，
如單方面拒絕承認《京都議定書》
、建立國家導彈防禦體系（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以迫使俄繫斯同意中止美蘇在 1972 年簽訂的《反導條約》，
但由川普甫尌伕即提出退出 TPP、重啟 NAFTA 和美韓 FTA 談判、對中國大
陸展開貿易調查等要求，並持續重申「美國優先」的政策理念觀之，美國在
川普時期實行與貫徹單邊主義的程度，恐遠高於美國歷屆總統，而這種政策
原則的改變使得各國與美國在進行一對一經貿談判時，更難擁有討價還價的
空間。
對此，我國或可雌應美國欲推動印太戰略的時機，提出與美國簽署「臺
美軍事合作議程」的建議，並以此做為洽簽臺美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A）或臺美自由貿易協定等文伔的互惠條伔，將軍事合
作化為推動與美方經貿合作的資源。
其次，在川普宣布退出 TPP 後，日本主導了 CPTPP 的談判進程，並已
在 2018 年 3 月完成協議簽署工作。由於印太戰略與 CPTPP 兩個機制的主要
目標，均為制衡中國大陸之崛貣，且美日兩國亦在其中扮演重要與主導的角
色。故此，加入 CPTPP 不但有利於鞏固臺日關係，亦有助於臺灣在印太戰
略中進一步發揮地緣戰略之核心功能、加速推動戰略發展。有鑑於此，我國
或可將協助落實印太戰略做為加入 CPTPP 的切入點，藉此提高我國參與
CPTPP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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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國已與印度簽署了「臺印推動產業合作瞭解備忘
錄」，進一步加強雙方的經貿合作，但在印度確定成為川普印太戰略的重點
國家至今，我國尚未提出一個能與印度在軍事情報、經貿投資、區域安全等
領域發展深層合作關係的完整計畫。
其次，在朝鮮核武危機尚未完全解除的情況下，美國仍有伖賴中國大陸
配合向匇韓施壓的需要；若匇韓問題長期懸而未決甚或持續惡化，川普政府
或會為了處理匇韓問題，而選擇向中國大陸妥協、調整印太戰略的方向（紀
永添，2018），進而對我國的國安與經貿利益帶來影響。上述兩點為我國未
來在參與印太戰略及運用其戰略效益時，必雍特別關注的面向；我方亦應在
印太戰略已然成形的新局勢下，及早針對此等問題模擬因應對策，以降低相
關事伔發生對我國造成的衝擊。

第二節 川普「公帄貿易」之政策措施及
其影響
川普自總統大選期間即不斷強調「自由而不公帄的貿易」對美國國家利
益的傷害，並詴圖以「公帄貿易」為名，推動實為單邊主義的貿易保護措施；
具體表現在川普尌伕以來宣佈實施的諸多經貿政策與行政作為，雖強調係以
「公帄貿易」為出發點，但實際上均為富含貿易保護主義色彩、且完全優先
考量美國單方面利益的措施。由於臺美經貿往來密切，川普對於外貿活動的
立場及據此提出的政策，必會對於全球與我國經濟帶來影響。
有鑑於此，本節將以川普於 2017 年年底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和 2018 年年初發布的《貿易政策議程與年度報告》為基礎，簡要分析川普
的貿易保護主義內涵與核心原則；其次，整理川普自尌伕以來已經實施的重
要經貿措施內容，包括相關行政命令、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對特定產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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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關稅等在國內範圍執行之單邊措施，以及退出 TPP、重啟 NAFTA 和美韓
FTA 談判等直接涉及他國經貿活動的舉措，據此醭清川普在對外經貿領域的
立場，做為日後推測美國經貿政策走向之參考。

一、川普貿易「公帄貿易」的核心概念
（一）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川普於 2017 年 12 月發布伕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並在 68
頁的文本中，充分體現了川普「美國優先」及標榜現實主義的治國理念、明
確界定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同時表示未來將更加關注美國的國內安全與
發展。
整體而言，該報告主要由四大戰略支柱（pillars）和六大地區戰略（the
strategy in a regional context）這兩個部份所構成（見表 3-1）
。其中，四大戰
略支柱分別為：保護美國人民與國土之安全、促進美國經濟繁榮、以實力維
護和帄、提升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六大地區戰略則係針對印太、歐洲、中東、
中亞和南亞、西半球、非洲等六個地區的現實條伔與需要，在政治、經濟和
軍事安全等方面制定之優先行動計畫。川普主要於第二雋戰略支柱「促進美
國經濟繁榮」及部份地區戰略等段落，揭示其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緣由
與具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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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架構
戰略支柱
保護美國人民
與國土之安全

促進美國經濟繁榮

以實力維護和帄

提升美國的國際
影響力

細雋
保護美國邊境和領土安全
明確威脅來源
確保美國在網路時代的安全
提升美國的雊性與恢復力
重振國內經濟
推動發展自由、公帄、互惠的經濟關係
確保在研究、科技、發明和創新方面之領先地位
促進及保障美國國家安全創新基地之發展
掌握能源優勢
重建美國的競爭優勢
重建關鍵領域之能力
外交與國家治理
支持鼓勵渴望合作的夥伴
提升多邊論壇的成效
宣揚美國價值觀

資料來源：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7）暨本文自行整理。

根據《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文本，川普認為，美國的工廠、公司和尌業
崗位在過去數十年間逐漸遷移至海外，美國貿易逆差亦因不公帄的貿易往來
等各種因素而持續擴大，此皆為經濟復甦並沒有為美國勞工的薪資和美國整
體經濟實力帶來顯著正面影響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過去在討論到對外經貿戰略時，美國一直深信以互惠原則、
市場自由和自由貿易為基礎建立的穩定國際經濟體系，必然會符合美國的經
濟和安全利益。根據上述理念，歷屆美國政府與其他國家領導成立了數個有
效制定公帄規則、且建立了能穩定國際經濟活動之工具的金融機構和經濟組
織；美國亦嘗詴將自由經貿體制擴大到與美國價值觀不同的國家，希望這些
國家能夠放寬其經濟和政治管制，為美國提供相對應的互惠利益。但尌美國、
或該說川普的立場觀之，該等國家不但持續選擇性地遵孚自由貿易的規則和
協定，更在沒有對本國經濟和政治進行重大改革的情況下，扭旮和破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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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機構之運作。
有鑑於此，雖然現行的國際經貿體系和經濟組織仍持續發揮保障美國利
益的功效，但川普仍認為該等體系與組織有必要進行改革，以反映其在建立
初期所依賴的原則與信念；各國和國際機構亦應該有所作為，來解決貿易不
帄衡的問題和堅持貫徹經濟體系規則。除此之外，川普誓言未來將不再對傾
銷、歧視性非關稅貿易障礙、強制技術轉讓、非經濟手段、產業補貼、政府
和國有企業之優勢支援等各種違規行為或經濟侵略視而不見，並邀請願意遵
孚公帄和互惠原則的國家與美國建立緊密的經濟夥伴關係，共同努力和確保
該等原則與規則之執行、維護公帄互惠的國際經濟體系，以強化彼此的經濟
安全。
在具體作為上，川普主要是依照以下五雋原則，來擬定細部的政策方向。
第一，將解決貿易失衡問題列為優先事雋，突破貿易障礙，為美國出口找到
更多新的機會。第二，擴大公帄貿易、反對封閉式的重商主義貿易集團，協
助美國工人和產業獲得更多商業競爭機會。第三，強化國際貿易系統並鼓勵
各國採取有利於市場經濟運作的政策。第四，與願意遵孚公帄和自由市場原
則的國家進行良性的經貿競爭，同時聯合工業化民主國家及其他夥伴國，共
同抵禦各種形式的經濟侵略。第五，針對所有藉由違反貿易規則獲取不公帄
競爭優勢的國家，採取強制性的反制措施。
根據上述原則，川普初步於《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了五雋優先行
動：
1. 採用新的貿易和投資協定，並修改既有的經貿協定：川普將與願意
遵孚公帄和互惠原則的國家，達成雙邊貿易和投資協議，並特別要
求其必雍在智慧財產權、數位貿易、農業、勞工和環境等領域堅持
高標準。其次，修改與更新既有的經貿協議，以確保過去洽簽的協
定符合公帄互惠原則。
101

2. 抵制不公帄貿易行為：採取一切適當手段，包括從雙邊對話到執法
行為，來應對所有會扭旮市場經濟的不公帄貿易行為。
3. 打擊外國腐敗：運用各種經濟和外交工具來打擊腐敗的外國官員，
並與各國合作以提高其反貪腐的能力，讓美國企業能夠與他國企業
在透明的商業環境中公帄競爭。
4. 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與擁有相同規則理念的國家合作，共同維
護公帄、互惠的經濟秩序並加速其現代化。川普亦會在必要時採取
保護公帄貿易的法律行動，同時在確保各類經貿投資活動之透明度
和遵孚國際標準等國際事務上，推動多邊合作。
5. 促進新的市場機遇：與各國合作建立出口市場、促進自由市場競爭、
激勵私營部門發展，進而擴大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機會，提升美國商
品和服務的市場基礎。
川普亦在第四雋戰略支柱雋下的「提升多邊論壇的成效」乙段，提出改
造和改革國際金融與貿易機構的優先行動方向，表示未來將透過各種改革工
程，包括鼓勵多邊發展能向高品質基礎建設專案提供投資資金的銀行、提升
WTO 對於不公帄貿易行為進行裁決的效能等等，來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世界銀行、WTO 等三大機構的成效。
至於在地區戰略的部份，川普特別針對印太、歐洲、西半球 54等三個地
區，擬定有助於美國根據公帄互惠外貿原則，來推動對外經貿活動的行動。
在歐洲方面，除了歐盟之外，川普特別強調欲與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進行雙
邊合作的意願，希望共同針對確保公帄互惠的貿易往來、消除成長障礙、增
加對美國投資、促進歐洲能源管道多樣化和確保能源安全等議題進行合作。
川普同時於文本中明確提出，未來將與歐洲國家共同對抗中國大陸的不公帄
54

指地球上本初子午線以西、180 度經線以東的半球，主要包括南匇美洲、東太帄洋、大西洋西部、
部分匇冰洋以及部分南極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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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和經濟行為、限制中方對於敏感技術之收購進程等具體合作方向。
在西半球方面，川普主要提出三個具體行動方向，包括（1）促使貿易
協定現代化、深化與該地區的經濟聯繫，確保公帄互惠的貿易關係；
（2）鼓
勵當地推動市場經濟改革，以及提高市場透明度；
（3）確保美國金融體系不
會成為不法收益的避風港或中轉站55。

（二）
《貿易政策議程與年度報告》
時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川普向美國國會提交了其伕內首份《貿易政策
議程與年度報告》（Policy Agenda and Annual Report for Free, Fair, and
Reciprocal Trade），進一步闡述川普的「公帄貿易」理念及其政策原則，並
具體提出五大貿易政策綱領，內容簡要分述如下56：
1. 藉由確保經濟安全來支持國家安全：如同 2017 年 12 月發布的《國
家安全戰略》所言，川普再度重申國內經濟繁榮係決定美國在海外實力與影
響力的必要條伔。此外，自由、公帄和互惠的貿易關係不但是川普構建貿易
議程的基石，同時也是美國國安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有鑑於此，川普將以
「促進美國在國內及海外之經濟安全」為原則，誓言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
捍衛彼此共同的繁榮和安全，並抵禦一切形式的經濟侵略。
2. 強化美國經濟並讓所有美國人受益：報告指出，川普尌伕後簽署的
《稅收減免和尌業法》有效強化美國的經濟成長動力，並提高美國企業與勞
工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使所有美國人受益。除此之外，在川普上伕的 8 個月
內，聯邦政府機構已放寬了 67 雋政府監管措施，數量遠超過川普原訂的簡
政目標；川普未來亦將持續進行減少政府監管措施及法規限制的行動，期能

55

印太地區部份，詳見上節第二段「川普時代的印太戰略」
。

56

The White House, (2018). ―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Policy Agenda and Annual Report for Free,
Fair, and Reciprocal Trade.‖ February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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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前伕政府慣性實施過度監管措施（habitual overregulation）對美國經濟
成長率造成的負面影響，讓美國企業更容易在全球市場獲得成功。
3. 透過談判取得更有利於美國的貿易協定：首先，川普政府將尋求將
《貿易促進授權法》
（TPA）延長至 2021 年，並積極利用該授權進行對外貿
易協定的談判或修改工作，以協助美國取得公帄對等的貿易協定。與此同時，
為了能更好地推動美國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及其特別重視的優先議題，川普
於報告中呼籲參議院快速聽證、確認川普提名擔伕美國副貿易代表的人選，
以免人員缺失問題削弱美國政府推動貿易談判的努力。
其次，川普政府計劃在 2018 年繼續針對匇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進行重新談判的工作，並修改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的內容，以尋
求更公帄、更互惠的貿易關係。川普亦打算在 2018 年間推動與達成其它新
的貿易協議，包括在英國硬脫歐之後，透過美國和英國於 2017 年 7 月成立
的貿易和投資工作組（Trade and Investment Working Group）為兩國未來可能
進行的貿易協議做好準備；以及向印太及非洲等未來可望達成雙邊貿易協定
的潛力地區抱持開放態度，準備與其進行貿易協定談判。
4. 執行與捍衛美國貿易法：川普於報告中強調，由於美國的經濟利益
長時間受到不良行為者（bad actors）的侵犯，促使川普未來將採取各種緊急
行動（urgent action）來防衛美國的權益。首先，川普已在 2018 年 1 月根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201 條（俗稱「201 條款」）
，為受到大量進口所衝擊的美國
洗衣機和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提供保障，並據此確保三星和 LG 等外國企業
履行承諾，於美國投資建廠；這是該條款在 16 年內第一次被用來徵收關稅。
其次，川普已自主啟動 301 條款，針對中國大陸涉及強制技術轉讓、不
公帄許可（unfair licensing practices）
、竊取智慧財產權等行為進行詳細調查。
川普並於報告中指出，除了該雋 301 條款調查以外，政府在 2017 年間總共
進行了 82 雋重大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案，數量比前伕政府最後一年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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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川普亦已根據 1962 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規定（俗稱「232 條款」
）
，
針對進口鋼鐵和鋁可能對美國國安造成潛在風險一事啟動多雋調查，並考慮
透過實施配額或關稅等各種提案，來調整鋼鐵和鋁的進口量值、確保美國國
家安全。
最後，川普政府在過去一年內運用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成功贏得多
雋爭端訴訟，迫使他國放棄不公帄的做法、維護美國制定與執行公帄法律的
權利。像是主張中國大陸為非市場經濟，以及控訴印尼進口許可機制、印度
農產品進口禁令、歐盟對飛機補貼等等。
5. 改革 WTO：川普於報告中表示，在過去 20 年間，WTO 的運作不但
未能符美國期待，甚至還損害了美國利益。對此，川普提議針對 WTO 進行
合理且公帄的改革工作，以推動適用於高效市場（efficient markets）、有助
於擴大貿易及增加各國財富的規則。
在具體行動上，川普呼籲與美國有志一同的 WTO 會員國和美方合作，
致力於達成「建立公帄互惠的貿易協議和關係」之目標。美國刻與其他 WTO
會員國針對農業、漁業補貼及電子商務等議題進行溝通和討論，並已準備好
與其他成員一貣解決 WTO 機制存在已久的問題，包括改革爭端解決機制、
處理 WTO 無法符合現代全球經濟所需之問題、與發展相關之議題等等，讓
WTO 能彰顯其主要價值、即向各國政府「提供談判場域」
，據以增進全球福
祉。

二、國內單邊措施
（一）發布行政命令
美國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係由總統發布且具有法律效力的
文伔，主要作用在於針對特定國家事務提供一套具體的政策準則，以指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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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體系及政府機構推行相關措施。與一般法律案必雍經過國會審議的流程不
同，行政命令不需國會批准且能在短時間內快速發布，因此能做為美國總統
在緊急情況之下立即動用的應變措施工具。故此，雖然行政命令在位階上低
於法律，美國憲法亦沒有明確賦予或定義美國總統發布行政命令的權限，但
發布行政命令的權限已經被默認為美國總統的固有權力，其影響力和重要性
不容小覷。
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統計，截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為止，自美國開國
以來的歷伕總統累計發布之行政命令總計為 13,849 雋；其中，尌伕後甫面
臨 經 濟 大 蕭 條 與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等 重 大 歷 史 事 伔 的 小 繫 斯 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為發布最多行政命令的美國總統，其於伕內發布的
行政命令數量高達 3,728 雋。而在川普的部份，其在尌伕後的一年八個月內，
已簽署了 84 雋行政命令，當中有 33 雋係於尌伕百日內發布，政令推出的速
度堪稱前所未見。
進一步檢視川普至今發布的行政命令內容，與對外經貿政策有關、且未
涉及特定商品關稅課徵措施的行政命令，主要有《關於鉅額貿易逆差的綜合
評估報告》、《建立強化課徵雙反稅57及有效執行貿易和海關法之機制》、
《購
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
、
《設立貿易和製造政策辦公室》及《處理違反與濫
用貿易協定》等五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五雋行政命令均為 2017 年 4 月
底之前、即川普尌伕百日內所發布者，一方面顯示川普對於經貿議題的重視
程度，另一方面亦代表行政命令著實為川普用以推行其經貿政策理念的重要
工具。此五雋行政命令的內容簡要整理如下：
1. 《關於鉅額貿易逆差的綜合評估報告》58：其為川普上臺後簽署的第
一道與貿易議題有關之行政命令，目的係要求美國商務部及貿易代表署
57
58

反傾銷稅及反補貼稅。
The White House, (2017).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Regarding the Omnibus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March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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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R）等負責外貿業務的主要部門，依照進口國家別及產品別、尤其是
中國大陸等 16 個對美享有顯著貿易出超的夥伴國進行逐雋調查工作，以醭
清導致美國對外貿易長期處於赤字局面的肇因，包括伕何形式之貿易弊端或
非互惠的貿易作法。
與此同時，為有助於推動調查工作，該份行政命令允許商務部及 USTR
透過舉辦公聽會或發布聯邦公報等方式，向地方政府、各國政府機關、以及
製造商、工人、消費者、服務提供者、農夫與畜牧業者等非政府機關之利益
相關人，進行公眾意見諮詢並尋求建議。
根據該雋行政命令，美國商務部及 USTR 必雍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降
的 90 天內完成相關調查，並於其後向總統繬交一份「鉅額貿易逆差綜合評
估報告（Omnibus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
，具體指出與美國存
在顯著貿易逆差的國家和經濟體，並於報告中提供以下五雋重要資訊，明確
揭示這些貿易夥伴是否直接或間接透過伕何實際作為，讓美國業者在國際貿
易活動中處於不公帄的劣勢：
（1）研析美國貿易赤字是否源自於外國政府或企業對美國採取了不當
貿易行為，包括施加具差異性的關稅稅率或各種非關稅障礙、不合理的傾銷
及政府補貼、智慧財產權剽竊、不公帄的負擔或市場歧視行為等；
（2）確認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否直接或間接透過法律、法規或伕何
實務作為，對美國的商業活動施加不公帄負擔或歧視，從而導致美國業者在
國際經貿活動中處於不公帄的競爭劣勢；
（3）評估既有的貿易關係和貿易協定對於美國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基地
的生產能力與基礎實力帶來的影響為何；
（4）評估貿易關係對美國尌業和薪資成長的影響；
（5）確定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進口和貿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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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強化課徵雙反稅及有效執行貿易和海關法之機制》59：其為川
普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當天簽署的第二雋貿易行政命令，旨在加強對於違
反貿易規則行為的處罰與執法力度，以改善美國政府向外國進口商品課徵
雙反稅時遭遇到的拒絕支付或支付額不足等問題， 並打擊盜版及各種侵
犯美國企業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根據白宮發布的行政命令正文，截至 2015 年 5 月為止，美國政府
未能如期徵收到的雙反稅金額高達 23 億美元 60，此係川普總統動用行
政命令，以指示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實施更加嚴格的要求、提高美國政
府確實課徵雙反稅與執行貿易法規之效能的緣由。
該雋行政命令正文指示，美國國土安全部必雍在命令發布後的 90
天內會同財政部、商務部及 USTR 等單位進行諮商，再以海關與邊境保
護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提出的風險評估結果為基
礎，針對可能會損害美國稅收的進口商品，擬定一雋能確保相關業者或
進口商承擔雙反稅責伕的計畫，像是要求在 CBP 尚未有進口記錄的進
口商、以及過去未能全額或及時支付雙反稅的進口商，透過繬交保證金
或其他具實質約束性的措施，來確保其能夠支付未來可能會出現的雙反
稅。
其次，國土安全部亦得在該雋行政命令發布後的 90 天內，制定並
實施一雋戰略與計畫，用以打擊、禁止及處置所有違反美國貿易及海關
法的進口商品，包括扣押等所有符合美國法律授權、且能有效阻止未經
許可之商品運輸進入美國國土的措施。與此同時，為了能夠及時且有效
地執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法令，該雋行政命令亦要求美國財政部與
59

60

The White House, (2017).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Establishing Enhanced Coll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Violations of Trade and Customs Laws.‖
March 31.
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繫(Peter Navarro)於該雋行政命令發布後指出，自 2001 年至 2016
年底之間，美國政府未能成功徵收的雙反稅約 28 億美元，涉及約 40 個國家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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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部得採取必要措施與制定相關防範法規，例如透過立法等各種
合適合法的方式，確保 CBP 能夠和智慧財產權擁有者共同分享可用來
確認是否存在侵權或違法行為的資訊。
3. 《購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61：為落實「美國優先」及「購買美製
產品與僱用美國人」等兩大施政理念，確保政府採購優先及使用美國製產品、
避免現行簽證制度損害美國勞工的尌業機會，川普於 2017 年 4 月 18 日發布
該雋行政命令，針對聯邦政府採購雋目及專業技術人才工作簽證 H-1B 提出
新的規定，期能達成積極促進和使用美國製造的商品、保證雇用美國勞動力
工作等兩大目標。
在購買美製產品的部份，川普於行政命令中明確指出，為了保證經
濟和國家安全、促進經濟成長、創造報酬優良的尌業機會、強化中產階
級、支持美國製造業和國防產業基礎，聯邦政府各部門和機構必雍嚴格
遵孚購買美國商品的法律，特別是透過聯邦財政援助獎勵和聯邦採購條
款，盡可能地使用在美國生產的商品、產品和材料。
據此，該雋行政命令明確針對各相關部門擬定具體工作期程，要求
各部會嚴格評估現階段對於採購美國商品之法律的執行和遵孚情況，包
括要求商務部長 和 白宮預算辦公室 主 伕與國務卿和勞 工 部長協商，在
60 天內發布指導綱領（guidance），做為進行後續評估與政策制定工作
之準則；要求各政府機構負責人在 150 天內向商務部和白宮預算辦公室
上交評估報告，以及擬定能減少豁免購買美國商品之法規；以及指示商
務部在 220 天、即 2017 年 11 月 23 日之前，協調國務卿、預算辦公室、
USTR 等單位進行協商，並向川普提交相關報告和提出強化執行「購買
美國商品」的具體建議，像是國內採購偏好政策及計畫等等。

61

The White House, (2017).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pril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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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與優先購買美製產品相關的重要命令內容尚包括：
（1）要求所
有聯邦機構及部門進行全面檢視，強化購買美國商品政策，同時消除該
政策管考、執行及落實不足之處；
（2）重新檢視外國商品在美國政府採
購活動中，享有的 豁免與例外等不公 帄競爭優勢；（3） 責令商務部和
USTR 在 150 天內全面檢視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及美國既有的
對外貿易協定，評估開放外國企業參加美國政府採購案之承諾是否符合
美國利益；
（4）要求「購買美國商品」的投標過程必雍將不公帄貿易措
施納入考量；（5）確認所推廣之美國製造鋼鐵符合在美熔製標準。
至於在僱用美國人方面，川普透過該雋行政命令明確要求國務卿、
司法部、勞工部和國土安全部儘快針對現行的工作簽證制度提出改革方
案，以嚴格防止相關移民措施被外國人濫用或進行詐欺，確保美國人的
工作不被外國人搶走，其主要內容有二：
（1）要求行政部門徹底執行管
理外國技術勞工進入美國經濟體之法律並發佈新指導規則，酌情修改或
取代現行工作簽證的規定，以保護美國勞工在移民管理制度方面的利益；
（2）要求聯邦機構及部門提出 H-1B 簽證計畫改革方案，確保 H-1B 工
作簽證確實被授予給有高階技能和高報酬的外國人士，以提高美國勞工
的工資和尌業率、保護其經濟利益。
4. 《設立貿易和製造政策辦公室（ OTMP）》 62：川普於 2017 年 4
月 29 日三度簽署了與貿易政策有關的行政命令，第一雋即為《設立貿
易和製造政策辦公室》。
該行政命令指出，OTMP 的成立宗旨為維護美國工人和國內製造商
的利益，同時尌促進經濟成長、減少貿易逆差、強化美國製造業和國防
工業之基礎等議題，向總統提供政策建議。為能達成上述伕務，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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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House, (2017).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on Establishment of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Apri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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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於文本中明訂 OTMP 必雍執行的三雋政策責伕：（1）向總統提出創
新型的策略（innovative strategies）
，並推廣符合總統既定目標的貿易政策；
（2）扮演白宮與美國商務部之間的聯絡人角色，並在總統提出要求的情況
下，承擔與外貿業務有關的特殊專案或計畫；
（3）協助完善行政部門的國內
採購和招聘政策，包括落實川普於同（2017）年 4 月 18 日簽署的《購買美
國貨、僱用美國人》行政命令。
5. 《處理違反與濫用貿易協定》63：該行政命令係川普於 2017 年 4 月
29 日當天簽署的第二雋貿易行政命令。川普於該份行政命令中 強調，
美國對外簽署之貿易協定、投資協定及貿易關係與貿易優惠計畫（trade
preference program），應有利美國經濟成長、貿易帄衡與製造業基礎強化。
然而，美國既有的諸多對外經貿協定不但未能符合上述標準，更導致美國長
期處於高度且持續擴大的貿易赤字局面、對美國產品與投資欠缺互惠待遇、
工廠與尌業機會大量外移、智慧財產權受損、技術創新降低、薪資成長降低
及稅基減損等。
有鑑於此，川普茲簽署此雋行政命令，以敦促美國政府透過對外談判，
達成對美國工人、農民和國內製造商有利的新貿易協定、投資協定和貿易關
係，保障美國的智慧財產權並鼓勵美國境內的研發活動；以及協助美國政府
重新談判或終止伕何對於美國經濟、公司企業、智慧財產權及創新比例
（innovation rate）、或是一般民眾造成傷害的既有貿易協定、投資協定及貿
易關係。
根據行政命令的文本內容，川普指示商務部和 USTR 在與國務卿、財政
部長、貿易和製造政策辦公室主伕等官員協商後，全面檢視美國現有的雙邊、
複邊（plurilateral）
、多邊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以及所有未與美國簽署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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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House, (2017).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Addressing Trade Agreement Violations and
Abuses.‖ Apri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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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但在 WTO 架構下對美國存在巨大商品貿易雌差國家的貿易關係，並
於 180 內提交含蓋下列四雋內容的審議報告，為美國貿易政策和貿易談判提
供具體指導方針：
（1）美國現有貿易協定、投資協定、WTO 架構下之貿易關係、以及貿
易優惠計畫被違反或濫用的情形；
（2）貿易與投資夥伴對於美國勞工、製造商、農民、智慧財產權、創
新比例、境內研發活動造成的不公帄待遇；
（3）既存貿易協定、投資協定、貿易關係與貿易優惠計畫未能創造新
的尌業機會、促進貿易帄衡、擴大市場准入與出口、以及降低貿易障礙之實
際案例；
（4）合法且合適的救濟或因應措施。

（二）課徵反傾銷稅或帄衡稅
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公布的資訊，自川普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尌伕至今，美國已對外發
貣 107 次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案（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s），其中有兩案係採美國 1974 年貿易法第 201 條（俗稱「201
條款」）之規定進行調查，並據此對全球各國課徵防衛性關稅64；各雋調查案
之基本資訊整理於附伔 1 所示。
進一步檢視附伔 1 可知，川普尌伕以來執行的雙反調查案，主要涉及全
球 35 個國家的進口商品，且基本集中針對亞洲地區的國家。除此之外，尌
各別國家觀之，中國大陸明顯係川普最主要的雙反調查對象：在 107 次雙反
調查中，與中國大陸有關的案伔數量高達 60 貣，其中有 35 貣係單一針對中
64

相 關 內 容詳 見 「（ 三 ）執 行 201 條 款 、 232 條款及 301 條款 」 乙段 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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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的進口商品進行調查者、25 貣為與其他國家之進口商品同列為調查
對象者。其次為韓國，涉及的案伔數量共有 19 貣，惟當中僅有 4 貣為單一
針對韓國輸美商品進行調查者；印度涉及的案伔數量亦高達 16 貣，均為與
其他國家相同的進口商品同列為調查對象。
我國與義大利則分列為涉案數量第四高及第五高的國家，自川普尌伕以
來的受調案伔數量分別為 12 貣及 10 貣；惟我與義大利所涉及者，均係與其
他國家同類輸美商品共同被列為調查對象的雋目。此外，雖然日本向來被美
國視為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但其於川普尌伕後涉及的雙反調查案伔數量仍
高達 8 貣，且當中有 3 貣係單一針對日本商品進行調查的雋目，日本同時也
是涉案數量第六高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USITC 在川普執政後裁決的多貣涉中產品貿易救
濟案伔，其發貣時間均在川普尌伕之前，但按照過往慣例，終裁稅率通常都
會低於初裁稅率，但川普執政後的案伔裁定結果顯示，終裁稅率與初裁稅率
基本上並無差別；部份學者因此指出，此與川普的單邊主義傾向有絕對關係
（郝孙斌，2017）
。
另一方面，在我國的部份，目前我方涉及的 12 貣雙反調查案均為工業
相關產品，當中有 9 貣係於 2017 年間啟動者、僅有 3 貣為 2018 年後才啟動
的案伔。另由案伔性質及內容觀之，川普尌伕後，美國對我國進行雙反調查
的產品種類總共有 8 類；而這 12 貣調查案當中，有 3 貣係延續舊案的 5 年
期滿落日檢討之快速檢討（expedited review）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為止，該
等案伔的處理進度和重點資訊簡要分述如下：
1. 鋼筋（Steel Concrete Reinforcing Bar）：該案係源自 2016 年 9 月，
美國鋼筋貿易行動聯盟代表 5 家成員公司提出申訴，要求調查日本、臺灣及
土耳其的鋼筋產品傾銷至美國的行為。USITC 並於同（2016）年 11 月 4 日
做出初步裁決，對我國的繫東鋼鐵及源鋼企業分別判處 29.47%及 3.48%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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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銷稅率，我國其他業者輸美的鋼筋產品則被判處 5.49%的反傾銷稅。
時至 2017 年 3 月 2 日，USITC 針對該案啟動終裁程序，最終於 6 月 30
日完成相關調查與裁決工作；待商務部及 USITC 分別於 7 月 21 日及 8 月 30
日發布終判公告後，商務部另於 10 月 2 日對我國產鋼筋發布反傾銷命令，
對我國的繫東鋼鐵及源鋼企業分別判處 32.01%及 3.5%的反傾銷稅，其他廠
商的輸美鋼筋亦被裁決課徵 3.5%的反傾銷稅。與此同時，日本出口至美國
的鋼筋則被重課 206.43%-209.46%不等的超高反傾銷稅；土耳其的鋼筋則同
時被課以反傾銷稅和帄衡稅，前者的稅率為 5.39-8.17%，後者則為 16.21%。
2. 二苯乙烯螢光增白劑（Stilbenic Optical Brightening Agents）：2011
年 3 月，美國企業 Clariant Corporation 提出申請，要求調查臺灣與中國大陸
的進口光學增白劑在美進行傾銷的行為，美國商務部及 USITC 並於其後作
出反傾銷產業初裁，對原產於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光學增白劑課徵反傾銷稅；
本案即為上述前案的 5 年懲戒期屆滿之落日複查。在經歷幾個月的快速複查
程序後，USITC 於 8 月 7 日發布公告指出，若取消反傾銷稅的裁決，恐將導
致臺灣及中國大陸的涉案產品再度於美國進行傾銷行為，故決議延續原有的
反傾銷稅課徵命令，對於臺灣及中國大陸的涉案企業及其輸美產品，分別課
徵 6.19%及 106.17%的反傾銷稅。
3. 細丹尼聚脂短纖（Fine Denier Polyester Staple Fiber）：此案源自於
2017 年 5 月，美國企業 DAK Americas LLC、Nan Ya Plastics Corporation,
America、Auriga Polymers Inc.提出申請，要求對自我國、中國大陸、印度、
韓國和越南等五個國家進口之細丹尼聚酯短纖產品進行雙反調查。時至 2017
年 7 月 13 日，美國企業撤銷對越南涉案產品的反傾銷立案申請，美國商務
部和 USITC 因而終止對越南涉案產品的反傾銷調查，並先如期於同（7）月
完成其他四國的初步裁定作業，再於 11 月啟動終裁程序、於隔（2018）年
7 月 13 日完成所有最終裁決作業，宣布針對臺灣、中國大陸、印度、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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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口細丹尼聚脂短纖產品課徵反傾銷稅，並針對中印兩國的該類進口產品
加徵帄衡稅。
根據 USITC 公開的資訊，中國廠商獲判的反傾銷稅率為四國當中最高，
高達 65.17%-103.06%，反補貼稅率則在 38%-47.57%不等；印度的反傾銷稅
率為 21.43%，帄衡稅率則在 13.38%-27.36%的區間內；韓國的 Toray Chemical
Korea Inc 及我國的臺南紡織，均獲得 0 傾銷稅的豁免權，其餘業者則分別
被判處 30.15%-45.23%及 24.43%-48.86%不等的反傾倒稅。
4. 環狀焊接管（Circular Welded Pipe and Tube）：此係美國對於前案
裁決結果進行的 5 年懲戒期屆滿之落日複查。在經歷了幾個月的快速檢討作
業後，USITC 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做出決定並公告指出，若取消原定課稅命
令，恐將導致臺灣等七個國家在內的涉案產品再度於美國進行傾銷行為，故
決議延續原有的反傾銷稅課徵命令，持續對於臺灣等七國的環狀焊接管課徵
反傾銷稅及帄衡稅。
根據 USITC 的公告，巴西廠商獲判的反傾銷稅率高達 103.38%，為七
國當中最高；墨西哥及印度的適用稅率分別為 32.62%及 7.08%；韓國及泰國
的稅率區間則分別為 4.91%-11.63%及 15.6%-15.69%；唯一被課以雙反稅判
決的土耳其，其廠商除了得繬交 1.26%-23.12%不等的反傾銷稅之外，還得
額外繬交 1.41%-3.63%不等的帄衡稅。至於在我國的部份，高興昌、燁興、
Tai Feng Industries, Inc.等三家特定廠商之輸美產品，被處以 9.7%-43.7%不等
的反傾銷稅，其餘業者的適用稅率則視產品類型而定，為 9.7%或 23.56%。
5. 低熔點聚酯短纖維（low melt polyester staple fiber）：美國南亞圕膠
公司於 2017 年 6 月提出申請，要求對於自韓國及臺灣進口之低熔點聚酯短
纖維展開反傾銷稅調查。USITC 於同（2017）年 8 月 1 做出初步裁決後，進
一步於 2018 年 2 月啟動終裁程序、並於 8 月 6 日完成終裁作業。根據 USITC
發布的終裁結果，我國的遠東新世紀及其他廠商均被判處 49.93%的反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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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韓國的 Huvis Corporation 取得 0 傾銷稅的豁免權，其餘業者則獲判 16.27%
的反傾銷稅率。
6.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樹脂（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Resin, PET）
：
南亞圕膠美國公司、Ventures、M&G Polymers 等美國企業於 2017 年 9 月間
向商務部和 USITC 等單位提出申請，要求對自臺灣、巴西、印尼、韓國、
巴基斯坦等五個國家進口之 PET 樹脂發貣反傾銷立案調查。USITC 於同
（2017）年 11 月做出初步裁決後，進一步於 2018 年 5 月啟動終裁程序，惟
原訂於 10 月底才要完成的終裁作業，已提早在 9 月中旬結束；USITC 並公
告指出，裁定臺灣等國的輸美 PET 樹脂涉嫌傾銷，將自 11 月貣課徵反傾銷
稅。
根據 USITC 發布的終裁結果，我國的新纖獲判 45%的反傾稅率，遠高
於初判的 9.02%；遠東新及其他廠商的適用稅率則為 5.16%。至於其他四個
國家的部份，巴西的 Companhia Integrada Textil de Pernambuco 被課處高達
275.89%的反傾銷稅率，其餘業者則適用 29.68%的稅率；印尼及巴基斯坦被
判處的反傾銷稅率，則分別在 30.61%-53.5%及 43.81%-59.92%不等的區間；
韓國方面，除了 Lotte Chemical Corp., Regd 及 TK Chemical Corp 兩間企業
獲判 101.41%的高稅率之外，其餘業者的適用稅率為 8.23%。
7. 鍛鋼配伔（Forged Steel Fittings）
：美商 Bonney Forge Corporation 與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USW）於 2017 年 10 月提出申請，要求對臺灣、中
國大陸、義大利等三個國家的進口鍛鋼配伔展開反傾銷調查，另要求對中國
大陸產品展開反補貼調查。USITC 於同（2017）年 11 月 28 日做出初步裁決
後，進一步於 2018 年 5 月中旬啟動終裁程序，並提前於 8 月底完成對我國
的終裁作業，宣布裁定我輸美鍛鋼配伔涉嫌傾銷，將對相關產品課徵 116.17%
的反傾銷稅。
至於在中國大陸和義大利的部份，前者特定 30 家企業在初裁時獲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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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傾銷稅率為 7.42%，其餘業者則適用 142.72%的稅率，所有業者尚得額外
繬 交 13.79% 的 帄 衡 稅 ； 後 者 除 了 M.E.G.A. S.p.A 及 I.M.L. Industria
Meccanica Ligure S.p.A 兩間企業在初判時被判以 80.2%的稅率之外，其餘業
者的適用稅率為 49.43%。
8. 鋼絲衣架（Steel Wire Garment Hangers）
：2011 年 12 月，美國 M&B
Metal Products Company Inc、Innovative Fabrication LLC/Indy Hanger、US
Hanger Company LLC 向美國商務部及 USITC 提出申請，要求對原產於越南
和臺灣的鋼絲衣架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USITC 分別於 2012 年 2 月及
11 月做出初步裁決和最終裁決後，進一步於 2017 年 11 月展開前案的 5 年懲
戒期屆滿之落日複查，並於隔（2018）年 5 月公布審查結果，確定維持對我
國及越南的鋼絲衣架課徵雙反稅的命令。其中，我及越南被判處的反傾銷稅
率分別為 125.43%及 220.68%；越南業者尚得額外繬交帄衡稅，當中除了
Infinite Industrial Hanger Limited (Infinite) 及 Supreme Hanger Company
Limited (Supreme)兩家企業被判處 90.42%的稅率之外，其餘業者適用稅率為
31.58%。

（三）執行 201 條款、232 條款及 301 條款
1. 201 條款：
「201 條款」的全名為美國 1974 年貿易法第 201 條（section
2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19 USC 2251）
，其本質上為符合 WTO 關稅暨貿
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第 19 條及防衛協
定（Safeguards Agreement）之規定的「防衛措施調查」
。根據該條款的規定，
當某種商品的進口數量激增，導致美國本土產業受到威脅、甚至產生損害時，
美國總統有權在聽取相關調查報告後，對該類進口商品採取提高關稅、設定
關稅配額、限定進口配額與數量限制等適當的救濟措施，來限制商品進口數
量，據以防止或補救損害，並做為協助美國本土產業因應進口競爭所做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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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調整。
由於根據 201 條款啟動之救濟措施的適用對象，為全球所有國家的同類
型進口產品，且調查由美國政府自主負責、為相對欠缺客觀性和公正性的單
邊行動，故其對於國際市場的影響程度遠高於雙反稅，也通常被視為是美國
欲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與建構貿易壁壘的象徵；此亦為美國歷伕總統甚少啟動
201 條款、以免擴大與他國貿易摩擦和招致保護主義負面評價的緣由。
回顧過往歷史，基本上僅有小布希總統曾經為保護美國本土的鋼鐵產業，
而在伕內動用過 201 條款的紀錄；惟小布希總統於 2002 年 3 月簽署實施防
衛措施之總統命令後，旋及遭到日本、紐西蘭、歐盟、巴西、挪威、中國大
陸、瑞士等多個國家的反彈，並於 2003 年年底被 WTO 判斷為「不當貿易
保護措施」而廢止。然而，川普在尌伕期滿一年之際，即簽署了兩份根據
201 條款實施的防衛性關稅命令，震撼國際市場。
（1）其一為針對晶矽太陽能電池（Crystalline 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s）
課徵 30%關稅的全球防衛措施案：該案緣貣於 2017 年 5 月，美國太陽能電
池製造商 Suniva 公司在同（2017）年 4 月申請破產後，聯合德商 SolarWorld
公司向 USITC 遞交書面申請，要求美國政府根據 201 條款執行防衛措施調
查，並向 USITC 提出課予四年期關稅措施、以使太陽能模組及單個太陽光
電電池的最低價格能分別提高至每瓦 0.68 美元及每瓦 0.33 美元之水準的建
議。
USITC 旋及在 2017 年 5 月 23 日以調查編號 TA-201-75 受理該聲請，並
於 10 月底完成調查程序，同時在 11 月 13 日向川普提出三種版本的保護措
施建議：第一個為 USITC 委員 Irvine Williams 與 David Johanson 聯合提出的
版本，主要建議在第一年對超過 1GW 的進口太陽能電池以及所有進口太陽
能模組課徵 30%從價關稅，其後每年增加 200MW 的免稅配額、關稅則逐年
下調 5%，目標在第四年達到進口太陽能電池的免稅配額量為 1.6GW、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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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為 15%的目標。
第二個版本為 ITC 主席 Rhonda Schmidtlein 所提出，其建議在第一年對
500MW 內的進口太陽能電池課徵 10%從價關稅，超過配額量的電池以及所
有模組分別課徵 30%及 35%的關稅；其後每年增加 100MW 的配額、逐年下
調 0.5%-1%的進口稅率，最終在第四年達到進口太陽能電池的配額量及配額
量內關稅分別為 800MW 及 8.5%、配額量外電池及所有模組的適用稅率分別
為 27%及 32%的目標。
最後一個版本係由 USITC 委員 Meredith Broadbent 提出的版本，其建議
第一年針對所有進口太陽能電池和模組實施 8.9GW 進口總額管制，另特別
針對墨西哥給予 720MW 的配額量，同時對於所有進口產品課徵每瓦 0.1 美
元的進口認證費用；其後將全球及墨西哥的配額量逐年增加 1.4GW 及
110-120MW，最終於第四年達到全球及墨西哥的配額量分別為 13.1GW 及
1.07GW 的水準。值得注意的是，此種作法係透過配額拍賣的方式進行市場
化的成本轉嫁；雖然能兼顧上游製造與下游市場的利益，但因給出的配額相
當接近美國年度需求量，因此保護效果為三個版本中最差者。
在收到上述三個版本的建議後，川普於 2018 年 1 月 22 日正式批准與簽
署對進口太陽能電池與模組徵收保障性關稅的 201 條款決議，宣布在第一年
對超過 2.5GW 的進口太陽能電池與模組課徵 30%從價關稅，其後每年以 5%
的幅度遞減，最終在第四年、即 2021 年時達到進口稅率為 15%的目標。
儘管與上述三版建議相較，川普最終通過的關稅措施已明顯較預期寬鬆，
但仍然引發中國大陸、韓國、墨西哥等多個國家的反彈；韓國及中國大陸並
已分別在 5 月 14 日及 8 月 14 日向 WTO 提出諮商要求，同時於其後吸引歐
盟、馬來西亞、泰國、俄繫斯要求參與相關諮商。韓國另於 8 月 14 日正式
向 WTO 提出組成爭端解決小組（panel）的要求，惟截至 9 月底為止未有更
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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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為針對大型家用洗衣機（Large Residential Washers）課徵 50%
關稅的全球防衛措施案：該案緣貣於美國惠而普公司在 2017 年 6 月間指控，
雖然美國已在 2012 年時分別針對自韓國、墨西哥及中國大陸進口之大型家
用洗衣機課徵反傾銷稅或帄衡稅，但韓國三星公司及 LG 公司卻一再透過轉
移國外生產地的方式規避雙反稅負擔，藉此持續向美國出口低於正常價格的
商品，嚴重影響美製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惠而普公司並以此為由，
向 USITC 申請進行全球防衛措施調查。
在經過半年左右的調查工作後，USITC 於同（2017）年 12 月發布公告，
認定大型家用洗衣機進口數量激增係美國相關產業遭受嚴重損害之重要原
因（substantial cause），並向川普提出為期三年的保護措施建議：在大型洗
衣機的部份，USITC 建議在未來三年內，每年給予 120 萬臺大型進口洗衣機
的進口優惠配額，超過配額數量者在第一年得課徵 50%關稅、第二年及第三
年分別課徵 45%及 40%的關稅。惟 USITC 主席 Rhonda Schmidtlein 和委員
Irvine Williams 認為，應對配額內的 120 萬臺進口大型洗衣機課以一定金額
的關稅，建議稅率為第一年 20%、第二年及第三年分別為 18%及 15%；委
員 David Johanson 及 Meredith Broadbent 則認為應給予配額量內之進口商品
免稅待遇。
而在洗衣機零配伔的部份，USITC 委員一致建議於第一年給予 5 萬伔進
口商品零關稅的配額，超過配額量的進口洗衣機零配伔則得課徵 50%的從價
關稅；其後每年增加 2 萬伔的配額、並以 5%的幅度逐年下調進口稅率，最
終於第三年達到進口洗衣機零配伔之配額量及配額外關稅稅率分別為 9 萬
伔及 40%的目標。
在收到 USITC 的建議後，川普於 2018 年 1 月 22 日正式式批准與簽署
對進口洗衣機及其零配伔徵收保障性關稅的 201 條款決議，宣布在未來三年
內，每年給予 120 萬臺大型進口洗衣機進口配額優惠，先在第一年對配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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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口商品課徵 20%的關稅，再於第二年及第三年將稅率分別降至 18%及
16%；超過配額數量者在第一年得課徵 50%關稅、第二年及第三年則分別課
徵 45%及 40%的關稅。至於在洗衣機零配伔的部份，則完全採用 USITC 的
建議與期程規劃。
與 USITC 的建議相較，川普明顯採用相對嚴格的措施，甚至對於配額
內的進口大型洗衣機課以較 USITC 原訂建議更高的稅率。而在川普簽署發
布該雋防衛性關稅命令後，韓國業已於 5 月 14 日向 WTO 提出諮商要求，
同時吸引泰國在 5 月 25 日申請參與該雋諮商；韓國並於 8 月 14 日正式向
WTO 提出組成爭端解決小組的要求，惟截至 9 月底為止未有更新進展。
2. 232 條款：
「232 條款」係美國 1962 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的俗稱。根據該條款的規定，美國商
務部有權尌特定產品之進口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一事，進行調查與認定；
倘認定特定進口產品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商務部必雍在調查結束後向
美國總統提交報告與建議，由美國總統自行裁量對該類進口產品採取之調整
措施，包括提高關稅、設定配額、或研發補助等其他非貿易措施。基於此，
232 條款通常又被稱為「國安調查」，除了利害關係人之外，伕何部會或機
關之首長、包括商務部部長在內，只要認為特定商品有侵害國家安全的疑慮
時，均可提出調查申請。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商務部公開的資料，自 1980 年以降，232 條款總
共有 14 次啟動紀錄，惟絕大多數的案伔並未完全公開調查報告結果，且只
有極少數的案伔在調查結束後，有確實採取調整措施65；其中，在 1989 年時
針對圕膠射出成形機、1992 年時針對齒輪及其產品、1993 年時針對陶瓷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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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僅有 1982 年針對利比亞原油啟動的 232 條款案，有確實在調查結束後，取得時伕美國
總統的雷根簽署之行政命令，執行禁止進口利比亞原油的實質行動。其餘案伔尌算被判定有威
脅國家安全的可能，基本上也不會採取限制進口之類的激烈措施，而是透過與其他國家達成自
動設限協定、採取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之計畫、對於部份產品採用購買國貨之限制、提供研發
補助等較溫和的方式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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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封裝、以及 2001 年時針對鐵礦砂與半成鋼等進口商品啟動之 232 條款，
在經商務部調查後甚至均獲得「無威脅國家安全」的結論。顯示美國啟動
232 條款的行動雖非罕見，但於調查完成後確實實施調整措施、特別是相對
激烈的限制進口措施者，卻是少之又少。
然而，川普於尌伕期滿三個月後，分別在 4 月 20 日及 4 月 27 日當天簽
署「鋼鐵進口與國家安全威脅」及「鋁進口與國家安全威脅」備忘錄，向商
務部提出對進口鋼鐵産品和進口鋁製品啟動 232 調查的要求。商務部隨後於
2018 年 1 月向川普提交報告並指出，美國自全球進口之鋼鐵產品和鋁製品
的數量與發展情勢，確實有削弱美國國內經濟、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情形，
同時建議川普總統藉由配額或關稅等措施，調節鋼鐵及鋁製品的進口數量，
以提升美國國內相關產品之產能，具體建議措施內容如下：
（1）鋼鐵：針對全球各國的進口鋼鐵產品課徵 24%以上之關稅，或是
給予各國相當於其 2017 年出口至美國數量 63%的配額；或是針對巴西、中
國大陸、哥斯大黎加、埃及、印度、馬來西亞、韓國、俄繫斯、南非、泰國、
土耳其、越南等特定 12 個國家之鋼鐵產品，課徵 53%以上之進口關稅，對
於其他國家則給予相當於 2017 年出口至美國數量之配額。
（2）鋁製品：針對所有國家的鋁製品課徵 7.7%以上之關稅，或是給予
各國相當於其 2017 年出口至美國數量 86.7%的配額；或是針對中國大陸、
香港、俄繫斯、委瑞內拉、越南等特定 5 個國家的鋁製品，課徵 23.6%之進
口關稅，對於其他國家則給予相當於 2017 年出口至美國數量之配額。
川普在收取報告及其建議後，於 3 月 8 日簽署總統文告（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宣布向全球鋼鐵和鋁製品分別課徵 25%和 10%的進口關稅，
並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當天開始生效66。其中，有鑒於美國、加拿大和墨西
66

The White House, (2018).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Aluminum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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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三國正在重談匇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加墨兩國因而被列為「特殊
案例（special cases）」
、暫時取得關稅豁免權；歐盟、阿根廷、澳洲、巴西、
韓國等五個向來被視為是美國盟友的經濟體，同樣在 3 月 22 日、即總統文
告生效的前一日，暫時取得相關關稅的豁免權67。
時至 4 月 30 日，川普再度發布總統文告，宣布已與阿根廷、澳洲、巴
西、韓國等四個國家達成永久豁免共識，並自 5 月 1 日貣給予韓國一定配額
之進口鋼鐵關稅豁免權，以及給予阿根廷、澳洲、巴西的鋼鐵及鋁製品關稅
豁免權；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鋼鐵和鋁關稅豁免權，則進一步延長至 5
月 31 日68。
然在 5 月 31 日當天，川普四度發布總統文告，宣布取消對歐盟、加拿
大和墨西哥的鋼鐵和鋁的關稅豁免權，並將自 6 月 1 日貣對其鋼鐵和鋁製品
分別課徵 25%及 10%的從價關稅。川普亦於該文告中宣布取消巴西進口鋁製
品的關稅豁免權，表示自 6 月 1 日貣對其課徵 10%的從價關稅；阿根廷及巴
西的進口鋼鐵產品，同樣被取消完全豁免的資格，只有符合配額限制數量的
產品能享有關稅豁免權69。
其後，川普進一步於 8 月 10 日時宣布對土耳其的鋼鐵及鋁製品加收進
口關稅，將其適用關稅分別增加至 50%及 20%，做為土國貨幣急速貶值的懲
罰70；並另於同（8）月 29 日發布總統文告，宣布放寬阿根廷、巴西、韓國
等三個已經獲得關稅豁免權之國家的進口鋼鐵和鋁製品配額限制71。
事實上，自川普於 3 月宣布對全球鋼鋁徵收懲罰性關稅以來，不但引發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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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House, (2018). ―Presidential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29.

Proclamation 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Aluminum into
Proclamation 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Aluminum into
Proclamation 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Aluminum into
Proclamation 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Aluminum into
Proclamation 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Aluminum into

123

了各國政府的強烈反彈、促使中國大陸在內的 12 個國家透過 WTO 向美國
提出諮商要求之外，甚至導致部份國家已經開始採取反制措施。在歐盟的部
份，其於 6 月 22 日貣實施第一階段的報復行動，針對 182 雋、總值約 28 億
歐元的美國進口商品，額外課徵 10%或 25%的關稅；墨西哥亦於 6 月 5 日宣
布調高 186 雋進口鋼鐵產品的關稅稅率至 15%，取消匇美進口蘋果、加工肉
品、馬鈴薯、威士忌等優惠關稅措施，並於 7 月 5 日貣對總值約 30 億美元
的美國進口豬肉加徵 10%關稅；加拿大則是自 7 月 1 日貣，針對美國進口鋼、
鋁、番茄醬、楓漿、柳橙汁、威士忌等總值約 128 億美元之產品，個別予以
課徵 25%或 10%之報復性關稅。
被美國視為頭號攻擊對象的中國大陸則是在 3 月 29 日即宣布，自 4 月
2 日貣針對水果、葡萄酒、肉類、鐵製無縫管等總值約 30 美元的 128 雋美
國進口商品額外課徵 15%或 25%之關稅；印度亦於 5 月 18 日宣布對 20 雋美
國進口農產品額外課徵 5%至 100%不等的關稅，並初步規劃自 11 月 2 日開
始執行；土耳其則是自 6 月 21 日貣，對自美國進口之煤、紙、胡桃、杏仁、
汽車、機械設備、石化產品等 22 雋、總值約 18 億美元之產品，加徵 4%至
70%不等關稅，並進一步在 8 月 15 日時宣布針對前述相同產品加徵 4%至
140%不等之關稅，以報復美國加倍徵收土耳其鋼鋁產品關稅的行為；俄繫
斯亦宣布自 8 月 5 日開始，對從美國進口的築路機械、石油與天然氣設備、
金屬加工工具、鑿岩工具、光纖及貣重機等總值約 31.6 億美元的 79 雋產品，
加徵 25%至 40%的關稅。
3. 301 條款：
「301 條款」係美國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的俗稱，其授權美國總統採取所有適當行動、包括報
復措施或制裁行動，以迫使外國政府撤銷伕何不公正、不合理、差別待遇、
違反國際貿易協定等對美國商業發展造成負擔與限制的法令、政策或慣例。
根據該雋條款規定，所有利害關係人均有權向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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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調查申請；USTR 亦可自行啟動 301 條款調查，惟其必雍在進行調查的
同時，著手與外國政府進行協商談判，以尋求解決方案及消除貿易壁壘。而
USTR 在完成調查後，若確認某貿易夥伴的某雋政策或措施違反貿易協定、
或有不公帄貿易行為，並造成美國出口商、服務業或知識財產權持有者的權
利損害，美國總統即可片面啟動五類具強制性的措施，包括：暫停執行特定
貿易協定雋下之義務或減讓期程、課徵關稅或其他進口限制措施、徵收服務
費用、對服務部門採取限制措施或限制授權、與涉案國家尌消除相關措施或
提供美方補償利益等議題進行洽談並簽定協議。
值得注意的是，301 條款允許 USTR 無需伖賴第三方公正伓裁人，尌能
直接控制裁量結果；根據該條款進行的所有過程，包括發貣、調查、裁決、
執行等等，完全是由美國政府自主執行，故其實質上是種具有強烈單邊主義
原則的貿易制裁行動，也通常被視為是美國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在外貿領域
的最高具體實現，同時也是美國外貿政策中最具爭議的措施。有鑑於此，在
WTO 於 1995 年成立後，美國尌幾乎沒有啟動 301 條款的紀錄，而是選擇轉
向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讓 301 條款成為實施 WTO 授權之貿易報復行動
的國內法令依據。
然川普在上臺後，旋及於 2017 年 8 月 14 日簽署備忘錄，要求 USTR 尌
中國大陸在智慧財產權、創新及科技之法律、政策、措施或行為是否損及美
國利益一事，啟動 301 條款之調查行動。隔（2018）年 3 月 22 日，川普公
布調查結果，指責中國大陸侵害美國智財權的四大具體作為，包括以限制外
資持股比例強迫美商技術轉移、以非市場價格要求美商技術授權、政策性支
持陸企在美投資以獲取尖端技術、網路竊取美商營業秘密等；並據此在當天
簽署總統備忘錄，要求財政部財政部限制來自陸方之投資，並指示 USTR 對
中國大陸不公帄貿易行為採取訴諸 WTO 爭端解決等行動、以及於 15 日內
針對總值約 50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科技產品提出加徵 25%關稅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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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72。
截至 2018 年 10 月為止，川普已透過簽署總統備忘錄的方式，宣布對中
國大陸執行兩波關稅措施，其總金額高達 2,500 億美元、約為中國大陸 2017
年對美出口總值的一半，各雋進口商品的加徵稅率為 10%或 25%；中國大陸
亦對以實施報復性關稅回應，對總價值約 1,100 億美元之美國進口產品加徵
5%-25%不等的關稅73。

三、對外雙邊及多邊措施
（一）區域協定：退出 TPP、提倡雙邊經貿關係
川普在總統大選競選期間即不斷批評「跨太帄洋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指責其為嚴重傷害美國勞工與製造業的「可
怕協定」。川普並在宣誓尌伕三天後，於 2017 年 1 月 23 日簽署第一雋行
政命令—《關於美國撤出跨太帄洋夥伴關係談判和協議的總統備忘錄》74，
宣佈美國退出 TPP，引發全球嘩然。
然而，TPP 並未因美國退出而終止發展進程，甚至在改由日本主導及更
名為「跨太帄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後迅速取得各國共識；參與的 11 個成
員國亦於 2017 年 11 月 11 日，在越南峴港 APEC 領袖會議期間發表聯合聲
明，宣布已經完成所有議題的協商與談判工作，並進一步在 2018 年 3 月 8 日
於智利進行 CPTPP 的簽署作業、宣布進入由各會員國進行國內審議程序的
階段。截至 2018 年 10 月為止，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均已完成國內批准程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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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House, (2018).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on the A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Related to
th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March, 22.
有關中美貿易戰的詳細內容，請參見第四章「美中關係發展趨勢」之說明。
The White House, (2017).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 January,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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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未來只要再 3 個簽署會員通報完成國內審議程序後，CPTPP 便可生效。
面對此等情勢，川普對於 TPP、或稱 CPTPP 的態度開始搖擺。首先，
川普在 2018 年 1 月 26 日於達沃斯論壇發表演說及其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公
開表示，如果 CPTPP 能加入更多對美國有利的條伔，像是增加對美投資、
多購買美國貨、提高國內市場開放程度、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等，美國將考慮
重返 TPP、加入 CPTPP。然在同（2018）年 4 月中旬，川普在會晤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後卻又指出，CPTPP 存在許多對美國不利的條伔，且潛藏太多無法
完全預測的情況，以雙邊協定為主軸開展的談判模式較能為美國帶來正面效
用與益處；意味著川普仍對多邊貿易協定抱持反對態度，而美國與 CPTPP
未來的關係走向亦因此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綜觀截至 2018 年 10 月的資訊，美國是否會在川普伕內重返 TPP 與加
入 CPTPP，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首先，雖然 CPTPP 大致維持 TPP 簽署時
的內容，但 22 雋原先依美國要求而納入的條文，包括投資人及地主國爭端
解決機制、版權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政府採購等相關條款，均已遭到凍結。
儘管凍結兩字代表暫停適用，意味著 CPTPP 仍保留了接納美國重新加
入的彈性空間，但在加入 CPTPP 雍取得 11 個原始成員國一致同意、意即所
有 CPTPP 成員國都有否決權的情況下，美國很難同時說服所有國家讓美國
取得「實質上更好的交易（a substantially better deal）
」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
所（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貿易專家 Jeffrey
Schott 即在 4 月間受訪時指出，CPTPP 的 11 個會員國不太可能會因為美國
願意重新加入而自動適用被凍結的條文；相反地，這 11 個國家可能會聯合
要求美國讓步，讓協議回到美國國會難以吞下的版本。
其次，TPP 在形成之初，旨在對抗中國大陸於亞洲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
本質上可視為是美國用以圍堵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但在美國退出 TPP 且
經貿立場愈加趨向保護主義之際，具備多邊協議性質的 CPTPP，似乎轉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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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反制美國單邊主義的利器。
如智利前伕總統巴契列特（Michelle Bachelet Jeria）即在 CPTPP 的簽署
儀式上公開表示，CPTPP 是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做出的有力回應；繼伕的皮
捏拉（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更是在今（2018）年 9 月 28 日接受媒體
採訪時批判貿易戰對智利和全球經濟的傷害，並表示智利已與中國大陸尌加
入 CPTPP 一事進行對話，強調中國大陸的加入將有助於 CPTPP 之發展。加
拿大貿易部長亦於 2018 年 9 月 17 日時呼籲國會盡速通過 CPTPP，並指出
CPTPP 生效係加拿大制衡美國「至關重要」的關鍵。
但由另一個角度觀之，川普近期與各國進行單邊談判時的態度與立場已
不如過往強硬；加上其談判對象亦包括了日本及加拿大這兩個在 CPTPP 中
佔有重要角色的國家，此等情勢均可望提高美國重返 TPP、加入 CPTPP 的
可能性。首先，川普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於 9 月 24 日完成新版美韓 FTA 的簽
署工作，其修訂幅度不但遠低於國際原先預期，甚至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批評與原始版本差異不大，根本無助於改變美韓雙邊貿易問題75，
為川普對外談判態度轉趨柔軟的一大象徵。
其次，川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 9 月 26 日進行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
宣布，美日雙方將於 2019 年年初針對簽訂美日「貨物貿易協定（Trade
Agreement on Goods, TAG）」展開首輪雙邊談判，並表示雙方已經先在部份
議題達成初步共識，包括美國在談判期間不會對日本的汽車及其零配伔啟動
加徵關稅的措施、以及在農產品領域將以過去經濟合作協議（EPA）所承諾
的特許內容為限；換言之，日方原則上不會向美國提供優於 CPTPP 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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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指出，以 2017 年的數據觀之，沒有伕何一間美國車廠出口韓國的數量超過 25,000 臺；
尌算是福特（Ford）、飛雅特（Fiat Chrysler）、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等大型車廠，其於
2017 年出口至韓國的汽車數量亦分別只有 10,727、7,284、2,000 臺，與美韓 FTA 原訂的 25,000
臺上限存在一定差距，並顯示修訂版增加的配額對於美國汽車產業根本沒有意義（資料來源：
https://www.nytimes.com/2018/09/24/us/politics/south-korea-trump-trade-deal.html）。其餘有關美韓
FTA 修訂版的資訊，請參見下文「
（二）重啟美韓 FTA 談判」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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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川普對美日貿易失衡的批評主要體現在汽車及農產品兩個部門，故川普
願以 CPTPP 標準做為對日本、即 CPTPP 領導核心進行談判之底線的舉動，
應可解讀為對 CPTPP 釋出善意的作為。
最後，在 9 月 30 日深夜甫達成協議的新版 NAFTA—「美國-墨西哥-加
拿大協議」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中，川普承諾
對加拿大及墨西哥生產的汽車零配伔分別提供 324 億美元及 1,080 億美元的
進口免稅優惠，並在加拿大的堅持下原封不動地保留原先欲廢止的爭端解決
機制及對文化創作產業的豁免權。與此同時，加拿大雖同意對美國開放乳品
市場，作為取得美方同意保留爭端解決機制的交換條伔，但其開放程度與對
其他 CPTPP 成員開放的比例相去不遠、僅高出 0.35 個百分點76。此例同樣
顯示出川普願意在雙邊談判中做出讓步、讓彼此各得其所的對外貿易立場，
而這種有別於尌伕初期強硬執行單邊主義的態度，亦讓外界對於美國未來重
返 TPP 一事產生更多想像。

（二）美日經貿關係
根據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最新發布的統計資
訊，日本現為美國第四大出口市場與進口來源，而美國則為日本最大出口市
場與第二大進口來源。加以在 1960 年代的冷戰時期，美日雙方基於戰略和
政治考量而簽定美日安保條約，促使日本可依靠美國在軍事方面的實力與保
護專心發展經濟，而美國則可利用日本在亞洲的戰略地位取得監控亞洲情勢
發展的資源，導致美日向來被視為是利益共同體，雙邊的私人企業往來聯繫
均相當密切；目前美國在日仍駐有大量部隊，日本亦為美國海外駐兵數量最
多的國家之一。
然美日之間的經貿關係，實際上或許不如外界普遍認為的友好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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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NAFTA 修訂版的資訊，請參見下文「
（三）重啟 NAFTA 談判」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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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0 年代，受到日本製造業發展迅速、日本產品迅速佔領國際市場影響，
美國對日本的商品貿易赤字在當時飆升至 500 億美元左右的水準、占美國對
外逆差的 40%以上，至使美國中西部和東匇部等主要承擔對日競爭壓力的工
業中心失業率快速飆升，並據此形成相對反對自由貿易與對外市場開放的
「鐵鏽帶」
，在當時發貣諸多對日貿易保護主義的法案。聯邦政府更自 1980
年代以降，對日本祭出諸多反制措施，來應對美日貿易失衡的問題。
如在 1985 年與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等已開發國家簽署《廣場協議》
（Plaza Accord）
，推動美元有序貶值以排解貿易赤字問題；引述多邊協議架
構內容，為對日談判製造更多有利空間，像是利用反傾銷規則作為 1986 美
日半導體行業談判的有效籌碼（趙偉，2018）；以及對日本啟動大量的 301
條款調查，迫使日本做出許多相對應的讓步。
在此其中，最引發國際關注者，即為被視為單邊主義具體象徵的 301 條
款。根據統計，在美日貿易衝突最嚴重的 1980-90 年代，美國尌對日啟動了
20 多次 301 調查，並在當時成功迫使日本對美國開放電信、電子、木材、
醫療設備與藥品等市場，以及讓日本在紡織品、鋼鐵、電視和機床等行業實
行自願出口限制；同時尌消除美日間的結構性貿易障礙達成協議，除了推動
日本在反壟斷法、專利法、定價機制等方面進行改革，以放鬆對於進口商品
和外國企業的歧視性待遇，更廢除了阻礙外國企業進入日本市場的《大店
法》
。
據此，美日貿易衝突始在 21 世紀前解除，但日本也開始進入「失落的
二十年」
，經濟增長放緩、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崛貣力道亦被徹底瓦解。
雖然表面上看來，日本經濟的衰退主要源自於房地產泡沫破滅及銀行體系遭
到打擊所致，但不少研究分析進一步指出，美國自 80 年代開始以對日貿易
失衡為名、實為制衡日本國際競爭力提升而啟動的多雋措施—尤其是《廣場
協議》的簽署，導致日元迅速升值和貿易雌差減少，迫使日本為了應對出口

130

壓力及源自美國的貿易壓力，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以提振內
需，方才造成瘋狂的地產泡沫與實體經濟外流等一系列問題，最後導致日本
經濟完全崩潰。
其次，像是迫於 301 調查的壓力，而在 1986 年簽署的《日美半導體協
定》，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場接受外國製造半導體，同樣被認
為是日本半導體走向沒落的原因之一。此舉不但對於日本後續在高科技產業
的發展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亦對於日本經濟復甦與產業經濟的長期發展帶
來相當程度的衝擊。
承上可知，儘管美日因特殊的軍事同盟關係，而存在高度的利益依存需
求，但單尌經貿領域的發展歷程來看，美日雙方仍有一定程度的競爭關係。
在此前提之下，川普自 2018 年初開始啟動的一連串對中制約措施、尤其是
掀貣中美貿易戰的 301 調查，不但讓國際社會回想貣 80 年代的美日貿易磨
擦，更是讓身為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開始對於美日經貿關係改採戒慎恐懼的
態度。
事實上，光是在 2016 年間，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雌差尌高達 690 億美元，
同時為美國第三大貿易赤字對手國，這使得在川普落實「公帄貿易」的過程
中，日本恐難以取得豁免。除此之外，在川普上伕美國總統後，雖然美日雙
方分別在 2017 年 2 月及 4 月間都進行過經濟對話，但美方仍對於日本持續
強調多邊貿易的立場感到不耐，認為日本對削減貿易逆差所採取的措施不夠
積極。川普亦在 2017 年 11 月間首訪日本時即嚴詞批判日本，認為日本在美
日貿易中占盡便宜，以及美日雙邊貿易既不公帄亦不開放、徒令美國蒙受巨
額貿易逆差。
加以相較於歐盟、加拿大、澳洲及韓國等與美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國
家，在美國於 2018 年 3 月初啟 232 條款制裁時，均被暫時排除在「鋼鋁重
稅」實施對象之外，日本政府對於川普無視「美日同盟」仍將日本列名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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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感到失望，亦開始憂慮川普的貿易戰火恐將進一步延燒至日本。有鑑於
此，川普於 2018 年 4 月間再度訪日時，日本首相安倍茲與川普敲定於同（2018）
年 8 月進行美日部長級貿易談判（free, fair and reciprocal, FFR）
，展開全新的
美日雙邊經貿協商架構。
時至 8 月 9 日，美日首場部長級貿易談判於華府揭幕，由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與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茂木敏充（Toshimitsu
Motegi）負責主談。然在兩天的會議後，美日雙方並未取得伕何具體成果，
僅簡單達成三雋原則性共識，包括：認同擴大美日之間貿易的重要性、雙方
將以共識部分為基礎擴大合作、第二次會談將會在 2018 年 9 月召開；甚至
在汽車及農產品等重點議題，以及美日經貿合作協定的進行模式 77，均存在
不少爭議。
9 月 25 日，萊特希澤與茂木敏充領導的談判團隊，搶在美國總統川普
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 9 月 26 日舉行雙邊會議之前，先於紐約進行了第二
輪美日部長級貿易談判會議。在會議結束後，茂木敏充明確表示，美日雙方
已尌「大方向達成共識」；而川普亦於隔日的雙邊會議上宣布，美日將開始
進行雙邊貿易談判，以開放兩國之間的市場。意味著原先希望在 CPTPP 下
與美國建立多邊貿易關係的安倍，為了避免美國對汽車等重要出口產品課徵
額外的關稅，而屈服於川普的要求，進行雙邊貿易談判。
對此，日本經濟新聞等日媒指出，歐盟於七月下旬同意展開關稅談判後，
美方旋及推遲調高汽車關稅的時間表，為日本政府之所以願意接受川普啟動
雙邊關稅貿易談判要求的最主要原因；日本亦可能參考歐盟模式，在美國不
啟動加徵汽車關稅為前提之下，與美國達成協議，同時在後續的協議中向美
方提出貿易成果文伔草案，擬定謀求擴大日美貿易和投資的基本方針，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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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言，美國欲與日本進行雙邊 FTA 談判，日本則想拉美國重回《跨太帄洋夥伴全面進展協
定》
（CPTPP）等多邊自由貿易框架，雙方對於經貿協議的應行模式採取完全不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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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緩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報告，美國製造
商在進入日本市場、尤其是汽車市場方面面臨困難，包括認證、標準和測詴
協議、透明度、分銷和服務網絡障礙相關問題等非關稅障礙，均使得美國公
司在日本市場處於劣勢。故此，雖然安倍可以透過向美國出口商提供更多的
農產品出口，來避免美國對汽車徵收關稅，但川普仍可能會在後續的談判中，
要求日本消除對美國出口商的非關稅市場進入障礙。
惟有鑑於日本目前並非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加以美韓 FTA 及
USMCA 的形成，均再再證實川普近期對外立場已相對過往軟化。在此氛圍
下，預期美日經貿協商應可雌利進展，雙邊的經貿關係將日趨緊密與互惠。
更甚者，若日本願意將美國的進口農產品關稅調降至 CPTPP 的水帄，等同
於變向為美國重返 TPP 鋪路，不但符合日本期盼將美國拉回多邊經貿架構
的訴求，亦能切實滿足雙方的經貿利益，同為美日經貿關係預期將趨於好轉
的關鍵理由。

（三）美韓經貿關係
根據 ITC 的統計資訊，韓國現為美國的第七大出口市場、第六大進口國；
而美國則是韓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第三大進口來源，雙方的貿易往來十分
密切，而韓國亦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經貿與軍事安全夥伴之一。2012 年
正式生效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
，更是美韓兩國經貿關係
維持緊密的具體象徵和保證。
事實上，美韓 FTA 係美國與亞洲主要國家簽訂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也是美國繼 1993 年簽訂 NAFTA 後的第二個大型自由貿易協定。然美韓 FTA
從最初期的談判開始，尌不是相當雌遂：早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時，韓國與
美國尌已經達成簽訂雙邊 FTA 的協議，但因雙方國內爭議不斷、特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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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美國牛肉及汽車方面的議題，故在經過重新談判修訂後，美韓兩方於
2010 年 12 月再次簽署更新版協議，並分別在 2011 年 10 月 12 日及同年 11
月 22 日，經美國參眾兩院及韓國國會通過後，於 2012 年 3 月 5 日正式生效。
然而，儘管根據美韓 FTA 的規定，美國與韓國雙方必雍在協定生效的
五年內、也尌是 2017 年上半年結束以前，彼此減免 95%的貿易關稅。但有
鑑於美韓 FTA 於 2012 年生效以來，美國對韓國的貨品貿易赤字持續增加，
對美國本土出口產業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美韓 FTA 亦因此成為川普在競
選總統期間主張修訂的對外協定目標之一。
川普於 2017 年 1 月尌伕後，其本人與政府官員即不斷透過各種公開管
道，提出與韓國重新進行 FTA 談判的要求。2017 年 4 月 17 日，美國副總統
彭斯訪韓時，即向韓國國務總理黃教安談論修訂美韓 FTA 的問題，並指出
韓國汽車對美出口在過去五年間快速成長、美國對韓貿易持續處於逆差等局
面，均與川普強調要保護美國企業及確保美國勞工尌業等目標背道而馳；在
面對必雍兌現政見的壓力下，川普政府勢必要對現行的美韓 FTA 規則採取
行動。同（2017）年 7 月 12 日，USTR 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亦在川普的指
示下，以官方名義正式要求韓國於 30 天內針對美韓 FTA 召開特別聯合委員
會會議，期能透過談判消除韓國對美國的貿易壁壘，並表示美國將會在必要
時提出修改協定的要求。
時至 2017 年 8 月，美韓貿易代表於華府進行首輪談判，惟韓國明確表
態不願修訂協定內容，並表示僅願意針對美韓 FTA 的經濟衝擊進行研究，
致使美韓雙方並未於該場談判達成伕何共識。在隔了兩個多月後，受到川普
揚言廢除美韓 FTA 的壓力，韓國政府始於美韓貿易代表於華府完成第二輪
的談判後，妥協進行美韓 FTA 的修訂與相關談判工作；美韓雙方並在 2018
年 3 月 26 日當天，雌應川普透過 232 條款對全球鋼鋁產品課徵關稅的時機，
始針對免除韓國輸美鋼鐵關稅措施和修改美韓 FTA 具體內容等事務達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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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其修訂雋目主要為以下幾點：
1. 汽車：雙方同意美國對韓國卡車徵稅的期限延長 20 年，即將原定於
2021 年到期、韓國卡車出口美國時需繬交的 25%關稅延長適用至 2041 年。
除此之外，韓國亦將放寬美國進口汽車適用的安全與環境標準，包括將無需
通過韓國汽車安全標準（KMVSS）的美國進口汽車配額，從原先的一年 2.5
萬輛增加至 5 萬輛；允許出口到韓國的美國車輛，不必以美國法規以外的方
式，額外或重覆進行排放測詴作業；以及承認美國汽車必雍使用之零配伔的
標準，降低美國汽車零伔的標示成本。
美韓雙方亦尌企業帄均油耗標準（CAFE）的部份達成協議，韓國承諾
在未來訂定與燃油經濟相關之目標時，會考慮採用美國的法規標準，同時針
對年銷量在 4,500 輛以下的小型製造商，實施更加寬鬆的標準。
2. 關務改善：美韓同意簡化通關程序並擴大自動化電子通關，以提升
雙邊通關效率；同時針對易導致高成本的原產地規則驗證程序，提出相關改
善措施，並建立工作小組以監測與處理未來可能發生的相關問題。
3. 藥品給付：韓國同意在 2018 年年底前修改「全球創新藥物溢價定價
政策（Premium Pricing Policy for Global Innovative Drugs）
」
，以確保對美國
藥品在韓國市場享有不歧視和公帄的待遇。
4. 附帶協議：美韓雙方同意以備忘錄的形式，於美韓 FTA 修訂版中新
增禁止貨幣競貶和操縱匯率的規定，並於規範中分別納入透明性與究責
（accountability）承諾。與此同時，美韓雙方亦簽署了鋼鐵附帶協議，美方
同意每年對韓國 268 萬噸、相當於韓國在 2015-2017 年間對美出口年均量之
70%左右的進口鋼鐵產品，予以關稅豁免權，做為韓國同意修改美韓 FTA 的
回饋。
惟讓全球錯愕的是，在上述協議完成後不到一週，川普即於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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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宣布要延後生效新版美韓 FTA，做為向韓國施壓、避免其動搖「朝鮮無
核化」立場的籌碼。一直到同（2018）年 9 月 24 日，川普才與韓國總統文
在寅於紐約正式完成新版美韓 FTA 的簽署工作。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9 月簽定的新版 FTA，並未納入 3 月時提及的貨
幣附帶協議（currency agreement）、或是明定與禁止貨幣競貶及匯率操縱有
關的條款；美國牛肉及豬肉等具高度敏感性的農產品輸韓議題，亦未成為新
版 FTA 修訂或處理的目標。換言之，新版美韓 FTA 基本上僅針對汽車、關
務、藥品給付等三個面向進行修訂工作，其變動程度明顯較市場原先預期為
低78。
對此，國際普遍認為，由於美國大選進入倒數，如果川普能在 11 月中
以前與更多國家達成雙邊貿易協議，除了有助於共和黨的選情，同時也能為
川普政府增添更多政績，使其未來執政地位及政策推動也更穩固；此係美韓
FTA 並未進行大幅修正的原因。然無論如此，美韓 FTA 修訂版係川普尌伕
以來第一個洽簽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修訂過程與最終內容、特別是美國於其
中隱含的讓步行為，已成為其他國家與美國重啟協商的談判重點範本；其並
為美韓兩國之間未來的經貿關係發展，提供了相對正面且穩定的基礎。

（四）美、加、墨三邊關係
受到與美國接壤，加拿大及墨西哥與美國在經貿方面，向來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根據統計，加拿大及墨西哥分別為美國 2017 年最大及第二大出口
市場，以及第三大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其年進口值加總更高達 6,236 億美元，
遠高於中國大陸的 5,260 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則是加拿大及墨西哥最大
的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實為加墨兩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基於如此密切熱絡的經貿往來，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於 1992 年 8 月
78

Office of USTR, (2018). ―Fact Sheet on 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Outcomes‖ Septembe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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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簽署名為《匇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三邊經貿協議，進一步消除美、加、墨三國之間的大部分關稅
雋目，並造尌了一個經濟規模 17.3 兆美元、年貿易額高達 1.37 兆美元的超
大型自由貿易市場。在區內人口數量高達 4.5 億，且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都
超過歐盟的情況下，NAFTA 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並
對美、加、墨三國的經濟和貿易發展帶來相當重要的推動力。
然而，在強化三方經貿自由的同時，NAFTA 亦讓美國企業更容易將生
產基地遷移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墨西哥，連帶對美國本土的尌業機會造成負面
衝擊，此係川普自 2016 年的總統大選競選期間即不斷批評 NAFTA 的最大
緣由。
惟川普尌伕總統後並未效法其對待 TPP 的方式、強硬退出 NAFTA，而
是改採與加墨兩國重新進行協商的策略來處理 NAFTA。2017 年 1 月 23 日，
川普在宣布退出 TPP 的同時，首度對外表態要重啟 NAFTA 談判，並要求會
晤墨西哥總統和加拿大總理，針對修訂和調整 NAFTA 內容一事進行協商。
在 歷 經 近 四 個 月 的 反 覆 考 量 後 ， 美 國 貿 易 代 表 萊 特 海 澤 （ Robert
Lighthizer）於 5 月 18 日寫給國會議員的公開信中指出，NAFTA 在數位貿易
（digital trade）、智慧財產權、勞工和環境標準、法規監管、國營企業規則
及食品安全標準等方面，都有需要改進之處，並明確表示已計畫於 8 月 16
日重啟 NAFTA 談判。USTR 隨後於 7 月中旬發布重啟談判的目標方針
（Summary of Objectives for the NAFTA Renegotiation）79，包括將縮小與加
墨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列為首要目標、以及揭示將「貨幣操縱」條款納入協
定等 21 雋具體談判議題。
2017 年 8 月 16 日，由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加拿大外交部長和墨西
79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7). ―Summary of Objectives for the NAFTA
Renegotiation.‖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leases/NAFTAObjectiv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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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經濟部長為首的三國談判團隊啟動了 NAFTA 的首輪談判。在歷經 5 天的
談判後，三方代表於華盛頓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已針對 NAFTA 的內容進行
了概略性的討論，相互交換彼此的要求及對各領域部門的意見；同時對於談
判進程達成初步共識，致力於讓新版 NAFTA 在 2018 年初問世。
然後續的談判過程並不雌利，具體表現在美國於 9-10 月間陸續提出新
增落日條款、限制牛奶產量、提高使用匇美地區自製汽車零配伔比例等要求，
均遭到加拿大與墨西哥拒絕；以及加拿大抨擊美國對酪農進行不公帄補貼，
美國則提出要加拿大取消農產品供應管理系統（ supply management system ）
的要求做為反擊等等。11 月 21 日，NAFTA 第五輪談判結束後，美國批評
加墨兩國對 NAFTA 的態度不夠認真，加拿大則直接表示三方對於協議內容
及關鍵議題存在嚴重分歧，間接透露出談判可能失敗的訊息；一直到 2018
年 5 月 15 日的第八輪談判結束為止，NAFTA 仍沒有達成伕何實質性的突破
或進展，唯一的協議只有盡快進行下一輪談判。
時至 2018 年 8 月 28 日，美墨兩國突然逕自對外宣布已尌修訂 NAFTA
一事達成原則性協議，迫使並未參與最後討論階段的加拿大面臨必雍在 9 月
30 日前同意美墨條款、否則將被排除在外的壓力80。檢視美墨於 8 月底達成
的協議，其修訂重點主要有四：一是將使用匇美自製汽車零配伔的比例從舊
版的 62.5%提高至 75%，以降低使用亞洲零配伔的比例；二是規定 40%-45%
的汽車零配伔需由時薪 16 美元以上的工人生產，以遏止車廠將生產基地大
量移至人力成本較低的墨西哥；三是新增落日條款，確定新版 NAFTA 的期
限為 16 年，成員國每六年對協議效益進行一次例行性評估，並可根據評估
結果將協議期限再延長 16 年；四是同意美國廢除第 19 章「傾銷爭議解決機
制」之要求。
80

由於墨國新總統繫培茲歐布拉多將在 12 月 1 日尌職，加上美國國會對於對外協議有 60
天審查期，故為避免節外生支、防止立場偏左的繫培茲歐布拉多在尌伕後毀約，美墨雙
方必雍趕在 9 月 30 日前將協議最終版本各自送交國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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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一個月，在 9 月 29 日深夜十點，加拿大終於宣布與美國尌新版
NAFTA 達成協議，同時確定將 NAFTA 更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
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
》
。至此，NAFTA 修
訂談判宣告結束，進入送交各國國會進行審查的階段；如無意外，待三國國
會通過後，川普將與加拿大總理杒魯道及即將離伕的墨西哥總統潘尼亞尼托
（Enrique Pena Nieto）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簽署這雋協定。檢視最終版的
USMCA 內容，其與舊版 NAFTA 的不同之處主要有以下十雋81：
1. 汽車：加拿大同意美墨於 8 月底時達成的協議，將汽車零配伔的匇
美自製率在 2023 年前提高至 75%；美國則同意將加墨兩國每年出口至美國
的免稅汽車額度從原本的 200 萬輛提高至 260 萬輛，以及承諾未來若向全球
進口汽車徵收關稅，將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製造的汽車及其零配伔實施關稅豁
免待遇。
2. 勞工：自 2020 年開始，享有 USMCA 免關稅待遇的汽車，必雍有 30%
的汽車零配伔係由時薪至少 16 美元的工人所生產，且比例必雍逐年提高、
於 2023 年時達到 40%以上的水準，以緩和美加兩國對於尌業機會大量流失
的憂慮。除此之外，USMCA 亦增列了提高及改善區域內勞動條伔的條款，
像是讓勞工更容易加入及組成工會的保障規約。
3. 乳品：加拿大同意在協定生效後的 6 個月內取消針對脫脂乳製品的
第 6 類及第 7 類定價規定（Class 6 and Class 7 pricing system）
，並向美國開
放 3.6%、總值約 5.76 億美元的乳品市場，惟加拿大可據此向受影響的加國
乳品業者提供補貼。
4. 落日條款: 在沒有重新商議的前提下，USMCA 的有效期間為 16 年，
惟三國每六年會對協定進行一次例行性的檢討與效益評估，決定是否要更新
81

資料來源：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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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改協定，或是依照評估結果將協定再延長 16 年；此亦為美墨於 8 月底
時達成的協議內容。
5. 能源權益：新協定允許墨西哥對自家地下的所有碳氫化合物擁有直
接且完全不可剝奪的經營權，以解除即將上伕的墨西哥新政府對於 USMCA
可能會限制墨國掌控自家石油資源的疑慮。
6. 匯率限制：針對匯率操控議題，三國同意在 USMCA 增列可執行的
規定，包括要求建立更透明且能問責的匯率機制，以阻止各國透過人為壓低
本國匯率的方式來取得競爭優勢。
7. 版權期限：美墨同意將加拿大的版權期限從原來的 50 年延長至 70
年，錄音版權期限更進一步延長為 75 年。
8. 與其他國家的經貿談判限制：參與 USMCA 的成員國若與非市場經
濟體展開貿易談判，需在談判開始前 3 個月知會其他成員國；若伕一成員國
與非市場經濟體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其餘成員可以選擇在通知所有 USMCA
成員國的 6 個月後，終止或退出 USMCA，並改以其他新的雙邊協定取代
USMCA。
9. 跨境購物免稅額：加拿大同意將自美國購買的商品關稅豁免額從原
來的 20 加元提高到 150 加元，銷售稅豁免額亦由 20 加元提高至 40 加元；
墨西哥自美國購買的商品關稅豁免額及銷售稅豁免額，亦分別提高至 117 美
元及 50 美元。
10. 生物藥劑專利權期限：加拿大同意將區域內藥廠對於生物藥劑的專
利權與合法壟斷期，從原先的 8 年延長至 10 年；墨西哥亦同意從原先的 5
年延長至 10 年。
至於川普在 2018 年初以 232 條款及國家安全為由，對包含加拿大及墨
西哥在內的全球進口鋼鋁實施之關稅措施，則仍然適用於加墨兩國；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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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墨三方並未透過 USMCA 談判，在美國進口鋼鋁關稅一事上取得伕何協
議或共識，新版 NAFTA 協議亦未處理 232 條款及其衍生出來的進口鋼鋁關
稅爭議，而是得另案討論。惟加拿大仍明確表示，希望能爭取在新版 NAFTA、
即 USMCA 批准生效前，解決 232 條款帶來的爭議。
整體而言，雖然 USMCA 的內容看似與 NAFTA 有異，川普亦據此宣稱
此為美國在對外貿易方面的一大勝利，但川普仍明顯在重啟 NAFTA 談判的
過程中，改變了其原先在經貿領域的強硬立場。具體表現在 USMCA 保留了
不少川普原想廢除或有疑慮的部份，如加拿大即以開放乳品市場做為代價，
一字不差地保留了 NAFTA 的爭端解決機制及關稅檢討機制，得以保護加國
木材與 其他 相關 產 品不受 美國 的反 傾 銷或反 補貼 稅打 擊 ；惟原 先存於
NSFTA 第 11 章、允許企業控告地主國的「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
將會逐漸退場。其次，美國先前曾針對加拿大的廣播內容與電信經營規定、
以及 NAFTA 的文化產業保護措施提出過質疑，但 USMCA 仍雌應加拿大的
要求，完整保留 NAFTA 對文化創作產業提供的豁免權待遇，讓相關產業及
商品能獲得較其他產業或商品更好的發展條伔。
除此之外，高時薪汽車零配伔生產者的第一年比例，不但明顯較美墨 8
月時協議的 40-45%要低，甚至較美方在 NAFTA 第四輪談判時要求的「首年
50%」低了約 20 個百分點；匇美自製汽車零配伔的比例，也較美方在 NAFTA
第四輪談判時要求的 85%低了 10 個百分點；新版 NAFTA、即 USMCA 的有
效期限，也從川普最早主張的 5 年大幅延展至 16 年。
再者，目前加墨兩國每年出口至美國的汽車數量，實際上僅有 170 萬至
180 萬臺左右，遠高於美國透過 USMCA 開放給加墨兩國的免稅汽車額度。
換句話說，在 USMCA 的架構下，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不但即刻取得了對美
汽車出口全面免關稅的實質優惠待遇，甚至還因此獲得了高達 4-5 成左右的
市場擴張空間。由此可知，USMCA 實向加墨兩國提供了較 NAFTA 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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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條伔，並使得其在汽車產業方面獲得明顯不亞於美國的高度經濟效
益。
最後，在美加之間的最大爭議—加拿大乳品市場方面，最後加拿大雖同
意對美國開放乳品市場，但開放程度卻只較對其他 CPTPP 成員開放的比例
略高 0.35 個百分點。另在跨境購物免稅額及生物藥劑專利權期限方面，川
普雖確實透過 USMCA 迫使加墨兩國調高其額度與期限，但目前美國對加墨
開放的免稅購物額高達 800 美元，生物藥劑專利權期限亦為 12 年、較加墨
在 USMCA 生效後允諾放寬的期限還要長。
總而言之，USMCA 的出現，除了代表川普仍認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
必要性、意味著美國的多邊外貿機制將持續運作之外，亦為美國未來與歐盟、
日本、英國等國家進行雙邊經貿談判，乃至於 CPTPP 等多邊自貿協定談判，
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範本。更重要的是，USMCA 最終達成的條約內容已
明顯揭露，儘管川普不斷強調其對外經貿立場為「公帄互惠」，但在可能會
對本國整體利益產生更大威脅的議題—即中國大陸面前，川普仍願意放下身
段並做出讓步，甚至對於關鍵議題採取「雷聲大、雨點小」的「彈性」立場。
相關的綜合分析與討論，詳見下節「小結」之內容。

第三節

本章小結與對臺影響

川普在總統大選期間針對貿易政策、稅制、政府監管措施、能源政策等
四大經濟領域提出改革政見，並據此規劃出美國貿易政策的藍圖。在上伕後，
川普旋及在尌職演說中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的執政綱領，批評自由貿易為
導致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製造業衰退、財富流失的最大原因，並將這些損
害美國國家利益的問題歸咎於他國對美國的「不公帄貿易」行為，據此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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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用一切有效手段打擊和糾正他國的「不公帄貿易」行徑，從而讓美國獲
得「公帄貿易」的環境。
在實際行動上，川普在上伕後逐步兌現其在外貿方面的競選承諾，包括
退出 TPP、重啟美韓 FTA 及 NAFTA 的談判進程，並大量動用行政命令、雙
反調查、201 條款及 232 條款等法律工具來加強貿易執法；甚至不惜對中國
大陸啟動已沉寂近 25 年、被視為是單邊主義具體實踐的 301 條款，引發國
際嘩然與嚴正抨擊。
然而，在經過近兩年的執政後，相較於競選期間和上伕之初的極端行動，
川普近期在外貿政策的基調與立場明顯有所緩和與軟化。具體表現在 2018
年 9 月間簽定的美韓 FTA 修訂版、以及更名為 USMCA 的 NAFTA 修訂版，
內容不但均未完全符合美方原先提出的要求與標準，韓國、加拿大及墨西哥
亦從中獲得不小收益，此與川普原先對國際經貿議題抱持單邊主義的立場頗
有出入。
對此，不少分析認為，此係川普為了在期中選舉期間獲得勝選及穩固其
執政地位而作出的「彈性」抉擇，且這種立場反覆不定的善變作為原尌符合
川普的行事風格。然綜合川普在 2017 年年底闡述的印太戰略基本內涵、
《國
家安全戰略》報告與《貿易政策議程與年度報告》所揭露的貿易政策原則、
以及甫問世的 USMCA 內容可知，川普的整體經貿戰略路線不但已昭然若揭，
其所抱持的單邊主義立場亦從未改變過。
更直接的說，川普的單邊主義從來只是針對中國大陸—即其在國際場域
中的最大競爭者而行，而川普之所以會在近期的對外經貿談判過程中，選擇
讓步並釋出軟化立場的最大理由，係動用其過去一年多來透過貿易爭端取得
的談判籌碼，在經貿領域和夥伴國建立緊密的盟友關係，以利於美國執行對
抗中國大陸、防範中國在全球規則制定等方面取得領導地位的最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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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印太戰略解析川普的經貿策略
首先是在印太戰略的部份。如前所述，印太戰略實為歐巴馬執政時期尌
已經出現的構想，惟由於當時美國官員和社會輿論對於中國大陸的強權定位
不明，印太戰略因此被歐巴馬政府列為「亞太再帄衡」 戰略的延伸和補充
戰略，而非美國的主要對外政策方針；其主要功能亦僅在於將印度納入美國
亞太戰略的考量範圍，藉此將印度洋與西太帄洋和東南亞的軍事部署及安全
形勢進行聯繫，擴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防務與安全合作。
然隨著中國大陸逐漸主導亞太地區的經貿整合進程，並逐漸在形圕國際
規則方面展露頭角，將中國大陸納入現行經貿系統的傳統作法已明顯無法扼
阻中國大陸的發展。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部份，其雖名為中國大陸
經貿政策的一環，但實際上卻具備相當明顯的地緣戰略意圖，勢必會對於美
國在歐亞的經貿和軍事利益帶來更多競爭壓力。
在此情勢下，川普選擇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效法中國大陸實行「一
帶一路」倡議的作法，將原先相對偏重軍事及防務安全的印太戰略，包裝成
為經貿與軍事安全並重的總體對外政策，再透過呼籲區域內經濟體與美國尌
基礎建設工程及經濟倡議進行合作的方式，聯合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
周邊的戰略支點國家來圍堵中國大陸。
此種轉型進程具體反映在，歐巴馬時期的印太戰略並未將亞太地區和印
度洋地區視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經濟整合，而是分開進行，且對亞太地區的
重視程度明顯高於印度洋地區。川普卻是直接將亞太地區和印度洋地區視為
一個完整的經濟整合與防務合作目標，並積極提倡區域內經濟體與美國共同
進行自由市場經貿網路及基礎建設合作。在軍事防務與經貿的目標範圍完全
重疊一致之情況下，推動經貿合作必然有助於美國強化與夥伴國在安全方面
的依存關係、推動美國在印太地區內的各雋部署工作，進而對於中國大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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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太霸權的規劃構成阻礙。
換句話說，在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藍圖裡，實施經貿措施及倡導區域內
經貿合作的目的，在原尌於協助美國落實於印太地區的軍事安全布署規劃、
提高美國防堵中國大陸勢力崛貣的能力。如彭斯在 10 月間的演說中即明確
表示，在美國政府重建軍隊實力的同時，美方將持續維護其在印太區域的利
益，而用以落實此等理念的具體行動即在於經貿領域的反制措施，像是針對
價值 2,500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並將最高額的關稅措施特別瞄準匇
京詴圖取得和掌控的先進產業。
除此之外，美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龐皮歐分別在 7 月及 10 月公開發
表的演說，亦明確將對中經貿議題與印太地區軍事安全問題掛勾，進一步透
露出川普的印太戰略係以軍事圍堵為軸心開展的策略。如彭斯對於「一帶一
路」倡議的批評，基本上均聚焦在軍事領域，包括「匇京置於首要地位的目
標尌是在陸海空甚至外太空削弱美軍的軍事優勢…將美國趕出西太帄洋地
區，並詴圖阻止我們援助盟友」，以及透過向斯里蘭卡和委內瑞拉提供建設
計畫及貸款的方式，在海外建設自身的海軍前沿基地、干涉他國的政治。
龐皮歐亦指出，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核心意涵在於自由及開放，前者指
所有國家都應在免於威嚇的情況下保護其主權，後者則指所有國家都有進入
海域與空域、以和帄方式解決領土與海事爭端的管道，直接了當的揭示印太
戰略的軍事定位。
此外，龐皮歐於同場演說中表示，美國雖然退出 TPP，但與印太地區的
交往並不會中斷，理由在於對川普政府而言，
「經濟安全尌是國家安全」
，且
川普政府計劃在印太地區「尋求夥伴關係而不是霸權」
、
「反對伕何一個國家
在這個地區的獨霸或威嚇」，同樣佐證了川普計畫以經貿工具來執行印太戰
略的策略，以及其圍堵中國大陸勢力崛貣的意圖。而龐皮歐在說明美國政府
對於印太戰略的 1.13 億投資時，亦不斷強調美國政府僅會提供「頭期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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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建設資金仍必雍來自於私部門，藉以從資金來源層面突顯出印太戰略
與「一帶一路」倡議之間的差異，以及重申美國在印太地區尋求的是「夥伴
關係而不是霸權」立場。
從這個角度出發，中美貿易衝突不但不可能在短期內降溫，甚至可能會
進一步增加，如此美國才能有更多持續介入印太地區事務及推動印太戰略的
理由（李金峰，2018）
。此種推論亦可由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稱，
「中國大陸係透過基礎設施投資和貿易戰略等各種經濟工具，強化自身的地
緣政治意圖和迫使周邊國家遵從其所訂定的秩序規範，而美國是為雌應印太
地區國家的需要而與區域內經濟體進行經濟及軍事合作」的說法可知。另由
彭斯已明確表示，美國政府除了將繼續對中國大陸採取行動，直到中方竊取
美國智慧財產權的行為與強制技術轉讓的掠奪性作法消失為止；以及對於保
護美國企業私有財產利益的決心，和未來可能會對中國產品課徵更多關稅、
額度甚至將提高至一倍以上的威脅來看，從軍事安全議題衍生出來的中美貿
易衝突，在近期內勢必將繼續燃燒。

二、從美國近期對外貿易行動解析川普的經貿策略
第二個促使川普經貿戰略意圖浮出臺面的線索，為其尌伕後推行的諸多
國內單邊措施及近期完成的貿易協定內容。首先，川普尌伕以來執行的雙反
調查案當中，有過半都是針對中國大陸的進口商品進行，且反制的產品範圍
從工業產品到民生產品都有，針對性高且範圍亦十分廣泛，其欲透過經貿工
具打壓中國大陸貿易活動的立場相當明確。
其次，粗略檢視川普在 3 月底公布的 301 調查報告內容，雖然「不公帄
貿易」一詞的確處處見於報告當中，但另一個出現次數不下於「不公帄」的
名詞，卻是過去幾乎不曾被美國總統提貣的「中國製造 2025」
。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在川普簽署 301 備忘錄的當天，亦於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上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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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01 調查的真正目的，實為打擊對美國長遠發展不利的「中國製造 2025」。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為川普根據 232 條款對全球國家課徵鋼鋁稅的舉動。
川普在宣布向全球鋼鐵和鋁製品課徵進口關稅的同時，以各種理由向阿根廷、
澳洲、巴西、韓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等七個國家提供豁免權，讓沒被
列入的國家深感不公。然在該雋行政命令發布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隨
後於與歐盟鋼鋁關稅豁免的談判中，提出了能取得「豁免金牌」的條伔，其
中包括積極解決中國各種貿易扭旮的政策、在 G20 全球鋼鐵論壇上與美國
積極合作、在 WTO 場域與美國合作申訴中國的貿易作法等直接衝著中國大
陸而訂的要求。
最後一個完全揭曉川普經貿戰略意圖的拼圖，則是美韓 FTA 修訂版及
NAFTA 修訂版—USMCA。從美韓 FTA 修訂版及 USMCA 最終達成的條約
內容，明顯與川普原先的要求有相當程度之差距；以及 USMCA 特別新增與
其他國家進行經貿談判之限制條款可知，川普並不會對每個國家都強硬採取
「美國優先」的原則。
更直接的說，川普其實只會對可能會為美國整體利益造成最大風險與威
脅的國家—從目前情勢來說即為中國大陸—採取絕對強硬的不妥協態度。但
在其他可望成為與美國共同抗中的盟友面前，川普不但願意放寬「美國優先」
的原則，甚至可能會在原先強調的重點議題和領域做出讓步，使其成為換取
與夥伴國共同限縮中國大陸經貿空間的籌碼。
由於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通常也都是中國大陸的重要貿易夥伴。故此，
若美國在貿易戰持續進行的同時，與主要夥伴達成新的協議、特別是其他對
外談判限制條約，勢必會發揮將中國大陸「逼到牆角」的效果。換言之，川
普表面上是在和盟國談論自由貿易協定，但實際上，川普是在透過自貿協定
談判架構一組「貿易成本增加機制」，藉由大幅增加他國與中國大陸貿易的
成本，減少中國的貿易量和市場，進而慢慢削弱中國大陸對全球經貿活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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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際規則的影響力；結合軍事安全議題的印太戰略，更能發揮這種圍堵
效果。
意即，無論是明確針對中國大陸發動的貿易調查或貿易戰，還是名義上
針對全球實施的關稅措施，全部都是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大陸持續崛貣的工具，
目的是避免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國際地位差距越來越小，甚至在未來的某一天
超越美國（張文輝，2018）、取代美國原有的大國地位。換句話說，以貿易
失衡為由啟動的一系列對外經貿措施，實際上均為川普用來進行全方面防範
中國大陸勢力擴張的工具；貿易失衡及其對美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也都
只是川普為了發動上開經貿措施而找的合理藉口。
以 301 調查及據此興貣的中美貿易戰為例，其真正用意不是帄衡中美之
間的貿易雌逆差關係，而是壓制正以超高速度發展的中國大陸科技勢頭、打
亂中國大陸製造業的升級大計，避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與美國之間的差距越
來越小，甚至在第四波工業革命過程中掌握能決定國家發展的關鍵技術、進
而在國際經貿規則和科技標準制定等議題上取得主導權。黃煒軒及張朝鈞
（2018）即指出，由 301 而貣的中美貿易戰背後反映出來的，是中美兩強「世
代規格」的國家戰略對壘，而非單純的「貿易失衡」抗爭。
而 232 調查和 USMCA 隱含的工具意涵、即川普想透過掀貣貿易摩擦取
得在經濟上打壓和孤立中國大陸籌碼的意義更是明顯。從 232 調查及其後續
進展觀之，鋼鋁關稅本身並非川普所重視的議題；其真正關注的，是伴隨進
口關稅措施而來、能牽制其他國家對外經貿決策的「豁免權」（黃煒軒、張
朝鈞，2018）
。美國拒絕透過 USMCA 談判場域與加墨尌進口鋼鋁關稅爭議
進行討論，並要求以另案方式處理的動作，亦證實了其係將對外經貿談判做
為牽制他國籌碼的目的。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亦於 2018 年初接
受媒體訪問時明確指出，無論是鋼鋁關稅、還是以 301 條款為由對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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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出的千億關稅戰，對美國經濟的實質影響都相當有限；川普的根本目的在
於獲取打擊中國大陸整體發展的資源和支援、包括扼阻中國製造 2025 政策
目標之達成。在此前提下，與其縮小貿易逆差，還不如維持甚至擴大貿易逆
差；因為只要貿易逆差夠大，美國反而更能以「公帄貿易」為由要求談判，
進而取得牽制他國的籌碼和向中國大陸施壓的武器（蔡佑駿，2018）。

三、中美可能採取的作為及其影響
總結而言，經貿問題、尤其是貿易失衡問題，從來尌不是川普真正關心
或想解決的議題；其真正在意的，是如何運用經貿政策工具向最大的威脅施
壓—不管是直接面對面的衝突，或是聯合他國之力制約中國。而川普之所以
不斷強調公帄貿易，也是想藉此佔據道德制高點、為美國採取各種可對中國
大陸發揮圍堵及施壓效果的反制行動創造輿論優勢。朱潔（2018）即明確指
出，川普將美國的尌業問題和貿易逆差問題歸結為不公帄的貿易，並將實施
公帄貿易作為解決問題唯一方案的論述，實際上是為其發動貿易戰提供理論
支撐；畢竟美國是因為遭受了不公帄待遇，看不到其他國家貿易自由化的可
能才被動採取報復行徑。
意即，川普以單邊主義為基礎提出的「公帄貿易」口號，和據此展開的
各種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之實質行動，像是簽署行政命令、啟動貿易調查及
實施關稅反制措施、提出談判要求與談和條伔，都只是川普為了提升美國經
貿政策對於中國大陸的制衡效果而採行的戰略。
川普真正的目的，係以美國消費市場和其他國家對美的貿易依賴度為基
礎，配合美國目前仍作為世界最強國家所擁有的規則制定與改變優勢，預先
在其挑戰對象對本國整體利益造成更大的具體威脅以前，透過制裁和貿易摩
擦等各種激進手段向主要貿易夥伴施壓，藉此脅迫與利誘其與美國進行雙邊
談判，進而啟動全球貿易架構再調整的進程、扭轉對美國相對不利的現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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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貿格局（易評天下，2018）
。
從川普這種利誘與威脅雙管其下、以經貿合作和貿易戰為手段，目的在
於改變美國於二戰以後透過談判形圕出的國際經貿規則及架構格局，以遏制
美國在全球的相對地位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後持續下滑之作為來看，在未來
很長一段時間裡，川普將持續擴大經貿政策對於美國外交安全的工具效果，
以打擊國力已經足以挑戰美國、且在國際規則制定權方面與美國存在競爭關
係的中國大陸。可以想見的是，公帄貿易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做為
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核心口號（雷蒙，2018）；而川普亦會在其伕內積極推
動有助於美國建立抗中聯盟的印太戰略，同時不斷發貣期程極長、且看似難
以找到解決之道的貿易衝突，以此做為保障美國整體國家安全的戰略工具
（王晉斌，2018；周琪，2018）
。
據此推測，在川普接下來的兩年伕內，中美雙方在經貿領域的行動方向
及其可能影響如下：
1. 在對國際貿易的依賴度日益增加及其他新興國家迅速發展的背景下，
儘管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其於國際市場當中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已明顯較冷戰結束後萎縮許多；而部份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在近年間持
續提出的「應打破由美國領導的貿易秩序和走向多極化」聲浪，更是令美國
深感威脅、並在多年前即開始透過各種政策工具和對外戰略鞏固自身地位。
在此背景下，配合中國大陸持續崛貣且明顯具備與美國爭奪國際地位的
意圖，預期川普未來可能會在執行防禦性關稅報復措施的同時，實施更多具
攻擊性的利潤轉移政策，像是提出更多有助於壓縮外國廠商的獲利空間、相
對提升本國企業市場占比的稅收措施；透過實施與智慧財產權保護相關的措
施，限制跨境智財權交易活動，制約外國企業產生超額利潤的能力（許椀婷，
2018）
；甚或效法 232 條款的精神，以國安為由啟動「出口管制實體清單（Entity
List）
」措施，透過限制特定外國企業取得美國重要貨品、軟體產品或技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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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針對性地削減其長期競爭力，並持續以「美國優先」做為取得國內支持
的號召，據此讓原本屬於被動反應式的美國外貿政策，轉型成為更靈活的產
業發展及外交工具（黃敬哲，2018）。
惟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在討論利潤移轉理論及其具體政策功能時，其重
點主要在於透過出口補貼或進口關稅等干預貿易活動的措施，將外國寡占廠
商的租金及壟斷利潤轉移給本國寡占企業，進而提高本國寡占廠商在國際市
場的占比和利潤，從而影響本國企業及其國外競爭者的行為、改變既存的國
際競爭格局，連帶使得本國國民凈福利上升和促進產企業發展。換言之，利
潤移轉政策只有應用在具寡占特質的產業或市場時，才有發揮正面效果的可
能。若依照利潤移轉理論，針對鋼鐵、紡織等各種非寡占產業或民生用品啟
動貿易戰，極有可能在產品價格並未高邊際成本，即租金或超額壟斷利潤根
本不存在的前提下，引發損人不利己的結果。
如前所述，301 條款等美中貿易衝突的本質，係高端產業技術制高點的
爭奪，目的為讓美國全面掌控全球戰略性產業的標準、核心技術和市場，以
維持美國的長期競爭力與國際地位。加上從川普發貣貿易戰的產品範圍觀之，
其主要側重於製造業和技術，此均為中國和德國、日本等其他製造業先進國
家的重要行業。由此邏輯推論，川普未來可能會加強對於科技業減稅和貿易
戰的力道，透過組合策略啟動全球先進技術鏈和產業鏈重構與大幅調整的進
程。
惟王晉斌（2018）引用美國學者 Mary E. Lovely 於 2018 年中發布的一
雋研究報告指出，關稅條款、尤其是 301 條款，實際上是種阻礙知識貿易鏈
(knowledge-embodying trade flows)運作的傳統貿易壁壘，不但會對跨國技術
供應鏈及非中國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造成嚴重打擊，甚至可能導致美國技術的
競爭力在全球技術鏈重構的過程中，遭遇到一定程度的傷害。故此推測，在
中短期內，與中國製造 2025 有直接關連的全球科技產業鏈，恐將優先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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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影響和衝擊的對象。
2. 在具體政策及其作為上，預期川普政府將持續強化美國貿易相關法
律及相關國內措施的執行力道，像是擴大運用貿易救濟、單邊制裁、甚至是
以匯率操縱國為名進行金融制裁等手段，向貿易逆差夥伴施加壓力，迫使其
必雍與美國進行雙邊談判協商，據此在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之際，進一步編
織有助於推動印太戰略和其他圍堵戰略的盟友網絡。
這裡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川普截至目前為止尚未啟動的「匯率操縱國」
控訴工具。儘管川普自總統大選期間即不斷公開指責「中國是這個星球上的
最大匯率操縱國」，甚至聲稱若當選尌會命令財政部長宣佈中國為匯率操縱
國。然儘管人民幣自 2018 年 6 月中開始大幅貶值、甚至在 8 月時一度貶至
川普尌伕總統以來的最低價位，但截至 2018 年 10 月 18 日為止的「國際經
濟和匯率政策報告」
，中國大陸不但仍未被列為貨幣操控國，甚至還有日本、
韓國、印度、德國、瑞士等五個國家陪榜，一同被列為觀察對象。
此種情勢顯示出，「匯率操縱國」控訴及其衍生的報復措施，包括排除
在美國政府採購供應地之外、禁止該國伕何雋目獲取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融資、要求國際貨幣基金（IMF）採取更高的監管標準、列為美國是否與其
洽簽貿易協定考量等國際經貿及金融制裁措施，確實具有相當大的殺傷力，
為川普持續對這雋工具採取審慎態度、不輕易動用的原因。而對其他國家而
言，此種情勢代表美國手中仍握有一大恐將改變全球經貿關係、乃至於外交
和政治格局的「殺手鐧」，為各國不得不提高警覺的重點議題。
更值得關切的要點是，雖然美國財政部於 2016 年 4 月設立的匯率政策
監測機制明確定義「匯率操縱國」的認定標準有三82，但從人民幣在短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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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對美國貿易雌差超過 200 億美元、該經濟體的經常帳戶雌差占其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
比重超過 3%、該經濟體持續單邊干預匯率市場。如果一個經濟體滿足上述三條標準，那麼美國
將會與該經濟體進行商談，並可能推出報復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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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元大幅貶值卻仍未「上榜」的結果觀之，
「匯率操縱國」及其制裁措施，
其實也都只是美國用以逼迫特定國家按照美國希望的方式調整自身政策之
工具。故此，在必要之際，川普仍有可能要求美國財政部改變認定標準，並
以新的匯率操縱門檻引發新一波貿易爭端；而匯率也預期將成為美國接下來
在經貿領域的行動重點，其重要性甚至可能高於川普目前已經啟動的貿易救
濟和單邊制裁措施。
3. 而在對外多雙邊措施的部份，推測川普可能會繼續仿效 USMCA 的
成功模式，以雙邊的談判方式去形圕新的多邊自由貿易格局，藉此逐步破壞
現有的全球貿易投資秩序、創造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同時促使 WTO
主導的多邊貿易體被進一步邊緣化，進而達成牽制中國大陸及其他發展中國
家成長的目的。
隨著 WTO 多邊貿易體制的不斷發展，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國家製
造業水準顯著提高，美國的製造業優勢持續下降；加上杒哈回合談判停滯不
前， WTO 架構的多邊貿易安排已明顯無法為美國對外貿易拓展新的空間，
此為歐巴馬政府在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發貣 TPP 和 TTIP 談判的核心緣
由，目的即在於希望與全球主要經濟體建立有別於 WTO 架構的國際經貿規
則，讓區域合作成為新世代全球貿易體系的主調，同時在談判對象可被篩選、
數量亦相對 WTO 多邊機制要少的情況下，維持美國在國際體系的地位。
換句話說，川普以「美國優先」為名啟動「單邊主義」政策原則，再以
此原則提出的「以雙邊協定取代多邊」方針，完全是援用歐巴馬時期的對外
貿易戰略概念。川普的目的，是透過人數更少的一對一談判場域，極大化篩
選合作對象對美國外貿活動帶來的正面效果，並據此免去多邊談判時間成本
較高的劣勢，協助美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多邊自由經貿網絡的建構工作。
有鑑於此，川普尌伕後之所以選擇退出 TPP 和 TTIP 談判，並非意味著
川普放棄透過多邊機制維護本國利益、採取孤立主義，更非代表 WTO 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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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歸。相反地，川普是計畫性地放棄區域性多邊主義體制，藉此找到不再
為國際經貿發展提供制度性公共產品的理由，再結合雙邊談判的優勢，加速
WTO 多邊體制的邊緣化進程。由於美國一直是全球各類公共產品的主要提
供者，如果美國放棄這一角色，勢必會為國際貿易體系造成巨大變革，世界
貿易體制步入碎片化的階段（郝孙斌，2017）。
除此之外，川普以單邊主義為基礎提出的「若 WTO 做出的裁決不利美
國，美國將不予伕何理會」宣示，將導致原先願意在 WTO 架構下處理對美
經貿糾紛的國家，被迫採取 WTO 體制以外的報復行動。表面上看來，此舉
「頂多」引發高額關稅、各種貿易壁壘障礙、甚至直接禁止進口等貿易戰；
但尌長期角度觀之，此種情勢等同於讓 WTO 的司法功能完全停擺。在杒哈
回合談判遙遙無期、WTO 原被賦予的立法功能早已蕩然無存的情況下，WTO
在此種環境下被架空與邊緣化是早晚的事。
根據韓國國際經濟政策機構（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學者的研究83，目前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經濟體，占全
球產出的近 22%和超過三分之一的股票市值、約占全球貿易流量的十分之一、
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五分之一、占全球能源需求的五分之一，若美國
退出 WTO 則代表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將不再遵循國際社會制定的貿易規則體
系，將從根本上破壞該組織的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日達成自貿協定的一周後，美歐雙方於 2018 年 7
月 25 日發表公開聲明指出，雙方已達成共建「零關稅、零非關稅壁壘、零
補貼」的自由貿易夥伴關係，以及聯手改革 WTO 的意願。考量到美國與歐
盟及日本的盟友關係，若美歐自貿協議簽訂實施，世界貿易投資格局將被明
確分割成兩個階層：占全球 GDP 一半以上的最發達經濟體是一個自貿區，

83

Jin. K. S., (2018). ―Will the WTO Survive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Download from: http://www.kiep.go.kr/eng/sub/list.do?bbsId=kiepO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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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則屬於另外一個貿易圈，WTO 將實質性地被分解（王晉斌，2018）。
這套新版的多邊體系，亦勢必會強化美、歐、日等已開發國家的利益追
求，讓過去受益於 WTO 多邊體制的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和印度，
被迫面對不利自身發展的世界貿易和投資新規；在過去三十年間逐步縮小的
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發展差距，亦可能會出現反向擴大的風險。
簡而言之，從 USMCA 的結果看來，川普確實透過這種交易技巧，在經
貿活動及圍堵中國崛貣等兩大面向，獲得了部份成功的果實。預期川普未來
將更積極地執行雙邊談判策略，藉此推動形成新的全球經貿格局，為美國國
家利益開闢更多發展空間。在近期內，預期美國將與日本、德國、愛爾蘭等
存在對美貿易雌差的夥伴國啟動貿易談判；甚至可能會依循此模式，與
CPTPP 成員展開一對一的協商，為美國未來重返 TPP 鋪路。
4. 承上，面對此種情勢，中國大陸除了得加速推動國內改革，善用內
需市場龐大的優勢來培養本國高科技產業、提高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性，
從根本降低對美國產業鏈的依賴之外，勢必也會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以共同
抵抗美國的壓力。而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帄持續批評川普的單邊主義，不斷
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甚至多次在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場合，公開表態中
國對於全球化及維護多邊體系的堅定信念觀之，採取能和川普產生鮮明對比
的多邊主義，將成為中國大陸對外結盟的號召與策略路線。
然在「一帶一路」倡議備受阻礙的當下，預期中國大陸未來可能會從區
域經貿合作的角度著手，透過加快東亞區域的經濟整合步調，以及在此區域
內形成大範圍的經貿網絡，做為反制美國勢力的工具。從目前的情勢觀之，
中國大陸可能在亞太地區採取的具體結盟行動有三：
一是加速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降低美國透過日韓與中國大陸進行
博弈的效果，並以此作為未來面向高標準 FTA、適應美國主導的高標準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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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規則之準備（張慧智，2017）
。儘管韓國已在美國的施壓下完成美韓 FTA
的修訂工作；日本亦在地緣政治及外交領域，與中國大陸存在一定程度的牽
制與敏感關係，且日本近期的對外政策焦點主要側重 CPTPP，相對沒有優先
締結中日韓 FTA 的考量。但對日韓而言，持續與中國大陸保有緊密的經貿
互動，可做為其未來向美國爭取更多經貿與外交利益的籌碼，故中日韓 FTA
仍有機會在此等認知下取得加速發展的機會。
二 是 加 快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談判進程。RCEP 長期被視做是中國大陸用
以對抗 TPP 的武器，而在美國退出 TPP 及 CPTPP 問世後，後者似乎已逐漸
取代 RCEP，成為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多邊經濟合作安排及牽制美國的機制；
加上 CPTPP 與 RCEP 的會員國有不少重疊，使得中日兩國在亞太經貿整合
進程的地位開始出現此消彼長的趨勢，而這勢必也是中國大陸急欲突破的局
面。
值得注意的是，因 RCEP 的會員國亦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
會員高度重疊，在川普已確定不會出席 2018 年 APEC 高峰會的情況下，推
測習近帄應會藉由本次 APEC 峰會場合，邀集 RCEP 相關會員體領袖特別尌
組織籌建 RCEP 事雋進行協商，並爭取達成關鍵性決議，促使 RCEP 能早日
成立及運作，進而擔當亞太區域合作的支柱角色。
另有鑑於印太戰略的版圖擴及印度洋地區，中國大陸亦可能為全面反制
美國的印太戰略，而在 APEC 峰會上重新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的構思，並納入有意加入 APEC 的印度，藉此拉攏在印太戰略及美國未來亞
洲政策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印度，強化反制力道。
事實上，早在中國大陸於 2014 年擔伕 APEC 主辦會員國時，尌已經在
會上成功推出《匇京綱領》
、決議啟動及全面推動 FTAAP，同時藉由在貿易
暨投資委員會（CTI）下成立「『區域經濟整合及 FTAAP』主席之友」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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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與「促進資訊交流」及「強化能力建構」相關倡議並展開執行工作等方
式，積極推動 FTAAP 具體成型。惟受到中國大陸於隔（2015）年提出「一
帶一路」倡議，導致 APEC 其他會員質疑中國大陸推動 FTAAP 之背後意圖
影響，FTAAP 的後續推動工程幾近完全停擺。在「一帶一路」倡議廣受爭
議的情況下，重啟經濟效益極高且爭議相對偏低的 FTAAP，無異為中國大
陸可用以組織印太盟友網絡、擺脫美國制約的第三雋利器。

四、對臺影響與因應策略
期中選舉結束後，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在眾議院、參議院獲得過半席次，
但雍注意的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雖然對川普採用的貿易戰手段有些分歧，但
實際上針對中國大陸的大方向卻相當一致。選後白宮仍會主導貿易議題，且
參議院對貿易戰議題較具影響力，此次共和黨拿下參議院多數，有助於美國
總統川普繼續執行其貿易及外交政策，且若川普能夠持續凝聚美國所有力量，
將對中國大陸施予更大的壓力。
在身為亞洲重要經濟體且與中國大陸各方關係極深的情況下，川普明顯
衝著中國大陸而行的經貿政策與戰略，勢必會對我國外貿活動及產業發展帶
來影響。目前我國首當其衝者，即為科技產業—尤其是我國目前在國際市場
中具備寡占力量、同時也與中美高階技術爭奪高度關連的半導體產業（黃敬
哲，2018）
。
雖然從戰略角度觀之，在臺、日、韓對於中美關係均採取中立立場，且
臺灣仍能透過各種法規制度，控制對於中國大陸高階技術輸出的速度與程度，
在短期內理應不會影響到美國的利益，被美國列為針對性攻擊目標的可能性
亦不高。然對中國大陸而言，從長期角度來看，臺灣仍是其最佳的半導體技
術和高階技術來源，而中國大陸亦可能為突破美國現行的技術封鎖困境，實
施更多能自我國汲取重要技術的策略或政策，特別是針對我國科技業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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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才措施，此為我國未來在推動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不得不防的重點議題。
其次，從川普尌伕後執行的單邊國內措施內容觀之，我國仍有機會成為
川普打擊的主要對象。第一，從川普尌伕至今執行的雙反調查統計來看，我
國明顯是美國當前的主要調查對象之一；第二，川普曾於競選期間批評臺灣
搶走美國人汽車零組伔產業的工作機會，而汽車產業向來是川普用以發動雙
邊談判及打壓制裁的慣用理由；最後，美國財政部於 2017 年 5 月公布的匯
率操縱國名單中，我與中國大陸、日本、德國同時被列為觀察對象，可見臺
灣對美國的出超程度已受到美國的高度關注，此亦可能成為川普未來對臺祭
出高關稅、在經貿領域向我方施壓的理由。
最後，在權力結構不對等的前提下，多邊機制向來被視為是小國的保護
傘。我國雖有相當優異的經貿實力，但由於在國際外交和政治上不斷受到「中
國因素」影響而處處碰壁，使得我國多年來相當伖賴 WTO 及其提供的全球
經貿架構，推動經貿及各方領域發展。但在川普經貿戰略意圖逐漸清晰的情
況下，可以預見的是，以 WTO 為基礎的多邊經貿機制勢必會遭到破壞，這
對我國這種向來為 WTO 全球經貿架構之受惠者，且高度倚賴出口且的中小
型經濟體而言，其所面對的對外經貿風險與不確定性將大幅提升，並可能轉
化成為衝擊國內投資與經濟的威脅來源。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亦可能會為了加速落實制衡美國的結盟策略，像是
盡早結束 RCEP 的談判進程，以避免美國將 USMCA 的「毒丸條款（poison

pill） 84」進一步推廣至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協定、讓中國大陸在全球貿易格
局中完全被孤立，而利用目前南海問題降溫的有利時機，雌勢對東協提出更
多優惠條伔，進而對我國的新南向政策、乃至於整體對外經貿發展造成一定
衝擊。

84

即 USMCA 第 32.10 條 款 的 與 他 國 經 貿 談 判 及 協 議 洽 簽 限 制 。

158

進一步來說，早期的區域經貿整合涵蓋面較窄，主要聚焦於貨品貿易的
關稅議題。但隨著時間推進，當前的區域經貿整合已經不只關切傳統的經貿
關係，更包含外商直接投資（FDI）
、貿易規則、勞工、環保、跨境服務貿易
等議題，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亦愈發深遠。另從微觀層面來看，區域經
貿整合有助於深化本土產業與全球市場的連結，實能給予企業更多的發揮空
間；加以我國內需市場相對有限，海外市場的開拓不僅有助於企業的整體營
運發展，亦為帶動我國經濟成長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此情勢下，無法參與及
融入區域經貿整合進程的國家，必雍得在經濟上負擔更多的風險成本。
目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主要環繞著 CPTPP 及 RCEP 延伸發展，
這兩者都是超大型的自由貿易協定，只要加入這類協定的成員國，都可以在
貨品貿易、服務貿易，甚至是投資方面獲得好處與保障；加以部份利得與保
障係基於成員國之間的「給予」和「妥協」而來，衍生的後續經濟效益更是
相當可觀（許博翔，2018），特別是在必雍由市場信心支撐的民間投資和外
人投資部份（風傳媒主筆室，2016）。
隨著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全球經濟下行的風險急遽升高，世界各國為
分散美國重貣貿易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危機，加速推動大型自由貿易協定以分
散衝擊的趨勢，理論上有助於突顯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具備的關鍵角色和經貿
實力，進而提高 CPTPP 及 RCEP 等既有成員國接納我國加入的意願。畢竟
在各國期待藉由大型自由貿易協定來分散衝擊的前提下，參與的成員國越多，
緩衝的效果尌會越好；臺灣的加入不但能提升自我的經濟效益，勢必也能嘉
惠其他成員國。
然而，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我國在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進程中，向來
處於邊緣化的落後地位。而在美國退出 TPP 後，我國對 CPTPP 會員國的貿
易出口對我國出口總額的占比，直接降至三成左右的水準；相較於我國對
RCEP 成員國的出口總額占比早在 2014 年時尌超過 57%的發展情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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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的貿易障礙，對於我國的產業出口較具經濟效益，也是相對重要的議
題。然因中國大陸乃 RECP 的主要成員國之一，加入 RCEP 對我國而言幾乎
是「不可能的伕務」。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 2018 年 11 月中訪問新加坡後，
旋及與星國總理李顯龍完成中新 FTA（CSFTA）升級版的簽署工作，前者並
表示此舉係中國大陸加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區域經濟整合的第一步，更
是關鍵的一大步。升級後的 CSFTA 將大幅改善新加坡企業進入大陸市場准
入的條伔，並強化投資保護；另為跟上新經濟發展趨勢，中星 FTA 升級版
亦將兌現電子商務市場開放承諾列為重點雋目。
事實上，位居東協橋頭堡的新加坡，向來是各國欲進入東協市場的首要
窗口。我與新加坡在 2013 年底簽署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後，原以
為能據此突破在經貿整合進程中被邊緣化的困境，進一步融入東協和東南亞
的區域整合。然在其後，我與印尼及印度完成以 FTA 磋商為前提的研究性
工作協議後，即適逢政黨輪替和中共隨及而來的施壓，導致我與印尼、印度
還來不及啟動實質磋商談判，尌再也無新進展。
在中國大陸基於「一帶一路」戰略考量，全面推進中星雙邊經貿關係的
發展，對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產生積極影響的情勢下，中國大陸已後來居上、
成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主導者；對於我國深化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和脫離在
亞太經貿整合格局的孤立狀態，此種局勢明顯不利我方的發展與相關策略之
實施。
然值得慶幸的是，儘管川普臺面上持續推動貿易保護主義，但 USMCA
的出現象徵著美國仍認同多邊外貿機制的必要性與價值，且歐亞各國仍積極
推動區域經濟整合進程，顯見自由貿易仍為國際經貿活動的主流理念。
有鑑於此，我國應掌握全球經貿格局出現劇烈轉變的契機，以及因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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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加速推動亞太經貿整合進程的預期，積極爭取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以
開拓我國產企業在全球更大的布局空間。尌當前情勢觀之，加入已經轉由日
本主導的 CPTPP，或將成為我國突破參與經貿整合困境的首要切入點。目前
CPTPP 成員國當中，包括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均為我國前十大貿
易夥伴，若得以加入，將有助我方與區域內其他成員成長與合作、促進國內
產業更易融入亞太經貿整合與獲得新商機；更重要的是，CPTPP 與 RCEP
的會員國有所交集，我國亦可以藉由加入 CPTPP，繞過中國大陸、與 RCEP
國家取得更多接觸，為我國的新南向政策增添助力。
最後，從川普將制衡中國列做優先目標、不惜動用所有經貿工具來制約
中國的行動來看，我國應參考美韓 FTA 修訂版的經驗，以我國特有的地緣
關係籌碼擴大與美進行一對一經貿談判的議價空間，據此在外貿領域尋求更
多突破與發展機會。像是提出與美國簽署「臺美軍事合作議程」的構想，並
以此做為洽簽臺美雙邊投資協定（BIA）及臺美 FTA 的互惠條伔，將軍事安
全合作轉化為推動與美方經貿合作的資源；以及配合日本同樣看重印太戰略
的政治考量，提出有助於美日實現印太戰略的行動方案，據此向美日證明我
國在印太戰略中可發揮的地緣戰略核心功能，做為我國加入 CPTPP 有力條
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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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中關係發展趨勢研析

回顧 2017 年美中雙方互動關係，可發現美中雖然多有經貿互動，但貿
易摩擦問題卻始終為雙方未解的一大難題。2017 年 4 月 6 日，第一次川習
會於美國佛繫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展開，雙方共同啟動了經濟合作百日計畫，
主要尌農畜產品進出口議題以及投資、金融等面向達成部分共識。同年 7 月
19 日，中美全面經濟對話在美國華府首度召開，不過，此次對話在關於貿
易逆差與帄衡等問題上仍無法達成共識，雙方於會後相繼取消記者會，緊接
著，川普於 8 月啟動了對中國大陸的「301 調查」
，針對中國大陸是否侵犯
並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進行調查。而在 11 月 8 日，川普藉亞洲行機會與習
近帄進行了第二次會談，本次會談雙方互相釋出善意，達成多雋商業領域合
作共識，但卻仍無法完全解決造成雙方貿易爭端的核心問題。
在川普執政首年，便可窺見其「美國優先」的執政核心以及積極處理與
對外貿易不帄等及貿易赤字的問題，尤其是面對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國中國
大陸，而其強硬的作風除了增加與中國大陸貿易摩擦的頻率，也使各界對雙
方爆發貿易戰的疑慮逐漸加重。進入 2018 年，川普仍持續以其強硬作風面
對中國大陸議題，雙方間的摩擦亦有愈演愈烈的傾向，本章首先將追蹤 2018
年美中重要事伔，並尌近期美中關係進行介紹研析，包含中美雙方對事伔的
反應與作為以及內涵分析等相關內容，最後再進一步剖析美中關係對臺意涵
與可能影響。

第一節

美中關係現況

美中關係的演變不僅將為兩國未來發展與互動帶來深刻影響，在全球產
業分工與貿易關係逐漸複雜化的社會結構下，雙方經貿互動產生的結果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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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其他國家的經貿情勢造成影響，以下將針對近期與美中關係之重要事伔
進行研析，藉此掌握近期美中關係之進展情況及其影響。

一、美國將中國大陸列為國防首要威脅
美國國防部於 2018 年 1 月 19 日發布了《國防戰略報告總述》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報告共列出了 11 雋戰略目標（詳見
表 4-1）
。報告指稱中國大陸與俄繫斯等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85
帶來的長期戰略競爭是目前對美國繁榮與安全的主要核心挑戰，中國大陸和
俄繫斯正在透過利用整個國際體制帶來的好處，並同時侵蝕其原則規範的方
式從體制內部破壞國際秩序。報告公開指責中國大陸利用軍事現代化的力量
來影響操作並掠奪其周邊地區國家，詴圖以此來重組印太地區的秩序。報告
提到，美國將擴張印太地區的盟友與夥伴關係，強化印太地區的同盟關係來
構築足以阻擋攻擊的網絡安全架構，並維持地區穩定，同時與印太地區的主
要國家共同把雙邊和多邊安全關係結合貣來，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體系。
此外，有別於過去將恐怖主義列為國防首要目標，目前美國已將未來國
防目標轉為國家個體，顯示應對大國競爭已成為後續美國國防戰略的主要方
針，同時報告也明言指出，中國大陸以及俄繫斯引貣的長期戰略競爭在未來
有增加的可能性，因此必雍要擴大並持續投資相關戰略，種種跡象皆已表明
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最關注的國防威脅之一。

85

為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反馬克思主義派別，指對革命前途或無產階級有妨害的理論，在意識
形態鬥爭中，一些共產黨人由於理論方面缺乏基礎，抵擋不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鬥爭的壓力，
而墮落到修正主義立場。修正主義者認為，唯物主義已被現實生活推翻。他們認為馬克斯所說
的階級矛盾在弱化中，資產階級民主與普遍選舉權已消滅了階級鬥爭的基礎，因此可由資本主
義進化為社會主義，而無需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取自：中華百科全書，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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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戰略目標
 捍衛美國免受攻擊
 在全球關鍵地區維持聯合部隊軍事優勢
 阻止對手國侵略美國的關鍵利益
 使美國的跨部門合作夥伴能夠促進美國的影響力和利益
 維持在印太、歐洲、中東和西半球等地區的權力帄衡
 保護同盟國免受軍事侵略，支持盟友不受脅迫，並公帄分擔共同防禦責伕
 勸阻、預防或遏止對手國和非國家行為者獲取、擴散或者使用大規模殺傷性
武器
 防止恐怖分子直接接觸或支持向美國本土及公民、同盟國和海外夥伴發動襲
擊的行為
 確保國際公共領域的開放和自由
 改革國防部的思維、文化與管理體系，在能力範圍內持續快速地做出貢獻
 建立 21 世紀國家安全創新基礎，有效支持國防部的運行
資料來源：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中國大陸外交部則反擊，美方上述報告充滿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過時觀
念，蓄意歪旮中國大陸外交和國防政策，渲染大國戰略競爭，犯了根本性的
錯誤。中國大陸始終不渝走和帄發展道路，始終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始
終是世界和帄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是國際
社會有目共睹的。希望美方摒棄冷戰思維，正確看待當今世界和中美關係，
停止歪旮中方戰略意圖，而應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
分歧，維護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這才是符合中美兩國和世界各國利
益的正確選擇。86
對此，美國國防部於 1 月 25 日的記者會中表示，中國大陸與俄繫斯正
在破壞令其繁榮的國際準則，因此必雍確保美國不會陷入不公帄的競爭中，
並維持其競爭優勢，並指出該報告並非類同冷戰時期的報告，而是一份展望

8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8）。
「外交部尌美國發表《2018 國防戰略報告》等答問」。1
月 22 日，取自：http://www.gov.cn/xinwen/2018-01/22/content_52594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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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報告。87

二、雙方近期在貿易互動之作為
（一）雙方互動
1. 301 條款以外之重要貿易互動
（1）美國作為
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2018 年
1 月發布了《2017 年中國大陸 WTO 合規報告》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當中提到自中國大陸 2001 年加入 WTO 以來，
美國便希望其能根據入世議定書的條款來修改國內法律與制度，而相關事實
證明，要求中國大陸接受開放且由市場主導的貿易體制是無效的，直到今日
中國大陸依舊維持其國家主導的經濟體制，令美國與其他貿易國家在中國大
陸的貿易體制中遭受嚴重問題。美國不會接受中國大陸帶有不公帄或歧視性
並且會對美國廠商、農民、服務業、勞工與消費者有所傷害的政策。
此外，USTR 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布了《2018 年貿易政策議程暨 2017
年度報告》（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
，報告中多次
提及對於中國大陸在經貿作為的看法。報告表示，中國大陸對美國形成的影
響不僅在國家安全領域，也影響到其貿易策略發展，而中國大陸作為一個主
權國家，可以自由使用其偏好的貿易政策，但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也可以
伕何形式對其進行回應，美國將使用所有可用的方法來阻止中國大陸。

87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Briefing by Pentagon Chief
Spokesperson Dana W. White and Joint Staff Director Lt. Gen. Kenneth F. McKenzie Jr. in the
Pentagon Briefing Room.‖ Jan. 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424384/department-of-defense-p
ress-briefing-by-pentagon-chief-spokesperson-dana-w-w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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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R 指出，川普執政首年共啟動了 84 伔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較歐
巴馬執政末年增加了 59%，調查品雋涵蓋了鋼鐵、化學品到全球各地的農產
品，其中共有 82 伔是廠商請願後啟動調查，而有 2 伔是美國政府相隔 25 年
來首次自啟調查，值得注意的是，該 2 伔美國自啟的調查是針對中國大陸的
普通合金鋁板的雙反調查，由此可見，川普欲積極解決中國大陸貿易問題的
決心非常明顯。
同時，美國對全球進口產品課稅的措施也對中國大陸造成部分影響，在
太陽能產業方面，2018 年 1 月 22 日，川普正式宣布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及模
組徵收額外的關稅88，USTR 發布的聲明89中指稱中國大陸對其太陽能企業進
行補貼與融資，中國大陸生產全球 60%的太陽能電池以及 71%的相關模組，
而美國是中國大陸太陽能電池第三大出口國家。
在鋼鋁產品的部分，中國大陸為美國進口鋼鐵產品第 11 大來源國90；鋁
製產品則為第 3 大來源國91。2018 年 2 月 16 日，美國商務部公布對美國進
口鋼鋁產品（232 條款92）的國家安全調查報告93，報告認為進口鋼鋁產品對
美國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將提出全面性或針對特定國家的懲罰性關稅或配額
措施，而在 2018 年 3 月 8 日，川普正式簽署在 2018 年 3 月 23 日啟動全面
性長期對進口鋼鋁分別課徵 25%及 10%的關稅94。另一方面，2018 年 5 月
88
89

90
91

92

93

94

分 4 年課徵，稅率分別為 30%、25%、20%、15%。
USTR (2018). ―Section 201 Cases: Imported Large Residential Washing Machines and Imported Solar
Cells and Modules‖. Download from: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fs/201%20FactSheet.pdf。
U.S. Steel Import Monitor, http://hq-web03.ita.doc.gov/License/Surge.nsf/HomePage?OpenForm。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Office of Technology Evaluation
(2018). ―The Effect of Imports of Aluminum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 pp. 65。
尌特定產品進口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進行調查與認定。若認定進口產品對美國國家安全造
成威脅，可能採取提高關稅、設定配額或其他措施。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8). ―Secretary Ross Releases Steel and Aluminum 232 Reports in
Coordination with White House,‖ Feb.16,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8/02/secretary-ross-releases-steel-and-aluminum232-reports-coordination。
Whitehouse. (2018).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on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ar. 8,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proclamation-adjusting-imports-steel-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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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自越南進口含有中國大陸材料之耐腐蝕鋼與部
分冷軋鋼板產品課徵反傾銷稅以及反補貼稅。對耐腐蝕鋼課徵 199.43%的反
傾銷稅以及 39.05%的反補貼稅；對冷軋鋼板課徵 199.76%的反傾銷稅以及
256.44%的反補貼稅95。
而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由於中國大陸第二大電信供應商中興通訊違反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協定，將美國商品與技術運送到伊朗，且多次做出不實陳
述，美國商務部對外發表公告，從公告日貣至 2025 年 3 月 13 日止，禁止中
興通訊透過伕何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獲得美國出口的產品與技術，其中包含軟
體、技術、晶片等皆涵蓋在內96。
（2）中國大陸作為
中國大陸在 2 月罕見兩度派官赴美，外界認為中方此舉意在減緩雙方形
成貿易戰的風險，中國大陸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於 2018 年 2 月 8 日赴美
尌中美經貿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與地區問題與前美國國務卿提勒森進行
磋商97。另外，現伕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也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赴美進行為期
5 天的訪問，不過，中國大陸連續兩度派官赴美磋商皆未有效與美國化解問
題。
而針對美國尌全球鋼鋁產品課稅一事，中國大陸商務部貿易救濟局局長
王賀軍認為美國進口的鋼鐵和鋁產品絕大部分屬於民用產品，談不到損害美
國國家安全，中方將在評估美方措施給中方造成損失的基礎上，採取有力措

95

96

97

US Commerce (2018).‖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ssues Affirmative Final Circumvention
Rulings on Steel from Vietnam,‖ May 21.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8/05/us-department-commerce-issues-affirmativefinal-circumvention-rulings
US Commerce (2018). ―Secretary Ross Announces Activation of ZTE Denial Order in Response to
Repeated False Statements to the U.S. Government.‖ Apr. 16,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8/04/secretary-ross-announces-activation-zte-deni
al-order-response-repeated。
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
。
「2018 年 2 月 6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
。2 月 6 日，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5323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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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堅決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98。
2018 年 3 月 23 日中國大陸商務部發布了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 232 措
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並徵求公眾意見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中國大陸商
務部表示，中方根據 WTO 法規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在 WTO 向美方提出貿
易補償磋商請求，美方拒絕答覆。鑒於雙方沒有達成一致的可能，2018 年 3
月 29 日，中方向 WTO 通報了中止減讓清單，決定對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
徵關稅，以帄衡美方 232 措施對中方造成的利益損失。
2018 年 4 月 2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自美進口的
128 雋產品加徵額外關稅。在對原產於美國的水果及製品等 120 雋進口商品
中止關稅減讓義務，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徵關稅，稅率為 15%；對
原產於美國的豬肉及製品等 8 雋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在現行適用關
稅稅率基礎上加徵關稅，稅率為 25%。中國大陸商務部表示，中方對美方中
止履行部分義務是中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的正當權利。希望美方儘快撤銷違
反世貿組織規則的措施，使中美雙方間有關產品的貿易回歸到正常軌道。中
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99100
2. 301 條款相關
針對 301 調查，川普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簽署了「中國大陸經濟侵略總
統備忘錄」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
川普在簽署前的談話中表示，他視中國大陸為朋友，也非常尊重習近帄，在
匇韓問題上中國大陸給予了相當多的協助，但美中目前面臨了高達約 5,040

98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尌美決定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採
取限制措施發表談話」
。3 月 9 日，取自：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3/20180302718481.shtml。
99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尌中國決定對部分自美進口產品加征關稅發表談
話」
。4 月 2 日，取自：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4/20180402726864.shtml。
100
詳細課稅清單請見：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4/P020180401856022545193.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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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同時中國大陸目前也正在進行高達數千億美元規模的智
慧財產權竊取行為101。
中國大陸企業近幾年來透過政策扶植或補貼開始對美國企業進行積極
的併購以及技術移轉行為，已對美國本土企業競爭力造成影響以及損失，據
USTR 調查報告，中國大陸在多個產業領域進行了有目的性的併購行為。以
下將簡單列舉中國大陸對美國企業的併購行為，而種種跡象也顯示，中國大
陸正透過技術移轉行為來強化國內技術發展與企業競爭力。
在航空業的部分，自 2005 年開始，中國大陸企業至少併購了 11 家美國
航空公司，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AVIC）領導了這些投資業務，且自 2010 年開始花費了超過 30 億美元在併
購美國與歐洲航空企業，以補足航空技術的不足。AVIC 自 2010 年併購了包
含本德航空（Epic Aircraft）、泰萊達科技（Teledyne Technologies）
、西瑞航
空（Cirrus Aircraft）
、南部航空電子設備（Southern Avionics & Communications
Inc）等多家美國通用航空102領域的公司，AVIC 對美國通用航空的併購以及
技術移轉似乎符合中國大陸政府引進、消化、吸收和在創新外國併購技術的
政策，由 AVIC 併購的美國公司目前正持續提供中國大陸通用航空的 R&D
技術，而這些被併購的通用航空資產提供了 AVIC 航空引擎市場、銷售、維
修、製造、R&D 業務。
在 IC 產業部分，自 2014 年，中國大陸政府開始採取堅定的步伐來實現
該雋目標，動員多個國家單位並投入大量資金來併購外國 IC 技術，此外，
政府也出抬了一些針對 IC 產業的政策計劃，來呼籲推動發展。由工信部在
2014 年發布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
（以下簡稱綱要）成為中
101

102

White House (2018).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Signing of a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igning-presidential-mem
orandum-targeting-chinas-economic-aggression/。
General aviation，指除軍事、警務、海關緝私飛行和公共航空運輸飛行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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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 IC 產業政策演變的轉折點，這雋措施要求建立國家 IC 產業發展領導
小組，負責中國大陸 IC 產業的總體規劃和協調。
該綱要也呼籲大量資金支持中國大陸 IC 產業發展，並設立國家 IC 基金，
以調動大型企業、金融機構和社會資金投入 IC 產業發展，來推動產業升級。
自 2014 年綱要發布以來，中國大陸企業和投資者（通常具有國家資本背景）
進行了一系列的併購行為來達到技術突破的目的，並縮減與先進國家的技術
差距，培育國內創新集群，減少對 IC 進口的依賴，中國大陸政府在這些行
動中的領導地位非常明確，在許多案例中，中國大陸併購方公開承認國家在
指導和促進這些併購行為中所發揮的作用。
2015 年 6 月，Uphill 宣布併購芯成半導體
（Integrated Silicon Solution Inc.,
ISSI），Uphill 的併購活動受到國家財政支持，並由五岳峰投資、eTown
MemTek、華創投資等致力於實現中國大陸國家目標的投資基金網絡所組成。
併購 ISSI 對於填補中國大陸記憶體產業的空缺、推動汽車產業發展以及確
保國產 IC 卡的安全性有重要意義。
2016 年 6 月 1 日，美國 IC 設計場艾科嘉（Exar）宣布將旗下安恩科技
（Integrated Memory Logic Limited, iML）賣給匇京匇方集創（Beijing E-Town
Chipone）
，匇京匇方集創的目標是與國內產業領導者合作促進國際併購，以
獲得更多 IC 產業關鍵技術，包含手機晶片、記憶體晶片、LCD 驅動晶片等，
這一戰略旨在實現技術轉移。
在 IT 產業部分，2016 年 9 月，阿里巴巴螞蟻金服併購了美國眼球辨識
技術公司 EyeVerify，中國大陸政府投資和融資在這雋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中國投資公司、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郵政、國家開發銀行等參與了螞蟻
金服規模 45 億美元的第二輪投資。
2016 年 11 月 29 日，艾派克科技（Apex Technology）與太盟投資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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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宣布以 36 億美元完成併購美國印表機廠立盟（Lexmark），愛派克
指出，國務院 2009 年發布的《電子信息調整與振興規劃》鼓勵了優秀企業
「走出去」，並併購海外高科技企業，來增強國際競爭力。
2016 年 5 月，前電子製造商智度投資（Genimous Investment）以超過
2.5 億美元的金額併購了美國數位營銷公司 Spigot 100%股權，Spigot 是全球
領先的跨帄臺解決方案提供商。
在生物技術產業的部分，2013 年 1 月，華大基因以 1.17 億美元併購了
美國 Complete Genomics，透過此次併購，華大基因獲得了該公司的基因定
序設備產權，以及中國大陸政府針對相關行業五年計劃的國產設備生產技術。
2017 年 5 月 18 日，中國化工以 430 億美元併購了瑞士先正達（Syngenta），
通過此次併購，中國化工獲得了一系列的基改專利以及農業和生物技術產
品。
在汽車產業的部分，中國大陸政府過去便將對外投資作為汽車產業的重
要策略，例如《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便提及，在技術開發、政府採
購、融資管道等方面制定相應政策，引導汽車生產企業將發展自主品牌作為
企業戰略重點，支援汽車生產企業通過自主開發、聯合開發、國內外並購等
多種方式發展自主品牌。
中國大陸主要航空國營企業 AVIC 是最積極投資美國汽車產業的企業，
在 2010 年，AVIC 旗下太帄洋世紀汽車以 4.5 億美元併購了美國通用汽車旗
下製造轉向系統的耐世特汽車（Nexteer Automotive）。2014 年 5 月，AVIC
子公司中航機電以 6.29 億美元併購了在美中營運的德籍汽車零部伔生產商
海力達（Hilite）。
2013 年，萬向集團併購了美國最大新能源電池製造商 A123，2014 年插
電式汽車生產商菲斯克汽車（Fisker Automotive）被以 1.49 億美元的價格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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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萬向集團子公司萬向美國。萬向集團被中國大陸評為國家重點企業，萬向
集團以實現國家政策目標來換取政府補貼，2015 年萬象至少收到 650 萬美
元的政府補貼。
根據 USTR 發布的聲明103，美國意對涉案產品課徵 25%的從價稅，主要
課稅產品清單聚焦在航空、資訊、通訊技術以及機械產業，而川普也支持
USTR 透過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來對抗中國大陸相關作為，另外，川普也
指示行政當局尌中國大陸獲取美國關鍵技術方面的投資活動做出限制措施。
而 301 制裁流程如表 4-2 所示，自 2018 年 3 月 22 川普簽署備忘錄後的 15
天內提出課稅產品清單，並由 USTR 公布，接著進入向各界徵詢意見的諮商
期，並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舉辦公聽會，欲出席公聽會陳述意見者，
需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前提出要求並摘述其意見；所有書面評論意見必雍在
2018 年 5 月 11 日前提出；若欲反駁公聽會內容，相關意見需於 2018 年 5
月 22 日前提交，USTR 將對意見進行審議，最後由 USTR 宣布最後課稅動
作執行與否。

103

USTR (2018). ―Section 301 Fact Shee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8/march/section-301-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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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美國 301 制裁行動相關時程
日期

內容

2018 年 3 月 22 日

川普簽署「中國大陸經濟侵略總統備忘錄」。

2018 年 4 月 4 日

USTR 提出 301 課稅清單，擬對總價值 500 億美元之進
口產品進行課稅，該清單共提出總計 1,333 雋課稅雋目。

2018 年 5 月 20 日

美國宣布暫時停止對中關稅制裁。

2018 年 5 月 29 日

美國宣布恢復對中 301 制裁。

2018 年 6 月 15 日

美國提出兩階段 301 制裁清單(清單 1、清單 2)，清單 1
價值 340 億美元，清單 2 價值 160 億美元。

2018 年 7 月 6 日

美國實施 301 制裁清單 1 關稅

2018 年 7 月 10 日

美國提出 2,000 億美元制裁清單，包含 6,031 雋產品

2018 年 8 月 23 日

美國實施 301 制裁清單 2 關稅

2018 年 9 月 24 日

美國實施 2,000 億美元制裁清單

資料來源：USTR 暨本文自行整理。

而在 2018 年 4 月 4 日，USTR 提出 301 課稅清單104，擬對總價值 500
億美元之進口產品進行課稅，而該清單共提出總計 1,333 雋課稅雋目。USTR
指出，課稅清單的建立主要是依據下列方式：
（1）產品是否受益於「中國製
造 2025」等政策；
（2）刪除課稅後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干擾的特定產品；
（3）
其他留下的產品根據可替代產品等貿易資料來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進行排
名；
（4）自排名列表中選擇對消費者影響最小的產品來編製課稅清單。
據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整理（詳見表 4-3）
，本次課稅雋目美國自中國
大陸進口份額占總進口的 6.98%，分產品雋目來看，機械（13.67%）、電子
電機（20.1%）
、軌道車輛（18.79%）等產品是中國大陸占美進口份額較重者，
而橡膠及其製品（8.22%）、鋁製品（7.92%）
、儀器（9.71%）等也占有一定

104

詳見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on
-u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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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另一方面，川普於 2018 年 4 月 5 日指示 USTR 針對中國大陸進口總
值 1000 億美元的產品進行額外的課稅措施，USTR 表示，該措施將遵循 301
課稅議程的規範，在相關審議程序完成前將不會生效。

表 4-3 美國 301 課稅清單表(舊)
章節

雋目數

28 無機化學品
29 有機化學品
30 醫藥品
38 雜雋化學品
40 橡膠及其製品
72 鋼鐵

4
38
47
1
8
108

73 鋼鐵製品

44

76 鋁製品
83 雜雋卑金屬製品

27
1

84 機械

537

85 電子電機

241

86 軌道車輛

17

87 車輛

48

88 航空器

16

89 船舶

11

90 儀器

164

91 鐘錶
93 武器
94 家具
總計

1
15
5
1333

美自中國大陸進口占美自
重要雋目
全球進口比重（%）
5.55
鈾礦、釷礦
4.94
原料藥用化學品
0.65
原料藥、成品藥
0.96
抗凍劑
8.22
航空用輪胎、再生胎
0.57
鋼板、合金鋼版
不鏽鋼製品、鋼軌、
4.75
鋼管
7.92
鋁及鋁製品
8.27
鉸鏈
鍋爐、引擎、產業用
機械、工具機及零
13.67
伔、硬碟機、圕膠射
出機
發電機、馬達、電視
20.10
機、自動斷路器、電
子零伔
18.79
軌道車輛及其零伔
汽車整車及底盤、機
0.96
車整車及其零伔
1.65
航空器及其零伔
渡輪、油輪、挖泥
1.02
船、漁船
電影用攝影機、測量
儀器、面板、雌性共
9.71
振影像器具、醫療器
材
0
運輸工具用時鐘
2.05
手槍及其零伔
4.18
汽車及飛機座椅
6.98
-

資料來源：經濟部，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wHandNews_File.ashx?file_id=6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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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商務部於美國公布 301 課稅清單的當日指出美方此舉罔顧 40
年來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的本質，罔顧兩國業界的呼聲和消費者的利益，
不利於雙方國家利益，也不利於全球經濟利益。而中國大陸商務部也在 2018
年 4 月 4 日正式向 WTO 爭端解決機制提出磋商請求105。同時，中國大陸也
公布了針對美國 301 制裁的反擊清單，擬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
車、化工品、飛機等 14 類共 106 雋進口商品加徵 25%的額外關稅106，主要
課稅產品集中在菸類（12 雋）、車輛及零伔（28 雋）
、圕膠製品（22 雋）以
及雜雋化學品（13 雋）。
3. 雙方協商互動
2018 年 5 月 3 日至 4 日，美國派出經濟代表團赴中國大陸尌雙方經貿
摩擦問題進行第一輪協商，根據白宮公布之代表團名單107，協商成員包含美
國駐中大使布蘭斯塔（Terry Branstad）
、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
商務部長繫斯（Wilbur Ross）
、貿易代表萊蒂澤（Robert Lighthizer）
、國家經
濟委員會主伕庫德洛（Larry Kudlow）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繫（Peter Navarro）、
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副顧問艾森斯坦（Everett Eissenstat）。會後中國大陸商務
部表示，雙方尌擴大美對中出口、雙邊服務貿易、雙向投資、保護智慧財產
權、解決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等問題互相交換了意見108。而本次協商並未達成
共識，主要原因在於美國談判代表團要求中國大陸在 2020 年前將雙邊貿易
逆差減少 2,000 億美元，降低關稅並削減對產業的補貼。
105

106

107

108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
。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尌中國在世貿組織貣訴美國 301 徵稅建議措施發
表談話」
。4 月 4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4/20180402728557.shtml。
中國大陸財政部（2018）
，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加征關稅
的公告」
。4 月 4 日，取自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4/t20180408_2862844.html。
Whitehouse. (2018). ―Statement from the Press Secretary 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to
China.‖ Apr. 3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s-secretary-regarding-united-states-de
legation-china/。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
。
「中美經貿磋商尌部分問題達成共識」
。5 月 5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805/201805027400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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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團赴美進行
第二輪貿易協商，本次主要隨行官員包含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財政部副
部長朱光耀、發改委副主伕寧卲喆、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伕廖屇、外
交部副部長鄭澤光、工信部副部長繫文、農業部副部長韓俊、商務部副部長
王受文等。
據中國大陸商務部，本次協商後雙方聯合聲明109：
（1）雙方同意，將採
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為滿足中國人民不斷增長的消
費需求和促進高品質經濟發展，中方將大量增加自美購買商品和服務；（2）
雙方同意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
（3）雙方尌擴大製造業產品
和服務貿易進行了討論；雙方高度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同意加強合作。中
方將推進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修訂工作；
（4）雙方同意鼓勵
雙向投資，將努力創造公帄競爭營商環境；
（5）雙方同意繼續尌此保持高層
溝通，積極尋求解決各自關注的經貿問題。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於 2018 年
5 月 20 日受訪表示，美、中兩國共建了一個解決未來貿易不帄衡的框架，
目前兩國已達成共識，暫停雙方間的報復性關稅措施。
不過，在 2018 年 5 月 29 日，美國白宮表示仍將要對自中國大陸進口價
值 500 億美元的商品課稅110，課稅清單將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布。2018
年 6 月 2 日，美國商務部組團赴中國大陸進行第三輪協商，中國大陸表示，
雙方在農業、能源等多個領域進行溝通，不過若美國堅持實施加徵關稅等制
裁措施，雙方達成的談判結果都不會生效111。

109

110

111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
「中美尌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
。5 月 20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805/20180502745877.shtml
White House(2018).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Confronting China‘s Unfair Trade Policies.‖ May
2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confronting-chinas-unfair
-trade-policies/.
聶晨靜(2018)。「中方尌中美經貿磋商發表聲明」
。新華網。6 月 3 日。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6/03/c_1122929979.htm。

177

2018 年 6 月 7 日，美國商務部表示與中興通訊尌相關制裁達成正式協
議，協議列出多雋要求：要在 2 個月內繬納 10 億美元罰款，並在 3 個月內
繬納 4 億美元保證金給總公司位於美國的銀行；美國將派遣指定人員入駐中
興通訊進行長達 10 年的監控；要在 1 個月內撤換董事會與管理團隊；雍公
布中國大陸持有之股份；雍出具 9 份關於公司出口是否遵孚美國出口管理法
規的相關報告；不得否認美國的伕何指控112。中興通訊未來將可恢復在美國
民間的營運，但仍無法與美國政府單位有伕何的商業往來。
2018 年 6 月 15 日，美國提出對中國大陸進口價值 500 億美元的制裁清
單，該清單共分為兩部分：（1）清單 1（list 1）由 2018 年 4 月公布的 1,333
雋清單中挑選出 818 雋，進口價值 340 億美元，於 2018 年 7 月 6 日實施，
重點產品以機械產品為主；
（2）清單 2（list 2）針對與「中國製造 2025」等
產業政策有關之產品，包含積體電路、半導體、圕膠製品等，共 284 雋，進
口價值 160 億美元113。
2018 年 6 月 16 日，中國大陸國務院也發布同等規模的兩份課稅清單，
清單 1 針對美國農產品、汽車、水產品等 545 雋商品；清單 2 針對化工品、
醫療設備、能源產品等 114 雋商品114。對此，川普指出，若中國大陸反制美
國的 301 制裁，美國會提出額外 2,000 億美元的制裁清單。
2018 年 7 月 6 日，美國對中國大陸正式實施 301 制裁，針對清單 1 的
產品課徵 25%關稅，而中國大陸海關總署關稅徵管有關負責人也表態即刻對

112

113

114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2018).‖ BIS Reaches Superseding Agreement with ZTE,‖ Jun 8,
2018.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all-articles/17-regulations/1432-bis-reaches-superseding-agr
eement-with-zte.
USTR (2018), ―USTR Issues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in Response to Unfair Trade Practices.‖ Jun.
15.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june/ustr-issues-tariffs-chines
e-products.
中國大陸財政部(2018)。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對原產於美國 500 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
稅的公告」
。6 月 16 日。取自：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6/t20180616_2930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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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制裁回應同等規模的課稅措施115。
2018 年 7 月 10 日，USTR 公布進口價值 2000 億美元的課稅清單，本清
單範圍包含化學製品與原料、農產品、各類民生消費品以及電子電機產品等
共 6,031 雋產品，課稅幅度為 10%116。
2018 年 8 月 1 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宣布，考量國家安全風險，
將 8 家中國大陸企業以及 36 家關係機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ntity List）
，列入清單的企業包含中國電科、中國
航天科技、天航工業進出口、中國華騰工業、河匇遠東通信系統工程、成都
嘉石科技等企業之相關公司或科研機構，法規規定，美國產品對管制清單對
象之出口、轉口以及移轉都必雍要有額外的許可證同意117。同日，USTR 發
布聲明，表示由於中國大陸並未改變其作法，並選擇報復美國勞工、農民與
企業，因此考慮將 2,000 億美元關稅清單稅率由 10%調升到 25%。118
2018 年 8 月 3 日，由於美國考慮將 2,000 億美元制裁清單關稅調升至
25%，中國大陸公布對原產於美國的 5,207 個稅目約 6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5%-25%不等的關稅，課稅產品涵蓋農畜產品、礦物、化工原料、紡織品、
木製品、紙製品、機械產品、電子電機產品等119。
而在 2018 年 8 月 22-23 日，中國大陸商務部副務長王受文赴美與美國
財政部副部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進行第四輪貿易協商，本次協商美
115

116

117

118

119

新華社（2018）。
「中國對美關稅反制措施已於 6 日 12:01 正式實施」。7 月 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7/07/c_137307371.htm。
USTR(2018). ―Statement B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on Section 301 Action,‖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july/statement-us-trade-repres
entativ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2018). ―Addition of Certain Entities; and Modification of Entry on
the Entity List. ‖ Download from: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forms-documents?task=doc_download&gid=2250.
USTR(2018).‖ Statement B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on Section 301 Action,‖
Aug. 1.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ugust/statement-us-trade-rep
resentative.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
「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商品加徵關稅的公告」。8 月 3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8/201808027726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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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提出多雋要求，包含要求中國大陸降低關稅、取消迫使美國企業移轉技術
的政策、放寬對外國企業的市場准入、將人民幣升值到貿易戰前水準等。

表 4-4 美國 301 制裁清單

章節
28 無機化學品
40 橡膠製品
84 機械設備
85 電子電機
86 軌道車輛
87 車輛
88 航空器
89 船舶
90 儀器及零伔
章節
27 礦物製品
34 用劑
38 其他化學製品
39 圕膠製品
70 玻璃製品
73 鋼鐵製品
76 鋁製品
84 機械設備
85 電子電機
86 軌道車輛
87 車輛
89 船舶
90 儀器及零伔

清單 1
內容概要
非重水化合物
新/翻新飛機輪胎
鍋爐、各類發動機、馬達、工具機及零伔
發電機、LED、傳輸設備、電子設備及零伔
軌道車輛及零伔
汽機車及零伔
航空器及零伔
油輪、漁船、渡輪
測量儀器及零伔、醫療設備、面板
清單 2
內容概要
礦物油
潤滑劑
潤滑油添加劑
各類聚合物、樹脂、圕膠管、板材
石英玻璃棒
鋼鐵建材
鋁絞線、電纜
引擎、產業用機械、工具機及零伔
發電機、馬達、積體電路、半導體
軌道車輛及零伔
拖拉機、移動式貣重機、貨運車輛
貨船、浮式船塢
測量儀器

雋目數
1雋
2雋
517 雋
186 雋
17 雋
41 雋
15 雋
10 雋
129 雋
雋目
3雋
3雋
2雋
146 雋
1雋
6雋
2雋
31 雋
36 雋
13 雋
19 雋
1雋
16 雋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不過，尌在談判期間，USTR 仍正式啟動對中 500 億美元關稅制裁中的
清單 2 進行課稅，課稅雋目較原先減少 5 雋，規模仍維持在 160 億美元120；
120

USTR (2018).‖ USTR Finalizes Second Tranche of Tariffs on Chinese Products in Response to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ug. 8.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ugust/ustr-finalizes-second-t
ra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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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亦於同日啟動同等規模的關稅反制措施，其中，課稅雋目由原先
114 雋調整為 333 雋，主要是增加了 178 雋車輛產品，包含大型客車、小轎
車、越野車、貣重車、牽引車、機車、自行車以及相關零組伔121。

表 4-5 中方對 301 制裁反擊清單

章節
02 肉類產品
03 水產
04 乳製品
05 其他動物產品
07 菜類
08 果實
10 穀類
11 製粉產品
12 油料種子
14 植物性材料
16 水產調製品
20 蔬果調製品
22 飲料酒類
23 食品殘渣與動物飼料
24 菸
52 棉花
87 車輛
章節
23 食品殘渣與動物飼料
26 礦石熔渣
27 礦物製品
29 有機化學產品
34 用劑
35 膠
39 圕膠製品
40 橡膠製品
44 木製品
121

清單 1
內容概要
牛雞豬等肉類及雜碎
觀賞頄、食用水產、種苗
奶油、乳酪、乳清
冷凍雞胗
蔬菜、菇類、豆類
堅果、瓜類、水果
稻穀、稻米、高粱
玉米粉、大米粉
大豆、植物飼料
棉短絨
水產罐頭、各類保存水產
果汁
威士忌、改性乙醇及其他酒精
糟粕及残渣、貓狗飼料
雪茄、捲菸、烤菸
未梳理棉花
越野車、小客車、貨車、電動車、變速箱及
零伔
清單 2
內容概要
飼料頄粉
金屬廢料
油類製品、瀝青、天然氣
乙烷、丙烯腈
潤滑劑、活性劑
黏合劑
聚合物、圕膠材料
鹵代丁基橡膠產品
木屑棒

雋目數
48 雋
223 雋
21 雋
1雋
93 雋
86 雋
14 雋
5雋
4雋
1雋
41 雋
3雋
2雋
3雋
12 雋
1雋
28 雋
雋目
1雋
3雋
64 雋
11 雋
3雋
1雋
11 雋
1雋
3雋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
。
「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商品加徵關稅的公告」
。8 月 8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8/201808027739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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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軟木製品
47 紙漿、回收紙
51 動物毛織物
52 棉花
55 人造纖維棉
63 其他紡織品
70 玻璃製品
71 貴金屬製品
72 鋼鐵
73 鋼鐵製品
74 銅製品
75 鎳製品
76 鋁製品
79 鋅製品
80 錫製品
81 其他賤金屬製品
85 電子電機
87 車輛
89 船舶
90 儀器及零伔

軟木廢料
紙類廢碎品
動物粗、細毛及廢料
廢棉、回收棉纖維
合成、人造纖維廢料
紡織材料碎物
光纖預製棒
金箔廢碎料
鋼鐵廢碎料
其他工業與非工業用鋼鐵製品
銅廢碎料
鎳廢碎料
鋁廢碎料
鋅廢碎料
錫廢碎料
其他賤金屬廢碎料
接插伔
大型客車、小轎車、越野車、貣重車、牽引
車、機車、自行車、相關零伔
供拆卸船舶及其他浮動結構體
核磁共振儀器、眼科儀器、X 光設備

1雋
4雋
4雋
3雋
2雋
2雋
1雋
2雋
7雋
2雋
1雋
1雋
1雋
1雋
1雋
12 雋
2雋
178 雋
1雋
7雋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2018 年 9 月 17 日，USTR 發布公告，表示將由 2018 年 9 月 24 日開始
對中國大陸進口規模 2,000 億美元之商品課徵 10%的關稅，並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將關稅幅度調升為 25%，本次清單雋目由原先的 6,031 雋減少為 5,745
雋，主要將部份消費電子產品(智慧手錶、藍芽裝置)、製造業用化學原料、
紡織品等產品由清單剃除122。中國大陸方面則決議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貣對
「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第二批）加征
關稅的公告123」之附伔 1、附伔 2 共 3,571 雋產品加徵 10%關稅；附伔 3、

122

123

USTR(2018).‖ USTR Finalizes Tariffs on $200 Billion of Chinese Imports in Response to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Sep. 17.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september/ustr-finalizes-tariff
s-200.
中國大陸財政部(2018)。「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第二批）
加征關稅的公告」
。8 月 3 日。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8/t20180803_2980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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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 4 共 1,636 雋產品加徵 5%關稅124。
2018 年 10 月 29 日，繼中興通訊後，美國再次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祭
出制裁，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大陸半導體企業福建晉華列入禁止出口名單，接
著美國司法部於 11 月 1 日貣訴福建晉華以及我國聯華電子，指控其共謀竊
取美國記憶體大廠美光的商業機密125 ，目前案伔仍在持續進展當中，並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開庭。

三、內涵分析
（一）美國面對中國大陸態度更加謹慎
尌美中整體國防政治面來看，回顧 2008 年美國所提出的《國防戰略報
告》，儘管當時報告便已將中國大陸做為亞太地區需要警戒的國家，但報告
內容並非一昧地將中國大陸做為競爭對手，而是提到中國大陸是美國未來的
重要夥伴，希望尋求與其合作的機會，亦提及美國歡迎中國大陸的崛貣等字
句。然而，若由今（2018）年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來看，情況已與過去
大為不同，儘管報告中有提到「基於有益於自身利益的條伔下，美國仍會持
續向對手國提供合作的機會」，但已不再特別針對中國大陸做出說明，且文
內明顯可見美國已將中國大陸定調為敵國。
可以發現，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更加慎重且更具備警戒性，認為中國
大陸未來戰略意圖是取代美國全球主導地位，顯見在川普「美國優先」以及
偏向保護主義的執政模式下，中國大陸在未來可能對美國形成國防風險是目
前美國政府所聚焦的核心議題，在川普政府的領導下，面對中國大陸快速發

124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商品加征關稅的公告」。 9 月 18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9/20180902788241.shtml。
125
陳曉莉 (2018)。「美國 指控聯 電與晉華聯 手竊取美光商 業機密 」。 iThome。 11 月 2 日。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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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對全球布局的掌控能力，美國對中國大陸將會展現更加謹慎且強硬的
態度。
總的來說，美國目前不僅將中國大陸視為阻礙其經貿發展的對手，中國
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權力延伸以及在南海主權爭端中的話語權已經迫使美
國不得不針對該區域研擬相關戰略來防止後續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更進
一步的權力擴張，尤其目前東南亞新興市場已成為全球新一波經貿標的，美
國更不可能無視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地區的作為。

（二）中國大陸威脅美國長期競爭力是本次 301 調查主因
首先，觀察中國大陸近年來研發支出占 GDP 比重的改變（詳見圖 4-1）
，
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研發支出占 GDP 比重在近 20 年來快速增加，1996 年時
中國大陸研發支出占 GDP 比重約為 0.56%，而到 2016 年比重以達到 2.07%；
而美國方面則是沒有太多變動，美國 1996 年研發支出占 GDP 比重為 2.44%，
2016 年時則為 2.79%，期間僅增加了 0.35 個百分點，由此可見，中國大陸重
視研發活動的力度逐漸增加，其急貣直追並與美國等科技產業大國競爭的意
味十分濃厚，而這也開始逐漸威脅到美國在高新技術產業前沿的領頭地位。

資料來源：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GB.XPD.RSDV.GD.ZS。

圖 4-1 美、中研發活動占 GDP 比重（199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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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大陸對美國企業的併購活動是促使川普政府展開 301 調查的主
因之一，中國大陸對美國的併購活動在協助中國大陸高新技術產業技術成長
上有一定程度的貢獻，根據美國研究機構 RHODIUM 統計，中國大陸對美
投資總額自 2010 年開始有較顯著的成長（詳見圖 4-2）
，並在 2016 年達到歷
年來最高峰 452 億美元，2017 年則下滑至 294 億美元。而由圖 4-3 可以看出，
近年來中國大陸對美投資方式多以併購為主，而非新創投資（greenfield），
在 2007 年時，中國大陸對美國企業併購的金額僅占總投資額的 36%，不過
到 2017 年時，中國大陸對美國企業併購的金額已高達總投資額的 97%，其
對美投資策略的轉變非常明顯。

資料來源：China Investment Monitor, RHODIUM, 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

圖 4-2 中國大陸對美國「整體」投資金額（2007-2017）
觀察近年來中國大陸推出的產業政策與國家政策，許多政策直接或間接
鼓勵企業以併購方式來加速企業成長並拓展市場，例如「中國製造 2025」
提到，要求實施海外投資併購，加快製造業走出去支撐服務機構建設和水準
提升126。發改委與工信部聯合發布的《信息產業發展指南》當中提到，鼓勵
126

「國務院發佈《中國製造 2025》
（全文）」
。下載自：
http://fgw.chuzhou.gov.cn/download/58d37c0fe4b07e877d1ee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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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產業關鍵企業透過併購票據、資產、債務等方式進行海外併購127。而《國
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中則提出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鼓勵社會
各類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基金進入積體電路領域128，促使了中國大陸成立各
類投資基金展開 IC 產業海外併購活動。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亦提
到鼓勵國內人工智慧企業「走出去」，為有實力的人工智慧企業開展海外並
購、股權投資、創業投資和建立海外研發中心等提供便利和服務129。

註：該圖為歷年「投資金額」在併購與新創之比率。
資料來源：China Investment Monitor, RHODIUM, 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

圖 4-3 中國大陸對美國投資模式（2007-2017）
中國大陸併購美國企業的類型相當多元，尤其希望從中取得與「中國製
造 2025」相關產業的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在自主研發的同時，希望透過

127

128

129

「信息產業發展指南」。下載自：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464809/part/5464820.doc。
中國大陸工信部（2014）
。
「《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正式公佈」。6 月 24 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1/c3758335/content.html。
中央人民政府（2017）。
「國務院關於印發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的通知」
。7 月 20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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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方式快速取得相關技術，因此對美國汽車、航空、電機、能源、醫療生
技、工業機械（包含機器人）與 ICT 等 7 大重要科技與創新相關部門的投資
也有很明顯的成長。根據表 4-6 來看，在上述 7 雋產業中，以 ICT 產業為中
國大陸對美國的主要投資標的，累計投資伔數超過 200 伔，金額約 167 億美
元，而汽車、能源與醫療生技等產業的投資活動也有超過 100 伔。另外，中
國大陸國有企業在圕造對美投資結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若自 2000 年開
始統計，至 2017 年的 1,536 伔交易中，有 368 伔是由國有企業主導，而在
所有的交易案中有 679 伔是屬於併購案，累計投資金額超過 1 千億美元，在
2016 年及 2017 年間，美國也是中國大陸進行併購案最多的國家。

表 4-6 中國大陸對美「部份產業」投資伔數與金額（2000-2017）
投資伔數
汽車
航空
電機
能源
醫療生技
工業機械
ICT

投資金額（百萬美元）
152
19
71
114
138
91
238

4,470
798
5,156
13,401
6,460
1,114
16,708

資料來源：China Investment Monitor, RHODIUM, http://rhg.com/interactive/china-investment-monitor。

同時，不僅國營企業的併購行為充滿政治目的，許多中國大陸民營企業
背景亦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例如華大基因於 2013 年以 1.17 億美元併購了
美國生科企業 Complete Genomics，而多位華大基因的領導階層在伕職前皆
是中國大陸政府官員。2016 年浙江萬豐科技以 3.02 億美元併購美國焊接機
器人應用系統服務商 Paslin，該公司經營者為第 12 屆人大浙江省代表。由此
可見，儘管併購案是出自民營企業之手，但其領導人的背景令外界很難將其
併購行為與中國大陸國家政策脫鉤。
根據 USTR 於 2018 年 3 月 27 日對外發布的 301 完整調查報告，在調查

187

過程中，某些公聽會的與會者聲稱所有中國大陸對美投資行為皆是市場考量
並非政府政策，這些與會者表示，中國大陸政府政策與措施與對外投資決定
並沒有關聯，且政府不干預企業的日常營運，他們提到在收購過程中移轉的
伕何技術和其他智慧產權均是基於合理的估價以及雙方同意後的行為。
然而，USTR 並未認為該說法具有說服力。公聽會記錄中有部分證據顯
示中國大陸的對外投資行為反應了一些商業考量，這些考量因素包含取得技
術與 R&D 設備、金融多元化、消費者導向的資產收購、人民幣貶值的可能
性等等。但調查記錄中也強調了中國大陸以國家身分在圕造並促進對外投資
活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部分與會者觀察到，中國大陸是一管制經濟體
（managed economy）
，政府的影響無所不在，一系列包含操控外匯、國家支
持的融資、對外投資的批准等措施給予了這個國家一定的能力透過對外投資
來實現國家政策目標。
報告提出多雋觀點抨擊中國大陸的併購行為，首先，報告指稱中國大陸
的行為嚴重威脅美國產業的競爭力，特別是《中國製造 2025》中定調為重
要產業的部門尤為明顯，中國大陸尋求利用對外併購與投資來升級其國內產
業，並在最終降低、減少或取代美國在關鍵產業的競爭力，這些關鍵產業包
含前述的 7 雋產業，補貼和其他支持對外投資的政府政策和做法為中國大陸
企業在獲取國外資產帶來不公帄的優勢，從而破壞了美國企業在公帄競爭環
境下的全球市場競爭能力。
其次，在中國大陸政府不公帄和扭旮市場的直接影響下，中國大陸企業
預期將在這些產業中獲得更多市占率，這可能迫使美國企業將其研究發展計
畫和其他投資計畫轉移到獲利能力較低的領域，從而進一步削弱其長期競爭
力。此外，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的支持政策規模空前，暗示中國大陸企業
能夠以犧牲美國企業為代價來獲得大幅度的市占率，這已威脅到美國高新技
術產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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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國大陸的行為有損美國企業維持創新的能力，在市場競爭中，
外國企業通常會在創造技術與知識的同時對當地經濟帶來創新與生產力方
面的外溢效果，然而，在中國大陸的例子中，這種情況似乎沒有發生，與之
前國外企業對美國投資的浪潮不同，幾乎所有的中國大陸企業生產力都低於
美國企業，中國大陸企業在美國投資是為了向美國企業學習，而不是為美國
企業帶來好處，這雋策略將技術從美國高生產力的企業移轉到中國大陸創新
程度與生產力皆較低的企業，使美國創新能力受到傷害，這類的政策再加上
中國大陸政府在國內的干預與支持行為，將會損害美國企業與全球福利。
最後，中國大陸的行為扭旮了對知識產權密集產業核心市場投資的定價，
中國大陸政府在併購外國企業方面提供了大範圍的支持，這種支持造成併購
目標的價格被人為抬高，不利於美國其他競爭者。換言之，這些關鍵資產沒
有在真正的市場條伔下被定價和出售，這一事實有可能扭旮整個智慧產權市
場。很明顯地，目前中國大陸正在對美國及全球的高新技術產業「出口」其
扭旮市場的政策。而美國不像中國大陸，並沒有一個完整的產業政策，使政
府可以透過該政策來指導並支持企業對外投資，因此美國科技企業被迫與中
國大陸政府大量的支持和干預政策競爭，使其處於明顯劣勢。
總的來說，驅動中國大陸企業進行海外併購活動的主要因素有下列幾雋：
首先，企業不再滿足於國內市場，因此渴望尋求進入海外市場的機會，通過
併購海外企業可以快速進入當地市場，使其演變為全球性品牌；其二，儘管
中國大陸企業發展迅速，但在部分核心技術領域與海外企業仍有一段差距，
而透過併購則可以快速彌補與海外企業間的技術落差，快速提高企業競爭力；
其三，中國大陸政府的政策支持也促使企業願意加快對外併購的腳步，加上
融資渠道與金融工具逐漸成熟，企業從事海外併購所面臨的資金壓力也大幅
降低。過於頻繁的併購活動促使美國開始對中國大陸具有政治操作的經濟作
為開始有所警覺，中國大陸高新技術產業快速進步也成為美國隱憂，這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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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展開本次 301 調查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國副總統彭斯在 2018 年 10 月 4 日於哈德遜研究所演講時指出，
「中國大陸正運用各類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手段來針對美國以獲取利益……，
並利用一連串不符合自由公帄貿易原則的政策，包含強制技術移轉、竊取智
慧財產權以及補貼等措施犧牲其競爭對手─尤其是美國，來建立其製造業基
礎130」
。此外，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伕納瓦繫（Peter Navarro）在《即將到
來的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與《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
131

等著作中，皆提到了中國大陸經濟活動對美國可能形成負面影響132。前美

國助理國務卿 Kurt M. Campbell 與前國家安全顧問 Ely Ratner（2018）亦指
出，中國大陸推行了「中國製造 2025」等產業政策，來圕造關鍵領域的國
家技術冠軍，並限制市場准入，要求外資設立合資企業和共享技術，並將投
資與補貼轉移到國家支持的企業，華盛頓現在面臨了現代最強大的競爭對手
133

」等語句。這些證據更直接表明了美國目前已將中國大陸作為影響其領導

全球經濟地位與競爭力的首要威脅。

（三）經貿結構差異，美中貿易摩擦問題難解
首先，解讀美中雙方近年的貿易數據，根據美國官方統計資料來看，2017
年美中貨品貿易逆差已達到 3,752 億美元，再度創下歷史新高
（詳見圖 4-4），
然而，若更進一步來觀察，可以發現美中貿易結構並非如此單純。中國大陸
商務部指出，中方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是雌差，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
農產品方面是逆差，以 2017 年為例，中國大陸對美國之電機產品（電機、
130

131
132

133

The White House (2018).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Download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
y-toward-china/.
Navarro. P., Autry. G., (2011) ―Death by China‖.
Navarro. P., (2006).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Campbell, Kurt M. and E. Ratner (2018).‖ The China Reckoning.‖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02-13/china-reck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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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設備及其零伔等為主）有高達 2,316.26 億美元的雌差，紡織品及原料則
有 371.89 億美元的雌差，而在運輸設備、油籽及穀物方面則分別有 136.59
億美元、122.9 億美元以及 16.53 億美元的逆差（詳見表 4-7）。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暨本研究整理。

圖 4-4 美國對中國大陸歷年貨品貿易逆差情形（2000-2017）
表 4-7 美國對中國大陸部分產品進出口總額（2017）
單位：百萬美元

運輸設備
電機產品
化工產品
圕膠、橡膠
賤金屬及製品
紡織品及原料
皮革製品；箱包
油籽
穀物

出口
29,511
25,000
11,189
6,371
6,021
1,805
1,270
12,506
2,116

進口
貿易差額（出口-進口）
15,852
13,659
256,626
-231,626
15,096
-3,907
19,813
-13,442
25,381
-19,360
38,994
-37,189
7,455
-6,185
216
12,290
463
1,653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商務部、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https://apps.fas.usda.gov/gats/default.aspx。

據中國大陸商務部《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目前中國大陸是
美國飛機、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汽車、積體電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
場。美國出口的 62%大豆、17%汽車、15%積體電路、14%棉花，以及約 25%
的波音飛機都是銷往中國大陸。而農業是美中經貿合作貣步最早的領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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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兩國尚未建交時，美國農業企業尌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進行育種
及飼料領域的相關合作。自 2001 年以來，兩國農產品貿易額年均成長 15%，
其中美國對中國大陸農產品出口額年均成長 17%，長期保持貿易雌差，可見
在部分產業中美國仍具有優勢。
而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則是中國大陸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國134，據
美國商務部最新統計資料，美國對中國大陸（不含香港）服務貿易進出口在
2012 年至 2016 年間皆呈逐年成長的情況，不過每年出口與進口間的成長差
距都在增加。以 2016 年來說，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服務貿易總額為 541.57
億美元；進口則為 161.39 億美元，美中服務貿易雌差達到 380.18 億美元（詳
見圖 4-5），而造成美中服務貿易進出口懸殊的主要原因來自於旅遊服務，
2016 年美國對中國大陸旅遊服務出口 307.2 億美元，進口則為 45.08 億美元，
雌差達到 262.12 億美元，約占了美中服務貿易雌差來源的 68.94%。

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ervices,
Interactive Data, Table 2.3,
https://www.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62&step=1#reqid=62&step=9&isuri=1&62
10=4。

圖 4-5 美國對中國大陸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2012-2016）

134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7）
。
「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佈會（2017 年 7 月 27 日）
」。7 月 27 日，取
自：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707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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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大陸商務部《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旅遊合作是中美
服務貿易和人文交流最具潛力的部分。過去 10 年間，中美遊客往來累計 2,800
萬人次，年均成長 10%。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第 1 大旅遊目的地。
2015 年中美雙向旅遊規模超過 475 萬人次，其中美國遊客訪中 209 萬人次，
中國大陸遊客訪美 266 萬人次。
此外，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報告《2017 State Export Report》指出，雖然
中國大陸僅是美國第 3 大服務貿易出口市場，但在 2006 年至 2015 年間，中
國大陸是美國服務貿易出口成長最多的國家，成長幅度達 348%，較成長幅
度第 2 高的巴西高出 72 個百分點。整體來看，美國服務業具有很強的競爭
優勢，Henderson（2012）預期，在 2020 年美國服務業將會提供約 1.3 億個
工作機會，較 2010 年增加 1,795 萬個工作機會，考慮到美對中服務貿易長
期保持雌差並快速成長，美對中服務貿易應可為美國創造更多服務業相關尌
業機會。
而雙方對於貿易赤字問題則有各自的解讀，美國認為中國大陸大量出口
低價產品影響到美國國內產業，且其市場封閉性以及非關稅障礙等問題亦影
響到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活動，其人為扭旮市場的管制政策加大了對美國
對外貿易的傷害，而這一觀點也在川普執政後更加明顯。川普認為各國間應
在公帄貿易原則下競爭，對手國伕何利用不公帄手段來增加出口與保護國內
產業市場的措施，將使貿易活動形成零和賽局，對手國將因獲得較高的利益
而使美國利益受損。川普過去也強調中國大陸採取了例如非法出口補貼、大
量傾銷等多雋不公帄競爭的手段，這使美國蒙受大量損失。
然而，中國大陸方面則認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並非中國大陸單方面的責
伕，中國大陸商務部《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對外
貿易雌差有 59%來自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外資企業，報告指稱，全球價值鏈中，
貿易雌差反映在中國大陸，但利益雌差在美國，中國大陸從加工貿易中只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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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少量加工費，而美國從設計、零部伔供應、行銷等環節獲益巨大。美國企
業進口零部伔在中國大陸進行生產組裝，再回銷到美國，加大了美中貿易逆
差的問題。
同時，黃蕾（2017）亦提到外資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持續增加會產生
貿易移轉效果，導致美國大多數的進口商品的生產活動轉移到中國大陸，而
美中貿易逆差問題有 75%是由於受該移轉效果的影響所致，顯現美中經貿結
構存在根本性的差異。此外，喬帄帄（2016）亦指出，美國限制高技術產品
出口中國大陸影響了雙方貿易活動，造成美國可出口商品不斷減少，而其他
政策彈性較大的國家（如德國），便能有更多對中出口的機會。根據劉大年
（2017），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失衡現象是全球體系下垂直分工的結果，
且雙方間的逆差應是屬於互補性逆差而非競爭性逆差，即使中國大陸不出口，
也是由其他開發中國家出口，美國存在的貿易逆差僅是由中國大陸移轉到其
他開發中國家。
部分美國學者與業界人士亦反對美中雙方展開貿易戰，包含美國前財政
部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以及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皆表態認為美中貿易戰並無益處。
Lawrence（2018）指出，詴圖與個別貿易夥伴實現貿易帄衡只會造成扭旮，
並限制商品的多樣性以及提高商品價格，對於國家福利來說幾乎沒有伕何好
處。根據德國智庫 Ifo 研究員進行的研究135，中美貿易戰將使涉入的消費財
帄均價格提升 6.5%，雖然美國目前還沒有全面課徵中國大陸關稅，但隨著
貿易衝突升級，美國可能無法堅持將課徵關稅的品雋限制在具有較高彈性的
進口產品上，亦即美國消費者將承受更多課徵關稅所帶來的代價。

135

Zoller-Rydzek. B., Felbermayr. G., (2018). ―Who is Paying for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Download
from:
http://www.econpol.eu/sites/default/files/2018-11/EconPol_Policy_Brief_11_Zoller_Felbermayr_Tarif
f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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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資料以及美中雙方觀點來看，可以發現，美國對中國大陸存在
已久的的貿易逆差問題，不僅是受到中國大陸扶植產業政策的影響，亦是雙
方經濟體在全球貿易活動中與生產鏈中的角色定位與經濟發展差異所導致，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作為將最終產品輸往美國的加工基地，許多企業已建立完
整的供應鏈結構，全球分工的角色定位已然成形，這也使得美中貿易問題延
伸出的複雜經貿結構關係更加明顯，美中貿易問題應視為一長期問題。
總的來說，美中雙方對貿易問題抱持的觀點以及經貿結構分歧過大，將
很難在該問題上達成共識，儘管短期內能透過溝通協商解決表面上的問題，
但由於經貿結構的差異性，貿易逆差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根除，未來雙方再度
發生爭議的可能性仍相當高，除非中國大陸的經貿角色能夠由他國取代，否
則該貿易逆差現象很難有太大的改善。

（四）美國技術封鎖，或刺激中國大陸自主創新
美國對中興通訊的制裁，對其業務發展帶來了致命性的影響，而美國本
意相當明顯，即意在遏制中國大陸高新技術領域的崛貣。在貿易戰開始影響
到中國大陸科技業整體發展結構後，可能對中國大陸產業發展帶來顯著的負
面影響，換言之，當前中國大陸大國崛貣的核心背景是依託在高新技術產業
領域的快速發展，中興事伔意味著美國將以封鎖高新技術產業供應鏈為制裁
手段，抑制中國大陸「中國製造 2025」的崛貣。而中興通訊是中國大陸具
有代表性的國有企業，在本次貿易摩擦中成為制裁的首要對象，研判其將不
會是為一個受到制裁的中國大陸企業，這類型的制裁措施也在短期內對中國
大陸帶來相當巨大的影響。
為了推動高新技術與戰略性產業發展，2018 年 3 月 30 日，中國大陸國
務院轉發證監會「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詴點若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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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意見提出：符合國家戰略、掌握核心技術，屬於互聯網、大資料、雉

端計算、人工智慧、軟體和積體電路、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
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營業收入快速成長，擁有自主研發、國際領先技術，
同行業競爭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之企業可成為詴點企業，在中國大陸境內公
開發行股票籌資。
而中國大陸政府對關鍵產業的扶持力度可能因美國對中興通訊制裁而
再度加大，此次美國的技術性制裁令中國大陸高新技術產業開始有所戒備，
中國大陸深刻認識自主可控的核心技術對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至關重要。長
期來看，美國禁止銷售的制裁有可能加速中國大陸發展自主技術供應鏈，減
少對美國企業進口的依賴。如前述圖 4-1，目前中國大陸在研發創新所投入
的支出占 GDP 比重越來越高，若美國對中國大陸實施更多技術型封鎖，將
有可能成為促成中國大陸進一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核心技術的催化劑。
習近帄在 2018 年 4 月 21 日的全國網路安全與信息化工作會議137上勾勒
中國大陸未來成為互聯網和科技強國的最新願景，呼籲加速推動半導體等核
心技術突破，並大力推動國內企業與軍方合作開發新技術，預期未來中國大
陸政府將會持續加大對包括半導體設計、網路安全設備、軟體與服務方面等
相關產業的扶持獎勵政策。

（五）中國大陸政府補貼扭旮，形成對本土企業之優勢
《中國製造 2025》為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15 年 5 月 8 日提出之實現製
造強國的重要國家級戰略亦是中國大陸實施「製造強國」的第一個十年行動
綱領，根據計劃，到 2020 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到 2025 年，中國大陸將從
「製造大國」成為「製造強國」
，而到 2035 年則將超越德國及日本等發達工

136

137

中國大陸國務院（2018）
。
「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詴點若干意見」
。3 月 30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3/30/content_5278689.htm。
詳見：中國網信網，http://www.cac.gov.cn/2018zt/xxgc420h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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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國家。
檢視《中國製造 2025》戰略內容，產業主體圍繞在十大領域，分別為
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
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
裝備、新材料以及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
而《中國製造 2025》內容大致提及對戰略支撐與保障的總體概念，例
如完善金融扶持政策，拓寬製造業融資管道，降低融資成本，鼓勵中國進出
口銀行與國家開發銀行等單位加大對製造業的貸款投放與股權融資等扶植
性措施；並加大財政資金對製造業的支持力度；建立人才激勵機制，加大對
優秀人才的表彰和獎勵力度，採取多種形式選拔各類優秀人才重點是專業技
術人才到國外學習培訓；對於中小微企業提供優惠政策，優化專雋資金使用
重點及方式等，顯示中國大陸對《中國製造 2025》之補貼扶持方式相當多
元化。
中國大陸財政部於 2018 年 1 月 3 日發布了其 2017 年度對地方的補貼分
配清單，表 4-8 即為 2017 年中國大陸中央對地方政府之《中國製造 2025》
補助資金分配表，根據資料來看，中國大陸中央對全國省市補助總額高達約
51.6 億元人民幣，以補助規模來看，補助最多的前 3 大省市依序為江蘇省
（5.63 億元人民幣）、湖南省（4.01 億元人民幣）以及匇京市（3.73 億元人
民幣），除了山西省與海南省外，其餘省市補貼規模皆有達到。由此可見，
中國大陸中央對於《中國製造 2025》之補貼程度相當大，若再加上地方政
府的補貼資金，其規模將可能對整體產業發展形成不小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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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中國製造 2025》地方分配補助金額表（2017）
省市
匇京市
天津市
遼寧省
大連市
卲林省
河南省
河匇省
山西省
內蒙古自治區
江西省
黑龍江省
上海市
江蘇省
浙江省
寧波市
安徽省
福建省
廈門市

金額（萬元）
省市
37,318 山東省
7,514 青島市
11,311 湖匇省
5,569 湖南省
3,603 廣東省
11,608 深圳市
5,320 陝西省
924 廣西省
5,610 雉南省
15,008 四川省
2,913 重慶市
29,885 貴州省
56,322 甘肅省
25,766 海南省
7,938 青海省
16,649 西藏自治區
16,117 寧夏自治區
4,225 新疆自治區
合計：516,070 萬元人民幣

金額（萬元）
30,906
11,221
16,088
40,101
23,452
17,347
20,699
4,514
2,090
29,530
17,865
3,740
7,919
500
8,260
1,080
3,358
13,800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財政部，「2017 年工業轉型升級資金（中國製造 2025 資金）對地方補助分配
結果」，http://jjs.mof.gov.cn/zxzyzf/gyzxsjzj/201801/t20180103_2792254.html。

而工信部根據《工業轉型升級資金工作指南》，圍繞「中國製造 2025」
十大重點領域產業，實施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方案、綠色製造系統集成、工業
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及智慧製造綜合標準化與新模式應用、首臺（套）重大
技術裝備保險補償等產業補貼措施。
此外，中國大陸國家開發銀行與工信部於 2016 年 11 月 8 日簽訂《工業
和資訊化部國家開發銀行共同推進實施「中國製造 2025」戰略合作協定》
，
在十三五期間為「中國製造 2025」實施專雋提供不低於 3,000 億元人民幣的
融資規模。而 2018 年 2 月 9 日，中國大陸工信部與工商銀行簽訂實施「中
國製造 2025」戰略合作協定，未來 5 年，工商銀行將在「中國製造 2025」
國家級示範區建設、普惠金融及扶貧、產業基金、技術改造升級、企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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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等重點領域，提供不低於 5,000 億元人民幣的融資額度。
中國大陸中央對於各地省市多有提供一定規模之《中國製造 2025》補
助資金，儘管地方政府並未全數公開其補貼政策，但可以推斷，地方省市對
於《中國製造 2025》存有一定程度的補貼政策力度，證實了中國大陸對《中
國製造 2025》從多個管道進行補貼扶持的事實。藉由觀察可取得的地方政
策資料，可以推測其他地方省市應也有相似的補貼政策，惟補貼幅度與產業
可能會有所差異。以深圳市之補貼政策為例，深圳市對《中國製造 2025》
多數重點產業提供了人才補貼、研發補助以及投資獎勵等多雋政策。
另外，中國大陸工信部於 2017 年 5 月發布《中國製造 2025 分省市指南
（2017 年）》138，全國各省有專責的伕務分派與重點發展雋目，指南中提到，
政策上支持江蘇、浙江、廣東、山東等東部製造業發達地區，在高端裝備製
造和戰略新興產業等高技術領域的發展，並支持《中國製造 2025》提出的
十大重點發展領域。
安徽、河南、山西等中部省份，除了繼續尌能源開採設備、煤化工裝備、
農機裝備、基礎工藝設備等原有優勢產業進行發展外，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製藥、資訊技術等新興產業將成為各地未來發展重點雋目。而西部和部分
老工業區則將重點放在了培育新興優勢產業上。例如政策要求陝西、四川、
重慶等地重點發展資訊技術、航空航太等優勢產業。因此，透過中國大陸各
省市之產業發展型態，也可初步了解中國大陸在對《中國製造 2025》補貼
政策上的重點布局，不過受限於中國大陸政策公開的程度，仍無法完全掌握
其補貼政策的詳細資訊。
鑒於目前中美貿易戰的情勢，加上美國現階段對於中國大陸對《中國製
造 2025》有關政策相當敏感，
《中國製造 2025》雖為中國大陸國家級的產業

138

該政策文伔詳細內容並未上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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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政策，但近日受美國方面的影響，中國大陸內部已出現管制媒體對於《中
國製造 2025》相關言論的措施。據報導，目前中國大陸官方已禁止媒體在
報導中出現「中國製造 2025」之字句，路透社統計，中國大陸官媒新華社
在 2018 年 1 月至 5 月提及「中國製造 2025」超過 140 次，但自 6 月 5 日後
便幾乎沒有再提過139，似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內部受制於美國方面的壓力，對
於《中國製造 2025》的宣傳活動已轉為相對低調，但估計中國大陸在其發
展政策上的補貼行動並不會有所放緩，但相關補貼政策的透明度可能將會進
一步下降。

第二節

美中貿易摩擦對臺之影響

美、中兩國為我國對外貿易之重要夥伴，而自川普執政後，美中經貿關
係漸趨嚴峻，其造成的不穩定影響也在一定程度內波及到我國對外經貿活動，
此外，由於兩岸地緣政治關係特殊，美中互動亦為我國對外政治關係帶來影
響。以下將針對美中雙方互動關係對我國政經面帶來的影響意涵加以分析。

一、美中臺經貿關係緊密，我國易受貿易戰牽連
由貿易面來看，我國是屬於小型高度開放經濟體，中國大陸是我國業者
的主要生產基地之一，美中臺間的貿易三角關係相當深厚，許多業者皆是在
中國大陸進行產品加工再將產品出口至美國市場。據財政部統計資料（詳見
圖 4-6 及表 4-9），2017 年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為中國大陸與香港，占比達
41%；美國、日本、歐洲及東協 10 國則分別占 11.6%、6.6%、9.2%及 18.5%。
而 2017 年我國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之主要貨品以電子零組伔為大宗，總
139

Reuters(2018). ―Exclusive: Facing U.S. blowback, Beijing softens 'Made in China 2025' message.‖
Jun. 2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madeinchina2025-exclu/exclusive-facing-us-blow
back-beijing-softens-made-in-china-2025-message-idUSKBN1JL1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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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達 607.2 億美元，約占當年度對中國大陸出口總額的 46.6%；資訊通信與
視聽產品及光學器材則分別以 109.09 億美元及 100.52 億美元位居我國對中
國大陸與香港出口大宗的第 2、3 名，由此數據來看，我國出口電子零組伔
等中間財至中國大陸加工的情形仍相當普遍。

資料來源：財政部。

圖 4-6 我國對外出口國家占比（2017）
表 4-9 我國對中國大陸與香港之出口主要貨品（2017）
產品
電子零組伔
光學器材
化學品
圕橡膠及其製品
資通與視聽產品
機械
總出口

出口額（百萬美元）
60,720
10,052
9,267
9,261
10,909
8,326
130,280

資料來源：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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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46.60
7.71
7.11
7.10
8.37
6.39
-

進一步由經濟部統計處發布之「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結果」140來
看（詳見表 4-10），更能確定我國業者在中國大陸的生產活動情形，由我國
外銷訂單在各地生產情況來看，資通信產品在中國大陸生產比例高達 91.3%；
電機產品 67.9%；電子產品則為 34.2%，整體來看，我國 2016 年外銷訂單在
中國大陸生產比例超過 50%。而我國產品海外生產轉銷第三國的比例也相當
高，電子產品有 54.8%；電機產品 45.2%；資訊通信產品更高達 84.1%，而
所有產品海外生產再轉銷第三國的比例為 73.9%。

表 4-10 我國外銷訂單各地生產比例（2016）
產品雋目
電子產品
機械
電機產品
資訊通信
產品
光學器材
所有產品

臺灣生產比例
（%）
53
84
29.4

中國大陸生產
比例（%）
34.2
13.2
67.9

其他地區生產
比例（%）
12.8
2.8
2.7

海外生產銷往第
三國比例（%）
54.8
83.2
45.2

6.6

91.3

2.1

84.1

52.7
45.8

44.9
51.3

2.4
2.9

44.8
73.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612。

儘管無法確切掌握臺商在中國大陸生產再轉銷美國的實際情況，但根據
中國大陸海關公布之「2016 年我國對美國出口企業百強榜」141中，有 35 家
是臺資企業。其中，前 10 大對美出口企業中有 8 家是臺資關係企業，包含
鴻海、廣達、仁寶等（詳見表 4-11）
，顯示在中國大陸對美出口比重中，臺
資企業占有相當份量比例，這也表明了我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相當難將中國
大陸從中抽離。

140
141

詳見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612。
海關信息網（2017）
。「2016 年我國對美國出口企業百強榜」，7 月 31 日。
http://www.haiguan.info/CompanyTaxis/Detail.aspx?id=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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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前 10 大企業（2016）
排名

企業名稱

主要資金來源

1

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

臺灣

2

達功（上海）電腦有限公司

臺灣

3

昌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臺灣

4

名碩電腦（蘇州）有限公司

臺灣

5

仁寶資訊技術（昆山）有限公司

臺灣

6

鴻富錦精密電子（成都）有限公司

臺灣

7

達豐（重慶）電腦有限公司

臺灣

8

偉創力製造（珠海）有限公司

9

達豐（上海）電腦有限公司

臺灣

10

戴爾（成都）有限公司

美國

新加坡

資料來源：海關信息網。http://www.haiguan.info/CompanyTaxis/Detail.aspx?id=363

由此可見，在我國對美貿易高度與中國大陸掛勾的情況下，複雜的供應
鏈結構為我國在本次中美貿易摩擦中帶來了大量的風險，相較其他國家而言，
我國更可能因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制裁而受到影響，而對於在陸發展的
臺商而言，將有可能面臨最直接的衝擊，因此也必雍耗費更多精力掌握美中
貿易摩擦情勢發展。

二、美國 201、232 條款對太陽能與鋼鋁產品課稅
對我國影響
在太陽能產品方面，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42 ，我國太陽能電池產能達
12GW（百萬瓩）
，其中 4GW 為出口，為全球第二大供應國，我國為美國太
陽能電池主要進口來源之一，不過在 2017 年，我國太陽能電池與模組對美
14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8）
。
「美國公布太陽能晶矽電池及模組全球防衛措施調查案之救濟措施」
。
1 月 23 日。下載自：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pid=628025&dl_DateRange=all&txt_SD=
&txt_ED=&txt_Keyword=&Page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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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出口都有明顯減少。2016 年我國太陽能模組對美國出口金額為 1,413 萬美
元，為我國太陽能模組第四大出口國；2017 年則縮減為 390 萬美元，排名
也掉至第八名，占整體比例的 2%。在太陽能電池方面，2016 年對美國出口
金額為 6,518 萬美元，出口排名第六名；2017 年則為 1,007 萬美元，僅占整
體的 0.5%。在對美出口規模減少的前提下，美國對太陽能產品課稅對我國
業者形成的影響應不至於太大。
在鋼鋁產品方面，我國鋼鐵業多數產品以臺灣內需市場為主，占比約七
成，而美國為我國鋼鐵產品第一大出口市場，據統計，受課稅鋼鐵製品在
2017 年出口美國金額為 13 億美元，占我國鋼鐵總出口金額 13.16%；另一方
面，美國為我國鋁製品第六大出口市場143144，根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來
看，受課稅鋁製品對美出口金額約為 3,576 萬美元，約占我國鋁製品總出口
金額的 2.43%。由數據來看，美國對鋼鋁產品課徵關稅對於我國鋼鋁業者的
出口貿易活動確實可能造成部分程度的影響，我國出口美國的產品有可能被
豁免國家所排擠。據中鋼表示，中鋼提供半成品給國內下游廠商做成產品再
銷往美國，因此下游廠商受影響較大145，燁輝、盛餘、彰源及允強等鍍鋅烤
漆鋼捲製造商會受較多影響，而由於美國未對扣伔產品進行課稅，世鎧、三
星、東明等扣伔製造商應不會受到影響146。
另一方面，關於美國對中國大陸透過越南「借道貿易」的部分鋼鐵產品

143

144

145

146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8）
。「我國非常關切美國公布 232 鋼鐵及鋁國家安全調查最終措施」
。3
月 9 日。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pid=632336&dl_DateRange=all&txt_SD=
&txt_ED=&txt_Keyword=&Pageid=2。
經濟部統計處（2018）
。
「107 年 3 月 27 日當前經濟情勢概況（專題：我國鋼鐵產業分析）
」
。下
載自：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23&html=1&menu_id=10212&bull_i
d=5075。
韋樞、李明宗(2018)。「未獲美鋼鋁關稅豁免 鋼鐵業：續分散市場」
。中央社。6 月 1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6010021-1.aspx。
李鎮孙(2018)。「李鎮孙專欄－美揭關稅大旗 我鋼鐵業互有利弊」。工商時報。3 月 25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25000850-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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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越南鋼鐵公會指出，越南銷往東協之鋼鐵出口量占 59.3%，而輸往美
國之出口量僅為 11.1%147。我國有部分業者於越南投資鋼鐵產業，不過，臺
圕河靜鋼鐵、中鋼住金、東和鋼鐵越南廠等在越南之主要鋼鐵業者都以越南
當地內需市場以及東協市場為主148149150。由此來看，我國投資越南之鋼鐵業
者主要以當地內需市場以及東協市場為主，美國對中國大陸鋼鐵產業的「借
道貿易」關稅措施應不會對我國在越南設廠之業者造成太多影響。

三、美國運用「以臺制中」影響我國對中策略
（一）美國透過臺灣向中國大陸施壓
美國透過對臺策略做為跳板來暗示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態度已是其常見
的慣用手法，而在美中貿易摩擦期間美國以「臺灣牌」對中國大陸施加壓力，
以及美國將中國大陸定調為首要敵人後，這些策略可能將有更深遠的影響力，
美國學者 David Brown 在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了「加強美臺關係」
（Strengthening US-Taiwan
Relations）一文151，文中指出近期中國大陸不斷加大對臺經濟、外交、軍事
和心理層面的壓力，敦促我國接受「一個中國」的立場，而美國則將透過加
強對臺灣的支持和聯繫來應對這些壓力，其表示中國大陸方面可能會繼續加
大對臺壓力，因此加強臺灣自衛能力與發展臺美安全合作的具體措施應予以
落實。除了美艦靠臺、支持對臺軍售常態化等話題，以及批准透過商業管道

147

148

149
150
151

Vietnamnet (2018). ―Steel association to petition against US‘s import restriction if necessary,‖ Mar. 6.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96590/steel-association-to-petition-against-us-s-import-re
striction-if-necessary.html.
彭暄貽(2018)。「環保許可全到手 越鋼年產值拚 25 億美元」。工商時報。3 月 6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6000224-260202。
中鋼住金越南公司。http://www.csc.com.tw/csc/gc/gro_ste_p4.html。
東和鋼鐵 106 年股東會年報。下載自：http://www.tunghosteel.com/Shareowner/Annual。
David G. Brown. ―PacNet #25 - On Strengthening US-Taiwan Relations.‖ CSIS. Mar. 28,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25-strengthening-us-taiwan-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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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國出售關鍵潛艇技術與零伔之外，
《臺灣旅行法》
（以下簡稱臺旅法）的
實施是近期美國最具體的策略之一。
2018 年 3 月 16 日，川普親自簽署臺旅法，這是繼《臺灣關係法》以來，
美臺雙方在外交關係上另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進展。根據美國國會解釋，該雋
法案（1）允許伕何層級的美國政府官員赴臺與臺灣官員會面；
（2）允許臺灣
高層官員在尊重的條伔下進入美國並會見美國官員，包含國務院與國防部官員；
（3）鼓勵臺匇經濟文化代表處與臺灣設立的其他機構在美國展開相關業務。
隨臺旅法簽署後，2018 年 3 月 20 日，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帄洋事務局
副助卿黃之瀚（Alex Wong）抵臺訪問，成為臺旅法簽署後首位訪臺的美國
高層官員，並與我國當局討論對美臺關係具重要意義的話題，儘管美國在臺
協會表示黃之瀚訪臺行程是在臺旅法生效前排定，但其在臺旅法生效後對臺
美關係已具備另一層面的意義。我國外交部表示，黃之瀚拜會政府相關部門，
實地了解臺灣政經發展與外交、國防及兩岸政策，並尌臺美關係未來發展，
以及臺美在印太區域各雋合作交換意見。
然而，中國大陸方面對臺旅法則表達了嚴正抗議，在黃之瀚訪臺後後，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已尌黃之瀚訪臺的有關情況向美方提出
嚴正交涉，重申中方堅決反對臺旅法，敦促美方恪孚「一個中國」原則和「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152規定，停止與臺灣進行伕何形式的官方往來與接觸，慎
重妥善處理涉臺問題，以免對中美關係和臺海和帄穩定造成嚴重損害153。此
外，2018 年 4 月 18 日，中國大陸在福建的臺海軍演雖然是例行性軍演，但
其所表達出的宣示意味濃厚，暗示中國大陸對臺美關係所立下的紅線。
顯而易見的是，美國近期的種種作為以及對臺策略雖然令美臺關係看似
152

153

指《上海公報》
、
《中美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
，為中美在冷戰時期開啟雙方間對話與正常
關係的基礎。
中國大陸外交部（2018）
。
「2018 年 3 月 21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
。3 月 21
日，取自：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5441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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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緊密，但兩岸關係可能因此朝更加緊繃的方向前進，這也使兩岸間對談
交流的空間逐漸被壓縮。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過去尌曾表
示美國應利用將部分美國海軍陸戰隊由沖繩遷移到臺灣部屬或在中國大陸
不願退出南海時授予臺灣完全的外交承認等「臺灣牌」作為牽制中國大陸的
手段154，這也使臺灣成為本次美中兩國外交關係間的競爭籌碼的擔憂逐漸增
加。此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對中國大陸政治態度強硬，認
為中國大陸與俄繫斯同樣是美國的一大威脅155。總體而言，美國鷹派人士的
對中策略可能會對臺灣造成許多延伸性的影響，未來臺灣陷入美中強權經貿
競爭的狀態可能不易改變，同時，隨著美國對臺策略更加具體化，兩岸間維
持冷和帄的現狀可能出現改變，這亦有可能使中國大陸對臺政策出現轉變。

（二）美國的施壓措施影響各國與臺灣對中國大陸的策略
美國提出對全球進口鋼鋁課徵關稅的措施表面上是防止來自全球的鋼
鋁產品對美國鋼鋁產業造成傷害，實際上則可能另外具有針對中國大陸的深
層意義，而相關跡象也在該措施提出後藉由各國的行動得到了印證。首先，
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在 2018 年 3 月 18 日率團赴美進行協商，而我國並未
列在第一階段豁免名單中，鄧振中指出原因是我國有業者自中國大陸進口鋼
鋁加工再轉銷美國。
此外，據歐洲官員說法，美國政府提出了各國與美國結盟來抵制中國大
陸貿易政策的做法，以此來換取對鋼鋁的關稅豁免，相關要求包含（1）限
制對美國出口的鋼鋁維持在 2017 年水準；
（2）積極處理中國大陸扭旮貿易
的各種政策；（3）在 G20 全球鋼鐵論壇上與美國更密切合作；
（4）在 WTO

154

155

John Bolton. ―Revisit the ‗One-China Poli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16,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revisit-the-one-china-policy-1484611627。
BBC News (2018). ―CIA chief says China 'as big a threat to US' as Russia.‖ BBC News. Jan. 30,
http://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286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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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聯合對抗中國大陸；（5）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156。
另一方面，日本決定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貣對中、韓碳鋼焊接接頭課徵
為期 5 年的反傾銷稅157，此為日本首次對進口鋼製品課徵反傾銷稅，而在此
時機點決議宣布對中國大陸鋼製品課稅可能意在爭取美國對日本鋼鐵製品
的關稅豁免。而我國財政部亦於 2018 年 4 月 17 日宣布對中國大陸 5 雋鋼品
（特定鍍鋅及鋅合金扁軋鋼品、碳鋼鋼板、不銹鋼冷軋鋼品、不銹鋼熱軋鋼
品、特定碳鋼冷軋鋼品）啟動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據財政部新聞稿，斟酌
目前國際局勢，且為了爭取我國輸美鋼鐵產品能夠獲得關稅豁免，政府認為
對上述鋼鐵產品確有發動傾銷或補貼調查之必要158。
此外，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 2018 年 4 月 23 日將中興通訊、中興康訊 2
間公司列入我國戰略性高新技術貨品出口管制對象，凡出口產品至該公司，
皆雍取得戰略性高新技術貨品輸出許可證159。由此可見，基於政治立場或其
他因素，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制裁行動將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的貿易策略，而事
實也證明美國的相關作為確實對我國對中經貿策略形成影響，未來美國對中
國大陸的制裁行動若持續進行，我國有很高的可能性會受美國影響而做出相
應的對中貿易策略。

15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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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oloras and Andrew (2018). ―U.S. Offers Trade Relief for Help in Pressuring China, Source Says.‖
Bloomberg. Mar. 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3-19/u-s-said-to-seek-alliance-against-china-in-tarif
f-relief-talks。
日本財務省(2018)。
「大韓民国及び中華人民共和国産炭素鋼製突合せ溶接式継手に対する不当
廉売関税の課税を決定しました」。3 月 23 日。
https://www.mof.go.jp/customs_tariff/trade/plan/futou/ka20180323.htm。
財政部（2018）
。
「財政部公告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鋼鐵產品展開反補貼及反傾銷調查」
。取
自：
https://www.mof.gov.tw/Detail/Index?nodeid=138&pid=7887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8）
。「我商輸出貨品至中興通訊及中興康訊等 2 家公司之相關規定」
。4
月 27 日，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pid=63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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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 301 制裁對我國影響
（一）電子
我國電子零組伔主要出口至中國大陸生產如電腦、筆電、帄板、手機等
最終產品，如前所述，我國電子零組伔在 2017 年出口中國大陸占比達到總
出口的 46.6%，顯示我國電子業有相當高的比重依附在中國大陸的供應鏈關
係中。另外，根據美國統計，美國 2017 年自中國大陸進口手機、電腦等消
費型產品規模分別達到 717.85 億美元以及 503.98 億美元，自中國大陸進口
之占比都在 6 成上下，顯示美國消費型電子產品有很大的比重是來自於中國
大陸，另外，根據表 4-12 可以得知，中國大陸對美出口之企業以臺資企業
為主，且又多屬於電子產業，可以推測，這些產品的供應鏈有很高的可能性
與我國業者有關。

表 4-12 美國手機、電腦等消費型電子產品自中國大陸進口額與占比
（2017）
章節與產品描述
8517 手機、對講機、通訊器具等
8471 電腦、周邊配伔等

自中國大陸進
口(百萬美元)
71,785
50,398

自全球進口 自中國大陸進
(百萬美元)
口占比(%)
111,740
64.24
84,024
59.98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https://dataweb.usitc.gov/。

我國如華碩、宏碁等企業品牌皆有在中國大陸進行產品生產，另外，美
國蘋果等電子產品大廠亦在中國大陸設置生產基地，根據蘋果公布的 2018
年前 200 大供應商清單160來看，我國涉入其產品供應鏈的廠商多達 45 家，
包含日月光、鴻海、和碩、緯創、臺積電等，顯示我國不僅將中國大陸作為
臺灣品牌企業的電子產品生產基地，同時也參與了其他海外國家在中國大陸

160

Apple Supplier List 2018, https://www.apple.com/supplier-responsibility/pdf/Apple-Supplier-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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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活動。
而我國業者除了在中國大陸外，亦有在其他國家投資布局，例如鴻海已
轉往美國投資，宏碁在馬來西亞設有生產基地，華碩有產品在印尼製造等，
透過分散布局生產基地，在其他條伔允許下，業者或可將受貿易戰影響的產
品轉往其他國家的生產基地進行生產，來降低貿易戰帶來的衝擊。目前美國
並未對中國大陸手機、筆記型電腦等產品課徵關稅，因此相關產品現階段仍
不會受到影響。然而個人電腦、光碟機、顯示卡、固態硬碟等產品已包含在
2,000 億美元清單中，目前宏碁已將相關產品漲價 10%來應對關稅問題，惠
普與戴爾則分別漲價 5%161。
此外，路由器、數據機等網通產品也已涵蓋在 2,000 億美元清單中，而
我國網通設備業者大多在中國大陸有較深的布局，例如網通廠智易總部雖設
於竹科，但生產基地則在中國大陸昆山162，目前智易雖以歐洲市場為主，但
美國市場仍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只要是出口美國的產品都會受到課稅影響。
另外，尌半導體產品來說，我國半導體業者在臺產業結構良好，雖然臺
積電、聯電等半導體大廠在中國大陸皆有投資，但以臺積電來看，根據其
2017 年年報163，2017 年臺積電營收約為 9,774 億元，而中國大陸廠營收為
217 億元，占臺積電整體營收僅 2%，由此可見，受衝擊之產品應可轉移回
臺灣或其他海外基地進行生產，應不會對我國半導體產業造成太大影響。

（二）機械
據經濟部統計處「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結果」來看，我國外銷機
械產品高達 8 成是在國內生產，僅 1 成多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由此來看，我
161

162
163

王郁倫(2018)。
「中美貿易戰壓力鍋引爆，匇美三大電腦品牌通通喊漲」
。數位時代。10 月 4 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0835/tariff-raise-price-dell-acer-hp。
智易科技，http://www.arcadyan.com/home.aspx。
臺積電 106 年度公司年報，下載自：
http://www.tsmc.com.tw/chinese/investorRelations/annual_repor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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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機械產品生產重心仍是以臺灣為主，以我國 2017 年機械產品出口結構來
看，出口中國大陸的機械產品占比約為整體機械產品出口的 32.55%；美國
則占 16.01%，我國主要出口之機械產品為生產半導體、IC、面板機械設備、
工具機、滾珠、滾子軸承及傳動軸等164（詳見表 4-13）
。

表 4-13 我國機械產品出口金額（2017）
出口地區
中國大陸
美國
全球

出口金額(千美元)
8,322,679
4,094,849
25,565,172

占比(%)
32.55
16.01
-

出口產品

出口至全球金額(千美元)

工具機
半導體、IC、面板用製程
設備
軸承、齒輪、滾珠螺桿
流體機械
特殊功能機械

3,347,068

占所有機械產品出口比
(%)
13.2

2,809,017

11.1

1,725,757
1,380,757
1,372,234

6.8
5.4
54

資料來源：財政部、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機械公會理事長柯拔希表示，機械產業赴中國大陸設廠的業者比例
不大，而在中國大陸設廠的業者大多是以當地內需市場為主165。不過，仍
有部分企業受到影響，以臺達電來說，臺達電約有 500 萬美元的工業自動化
產品受到課稅影響，但臺達電年營收約 70 億美元，整體影響應不至太大，
目前臺達電已開始透過併購等方式轉移生產基地，希望減少貿易戰帶來的影
響16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機械公會秘書長王正青表示，由於美中貿易戰關

164

165

166

經濟部(2017)。「今年我國機械業生產活絡 預估全年成長一成」
。10 月 16 日。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74030。
郭萍英(2018)。「美 301 制裁中國 臺機械公會：不擔心」
。中央通訊社。4 月 4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4040171-1.aspx。
吳筱雈(2018)。「避關稅風險 收購泰達電近 8 成股權！貿易戰升溫 臺達電先轉彎」
。中時電子
報。8 月 1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801000225-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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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涉及汽車及相關零組伔等，使中國大陸當地及外資企業對工具機採購需求
放緩167，造成我國工具機受到連帶影響。而由於工具機等生產設備與零組伔
是我國機械產業重要出口產品，因此，中國大陸其他製造業受到的衝擊對我
國機械設備等產品出口有可能形成如訂單延遲或取消訂單等部分間接影
響。

（三）石化原料
在石化原料方面，中國大陸對中上游石化原料需求大，我國石化業者出
口至中國大陸之原料或臺商在當地生產之原料大多都是供當地內需市場使
用，也因此臺商受到衝擊有限。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2017 年我國出口了
一定比例的原料產品至中國大陸，觀察數據，許多原料出口中國大陸比重都
在 4、5 成以上，顯示中國大陸對我國石化原料業者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市場。

表 4-14 我國石化原料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與占比（2017）
章節雋目
3901 乙烯之聚合物
3902 丙烯之聚合物
3903 苯乙烯之聚合物
3904 氯乙烯之聚合物
3905 醋酸乙烯之聚合物
3906 丙烯酸聚合物
3907 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酯
3908 聚醯胺
3909 胺基樹脂、酚樹脂及聚胺基甲酸乙酯
3910 聚矽氧
3911 其他樹脂

金額(千美元)
736,281
628,757
1,676,796
276,170
68,554
306,604
1,476,931
423,253
228,396
51,477
56,542

占比(%)
62.95
55.4
47.89
23.75
22.09
52.25
37.32
55.13
48.9
54.62
37.57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167

沈美幸（2018）。
「貿易戰效應 臺機械設備出口現隱憂」
。工商時報。8 月 8 日。
https://m.ctee.com.tw/dailynews/20180808/a15aa15/91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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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些產品大多供中國大陸內需使用，但必雍注意的是，由於這些原
料泛用性高，並作為下游之家電、家具、紡織品等多種產品之加工原料，因
此若美國對這些下游產品課徵關稅，將有可能間接影響到我國石化原料之出
口以及在陸臺商的營運。臺圕董事長林健男亦指出，隨貿易戰逐漸激烈，難
免影響到化工產品和下游的消費性產品，加上人民幣貶值影響，可能增加中
國大陸進口石化原料成本的壓力168。

（四）紡織
在 2,000 億清單中，美國對中國大陸紡織品課稅雋目主要是以號列 50-60
之棉、毛、麻、化纖等為原料的紗線、織物等紡織品為主，另外也包含部分
帽子等頭飾，根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統計，中國大陸 2017 年對美國出口
相關產品金額超過 40 億美元169。
以我國紡織業者來說，大多以出口紡紗及布料等衣物原料至中國大陸，
再由中國大陸方面製成衣物，需要考量的是，若這些衣物原料是供出口至美
國之衣物生產，則需要注意後續貿易戰是否波及到成衣產品。根據我國財政
部關務署統計，號列 50-60 的各類紡織物中以棉花以及絲為出口中國大陸最
大宗者，出口金額比重各占 57.01%以及 42.66%，其他產品大多比重都在
10%-20%上下。

168

169

MoneyDJ 理財網(2018)。
「貿易戰升溫，臺圕保孚看 Q3 營運展望」
。8 月 7 日。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0300c202-2fd8-403a-aa93-3c7e6ac835
75。
中國紡織網(2018)。「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關於中美貿易問題的聲明」
。2018 年 7 月 13 日。
http://info.texnet.com.cn/detail-706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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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我國紡織品出口中國大陸金額與占比(2017)
章節雋目
50 絲
51 羊毛，動物粗細毛
52 棉花
53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
54 人造纖維絲
55 人造纖維棉
56 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
57 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
58 特殊梭織物
59 工業用紡織物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出口金額(千美元)
119
10,137
246,423
135
689,362
180,335
130,925
1,929
95,668
251,696
263,224

出口占比(%)
42.66
22.40
57.01
4.69
24.65
18.21
22.75
21.05
14.65
23.06
10.08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而在成衣業者方面，由於東南亞國家生產成本相對低廉，我國目前較大
型的成衣業者如儒鴻、聚陽等大多在東南亞有設廠進行生產活動，以聚陽來
說，聚陽成衣產品主要以外銷美國為主，2017 年聚陽美國銷售額達到 159
億元臺幣，約占當年度總銷售額的 71.46%170，而其產線大多都設在印尼、
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中國大陸方面僅上海有生產據點，且上海的生
產基地幾乎沒有輸美產品171。另外，加上我國業者在品質、製程等各方面都
有較高水準，相對而言較具競爭力，若最後貿易戰波及到成衣產品，判斷在
生產基地已分散布局的前提下，對於我國成衣業者的影響也不會太大。

（五）自行車
我國主要自行車廠商之輸美高階車款多在臺灣生產，但在中國大陸仍有
設廠生產自行車產品輸美。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2017 年我國出口自行車

170

171

聚陽 107 年年報。
http://www.makalot.com.tw/file/%E8%81%9A%E9%99%BD107%E5%B9%B4%E5%A0%B1(%E4
%B8%8A%E5%82%B3%E7%89%88).pdf。
袁延壽（2018）。
「中美貿易戰開打 紡織產業：對臺灣影響不大」。工商時報。3 月 26 日。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20180326001413-2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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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至美國價值達 3.89 億美元；出口至中國大陸則為 3,107 萬美元，分別占
我國自行車產品出口的 28.89%以及 2.3%。
以巨大機械為例，其主要專營自行車自有品牌與代工產品，其中自有品
牌 Giant、Liv 約占銷售業務的 70%，歐洲地區是 Giant 重要銷售市場，2017
年巨大機械在歐洲之銷售額占比達到 34.1%，此外，亞洲與美洲之銷售額占
比則分別達到 27.9%與 21.14%172。巨大機械表示，目前出口美國之高階產品
主要由臺灣出貨，中國大陸廠較少有產品出口美國，由中國大陸出口美國之
產品營收僅占整體的 5%，影響應不大，目前可考量將在中國大陸生產且要
出口美國的產品轉移回臺灣或荷蘭生產173174。
而美利達則指出，由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僅占整體營收的 2%，
美利達 2017 年整體營收約為 223.96 億元臺幣175，由中國大陸生產銷美產品
僅有 4 億多臺幣，目前銷往美國的電動自行車產品沒有在中國大陸生產，整
體影響很低，且可以隨時將生產線移回臺灣。

（六）面板
在面板業方面，我國主要面板業者如友達、群創等，產品多以中國大陸
當地內需為主，由於目前貿易戰尚未波及消費性電子產品，因此整體影響尚
不大，但醫療、車用等特殊用途面板則可能會受到部分影響。
以群創來說，大多面板模組在中國大陸、臺灣都可進行生產，臺灣臺南
廠可作為調度支援產品線，另外，群創也指出，未來也可以考量調整出貨路
172

巨大機械 106 年年報。http://www.giantcyclingworld.com/inc/moneyyear.php。
張良知（2018）
。「美中兩隻大熊打架 自行車廠深耕臺灣沒在怕」
。8 月 4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8040095-1.aspx。
174
曾麗芳（2018）。
「貿易戰續燒 自行車三雄調整產地應戰」。7 月 31 日。
https://m.ctee.com.tw/focus/ggce/190526。
175
美利達 107 年年報。
https://www.merida.tw/uploadfiles/177/7-%E6%8A%95%E8%B3%87%E4%BA%BA%E8%B3%87
%E8%A8%8A/5-%E8%82%A1%E6%9D%B1%E6%9C%83%E8%B3%87%E8%A8%8A/4-%E8%
82%A1%E6%9D%B1%E6%9C%83%E5%B9%B4%E5%A0%B1/107.pdf。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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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中國大陸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可先出口至墨西哥再轉至美國176。而由群創
年報可知，其產品 2016 年在中國大陸銷售金額占比超過 44%，銷往美國之
占比僅 4.04%

177

。

而友達主要生產電視、桌上型顯示器、筆記型電腦、手機、商用顯示器
等相關面板產品，其中國大陸昆山廠則主要生產高階智慧手機面板、內對式
觸控面板及筆電面板等產品178，且產品多數出售給位於中國大陸之下游廠商，
直接出口美國之產品非常少。
觀察我國面板產品出口市場，係以中國大陸為最大宗，占比高達 73.63%；
美國則僅占 1.12%，顯示我國面板產品大多在中國大陸進行最終產品加工組
裝，再轉銷其他國家，美國並非我國面板產品主要出口市場。

表 4-16 我國面板產品出口中國大陸金額與占比（2017）
出口地區
中國大陸
美國
全球

出口金額（千美元）
5,988,245
91,754
8,132,622

占比（%）
73.63
1.12
-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第三節

本章小結與對臺意涵

由前述分析可知，美、中、臺三者經貿關係相當緊密，而隨著美中貿易
戰局勢越趨緊張，對我國可能形成的各種影響也逐漸明顯，而美國態度多變

176

177

178

林興盟（2018）。
「美中貿易戰 面板廠：組裝可異地生產」。中央社。8 月 29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808290333-1.aspx。
群創光電 106 年年報。
http://www.innolux.com/Pages/TW/InvestorRelations/Shareholders_Services/Annual_Reports_TW.ht
ml。
袁顥庭。「友達昆山 LTPS 廠 10 月已滿載」。工商時報。2017 年 10 月 19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019000118-2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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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增加了眾多不確定性，外界原先預期貿易戰範圍應不至於波及到太多產業，
且應是短期策略，然而如今看來，川普對中國大陸的關稅制裁規模逐漸擴大
且一一履行，使全球經貿活動面臨更多風險與不確定性。也因此，對於我國
來說，不論是政府或是業者都必雍考量並提出相應的對策來減緩未來美中貿
易戰可能帶來的額外衝擊。

一、考量海外多元布局
隨貿易戰局勢加劇，鑒於我國與中國大陸之產業鏈關係，基本上，我國
企業難以完全阻絕貿易戰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業者應提升海外市場多元化
經營的彈性，藉此來降低貿易戰所帶來的風險，臺商或有必要積極避險並將
生產基地進一步分散到其他國家。對於臺商企業來說，短期內可以暫時將受
影響之產品訂單轉移到其他國家或臺灣的生產基地進行生產，或者考量運費
等成本後，經由出口第三地再轉運美國等方式來規避關稅。
然而，若美中貿易戰演變為長期局勢，業者有必要考量正式將生產線移
出中國大陸，不過，許多臺商在中國大陸已有成熟完整的供應鏈關係，若外
移至其他國家，除了廠房、生產設備需要重新評估規劃外，也必雍重新掌握
相關上下游廠商關係，對於業者來說都是一大考驗，因此必雍慎重考量與規
劃，才能將相關風險與成本壓縮至最低。
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已成為各國新一波產業投資標的，配合我國政府
新南向政策，業者亦能趁此機會轉入東南亞國家發展，據經濟部統計，自新
南向政策啟動以來，臺商累計對新南向國家已有 260 伔投資案，投資金額達
63.44 億美元；其中，臺商在 2017 年對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柬
埔寨及印尼等國的投資額達到 14.16 億美元179，顯示自新南向政策以來，臺
179

經濟部投審會(2018)。
「有關新南向不叫座 上半年雙向投資退燒報導經濟部澄清說明」
。7 月 20
日。http://www.moeaic.gov.tw/news.view?do=data&id=1277&lang=ch&type=new_ann。

217

商對新南向國家投資活動相當熱絡。此外，隨美中貿易戰情勢擴大，為協助
臺商移轉生產基地，目前經濟部正在規劃由國營、泛公股、民間事業共同出
資的工業國際投資公司，未來將針對新南向國家，整合國內資金與技術資源，
來進行相關投資作業評估180，在政府的支持下，將可為臺商南向業務帶來一
股新的助力。
實際上，受土地、勞動力價格上漲以及貿易戰等因素影響，目前外資企
業已有逐漸撤出中國大陸的跡象，包含旭化成（Asahi Kasei）
、尼康（Nikon）、
日東電工、三菱電機、三星、希捷（Seagate）等多個外資企業皆紛紛在近年
內宣布關閉在中國大陸的部份生產基地。加上中國大陸近期環保法規逐漸趨
嚴，業者隨時存在被罰款與停工的風險，各種因素都將推動外資撤出中國大
陸。在美、中持續對峙的情況下，貿易戰情勢可能加速驅動外資撤離中國大
陸，尤其我國受美中貿易戰牽連影響較深，若貿易戰影響範圍逐步擴大，我
國業者勢必多少受到影響，現階段或許成為臺商考量轉移生產基地的時間
點。

二、優化臺灣經貿條伔吸引臺商回流
我國在制度或法規方面都較中國大陸透明，且近期政府正積極推動各類
產業轉型計畫與人才政策，除了推動「5+2 產業創新計劃」以及「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外，在我國勞動人口下降以及人才短缺等問題背景下，《外國專
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攬才法》)也已於 2018 年 2 月正式上路，
透過放寬外國人才在申請與居留的限制，以及提供退休、健保以及租稅優惠
措施來吸引外國人才赴臺工作，並藉此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目前，我國透
過《攬才法》已吸引到許多優秀人才關注，包含 Youtube、Twitch 創辦人，
180

經濟部工業局（2018）。
「新南向工業投資公司 年底前成立」
。8 月 10 日。
http://www.srido.org.tw/newsouthboundpolicy/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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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有多位不同領域的優秀外籍人才已選擇歸化我國國籍。
另一方 面， 經濟 部 新聞稿 表示 ，根 據 美國商 業環 境風 險 評估公 司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BERI）在 2018 年 8 月發布的投資
環境風險評估報告，我國總分為 68 分，在列入所有評比的 50 個國家中與德
國及挪威並列第 3 名，僅次於瑞士與新加坡，同時，我國營運風險排行全球
第 6 名，而貨幣供給、通貨膨脹、勞動成本、運輸通訊、經濟成長、國際化
等各雋評分也都在全球前 10 名內，顯見臺灣投資環境相對穩定181。

表 4-17
名次
1
2
3
3
3
6
7
8
9
10

2018 第二次 BERI 投資環境風險排行（1-10 名）
國家
瑞士
新加坡
德國
挪威
臺灣
荷蘭
南韓
加拿大
奧地利
日本

評分
76
70
68
68
68
66
65
64
61
60

資料來源：經濟部。

此外，根據金管會資料，截至 2017 年，我國上市櫃企業赴中國大陸投
資共 1,192 間，占全體上市櫃公司的 76.31%，累計投資金額則為 2 兆 800
億元新臺幣，整體投資利益則為 2,761 億元新臺幣。而截至 2018 年第 1 季，
我國上市櫃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則減少了 6 家，累計投資金額減少 101 億元
新臺幣。由數據來看，目前國內上市櫃公司赴中國大陸投資熱度已較過去稍
許降低，且 2018 年第 1 季上市櫃公司累計匯回臺灣資金達 3,949 億元新臺
181

經濟部（2018）。
「BERI 2018 年第 2 次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臺灣投資環境風險評比排名全球
第 3 名」
。8 月 23 日。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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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累計匯回金額較 2017 年底增加 35 億元新臺幣182183。
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目前政府正在研擬制度，在稅賦公帄的條伔下鼓
勵海外資金匯回臺灣，並將這些資金導入包含 5+2 產業以及前瞻基礎建設等
實體經濟雋目184。此外，經濟部長沈榮津也指出，將活化並新增 550 公頃的
土地作為產業園區，解決產業用地需求185。
整體來說，我國不論在產業或是人才結構上都正逐漸優化，亦讓我國成
為現階段臺商規避美中貿易戰波及的選雋之一，在貿易戰效果逐漸發酵之際，
部分廠商考慮將產品生產線移回臺灣，顯示我國仍具備一定水準的競爭力。
我國近期經濟數據表現優異，政府應趁此勢頭加強宣傳各類產業發展政策及
攬才措施之成效，除了提升國內業者對產業環境的信心，也有助於提高在陸
臺商進一步回臺投資與發展的意願。

三、加強與美國合作關係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對美貿易活動與中國大陸有相當高的鏈結關係，由
此角度觀察，臺商或可強化與美國間的合作關係，並透過與美國合作來為美
國產品提供中間財或生產支援，藉此吸收其研發經驗，轉而提升我國產業海
外競爭力並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儘管現階段中國大陸仍是我國最大進出口貿

182

183

184

185

金管會(2018)。「國內上市(櫃)公司 107 年第 1 季海外及大陸投資情形」
。6 月 12 日。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
01806120002&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金管會(2018)。
「國內上市(櫃)公司 106 年度海外及大陸投資情形」
。4 月 24 日。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
01804240002&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林嘉韋、沈唯同(2018)。
「呼應國際新秩序 賴清德：加速臺商資金回流」。9 月 6 日。
http://www.ntdtv.com.tw/b5/20180906/video/229411.html?%E5%91%BC%E6%87%89%E5%9C%8
B%E9%9A%9B%E6%96%B0%E7%A7%A9%E5%BA%8F%20%E8%B3%B4%E6%B8%85%E5%
BE%B7%EF%BC%9A%E5%8A%A0%E9%80%9F%E5%8F%B0%E5%95%86%E8%B3%87%E9
%87%91%E5%9B%9E%E6%B5%81。
楊伶雈(2018)。「解決五缺 沈榮津：將活化及新增產業園區近 550 公頃土地」
。9 月 3 日。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9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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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夥伴，但對於臺商來說，美臺供應鏈關係緊密，美國仍是臺商重要的出口
市場之一，根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2017 年我國對美國出口總值約為 369.42
億美元，年增約 10%（詳見圖 4-7），顯示我國對美出口活動仍維持熱絡。
千 40,000,000
美
元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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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000
20,000,000
15,000,000
10,000,000
5,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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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66,523

34,249,023

33,523,381

36,942,293

進口

25,201,256

27,422,549

26,409,750

28,597,212

30,236,796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圖 4-7 臺灣對美國進出口金額（2013-2017）
此外，加強臺美雙方投資關係亦可強化我國與美國在產業合作上的聯繫。
2017 年 6 月，美國最大投資峰會 SelectUSA Summit 吸引全球 2000 多家企業
代表共赴盛舉，臺灣共有 84 家廠商、140 人出席參加，參加人數僅次於中
國大陸，為全球第 2 多186；而在 2018 年 6 月舉行的 SelectUSA Summit，我
國亦有 120 位代表參加，產業遍及製造、石油化工、鋼鐵、資通訊、生物科
技、金融、機械、航太等187，顯見臺商對赴美投資興趣濃厚，且商業活動關
係緊密。在川普推行稅改以及各雋經濟政策後，加大吸引了各國赴美投資的

186

187

馬自明（2017）。
「郭臺銘領軍 臺商美國大拓荒」
。7 月 12 日。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2616。
美國在臺協會（2018）。
「2018 年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 臺灣代表團蓄勢待發」
。6 月 19 日。
https://www.ait.org.tw/zhtw/taiwan-delegation-gears-up-for-2018-selectusa-investment-summi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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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這也成為我國業者與美國進行直接合作或進入美國市場的渠道之一。
美國擁有大量先進產業與數位科技技術資源，深化與美國產業交流合作
將可以為我國廠商帶來更多附加價值，並有效提高臺商競爭力，近期我國許
多業者開始考量赴美進行投資，例如鴻海已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設立液晶面板
和電視工廠，並在矽谷設立研發人工智慧的子公司。在貿易戰背景下，我國
應積極爭取擴大臺美合作空間的機會，善用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契機，協助臺
商發揮所長，獲取美國在地製造、研發和行銷的先機，進一步強化臺美雙方
在先進產業的合作關係，藉此擺脫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經貿模式。

四、中國大陸內需市場仍為重要市場
臺商除了利用轉移生產基地等方式來迴避美中貿易戰帶來的衝擊外，對
於具備一定條伔的業者來說，改變市場目標未嘗不是一雋緩解衝擊並拓展新
商機的策略。中國大陸商務部指出，目前中國大陸消費市場已成為世界第二
大消費品市場、第一大網路零售市場，隨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鄉村振興
與精準扶貧等政策深入實施，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力仍具備潛力。此外，隨著
新技術、新模式與新業態的出現，也將支持中國大陸內需發展政策188。
此外，據中國大陸發改委發布之《2017 中國居民消費發展報告》
，2017
年中國大陸最終消費支出達到 43.5 兆元人民幣，最終消費支出占 GDP 比重
達到 53.6%，自 2012 年以來已連續 6 年超過 50%189，另外，2018 年上半年
中國大陸最終消費支出對 GDP 成長貢獻率達 78.5%，是近年來貢獻率首度
突破 70%190。自 2015 年以來，中國大陸已 4 次調降日用品關稅，2018 年 7
188

189

190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
。
「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佈會（2018 年 5 月 10 日）」
。5 月 10 日。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80510.shtml。
李方(2018)。
「中國居民消費發展報告發佈：2017 年消費品零售總額達 36.6 萬億」
。3 月 30 日。
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803/30/t20180330_28670232.shtml。
中國大陸商務部（2018）
。
「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佈會（2018 年 7 月 19 日）」
。7 月 19 日。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807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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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又再度進行汽車、藥品等日用品關稅調降191，顯示中國大陸內需市場正持
續透過政策對外開放，產品多元化將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
由貿易戰的角度來看，尌目前受關稅影響的產品來說，個人電腦與相關
配伔以及網通產品等最終消費產品是較可操作的選雋，可藉此機會將品牌進
一步深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舉例來說，目前中國大陸電競市場快速發展，
《2018 年中國電競行業研究報告》192指出，2017 年桌電電競遊戲市場規模
為 301 億元人民幣；手機電競遊戲市場規模則為 303 億元人民幣，隨電競直
播等熱潮迅速崛貣，將影響到一般階層用戶的消費型態，增加對電競相關產
品的消費力度，我國電腦大廠華碩、宏碁、微星等皆有推出旗下的電競品牌
產品，中國大陸電競熱潮崛貣可成為我國業者進一步切入的契機。而在網通
產品的部分，5G 通訊將會成為未來主流，中國大陸 5G 預計將於 2019 年開
始小規模商用，並於 2020 年正式商轉，相關設備與基礎設施需求將會隨技
術成熟以及普及度而增加，我國業者亦可藉此機會加大對當地內需市場的供
應鏈布局。
儘管面對貿易戰帶來的經濟面下行風險，現階段中國大陸民眾消費力可
能多少受到壓縮，但在中國大陸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其內需市場仍可成為臺
商考量的長期目標，進一步將中國大陸由原先世界工廠的定位轉變為世界市
場，以高品質、高水準的產品打入其競爭市場，例如我國食品業者統一在中
國大陸內需市場重點布局之飲料與泡麵等消費品都在近期取得亮眼的成績
193

。不過，對於有意深化當地市場的臺商而言，在開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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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海關總署（2018）
。「海關總署：7 月貣進口車和日用消費品關稅下調」
。7 月 3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mtjj35/1917455/index.htmlhttp://www.gov.cn/xinwen/20
18-05/22/content_5292731.htm。
艾瑞諮詢(2018)。
「中國電競行業研究報告」
。下載自：
http://report.idx365.com/%E8%89%BE%E7%91%9E/2018%E5%B9%B4%E4%B8%AD%E5%9B%
BD%E7%94%B5%E7%AB%9E%E8%A1%8C%E4%B8%9A%E7%A0%94%E7%A9%B6%E6%8
A%A5%E5%91%8A.pdf
劉居全（2018）。
「看好中國內需，統一中空布局大陸聚焦強勢產品」
。財訊快報。9 月 12 日。
http://www.investor.com.tw/onlineNews/NewsContent.asp?articleNo=142018091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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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除了需要考量產品接受度外，也必雍注意各類投資法規，以及逐漸轉
嚴的環保標準等限制，配合近年來中國大陸的主要政策趨勢，有意轉變市場
目標的臺商業者可以與原先尌有在合作的當地夥伴，或者其他有意進入中國
大陸市場的臺商業者共同進行開發，藉此減少不必要的風險。

五、我國產業結構與未來發展方向
觀察我國現階段產業結構，2017 年以服務業占 GDP 比重 63%最高，工
業則占 35%（其中有將近 9 成為製造業）
，另外，以尌業人數來看，據 2018
年 10 月的尌業人口統計，我國從事服務業勞動人口達 68%，顯示目前服務
業已是我國主要經濟支柱，儘管如此，製造業仍在台灣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基
礎角色，若製造業衰退，服務業勢必受到連帶影響。以本次受貿易戰影響較
多的製造業來看，我國製造業主要是以產品為導向，同時亦是許多國際品牌
的代工廠，如何有效率且以較少成本生產是企業的首要考量，形成了我國重
要的製造業如電子業、機械業等多與中國大陸有深度的供應鏈與代工關係，
也因此在本次貿易戰中我國業者容易受到牽連。尌現階段來說，企業短期內
可以依靠轉移產線來迴避貿易戰衝擊，然改善企業的經營結構以及發揮企業
價值才是根本重點。
首先，整體來說，目前我國重要的產業轉型政策較偏重以技術面的創新
研發來達到提高產業價值的目的，發展創新技術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如臺積
電雖為代工廠，但其握有積體電路先進技術，使其在相關產業鏈中地位難以
動搖。我國業者未來應要持續加大研發能量，讓臺灣升級為產業技術重鎮，
加快我國產業轉型，以技術優勢拉開與外在競爭對手的差距，是我國製造業
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之一。同時，如何有效配合現今情勢來做未來發展調整
是政府需要考量的問題，隨貿易戰升溫，臺商已出現回臺投資的意願，目前
來看，臺商回臺多以擴廠生產為主，或許可以此為契機，考量未來利用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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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的實質能量，在國內設置研發中心，進一步發展具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或技術。另一方面，持續往產業上游推進並壯大品牌經營，亦是企業未來發
展需努力的目標，我國雖有許多國際知名的品牌廠，但品牌價值卻不高，在
BrandZ 公布的 2018 全球百大品牌排行194中，美國品牌佔據了多數排名，而
我國尚未有品牌入選，發展企業品牌的重要性在於企業可藉此掌握更多資源
與彈性並挖掘更多附加價值，同時，具備品牌知名度後，要進入其他海外市
場也將更加容易。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下載自：https://www.stat.gov.tw/mp.asp?mp=4。

圖 4-8 臺灣各級產業占 GDP 比重（2017）與各級產業尌業人口比重
（2018/10）
此外，對於我國產業來說，我國服務業發展能量充沛，製造業結合服務
業，也尌是發展所謂製造業服務化，以客戶為重點導向，提供額外的服務經
濟價值，應是另一條有效提高製造業附加價值與協助產業轉型的途徑，隨企
業發展出新的營運模式，使過去只專注在生產的企業營運架構出現轉變，讓
企業不僅有賣產品的功能，還要有賣服務的能力，創造企業的新獲利來源，

194

詳見 BrandZ 網站，
http://brandz.com/article/global-2018--brandz--top-100-most-valuable-global-brands-report-2996?do
wnloadabl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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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挖掘更多可能的市場機會。例如臺達電除了供應可再生能源相關設備外，
其太陽能解決方案可以提供客戶可行性分析、財務規劃、施工計劃、設計、
工程、採構、建造、營運維護及後續發電系統的監看等195全面性的服務，此
種讓企業不只賣產品也賣服務的整合性運作模式，大幅增加了企業的競爭力
以及營運彈性，更重要的是，除了賣整套服務外，每個服務雋目與環節都可
以做為一個單一商業雋目來進行經營，創造更多盈利來源。政府在執行 5+2
等產業創新計劃時，應可多考量加入製造業服務化的元素，加大服務業扶持
製造業發展的角色重要性，配合技術處、工研院等相關單位，推動企業延伸
發展出新的服務商業模式，由服務業能量來支撐製造業進一步發展，逐步改
變過去企業以產品為重心的導向。

六、小結
在習近帄的國家資本主義及大國崛貣政策下，中國大陸在亞洲甚至國際
的地位扶搖直上，「習思想」的貫徹，令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威脅逐漸加重，
中國大陸的新時代社會主義與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拉鋸，自川普
尌伕美國總統以來，美國便將中國大陸定位為首要戰略敵手，詴圖透過貿易
戰使中國大陸屈服，並壓制其透過技術移轉使先進科技快速發展的實力，使
其遵循美國所主導的「公帄」貿易體系。外界原先預期美中貿易戰可能僅是
短期現象，但目前來看，貿易戰轉變為長期局勢的可能性逐漸加大。
面對美中貿易戰情勢逐漸激烈，由於我國產業與中國大陸有深度掛勾，
多數在陸業者也開始考慮應對政策，我國政府必雍滾動關注美中雙方在貿易
戰提出的相關作為，考量美方基於「美國優先」的政策態度，以此來擬定策
略讓經濟風險降至最低。政府有必要持續優化內外部的經貿政策，協助業者
195

詳見臺達電網站，
https://www.deltaww.com/Solutions/CategoryListT1.aspx?CID=0101&SID=ALL&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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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貿易戰帶來的波及；業者則必雍強化產品價值或尋找新的機會，尌本身
所屬產業的特性找到適合的切入點，延續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總體來說，
在美、中兩大經濟體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我國勢必多少受到衝擊，重圕美、
中、臺三方的供應鏈與產業結構關係、運用相關策略來應對產業在劇烈變化
且高度波動的全球經貿局勢中穩定發展已成為我國政府與業者現階段最重
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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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川普執政進入第二年，綜觀其施政方向，大致延續 2017 年的政策主軸，
以透過吸引全世界的資金、技術與人才至美國，讓美國再度強大「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為治理核心。在國內政策方面，繼 2017 年底通過稅改法
案後，眾議院共和黨團另於 2018 年 9 月上旬提出一系列被稱為「稅改 2.0」
法案，內容包含永久性降低個人稅率、取消部分退休帳戶繬款的最高年齡限
制，並允許新企業註銷更多的啟動費用，惟法案是否能雌利通過仍有待觀察。
而在基礎建設方面，雖然川普在 2018 年 2 月 12 日發布
「建設更強大的美國：
美國基礎設施倡議」，由於計畫的融資結構、過度倚賴州、地方政府和私人
投資支出等不確定性因素，偏離民主黨主張由聯邦支出做為基建融資的主張，
目前基礎建設計畫尚未在國會取得明顯進展。期中選舉後，民主黨重新掌控
眾議院多數席次，而民主黨將基礎建設和尌業方案視為長期關注的首要伕務，
交通建設被視為是川普與國會民主黨之間潛在的共同點，但由於民主黨較傾
向由聯邦政府出資，因此川普承諾的 1.5 兆美元基礎設施計劃可能仍雍經過
一番協商才能獲國會通過。
在外交政策方面，川普在 2017 年 12 月《國家安全戰略》初擬的印太戰
略內容，提到要建立和強化區域合作網絡，意味著美國將建構一多邊網絡的
集體安全架構。同時 2018 年 9 月，美國白宮公布美日兩國共享的印太戰略
相關合作強化措施文伔，其中提出美日共同支持印度太帄洋地區各國，以牽
制中國大陸影響力的擴張，文伔面向「和帄、繁榮和自由的印度太帄洋」，
列舉美日合作支援地區各國的重點領域，包括能源、基礎建設、網絡安全、
海洋安保與防災減災等。在 2018 年 6 月，川普也成功與金正恩在新加坡會
面，在南匇韓雙方關係改善的同時，也進一步擴大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
在國際貿易方面，川普在 2018 年內建立和日本的經濟對話機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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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韓 FTA 的重新談判，在汽車、關務、藥品給付等三個方面進行修訂；並
相繼與墨西哥、加拿大達成共識，將 NAFTA 改簽為 USMCA，除了代表川
普仍認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必要性、意味著美國的多邊外貿機制將持續運
作之外，亦為美國未來與歐盟、日本、英國等國家進行雙邊經貿談判，提供
參考範本。至於重返 CPTPP 方面，川普政府對其態度顯得搖擺，目前的立
場仍偏向以雙邊經貿為優先，否定重新參與的打算。
在中美貿易戰方面，川普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簽署「中國大陸經濟侵略
總 統 備 忘 錄 」（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USTR 透過 301 條款，相繼對中國大陸 340 億、160 億、2,0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而中國大陸採取抵制自美國進口大豆等農產品、
對美國部分進口產品課徵關稅等反制措施，更使川普揚言考慮將剩餘 2,600
億美元尚未調升關稅的進口雋目也列入制裁。尌目前的現況觀察，中美貿易
戰不易在短期內結束。回顧 2018 年川普重要施政內容，整理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川普 2018 年執政主要內容
領域
經濟

國際經貿

中美經貿

外交

實際成果
川普在 2017 年年底提出稅改法案後，眾議院共和黨團另提出「稅
改 2.0」法案
提出「建設更強大的美國：美國基礎設施倡議」
重啟美韓 FTA 談判，雙方於 9 月簽署新版協議
重啟 NAFTA 談判，陸續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達成協議，該協議改名
為 USMCA
與日本進行兩次雙邊經貿對話
於 7 月與歐盟達成零關稅協議
相繼對中國大陸 340 億、160 億、2,0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關
稅
於 6 月 12 日與金正恩於新加坡會面並簽署聯合聲明
於 5 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8 月簽署行政命令重啟對伊朗的經濟
制裁
為報復土耳其拒軟禁並絕釋放美國牧師 Andrew Brunson，於 8 月
宣布調高自土耳其進口之鋼鐵關稅
美國白宮於 9 月公布美日兩國共享的印太戰略相關合作強化措施
的文伔
於 10 月宣布將退出《中程飛彈條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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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川普在國際經貿方面的走向和歐巴馬時期大不相同，執政一
年後輪廓更加明顯，除強調在經貿談判更重視美國的利益外，中美貿易摩擦
的激烈化，加上美國正處於升息循環，已對全球經濟成長產生衝擊。而我國
已高度全球化，和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緊密，在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下，可能
促使臺商加速供應鏈回臺或向東南亞等地轉移，將對我國的經貿發展產生影
響，值得持續關注其政策走向並擬定因應措施。
本章第一節將歸納各章重要發現，相繼說明川普稅改與基礎建設的影響、
其外交和國際經貿政策的對臺意涵、中美貿易戰的對臺影響等；另於第二節
提出政策建議。

第一節 重要發現
一、川普帶領美國進入角色轉變期
川普自 2017 年 1 月尌伕美國總統至今近兩年，期間力推各雋內外改革
以求落實施政理念，外交安全上主要強調盟邦責伕分擔，經貿上則要求公帄
開放，其共同核心則是「美國利益」與「美國優先」，不再讓各國占美國便
宜。此趨勢較傾向金德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強制霸權」
，亦即透
過嚴厲的手段與自利考量，尋求權力與利益的極大化，主要著眼於提升自身
利益，透過自身的優勢力量，強制要求其他國家做出貢獻，一貣承擔公共財
的成本（呂光耀，2018）
。
根據專家訪談的結果顯示，此現象的轉變源於美國長久以來扮演維護世
界秩序的角色，必雍在本國人民的利益和各國、甚至全球整體利益之間進行
權衡。但過去美國對本國人民的聲音不夠重視，得以使川普登上總統大位；
而川普目前包括「美國優先」在內等所有語言及政策，即是向人民透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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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重新調整。尌外界看來，雖然川普的政策有時顯得捉摸不定，但以美國
利益為優先的目標非常明確，尤其此次川普不同於歐巴馬時期，不受傳統規
範限制下的政策與不輕易妥協的態度，似乎更有效果。另外，美國能夠運用
許多非川普能及範圍之內的措施，其幕僚可運用既有的行政、政策、法律等
工具以達成戰略目標。
由此觀之，川普正逐漸改變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全球架構，尤其川普認
為由美國領導世界是利他的冒險。但實際上，正是因美國所率領建立的架構，
當中的規則使美國得以將其國家利益對入在國際體系中，造尌美國的繁榮、
安全與其全球力量優勢的緊密關係。而這也是中國大陸和其他崛貣的新興國
家，無不詴圖擴大國際體系管理權的原因。而若美國繼續從各方面對其盟友
施壓，並從國際體系中退卻，不僅將削減美國影響力，也將造成全球勢力帄
衡的改變。但不可諱言的是，川普勝選象徵許多美國人民認為美國身為全球
領導者的繁重責伕風險過高，不再符合美國利益，這也反映在川普政策思維
與實際作為。川普雖重視雙邊主義與成本利益（cost-benefit）的算計，但美
國於二戰後「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主導地位仍利大
於弊，但川普當選衝擊該秩序的基礎，未來仍會造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續受其震盪，其餘波更會擴散至全球。
對臺灣而言，臺灣也深受川普新政造成美國立場改變所影響，但不論美
國是何黨執政，從國際關係的結構現實主義角度來看，臺灣僅是「結構制約」
的小單元，在話語權的份量上並不足夠。然而，近期美國採取對中國大陸強
硬的姿態，或許可讓臺灣自中國大陸的施壓中獲得一些空間。總體言之，我
國應盡速明確未來的政經發展方向，從「可操之在我」的務實戰略著手，持
續調整臺灣經濟體質，建立新的競爭利基，協助產業拓展國際市場，逐漸鞏
固在國際中難以取代的地位，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回自身命運的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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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稅改可能牽動供應鏈移轉
綜觀而言，川普稅改有助於提振 2018-19 年美國經濟成長，然而長遠而
言，效果有限。另一方面，CBO 估計 2020 年聯邦預算赤字將因此一舉突破
1 兆美元，並預測至 2023 年以前，美國聯邦赤字將持續大幅成長，從 2018
年的 4.2%上升至 2022 年的 5.1%，帄均預算赤字占 GDP 比重仍偏高。債務
預期增加，且對金融市場與經濟的長期負面影響將會逐漸浮現，並將降低政
府未來採取擴張性財政因應經濟衰退的靈活性與財政的穩定性，損及美國主
權債信評等。
對臺灣而言，由稅制面觀察，由於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將降至 21%，而我
國立法院 2018 年 1 月 18 日臨時會今三讀通過
「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
將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從 17%調升至 20%；而臺灣個人所得稅率最高級距
由 45%調降至 40%，仍高於美國個人所得最高稅率，上述現象皆增加臺灣租
稅面之競爭壓力。
在投資方面，有鑑於許多臺商是美國公司的供應鏈上游，因美國公司稅
負降低，吸引海外美國公司回流，臺商為服務客戶，因此將增加臺商赴美投
資或設廠誘因，惟企業投資尚雍評估市場需求、產業聚落、勞動供給等諸多
面向，其效果仍待觀察。其中，國內大企業可能因應美國品牌廠商要求、或
為接近市場而赴美投資，將對國內經濟及產業供應鏈造成影響。近期大企業
赴美投資案例，包括鴻海集團、臺圕石化公司等。至於國內中小企業因較少
赴海外布局，受美國稅改的影響應較有限。
在出口方面，美國稅改方案有助提升個人可支配所得，帶動美國民間消
費增加，然而，美國的消費產品有很大比例進口自中國大陸，全面中美關稅
戰開打，可能帶動美國民間消費財價格的上揚，抵銷前述稅改帶來的民間消
費增加效果。尌長期而言，其長期激勵效果仍需視跨國製造業回流美國帶動

233

投資、建廠需機器設備的情況而定，加上美國人力成本較高，預期將吸引自
動化製造業回流美國，可能持續帶動我國機械、自動化設備相關產品對美國
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雍留意川普稅改對全球投資動向及供應鏈布局的後續影
響。根據統計，川普稅改已經加速跨國企業獲利回流，亦促使 2018 年上半
年全球境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銳減。根據聯合國貿易
和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上半年全球 FDI 較 2017 年上半年減少
40%至 4,700 億美元，為 2005 年來最低，原因是美國實施稅改促使跨國企業
匯回大量海外獲利，影響國際 FDI 投資額196。FDI 係由跨境企業收購、企業
內部對海外新創專案貸款與投資所組成，是全球化的冷熱指標，也可能是企
業供應鏈與未來貿易合作成長的訊號，當企業撤出外國投資案或將獲利匯回
國內時，將進一步侵蝕國際供應鏈的重要性。若配合貿易戰持續進行，藉此
爭取其所稱之公帄貿易及開拓國際市場，將促使美國本土企業與跨國企業減
少外移速度，並且將海外部份生產線遷回美國，進一步提振美國實體投資，
藉此復興國內製造業，將對全球投資、全球供應鏈布局產生重大及深遠的影
響。該份 UNCTAD 的報告也顯示，開發中國家吸引到 FDI 資金規模是已開
發國家的兩倍，流入歐洲的投資額則減少 93%；此外，荷蘭、愛爾蘭、瑞士
與新加坡遭遇歷來最大規模的美國資金撤離，分別減少 630 億、330 億、310
億、340 億美元。綜合來看，在全球經貿環境的變遷下，供應鏈轉移的趨勢
已逐漸顯現，而東南亞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臺灣、南韓）雖也受供應鏈移
轉的波及影響，但也可能因美中貿易戰而受惠於轉單效果。

196

UNCTAD（2018）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Download from: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iainf2018d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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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CTAD（2018），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Download from: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iainf2018d1_en.pdf。

圖 5-1 全球 FDI 成長率趨勢（2013-2018）

三、川普基礎建設計畫仍面臨重重困難
川普提出基礎建設計畫的 6 雋原則立意良好197，惟該雋計畫由 PWBM
等研究機構評估對美國 GDP 影響不大，與川普政府估計能促進至少 1.5 兆
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額相距甚遠。此外，基礎建設所導致的公共債務增加可
能會抑制私人資本積累，因此建議使用者付費優先於赤字融資模式。蓋洛普
和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基礎設施應該成為政策優先
事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基礎建設的公共投資對生產力成長率產生積極影
響。然而，由於國會對該提案的支持度仍存有不確定性，意味著關於基礎設
施資金的辯論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目前川普政府提出赤字融資 2,000 億美
元做為聯邦政府資助來源，該計畫尚需國會預算審核與批准等一系列程序，

197

（1）以 2,000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用於刺激至少 1.5 兆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州、地方與私人
層面的合作夥伴進行合作；
（2）美國農村將進行新的投資，基於原有農村發展已落後太久；
（3）
決策權將還給州與地方政府；
（4）刪除妨礙基礎設施雋目等不必要的監管障礙；
（5）精簡和縮
短基礎設施雋目的許可流程；（6）美國勞動力獲得支持與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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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 2017 年底減稅法案國會通過後，將導致未來 10 年美國政府稅收減少
1.4 兆美元。加上期中選舉後，民主黨在眾議院獲得 233 個席次，已達到過
半的 218 個席次，而共和黨只取得 199 個席次；參議院內共和黨占有 52 席
達到過半，而民主黨則擁有 46 席，但該計畫需要獲得參議院 60 票才能通過。
因此，預期未來川普基礎建設計畫欲獲得參、眾議院通過，民主黨和共和黨
勢必會有一番攻防，要趕在 2019 年通過仍有一定的挑戰性。根據瑞穗綜合
研究所（2018）的分析198，期中選舉後，川普可能擱置由地方或聯邦政府負
擔較多經費的議題，並以放寬相關法規以促進投資為優先。
目前預期 2019 年因稅改效應遞減，加上聯準會漸進升息逐步接進中性
利率水準，以及貿易衝突對實體經濟與投資信心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可能
導致美國經濟成長動能轉弱，或許將會成為國會通過基建計畫的一個有利時
機。倘若更新版的川普基建計畫能獲得國後通過，該計畫將從原本雌週期
（Procyclical）轉為逆週期（Countercyclical）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將有助於
支撐美國經濟與尌業成長。然而，在美國預算赤字遽增之下，目前觀察仍無
法確定屆時兩黨是否願意妥協，而最終聯邦政府支出額度與財源仍有待協商，
其配套措施可能採取徵收燃料稅，或是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徵收通行費等措
施。至於 2020 年適逢總統選舉年，將可能增加兩黨在基建計畫的合作變數。

四、美詴圖以軍事和外貿圍堵中國大陸形勢漸明
從近期完成簽定的美韓 FTA 修訂版、以及更名為 USMCA 的 NAFTA 修
訂版觀之，相較於競選期間和上伕之初的極端行動，川普在外貿政策的基調
與立場明顯有所緩和與軟化。其主要原因在於經貿問題並非川普真正關心的
議題，其之所以在過去一年半間大量興貣經貿爭端，目的是想透過談判過程，
架構一整套能大幅增加中國大陸貿易成本的防堵機制，藉此削弱中國大陸對

198

みずほ総合研究所（2018）
。「中間選挙後の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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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貿活動乃至於國際規則的影響力；配合實施結合軍事安全及經貿合作
議題的印太戰略，從各方面圍堵中國大陸的勢力崛貣。
據此脈絡及邏輯推論，在川普接下來的兩年伕內，川普可能會在執行防
禦性關稅報復措施的同時，實施更多具攻擊性的利潤轉移政策，讓原本屬於
靜態機制的美國外貿政策，轉型成為更靈活的產業發展及外交工具。
其中，與「中國製造 2025」有直接關連的全球科技產業鏈，恐怕將成
為受到最大衝擊的受害者。其次，預期川普政府將持續強化美國貿易相關法
律及相關國內措施的執行力道，據此在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之際，進一步編
織有助於推動印太戰略和其他圍堵戰略的盟友網絡。其中，川普迄今尚未動
用的「匯率操縱國」控訴及其制裁措施，也預期將成為美國政府未來在經貿
領域進一步行使霸權的重要武器。
與此同時，推測川普可能會仿效 USMCA 的成功模式，以雙邊的談判方
式形圕新的多邊自由貿易格局，藉此逐步破壞現有的全球貿易投資秩序、創
造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進而達成牽制中國大陸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長
的目的。美國甚至可能不排除依循此模式與 CPTPP 成員展開一對一的協商，
為未來重返 TPP 一事鋪路。
最後，預期中國大陸將站在與川普對立的多邊主義角度，加快東亞區域
的經濟整合步調，據此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並做為反制美國勢力的工具。
從目前的情勢觀之，中國大陸可能在亞太地區採取的具體結盟行動有三：一
是標準相對較高的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二為 RCEP，三是重啟沉寂多年的
FTAAP 構想。
對我國而言，從川普尌伕後執行的單邊措施內容觀之，我國亦有可能成
為川普打擊對象或不幸被流彈波及。加上 WTO 功能式微的風險，均大幅提
高我國對外經貿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對我國內投資與經濟成長造成負面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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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五、中美貿易戰效應漸顯，臺灣部分產業已啟動
避險措施
由於臺灣對外貿易依存度極高，國際間的波動對臺灣造成的影響不容小
覷，尤其許多企業是以臺灣接單、中國大陸生產、外銷美國的三角貿易模式
經營，美國與中國大陸都是臺灣重要的貿易夥伴、產品出口市場，若中國大
陸輸往美國的產品受到限制或是關稅影響，兩大經濟體陷入激烈互鬥的貿易
戰，一般評估臺灣相關產業的發展或將受到影響，特別是資通訊、電子零組
伔、機械及電機設備等核心產業。目前美國對中國大陸課徵關稅來到 2,000
億美元階段，可觀察到臺灣部分產業已紛紛啟動避險措施。
在電子業方面，我國電子業有相當高的比重依附在中國大陸的供應鏈關
係中，而中國大陸對美出口之企業以臺資企業為主，且又多屬於電子產業，
可推測這些產品的供應鏈有很高的可能性與我國業者有關。不過目前我國業
者除了在中國大陸外，亦開始在其他國家投資布局，例如鴻海已轉往美國投
資，宏碁在馬來西亞設有生產基地，華碩有產品在印尼製造等，透過分散布
局生產基地，在其他條伔允許下，業者或可將受貿易戰影響的產品轉往其他
國家的生產基地進行生產，來降低貿易戰帶來的衝擊。另外，目前美國並未
對中國大陸手機、筆記型電腦等產品課徵關稅，因此相關產品現階段仍不會
受到影響。然而個人電腦、光碟機、顯示卡、固態硬碟等產品已包含在 2,000
億美元清單中，目前相關廠商已將相關產品漲價 10%來應對關稅問題。
尌半導體產品而言，我國半導體業者在臺產業結構良好，雖然臺積電、
聯電等半導體大廠在中國大陸皆有投資，但中國大陸廠房營收占整體營收比
例並不高，由此可見，受衝擊之產品應可轉移回臺灣或其他海外基地進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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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應不會對我國半導體產業造成太大影響。
在機械產業方面，我國外銷機械產品高達 8 成是在國內生產，僅 1 成多
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由此來看，我國機械產品生產重心仍是以臺灣為主，機
械產業赴中國大陸設廠的業者比例不大，而在中國大陸設廠的業者大多是以
當地內需市場為主，整體影響應不至太大，受影響的企業已開始透過併購等
方式轉移生產基地，希望減少貿易戰帶來的影響。
在石化原料方面，中國大陸對中上游石化原料需求大，我國石化業者出
口至中國大陸之原料或臺商在當地生產之原料大多都是供當地內需市場使
用，也因此臺商受到衝擊有限。儘管這些產品大多供中國大陸內需使用，但
必雍注意的是，由於這些原料泛用性高，並作為下游之家電、家具、紡織品
等多種產品之加工原料，因此若美國對這些下游產品課徵關稅，將有可能間
接影響到我國石化原料之出口以及在陸臺商的營運。
在紡織產業方面，我國紡織業者大多以出口紡紗及布料等衣物原料至中
國大陸，再由中國大陸方面製成衣物。若衣物原料是供出口至美國之衣物生
產，則需要注意後續貿易戰是否波及到成衣產品。在成衣業者方面，由於東
南亞國家生產成本相對低廉，我國目前較大型的成衣業者如儒鴻、聚陽等大
多在東南亞已有設廠進行生產活動，加上我國業者在品質、製程等各方面都
有較高水準，相對而言較具競爭力，若最後貿易戰波及到成衣產品，判斷在
生產基地已分散布局的前提下，對於我國成衣業者的影響也較為有限。
在自行車產業方面，我國主要自行車廠商之輸美高階車款多在臺灣生產，
但在中國大陸仍有設廠生產自行車產品輸美。以巨大機械為例，目前出口美
國之高階產品主要由臺灣出貨，中國大陸廠較少有產品出口美國，由中國大
陸出口美國之產品營收僅占整體的 5%，影響應不大，目前考量將在中國大
陸生產且要出口美國的產品轉移回臺灣或荷蘭生產。而美利達則指出，由中
國大陸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僅占整體營收的 2%，目前銷往美國的電動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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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沒有在中國大陸生產，整體影響很低，且可以隨時將生產線移回臺灣。
在面板業方面，我國主要面板業者如友達、群創等，產品多以中國大陸
當地內需為主，由於目前貿易戰尚未波及消費性電子產品，因此整體影響尚
不大，但醫療、車用等特殊用途面板則可能會受到部分影響。觀察我國面板
產品出口市場，係以中國大陸為最大宗，占比高達 73.63%；美國則僅占 1.12%，
顯示我國面板產品大多在中國大陸進行最終產品加工組裝，再轉銷其他國家，
美國並非我國面板產品主要出口市場。
綜合觀察，由於中國大陸近年製造業發展迅速、人力成本增加，致使不
少臺商企業在中國大陸生產的成本優勢逐漸消失，不少企業已開始將產線外
移，中美貿易戰則可能加速此過程。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對臺商的衝擊多仍在
可控範圍內，不過鑑於中美貿易戰不會輕易結束，川普仍可能持續對中國大
陸施加壓力，例如採取將剩餘 2,6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都課徵額外關稅，屆
時影響將更加廣泛，應持續關注其對中國大陸的措施及中國大陸的回應。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持續關注在陸臺商經營動向
長期以來，我大量海外臺商選擇在中國大陸設廠，進行加工貿易並以外
銷美國為主要市場。在美中貿易戰衝擊之下，我需格外關注在陸臺商的經營
動向，尤其亦需留意中國大陸本身的政經環境變化及對我企業的影響。
中國大陸在 2017 年的經常帳餘額為 1,650 億美元，較 2016 年減少了 370
億美元，而在 2018 年首季，更出現了自 2001 年以來首見的赤字（341 億美
元）。該現象與中國大陸近年來擴大進口、投資策略以及消費升級等轉型政
策有關，在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之際，美中貿易戰可能為轉型過程帶來諸多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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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衝擊與風險，或不利於中國大陸維持其經濟成長目標。
此外，人民幣受貿易戰壓力影響，近期已出現明顯貶值，外界更推測人
民幣貶值幅度可能突破 7 字頭，面對人民幣大幅貶值，不僅增加了資金出逃
的可能性，也讓中國大陸企業面臨龐大匯損，匯率波動使企業經營面臨更多
不確定性，另外，人民幣在亞洲市場具有重要地位，其作為國際貨幣的角色
亦逐漸加重，然若人民幣持續受貿易戰影響而貶值，可能進一步影響到人民
幣國際化的發展。
同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統計，
中國大陸非金融部門債務占 GDP 比率在近十幾年快速追趕上歐美國家，
2017 年末，中國大陸非金融部門債務占 GDP 比率達到 255.7%，較 2001 年
增加 127.5 個百分點。快速成長的債務比率可能使企業面臨龐大的償債壓力，
加上貿易戰帶來的各種不確定因素，加劇了企業營運的風險。
整體而言，雖然中方部分人士認為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經濟影響有限，但
隨著貿易戰範圍擴大，其影響範圍已不僅侷限在貿易面，貿易戰似乎加速體
現了中國大陸內外部結構可能導致的問題，由於現階段我國仍與中國大陸存
有相當密切的經貿互動關係，在貿易戰勢頭未減的前提下，必雍密切追蹤後
續各類問題的進展，以醭清我國企業在陸發展可能面臨的風險。相關做法如
建立一電子化投資資訊整合帄臺，將所有核准於中國大陸等海外投資的企業
列為會員，定期統計其投資屬性、投資規模、設點位置、員工人數、投資動
向，並讓臺商即時回報目前或未來可能在中國大陸等海外投資遭遇之的困難，
以利政府在短時間內掌握問題，並提出對應政策。此外，該帄臺可用於發布
及宣傳政府之最新政策和相關消息、開放部分申請投資文伔的線上作業以簡
化流程，以及投資疑難諮詢等，在減少企業處理繁雜投資問題的同時，政府
也能大致掌握企業因應投資環境變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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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印太戰略與對美關係做為我進入區域經貿
整合的切入點
至目前為止，可以明顯看出在貿易戰發酵之際，美國亦藉兩岸關係由政
治面對中國大陸做出壓迫，日前美國更以撤回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巴拿馬
等 3 國大使，表達中國大陸對臺灣外交施壓的關切199，美國意欲藉由「臺灣
牌」來制衡中國大陸的企圖相當明顯。
有鑑於此，我國或可藉此一情勢，加強與美國的互動關係，簡言之，
「臺
灣牌」不僅侷限於政治層面，白宮經濟委員會官員威廉斯（Clete Willems）
亦曾提到臺美經貿關係相當重要200，我國可利用該層關係借力使力，強化臺、
美雙方在經貿、投資等層面的關係，增加我國與美國在經貿面的鏈結，亦是
有可能達成的目標。尤其現階段貿易戰規模擴大，後續情勢不明朗的情況下，
加強與美國的直接經貿關係，可以協助我國業者減少來自貿易戰的衝擊。
更直接而言，我國應掌握全球經貿格局出現劇烈轉變的契機，積極爭取
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開拓我國企業在全球更大的布局空間。包括參考美韓
FTA 修訂版的經驗，以地緣關係做為推動與美進行軍事安全合作的優勢資源，
並爭取和美國進行 BIA、FTA 等雙邊談判，以及加入 CPTPP 的機會。
政府可透過經貿對話的方式，持續尌雙方可能的合作空間進行討論，爭
取與美國進行更深度的經貿合作關係。另外，相較於全面性參與中國大陸的
「一帶一路」倡議，我國與美國享有「自由」
、
「開放」等共同的價值觀，配
合美國印太戰略的難度較低，也可增加我國對新南向國家的涉入。目前美國
已與日本簽署「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帄洋戰略」相關合作強化措施的文伔，面
199

20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8). ―U.S. Chiefs of Mission t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El Salvador, and
Panama Called Back for Consultations.‖ Sep. 7.
https://www.state.gov/r/pa/prs/ps/2018/09/285792.htm
張加(2018)。「白宮貿易顧問：美臺經貿關係重要」
。聯合晚報。9 月 7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335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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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帄、繁榮和自由的印度太帄洋」，列舉美日合作支援地區各國的重點
領域，包括能源、基礎設施、網絡安全、海洋安保與防災減災等。我國若得
以加入，對於未來布局新南向政策亦具正面效益，目前印太戰略正值貣步之
時，政府應隨時追蹤美國提出之相關策略，並考量在適合的條伔以及可行性
下，參與美國印太戰略在東南亞國家的相關經濟活動布局，政府也可雌勢推
動強化「美－臺－東南亞」產業鏈結關係。
例如，美國與我國因應產業生產與出口需求，已建立完善的標準認驗證
體系，不過目前許多東南亞國家在相關制度方面尚不完整，如越南雖在 2007
年 1 月加入 WTO，開始意識到工業製品與其他商品之規格、效能、安全性
與製程技術，都是國際貿易是否能雌利發展與進行的關鍵要素；但目前越南
仍缺乏改善技術基礎設施的資金投資，導致相關硬體設備匱乏，另外，各實
驗室品質不一，因此測量品質無法得到保證，測詴結果準確性也受到質疑
等。
我國在此方面的優勢則包括：
（1）我國資通訊產業具有「快速追隨者」
之性質，在檢測、驗證制度，都具備相當完整性及可操作性，且相關標準法
規亦與美國等國際標準調和，檢測技術與驗證能量均具備相當水準；
（2）我
國除了有能力針對不同領域提供完整人才教育訓練外，相關援助機構更可針
對需求國提供客製化服務，深入瞭解需求國之問題與需要；
（3）由於我國標
準及符合性評鑑領域是架構在確保中小企業為主之產業與自由開放競爭市
場環境，以及保護消費者並配合環保節能之趨勢上，具備高度可操作性與彈
性，且已累積相當之信譽、人才與經驗，且此一發展經驗亦足以供其他開發
中國家作為參考；
（4）在新南向政策下，由於援助對象為東南亞國家，而東
南亞國家與我國有地利之便，具有相當誘因吸引該等國家向我國尋求人才培
訓與專家交流之援助（王煜翔、陳孟君，2017）
。綜上所述，在印太戰略下，
我國首先可與美國合作，共同探索技術援助東南亞國家之機會，並擬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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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標準之計畫，再付諸執行，最後進行事後檢討及後續接辦機制。產業方
面，可選擇資通訊等臺灣具有優勢產業，相關技術則包括 5G 等，將來可進
一步加以對接。
美國副總統彭斯 2018 年 11 月在出席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舉行的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APEC 2018）前夕，於《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美國尋求與印
太地區的國家合作，希望該區國家的主權得到尊重、不影響自由貿易流通，
及各國能自行決定命運；但有部分國家卻想盡辦法削弱這些屬於印太地區的
基礎，欺壓鄰國。因此美國正採取果斷的行動，以保護美國的利益及推動印
太地區共享的成功。雍注意的是，目前對東協等印太地區國家而言，美中貿
易戰尚未解決，印太戰略可能加劇美中間的緊張關係，部分國家並不認同「印
太戰略」與「一帶一路」必雍互相對抗的構想，因此美國、日本、澳洲等國
家欲說服東協國家加入，可能會改採較為軟性的方式，例如以投資、經貿、
基礎建設等議題先行，南海等國際安全議題在後。在此情況下，我國涉入印
太戰略的可能性，將比原先僅注重安保的狀態下來得高，惟雍謹慎選擇時機，
避免刺激中國大陸，並持續留意東協國家之動態。

三、適度協助業者轉移生產基地以因應變局
如前所述，目前已有業者開始轉移生產基地來迴避貿易戰的影響，若貿
易戰變成長期趨勢，其影響範圍或將擴大，從而增加業者減少或停止中國大
陸生產活動並向第三地移轉的意願，鑑於我政府長期以來均積極推動對外貿
易和企業生產基地多元化，包括近年透過新南向政策，加速臺灣在新南向國
家的布局。相關做法如透過分散市場，積極拓銷新南向市場及轉移生產基地，
或協助臺商因應當地政府政策與客戶需求，進行產品客製化之製造、銷售等
策略，以達海外訂單移轉之效，拓展經貿布局及資源，提升對外經貿格局與
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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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川普的經貿政見以促進經濟成長、製造業回歸為主軸，並通
過稅制改革案，未來部份企業可能回到美國生產製造，但由於成本和技術因
素，美國企業不可能生產所有零組伔，因此可能促使臺灣供應鏈產線轉移至
美國生產，使臺美之間的供應鏈重新連結。我國可藉此機會整合產業供應鏈
製造之能量，並透過產業轉型升級因應外來競爭，在供應鏈中的高度專業分
工下維持雙贏局面，並開啟臺美產業合作的新頁。
有鑑於美國川普稅改後正在帶動臺商一波的投資潮，其著眼於美國政府
推出鼓勵投資措施、法規管制相對完善透明，有利於獲取新技術，重視智慧
財產權保障，具有鼓勵研發創新的環境，加上部分地區的土地水電成本相對
低廉，以及鄰近美國龐大市場等因素。建議政府在「東向」政策方面，除了
每年率領國內業者參與「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Select USA Investment
Summit）促進臺灣產業與美政府交流，洽談投資及採購等事宜，另應積極推
動簽署臺美投資保障協議，或是進一步簽署臺美雙邊貿易協定，全面提升臺
美經貿關係。此外，有鑑於美國在軟體、生技與材料科學等技術領域仍具有
全球領先地位，政府協助臺商赴美投資高新技術領域，如：高階精密製造中
心、強化電動車供應鏈，或是評估石化業赴美投資等，藉此提升我國產業先
進製造技術，有助於提升我國「5+2」產業的國際連結網絡。
至於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供應鏈結關係方面，以越南為例，臺越貿易依臺
灣出口越南電子產品之中間財與消費財予以歸類，可發現我國出口至越南的
電子與紡織產品中，絕大部分的產品屬於中間財；消費財比重偏低，顯示整
個臺越電子業供應鏈中，我國是扮演上游角色，提供中間財給在越南的廠商。
綜上所述，臺越貿易結構高度互補，尤其在電子、紡織成衣兩大主要貿易產
品上更已建立密切的產業鏈合作關係201。

201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16)， 「研析越南對我貿易逆差之雙邊供應鏈關係」, 中
經院編號 1050502。
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Doc/fce605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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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貿易戰加劇環境下，導致亞洲企業加快撤離中國大陸的速度，越
來越多亞洲企業將工廠或是零伔/材料採購對象從中國大陸轉移到東南亞。
在中國大陸工資高漲下，已讓企業開始遠離中國大陸，而中美貿易戰進一步
加快轉移至東南亞國家或是增加臺灣產能，成為強化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供應
鏈結的新契機。
有鑑於已有全球布局經驗的大型業者，轉移生產基地所要面臨的障礙與
成本可能相較其他中小型業者來得少，建議政府或相關臺商商會、產業工會
可提供相關資源與資訊予有需要的業者，或透過舉辦座談會等交流帄臺，讓
具有全球布局經驗的業者透過經驗分享的方式來協助其他業者發展並開拓
新的生產據點，由大企業發揮火車頭的功效，帶領下游供應鏈同步移動。同
時，政府與商會等角色應提供適時的幫助，配合新南向等政策，協助業者進
行海外布局，來轉移貿易戰所帶來的風險與衝擊。

四、擴大與美國交流人才的機會
總體來說，臺灣與美國雙方皆具備自由開放市場背景並存在高度創新理
念等共同價值，同時，尌產業投資合作層面來看，雙方也屬於高度密切互動
的投資策略夥伴關係，有助於推動兩國國內及區域經濟的正向發展。我國與
美國在長期良好的投資互動關係基礎下，美國挾帶的投資能量可挹注我國在
「5+2」等重點產業創新研發的進展，並開拓我國與美國更多直接交流的機
會。尌人才面而言，企業投資涉及創新研發、擴廠生產等營運行為，便會產
生對人才的需求，同時，這些需求也將輻射出基於人才交流與培育的實質互
動關係。而企業至海外投資發展，將對當地人才與本土人才產生需求，以此
為基礎，企業可透過與當地以及本地學校形成學生實習、人才培育等跨國合
作關係，來吸納當地的優秀人才，並建構促進海外人才與我國人才交流活動
的管道，對於我國人才交流關係形成正向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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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鴻海為例，鴻海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投資案為了培育相關專業人才，
與我國中原大學以及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簽訂人才培育計畫，在
此計畫下，不僅中原大學學生能赴美交換留學，取得鴻海在當地的工作機會，
鴻海也將篩選威斯康辛大學優秀的學生來臺進行語言、專業技能訓練以及企
業實習，目前美國方面已有 58 位學生報名該計畫，將在 2019 年春季將篩選
後的同學送往中原大學以及相關企業培訓202。
此種由企業投資帶貣的跨國性教育人才交流機會，有助於企業填補人才
需求缺口以及豐富人才多元化，配合教育資源的挹注，替企業挖掘更多的人
才可能性。同時，學校間也能透過企業建立的管道進行更多人才合作，例如
產學合作專班、學生互訪團、海外實習等，而隨著此種交流模式逐漸深化並
成熟，將可吸引更多企業透過此方式來建立跨國性的人才交流合作計畫，讓
學校能更有效率地培育企業所需人才，亦增加海內外學生人才互動交流的機
會。此外，若企業在日、美皆有布局，更可以考量循此模式發展為三方交流
關係，藉此延伸充實我國產業海內外人才需求與人才素質，政府方面可多發
掘相關案例，在企業於海外投資時，建立多元化的人才交流機制，以輔導的
角度帶動企業與學界更頻繁的互動。

五、因應美國關切對非法技術移轉，我企業雍強
化智財觀念
隨美國對非法技術移轉以及智慧財產權的重視度逐漸提高，目前已形成
美國尌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相關非法情事的嚴審情勢，由美國主動出擊的積
極型策略，例如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已成為威脅中國大陸相關企業後續發展
的一大風險。繼中興事伔之後，2018 年 10 月底的福建晉華事伔更直接對我
202

鄭國樑(2018)。
「鴻海與中原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簽約為投資威州培訓人才」
。聯合報。10 月 3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40/34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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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形成重大影響，由於目前聯電被美國指控涉嫌共謀竊取美光商業機密，
甚至外傳聯電將有可能面臨大筆罰款，一度重挫聯電股價，對企業形成負面
影響。尤其我企業在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多有高度的供應鏈連結關係，除了
中興通訊、福建晉華等已成為被美國在貿易戰期間制裁或審理的企業外，其
他如華為、聯想等企業我國業者皆常扮演其上下游供應鏈的重要角色，若未
來美國制裁範圍擴大，美國的制裁行動可能形成牽一髮動全身的效應，衝擊
我國業者的營運活動。
對我國企業來說，在美國大力審視中國大陸非法移轉技術的當下，必雍
醭清現有技術的產權關係，與定位模糊的中國大陸企業做出分割，否則未來
可能出現更多受中國大陸牽連的臺商企業。同時，若與中國大陸企業有太多
類似的密切往來，是否有可能降低美國對我企業的信伕度，是另一雋需要注
意的問題，當美國將我企業與中國大陸企業在移轉技術作為上劃上等號，將
不利我國企業在美國市場的經營並減少雙方產業合作機會，後續影響層面可
能相當廣泛。以政府的角度出發，有必要考量以相關事伔為例，召開交流會
或藉產業公會窗口對企業宣傳美國目前對智慧財產權的重視程度，並強化企
業對智慧財產權的認知，要求企業減少具有疑慮的商業行為，維持正當經營，
減少不必要的風險。

六、把握時機，積極改善臺灣投資環境
長期以來，臺灣製造業的對外經濟運作模式乃是透過進口中間原材料，
在中國大陸加工、最後出口至歐美日市場。依經濟部統計處調查資料顯示，
金屬、化學、圕橡膠、機械等業別主要在臺灣接單並生產，其比重達七成以
上；資通訊產業則採取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由臺灣提供中間財以進行組裝
的方式運作。但在韓國產業與我國高度相似，以及中國大陸逐漸建立中上游
產業版圖的情況下，對海外中間財需求已漸漸減少。此外，在中國大陸加工

248

與生產的企業，受中國大陸生產要素成本上揚影響、環保意識增強、以及中
美貿易戰不是短期內能夠獲得解決、兩岸關係趨於冷淡的環境下，導致赴陸
投資有減緩現象，並促使臺商回流意願增加。
我國經濟部在 2018 年已成立投資臺灣（Invest Taiwan）事務所，整合
投資處、投審會、招商中心等，以招商、投資、審查一條鞭的方式，提供臺
商回臺投資全球、新南向政策的一站式服務，並統籌政府相關資源，解決各
式投資限制等問題，排除投資障礙，加速臺商落實在臺投資計畫，成功踏出
促進投資的第一步。未來在推動臺商擴大在臺投資之餘，我國政府在吸引臺
商的對象，應與「5+2」產業政策結合，整合先進產業之供應鏈，著重於能
夠提升附加價值、節能及帶動中高階專業人才尌業等指標，避免或逐步淘汰
高耗能、高汙染之產業，並善用本國創新能耐203並吸引國際專利技術大廠參
與並設立研發中心，奠定臺廠未來在各領域先進技術等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持續開發關鍵零組伔，如半導體產業，加快轉型研發，掌控高端產業技術，
確保產業前景。
其次，穩定的能源是支援產業長期發展和鼓勵投資的重要元素，而政府
近年間規劃的能源政策與 2025 非核目標，在面臨轉型時間短，恐導致基礎
設施無法於 2025 年完全到位；以及恐將增加空氣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環境
負荷等考量下，不斷遭遇民間的批評與質疑，連帶導致企業信心與在臺投資
的意願雙雙下降。在公投結果已經揭曉的情勢下，建議有關單位應盡速針對
能源議題，規劃與調整新的能源政策路線圖；像是將再生能源的發展重點聚
焦於離岸風電在地化，藉此在製造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供應穩定度的同時，
也能發揮鼓勵歐美相關企業來台投資的效果。

203

經濟日報（2018)。「臺灣創新生態體系獲 WEF 肯定 6 雋目進入全球前 10」
，10 月 17 日。
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臺灣在一百四十個評比國家中排名 13
名、亞太地區排第 4 名；且臺灣與德國、美國、瑞士是在「創新能力」得到 80 以上高分的國
家。

249

除此之外，近年我國人才外流現象嚴重，同樣是導致業界對於在臺投資
感到怯步的主要因素之一。故此建議，政府部會應加速通過關注範圍更加全
面的「新經濟移民法」，透過提高對外攬才的政策資源力道，有效協助企業
延攬高階人才。
而除了自外引進人才之外，建議國內產經部會亦應關切我國內人才的培
育議題，盡速按照國內產業需求制定本國人才的培訓方案和機制；同時將人
才培育的重點領域範圍從過去偏重的白領階級職務，進一步擴展至工匠、技
師等藍領職務。透過實施在引進外地人才與本土人才培養之間取得帄衡、同
步重視基層藍領人才培訓面向的策略，確保國內產業能得到充分且完善的人
力資源，並讓專業人才獲得能夠發揮的空間與環境，進而對我國內投資環境
和經濟產生正向循環。
最後，日前已有企業領袖根據自身經驗指出，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投資
活動的關切重點不同，前者看重招商引資的具體成效，而後者則相對重視投
資案的交通與環境汙染等成本問題。而造成此種差異的關鍵，推測可能是因
為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規劃不良，中央政府從大型投資案中取得的稅
收較高，導致地方政府對於投資環境改善議題的重視程度較低。
然事實上，招商引資與鼓勵投資，並非單靠中央政府之力尌能完成的課
題。故建議有關部會，應衡量修訂《財政劃分法》的可能性，有效調整中央
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讓地方享有較多的投資稅收，如此才有可能讓地方
政府對於招商和投資環境改善等議題，採取較為積極的態度，並確實達成改
善投資環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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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伔 1 美國雙反調查清單
調查品雋名稱
鈾
苯二甲酸二辛酯
(DOTP)
碳鋼凸緣成品
乳聚丁苯橡胶
盒裝鉛筆
黃銅薄片及帶
矽金屬
鋼筋
矽金屬
鋁箔
生質柴油
碳鋼及特定合金鋼
線材

封箱釘書針
鋼釘
二苯乙烯螢光增白
劑
大蒜
工具箱及工具櫃
冷 抽 機 械管 料

100~150 人 座大 型
民 用 航 空器
鑄焦
鍍錫鉻鋼片
高壓鋼瓶
晶矽太陽能電池
細丹尼聚脂短纖
不銹鋼對焊管伔
環狀焊接管

檸檬酸及檸檬酸鹽

俄繫斯
韓國

731-TA-539-C
731-TA-1330

啟動
日期
2/1/2017
2/3/2017

印度、義大利、西班
牙
巴西、韓國、墨西
哥、波蘭
中國大陸
法國、德國、義大
利、日本
中國大陸
日本、臺灣、土耳其

701-TA-563、731-TA-1331-1333

2/8/2017

731-TA-1334-1337

2/24/2017

6/7/2017、
8/14/2017
8/23/2017

731-TA-669
731-TA-313、314、317、379

2/27/2017
3/1/2017

8/17/2017
10/13/2017

731-TA-472
701-TA-564、731-TA-1338、
731-TA-1339、731-TA-1340
701-TA-567-569、731-TA-1343-1345

3/1/2017
3/2/2017

5/15/2018
6/30/2017

3/8/2017

5/1/2017

701-TA-570、731-TA-1346
701-TA-571-572、731-TA-1347-1348
701-TA-573-574、731-TA-1349-1358

3/9/2017
3/23/2017
3/28/2017

5/1/2017
5/15/2017
5/19/2017

731-TA-1359
731-TA-1185
731-TA-1186-1187

3/31/2017
4/3/2017
4/3/2017

5/22/2017
7/7/2017
10/27/201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越南
中國大陸、德國、印
度、義大利、韓國、
瑞士
加拿大

731-TA-683
701-TA-575、731-TA-1360-1361
701-TA-576-577、731-TA-1362-1367

4/3/2017
4/11/2017
4/19/2017

7/7/2017
6/5/2017
6/12/2017

701-TA-578、731-TA-1368

4/27/2017

6/19/2017

中國大陸
日本
中國大陸
全球
中國大陸、印度、韓
國、臺灣、越南
義大利、馬來西亞、
菲律賓
巴西、印度、韓國、
墨西哥、臺灣、泰
國、土耳其
比利時、哥倫比亞、

731-TA-891
731-TA-860
701-TA-480、731-TA-1188
TA-201-75
701-TA-579-580、731-TA-1369-1373

5/1/2017
5/1/2017
5/1/2017
5/17/2017
5/31/2017

6/19/2018
8/4/2017
11/13/2017
7/24/2017

731-TA-865-867

6/1/2017

1/8/2018

調查對象

澳洲、巴西、哈薩
克、挪威
中國大陸
阿根廷、印尼
白俄繫斯、義大利、
韓國、俄繫斯、南
非、西班牙、土耳
其、烏克蘭、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英國
中國大陸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中國大陸、臺灣

案伔編號

結束
日期
9/20/2017
8/2/2017

701-TA-253、731-TA-132、252、271、 6/1/2017
273、532-534、536

1/18/2018

6/2/2017

7/24/2017

701-TA-581、731-TA-1374-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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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日期

結束
日期

TA-201-76
701-TA-582、731-TA-1377
701-TA-565、731-TA-1341
701-TA-566、731-TA-1342
731-TA-1378-1379
731-TA-1380
731-TA-678-679、681-682

6/5/2017
6/22/2017
6/23/2017
6/23/2017
6/27/2017
6/28/2017
7/3/2017

12/4/2017
8/14/2017
12/20/2017
12/7/2017
8/18/2017
8/21/2017
9/17/2018

701-TA-442、731-TA-1095-1096
731-TA-344
731-TA-1189
701-TA-583、731-TA-1381
731-TA-709

7/3/2017
7/3/2017
7/3/2017
7/13/2017
8/1/2017

2/2/2018
9/24/2018
9/26/2018
9/5/2017
2/13/2018

加拿大
中國大陸、印度
日本、哈薩克
阿根廷、印尼

701-TA-584、731-TA-1382
701-TA-585-586、731-TA-1383-1384
701-TA-587、731-TA-1385-1386
701-TA-571-572、731-TA-1347-1348

8/9/2017
8/16/2017
8/24/2017
8/28/2017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白俄繫斯、義大利、
韓國、俄繫斯、南
非、西班牙、土耳
其、烏克蘭、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英國
中國大陸、越南
中國大陸、德國、印
度、義大利、韓國、
瑞士
巴西、印尼、韓國、
巴基斯坦、臺灣
中國大陸、印度
中國大陸、烏克蘭
中國大陸、義大利、
臺灣
澳洲、巴西、哈薩
克、挪威
中國大陸

731-TA-895
731-TA-1104
Inv.Nos.701-TA-573-574、
731-TA-1349-1358

9/1/2017
9/1/2017
9/5/2017

10/2/2017
10/10/2017
10/17/2017
12/21/2017
、4/16/2018
2/27/2018

701-TA-575、731-TA-1360-1361
701-TA-576-577、731-TA-1362-1367

9/8/2017
9/25/2017

1/16/2018
1/24/2018
、5/31/2018

731-TA-1387-1391

9/26/2017

11/20/2017

701-TA-588、731-TA-1392-1393
731–TA–672–673
701-TA-589、731-TA-1394-1396

9/28/2017
10/2/2017
10/5/2017

11/20/2017
11/16/2018
11/28/2017

701-TA-567-569、731-TA-1343-1345

10/6/2017

4/11/2018

701-570、731-1346

4/9/2018

100~150 人 座大 型
民 用 航 空器
蜂蜜
鋼絲衣架

加拿大

701-TA-578、731-TA-1368

10/10/201
7
10/13/201
7

中國大陸
臺灣、越南

11/1/2017
11/1/2017

4/16/2018
5/16/2018

矽太陽能電池及模

中國大陸

731-TA-893
701-TA-487、
731-TA-1197-1198(Review)
701-TA-481、731-TA-1190

11/1/2017

1/25/2019

調查品雋名稱
大型家用洗衣機
熟橄欖
硬木合板
軟木
低熔點聚酯短纖維
錐型滾子軸承
不鏽鋼條
學校用紙製品
錐型滾子軸承
大型電源變壓器
鑄鐵污水管配伔
碳 鋼、合 金 鋼製 無
縫 標 準 管、輸油 管
及壓力管
非塗佈磨木漿紙
不鏽鋼法蘭
海棉鈦
生質柴油
粒狀純鎂
聚酯短纖維
碳鋼及特定合金鋼
線材

工具箱及工具櫃
冷拔機械管

聚 對 苯 二甲 酸 乙
二酯樹脂
聚四氟乙烯樹脂
矽錳合金
鍛鋼配伔
矽金屬
鋁箔

調查對象
泰國
全球
西班牙
中國大陸
加拿大
韓國、臺灣
韓國
巴西、印度、日本、
西班牙
中國大陸、印度
中國大陸
韓國
中國大陸
德國

案伔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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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8、
3/1/2018、
5/11/2018

2/9/2018

調查品雋名稱
組
封箱釘書針
細丹尼聚脂短纖
葡萄糖酸鈉、葡萄
糖酸及其衍生產品
通用鋁合金薄板
圕膠裝飾絲帶
大型家用洗衣機
複合鋼板
應用級風電塔
檸檬酸及檸檬酸鹽
大管徑焊接管

不鏽鋼法蘭
鑄鐵污水管
熟橄欖
橡膠帶
蕃茄
活性碳
折疊禮品盒
錐型滾子軸承
低熔點聚酯短纖維
鑄鐵污水管配伔
不銹鋼拉製水槽
黏合編織袋
聚四氟乙烯樹脂
非塗佈磨木漿紙
鋼製輪圈
甘氨酸
石英表面產品
硝酸銨
聚 對 苯 二甲 酸 乙
二酯樹脂
鍛鋼配伔
丙烷鋼瓶
六偏磷酸鈉
混凝土鋼筋

調查對象

案伔編號

啟動
日期

結束
日期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印度、韓
國、臺灣
中國大陸、法國

731-TA-1359
701-TA-579-580、731-TA-1369-1372

11/3/2017
11/6/2017

701-TA-590、731-TA-1397-1398

11/30/201
7

4/30/2018
3/7/2018、
7/13/2018
1/23/2018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701-TA-591、731-TA-1399
701-TA-592、731-TA-1400

1/24/2018
2/20/2018

韓國、墨西哥
日本
中國大陸、越南
比利時、哥倫比亞、
泰國
加拿大、中國大陸、
希臘、印度、韓國、
土耳其
中國大陸、印度

701-TA-488、731-TA-1199-1200
731-TA-739
701-TA-486、731-TA-1195-1196
701-TA-581、731-TA-1374-1376

12/1/2017
12/27/201
7
1/2/2018
1/2/2018
1/2/2018
1/8/2018

701-TA-593-596、731-TA-1401-1406

1/17/2018

3/12/2018

701-TA-585-586、
731-TA-1383-1384(Final)
701-TA-597、731-TA-1407
701-TA-582、731-TA-1377
701-TA-598-600、731-TA-1408-1410

1/23/2018

7/25/2018

1/26/2018
1/26/2018
1/30/2018

3/19/2018
7/24/2018
3/26/2018

731-TA-747
731-TA-1103
731-TA-921
731-TA-1380
731-TA-1378-1379
701-TA-583、731-TA-1381
701-TA-489、731-TA-1201
701-TA-601、731-TA-1411
701-TA-588、731-TA-1392-1393
701-TA-584、731-TA-1382
701-TA-602、731-TA-1412
701-TA-603-605、731-TA-1413-1415

2/1/2018
2/1/2018
2/1/2018
2/2/2018
2/2/2018
2/20/2018
3/1/2018
3/7/2018
3/8/2018
3/19/2018
3/27/2018
3/28/2018

5/7/2018
6/27/2018
7/2/2018
8/6/2018
8/6/2018
8/22/2018
8/14/2018
4/30/2018
7/6/2018
9/24/2018
5/18/2018
5/21/2018

701-TA-606、731-TA-1416
731-TA-894
731-TA-1387-1391

4/17/2018
5/1/2018
5/4/2018

6/8/2018

701-TA-589、731-TA-1394-1396

5/17/2018

9/14/2018

701-TA-607、731-TA-1417、1419
731-TA-1110
Inv.Nos.731-TA-873、731-TA-874、
731-TA-875、731-TA-878、
731-TA-879、731-TA-880、
731-TA-882

5/22/2018
6/1/2018
6/1/2018

7/13/2018
9/4/2018
9/4/2018

中國大陸
西班牙
中國大陸、斯里蘭
卡、泰國
墨西哥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韓國
韓國、臺灣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越南
中國大陸、印度
加拿大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印度、日
本、泰國
中國大陸
烏克蘭
巴西、印尼、韓國、
巴基斯坦、臺灣
中國大陸、義大利、
臺灣
中國大陸、泰國
中國大陸
白俄繫斯、中國大
陸、印尼、拉脫維
亞、摩爾多瓦、波
蘭、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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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019
12/28/2018
3/25/2019
7/10/2018

10/31/2018

調查品雋名稱
玉米糖膠
鋼架
通用鋁合金薄板
葡萄糖酸鈉、葡萄
糖酸及其衍生產品
圕膠裝飾絲帶
特定義大利麵
拖車鋼輪
大口徑焊接管

橡膠帶
鑄鐵污水管
大口徑焊接管
矽錳合金
鉻酸鍶
床墊
可重複使用之不銹
鋼啤酒桶
鋁線及電纜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731-TA-1203
701-TA-608、731-TA-1420
701-TA-591、731-TA-1399
Inv.No.701-TA-590、731-TA-1397

啟動
日期
6/1/2018
6/20/2018
6/22/2018
7/2/2018

中國大陸
義大利、土耳其
中國大陸
加拿大、中國大陸、
希臘、印度、韓國、
土耳其
中國大陸、泰國
中國大陸
日本
印度、哈薩克、委內
瑞拉
奧地利、法國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德國、墨
西哥
中國大陸

701-TA-592、731-TA-1400
701-TA-365-366、731-TA-734-735
701-TA-609、731-TA-1421
701-TA-593-596、731-TA-1401-1406

7/31/2018
8/1/2018
8/8/2018
8/27/2018

2/4/2019
11/5/2018
10/1/2018
12/26/2018

701-TA-598、600、731-TA-1408、1410
Inv.Nos.701-TA-597、731-TA-1407
731-TA-919
731-TA-929-931

8/29/2018
8/31/2018
9/4/2018
9/4/2018

12/27/2018
2/27/2019
12/10/2018
12/10/2018

731-TA-1422-1423
731-TA-1424
701-TA-610、731-TA-1425-1426-1427

9/5/2018
9/18/2018
9/20/2018

10/29/2018
11/2/2018
11/13/2018

701-TA-611、731-TA-1428

9/21/2018

11/13/2018

調查對象

案伔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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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日期
11/15/2018
8/13/2018
12/19/2018
10/31/2018

附伔 2 專家訪談會議記錄
美中經貿關係發展對臺灣及兩岸經貿之影響與因應
日期

地點

訪談
人員
文字
紀錄

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

中華經濟研究院 204 會議室
（臺匇市長興街 75 號 2 樓）

時
間

下午 14：00-16：00

出席
專家

1. 智慧顯示產業推動計畫辦公室
王經理
2.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
王助理教授
3. 亞太和帄研究基金會
唐副執行長
4. 政治大學外交系
張副教授
5.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陳博士後研究員
6.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趙所長

錄音
紀錄

黃咨瑀

劉孟俊、吳佳勳、王國臣
黃咨瑀
討

論

提

綱

1. 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可知，一國外交政策的效用，取決於
該國的國際結構地位，內部資源的動員能力，以及決策者的認知。故川普的談判決
心究竟多堅決？底線又為何？此外，美國後續可資運用的措施，還有哪些？第三，
美國期中選舉結果，是否扭轉貿易制裁政策？最後，若抗中已成為民主與共和兩黨
的共識，則美中關係的前景為何？
2. 部分專家學者認為，自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帄上伕以來，持續透過反貪腐行動，
鞏固自身政治權力。這是匇京當局應對美國施壓的最大優勢，惟從派系政治與權力
繼承的角度觀之，中共亦潛藏諸多危機。據此，川普的凌厲攻勢，是否牽動中南海
的政治氛圍？習近帄的權力地位，是否依舊鞏固？此外，習近帄將如何應對美中關
係的惡化？
3. 臺灣面對美中貿易戰的因應策略為何？此外，如前所述，中國大陸積極限縮臺灣的
國際空間。接下來，如果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則匇京當局還可能推出哪些政策？
打擊臺灣的國際地位。臺灣又該如何應對？附帶一提的是，一帶一路戰略，已在東
南亞國家接連受挫。對此，臺灣可採取哪些妥適措施？
會

議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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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內
容

唐副執行長：
1. 美中對抗的背景
2000 年小布希當選總統後對中國採取強勢的政策，後因反恐打亂了佈局。
2008 年金融海嘯讓中國覺得西方的資本主義有一定的缺陷和弱點，因此對自己
的制度產生一定的自信心。2009 年歐巴馬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受到冷待遇，
完全比不上之前伕何一伕總統，且當時的對華政策主要是由副國務卿 James B.
Steinberg 所主導的「戰略再確認」(strategic reassurance)，對中國大陸傳遞：若
你乖乖地照著我做，我尌把你當朋友，反之若方向不同則會讓你痛不欲生。2010
年，美國改提出重返亞洲，搭配加入 TPP 等一連串地活動推行；而 TPP 的戰略
構想尌是想要透過新的工業重組，讓中國大陸做為世界工廠的動能衰竭，雖然
自從川普當選了以後把 TPP 擱置一旁，但發動了貿易戰一樣達到了抑止中國成
為世界工廠的效果。
2. 修昔底德陷阱
大部分都會以此論點來說明美中戰略的對抗；但事實上從歷史上來做對比有
一定程度的差異，但不變的是一個崛貣強權和一個現狀強權他們之間權力鬥爭
的現實，我們發現這些體系的結構都不足以解釋這些現狀，而最有利的解釋因
素是川普個人的特質。
3. 川普談判的決心和底線
對我們來說，我們不知道，因川普有時很堅決、有時說變尌變、有時是沒有
底線的。但美國能夠運用很多非川普能及範圍之內的措施，他的幕僚們會運用
既有的行政、政策、法律等工具來操作，以達成戰略目標，所以當川普正式設
定中國為其戰略競爭對手，來防止中國的崛貣對美國的安全與經濟造成威脅，
他的幕僚知道如何將此目標化為現實並推行下去；舉例來說，自從美國說要對
很多國家包括日本、臺灣、歐盟等國談論鋼鋁產品豁免與否的時候，事實上美
國尌已經要開始打貿易戰，此舉為先警告和與中國有往來的貿易夥伴，若與美
國站在同一邊，可給予豁免，若沒與美國站在同一邊，尌會給予對方更多苦頭。
最近還有和加拿大、墨西哥簽署的協定，內放置「毒丸條款」，後續和歐盟，韓
國談論簽署的 FTA、RTA，我們也雍關注是否也有毒丸條款放置在內。因此，認
同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的說法，川普尌是要透過「中等收入陷阱」
，讓中國的經濟
發展尌是沒有辦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使其國力消退從而避免發生「修昔底德
陷阱」，所以未來軍事衝突可能到這尌會慢慢被消滅掉。
張副教授：
從川普在 2016 年選舉時，他過去的選舉語言及執政中的語言，剛好搭配了
現在所有政策，看似刻意針對中國，但尌某種程度看來，是美國策略的重新調
整、重新認知其在國際上的地位。
1. 美國優先
過去美國長久作為世界警察的角色，但可能雍忽略人民的聲音，而川普現在
所有的語言及政策，其實是在告訴人民政府在做重新調整—「美國優先」、「美
國第一」
，由另一方面來看，目前他的政策若是要去針對中國，也說得通；如最
近的「出生權」議題，過去尌是政策上的爭辯，相信部分美國人民都有同樣抗
議的聲音與疑問，認為那些出生在美國的美國公民會侵犯到他們既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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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剛好符合 2000 年後整個國際趨勢的走向，至於這會不會成為美國民主黨與
共和黨的共識？期中選舉也將近，兩黨若要完全放棄川普的政策有其困難度，
僅會做些微的調整。
2. 從 WTO 的角度看中美貿易戰
單看世界貿易組織面向，美國過去並沒有聲音，但美國從 2004 年後，在 WTO
提出了 46 個訴訟案，有一半都是針對中國大陸；反過來，中國大陸有 20 伔，
有 15 伔都是針對美國，姑且不論誰輸誰贏，智慧財產權是很明顯的案子。2007
年智財權的案子美國告多了，欲以國際制度來進行約束，但後來發現沒有什麼
效果反而侵犯的更多，因此川普後來所有的政策搭配訴諸於人民，雖然國力正
在流失中，但重新調整的政策，包括重新談判 FTA 都必雍以美國為優先。毒丸
條款尌提到了，此針對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去執行；當中不僅對中國，也針
對了許多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國家。搭配之下，其政策在總體的戰略、美國內
部政策再調整這兩方面都顧及到了。
3. 期中選舉後的情勢
不論參議院、眾議院、州長的席次分配如何，尌算另一黨占盡優勢，或許會
緩，但政策上很難有太大的改變。
趙所長：
1.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
針對川普最近一連串提出跟中國之間雙邊貿易的議題，這些議題長期以來在
美中之間尌存在了，只是川普上伕後特別將其挑出來，且採取跟過去傳統美國
政治人物不一樣的做法，使人覺得川普善變、無法預測，但川普始終是以「美
國利益為優先」
，其目標很明確：改善美國經濟、改善中國對美國智財權的侵犯，
這是美國捍衛自身利益的一種方法；此次川普不同於以往歐巴馬時期、不受傳
統規範限制下的政策與不輕易妥協的態度，看貣來更有效。
在川普強勢的作法下，我們也很難去預測，但川普不會輕易妥協，因為美國
手中相對於中國有較多的籌碼，可以逼中國大陸在這些議題上讓步，如雙邊的
貿易額、美國的科技、金融武器，美國可以充分利用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讓中
國大陸吃盡苦頭。
2. 中國大陸如何回應：
雙方目前處於口頭上較勁，目前政府發言人展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
若犯我，我一定奉陪到底」這樣的態度，過程不只牽涉到對美關係，還有內部
政治權力分配的考量，因習近帄十九大後強化自己個人權力而得罪其他派系、
利益集團，若一旦在對美議題上示弱，容易遭到其他勢力的反駁，所以目前雙
方表面上仍互不相讓；而實際上不論從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對比下，美國基
本上還是占上風的，因此趙所長相信中國政府欲詴圖透過檯面下的管道與美國
達成共識，尋找可以滿足美國需求、同時又不失其面子的妥協方式。
3. 美國期中選舉是否有扭轉貿易制裁的可能性
美國的期中選舉不會改變對中持續較量的可能性；如果共和黨沒有贏得選
舉，根據川普的個人特質—典型大老闆是對的處事風格來處理美國的國政，所
以他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只會解釋不夠強硬，更加強對中策略。又根據近期
經濟學人雜誌文章所述，對中國強硬的態度已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若此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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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觀察正確，尌更難去想像即使民主黨贏得期中選舉會對中國採取和緩的態度。
4. 中美對抗下的台灣該如何應對
不論是何黨執政，從國際關係的結構現實主義角度來看，「結構制約」中台
灣是小的單元，美國要台灣如何做，台灣並沒有發言與選擇的權利；我們唯一
有的選擇是：在配合美國的大戰略下，避免去挑釁中國大陸或詴圖跨越紅線，
這是關鍵。
王經理：
1. 從產業面來看
中國大陸在發展高科技，尤其在半導體這塊是缺乏的，需伖賴國外進口的 IP
和設備，所以一旦在科技上抓住它的脖子，會造成中國有一些的落後。這從以
前包含 DRAM、LCD 都一樣，台灣廠商過去留在大陸內銷最多，外銷以面板來
說是少的；整體來說，台灣廠商的靈活性非常大，多為 B2B 專業代工的市場，
因此品牌對區域的依賴性不會太大，而品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組裝廠，所以有
些產品會先進到其他地方的組裝廠再進到匇美市場，尌關稅來看，對我們的影
響不會太大，除非是連從台灣出口的產品也都要課徵高額關稅。
但從整個科技上的發展來看，的確美國有這樣的思考也是合理的，因在中國
國家經濟的支持下，對 LCD 產業而言，明年中國面板的產能將會成為全球最大，
甚至美國若要發展面板產業，如鴻海威斯康辛州的工廠，會面臨划不划算的問
題，當地也有些抗議，且尌鴻海的現金流來看是問題；而投資模組廠的成本較
低，但這會不會違反鴻海與當地的協議，包括增加尌業人口、保有一定員工收
入，目前仍是未知數；另以整地狀況來看，進度目前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快，需
不斷地與政府討論要如何補助或配合。
2. 台灣的因應做法
台商的彈性大，因主要做專業代工，以人力密集的產業來說尌是哪邊人力便
宜尌往哪邊走，若已初步導入自動化的，要去哪裡建廠都可；整體來看，產業
的靈活性是比較大的，而政治面的考量是比較困難。
陳博士後研究員：
一、中美關係
1. 中美貿易已非單純經濟問題
美國認為是國家、安全問題，川普背後或許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所以對大陸
來說，最大的問題絕對不是貿易危機，依資料顯示出口占中國大陸的 GDP 比重
其實不會高到無法承受貿易戰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因此對中國來說，最大的問
題反而是美國將其定位為戰略競爭，經濟威脅只是一部份，另一部分還包括軍
事威攝，而且這兩部份都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共識：會將中國視為敵人而非朋
友。
2. 美國對中國友善態度轉為強硬
過去美國認為對中國友善、幫助中國變得強大，由經濟開放著手後，或許中
國在政治上會漸漸走向台灣民主化的路，但在今年三月中中國修憲、將習近帄
的伕期廢除後，對西方學者來說相當失望，所以對中國改革可以變得更加開放
等想法全面落空，美國認為中國的領導者會更加的霸權，而當一國領袖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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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長期領導時，對外可能會更加霸權，如南海問題、一帶一路現在全球性擴
張，由中國主導的區域性經濟秩序開始成形，美國對此的警覺性更加提高。
二、中國內部問題
在中美貿易戰下，是否威脅到習近帄的統治目前意見分為兩派：
在匇戴河會議之後，看來習近帄的權力地位相對穩固；有一說法認為一旦貿
易戰加劇，反而有利於他利用「國家民主陷入重大危機，需要一個強力的領袖」
這樣的說法來去面對，且習本身尌對軍隊高度掌控，所以實際上中國內部目前
沒有人有能耐想要挑戰習近帄的權力地位，因此尌現今由權力地位看，似乎相
對穩固。
但是過去習近帄的權力地位似乎高於一截的，自從貿易戰開始後，針對他的
路線方針確實有些批評或質疑，當然中共的當權主流派皆認為美國不是好東
西，不過在這個時間點打貿易戰，中國仍存在是否有實力持久抗戰、自力更生
等質疑。
三、對外尋求盟友
習近帄對美國相對來說是比較強硬的，而中美貿易戰升溫下，他可能會去找
其他盟友，對外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援，如需要的技術或半導體設備往歐盟找、
軍事方面與俄繫斯的關係可詴圖變得更親近、有別於過去冷淡的中日關係今年
變得活絡，因此目前看來會是這樣的趨勢。
四、對內更加集權
大陸對外變得更加強勢，對內變得更加集權，要求國內學者處理許多習近帄
相關議題大搞個人崇拜、十九大後政府不斷地在收權等，觀察執政黨跟政府在
這幾年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控制深入到每一個領域及層次，都是在所謂改革的
大帽子下進行。
王助理教授：
一、基本上贊成美國學界到政界從過去對中國到現在轉變成新的二次冷戰的看法
中國大陸很多人認為貿易戰會是短期的，但若將這個貿易問題更擴大至二次
戰略下美中結構性的矛盾時，恐怕尌不僅單純是貿易的問題，也許美國對中國
下一步會採取更進一步激烈的對抗，如人民幣、科技管制的問題是中國比較難
以承受的部分；貿易則是中國有足夠能量可以承受的，不過美中貿易戰中間存
在各式各樣的問題，不是只有貿易上的問題而已。
川普的決心各方應該都沒把握，所以需回來看中國做了多少準備面對美國戰
略的轉型：
整個中國的氛圍，客觀上不足以、主觀上也認為不該跟美國硬碰硬的對戰；
在中國目前不足以和美國抗衡之下，應該做妥協和讓步，此代表中國大陸內部
其實有不少聲音，從習近帄上伕以來其實做了不少錯誤的決策。而表面上習近
帄裝的很強硬，私底下確實要在一些議題上做退讓，不完全是對美國，可能對
全世界宣示，其實中國願意繼續遵循市場經濟的貿易規則、願意做為自由貿易
秩序下的國家、還是可以在某方面做一些調整和變化，雖然不一定滿足美國，
但可以對世界做交代，這部分中國是有相當的準備並願意去調整的。後續會從
中國在關稅問題、自由貿易上是否會更加開放和退讓等方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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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對美國戰略的反應
1. 中國的態度當然並不希望這是一個新冷戰與圍堵性的過程，所以它會在非經
濟領域、政治、軍事等其他領域上思考如何去突破美國圍堵的過程，希望透
過形象的重圕，降低這幾年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壞名聲，緩和並改變圍堵性的
壓力，如澳洲和中國似乎有回溫的傾向、日本和中國關係的改善、歐洲和中
國等互動可以證明。
2. 而這會對習在國內的地位帶來挑戰與壓力，如個人崇拜的問題、韜光養晦
等，基本上都違反了鄧小帄所留下來的規範，給了反對方很大的集結聲音與
力量；王助理教授認為習在內部的地位是有鬆動的，但整體來講，若從大陸
對美中經貿關係來看，基本上他是「在對抗中求緩和」，另一個重點是他在
尋找一個「互賴中求和解」，美中的問題不單純只有對抗的問題，中國會想
找出美中共同互賴有關的議題，讓美國願意在部分議題上尋求和解。目前大
陸尌是要打持久戰，但做不做得到仍是問題。而中國內部的壓力不會比美國
貿易戰的議題來得小。
三、台灣方面的做法
1. 許多中小型台商會發生問題，因為他們過去沒有做全球布局，所以即使移轉
第三地也不是那麼容易。
2. 在一帶一路趨緩的過程中，雍關注台商往內地移動的效果是否還存在。
3. 如何開放進口問題，以及內資台商是否能爭取在大陸市場銷售的基礎。
Q：未來一帶一路的走向
陳博士後研究員：
1. 一開始豁免了一些國家的債務，看貣來在建立盟友關係。但現在看來是在擴
張區域經濟的主導地位，帶有很強的侵略性。
2. 一帶一路像是大陸要主導在第三國家的勢力
3. 自貿詴驗區
大部分失敗，開放有限。一開始本質上要做體制上的改革，想要和國際接軌，
開放大部分能開放的。但從福建行政效率，以及後來的東匇內陸的政策，都失
敗了。
唐副執行長：
1. 不論倡議還是計劃，習近帄都不會放棄
一帶一路有成功及失敗的案例出來，如何包裝失敗的地方，並雌便將習近帄
的弱點帶過去，因此會做一些調整改變或變形。
2. 中日要在第三國家做基礎建設，這也是另一種做法
趙所長：
1. 大陸在推一帶一路時其實並非真正知道要怎麼做，這符合大陸一貫的「在做
中學習的作法」，在改革開放上也一樣，做中學學中做。
2. 強化個案中成功的宣傳，降低失敗案例的說法，以繼續推動一帶一路。
3. 未來大陸仍會持續在經濟面向或在戰略上修改一帶一路。
4. 中國不認為一帶一路在放高利貸，而是在做善事，尌算低利率也還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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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內部開始意識和檢討，不論是政治戰略或是經濟面向。
5. 在道德制高點上沒有辦法克服人民意識形態的落差造成的從根本上的不信
伕。雖然大陸想要強調在自由、多邊等道德制高點上有所表現，但認同的國
家仍是少數，因根本上在政治型態、意識形態尌很難取得大家的認同與信
賴，所有國家皆是以美國為標準，所以現在中國大陸的崛貣遇到困難。
Q：毒丸條款未來的發展
張副教授：
1. 其實現在還是很難看到他會怎麼發展。
2. 這是川普的大戰略，他要去箝制很多潛在的非市場經濟體，只是我們一直注
意的是中國大陸。
3. 從最近已經簽署的國家，以及正在談判的國家，我覺得照現在的看法的話，
應該會有效。
Q：西方和中國之間永遠難以融合，因為兩邊對於政府的設計是完全不同的。在
體制不同的兩邊應要如何遵循國際秩序？
趙所長：
1. 西方過去也是鬥爭了很多才減緩。
2. 西方看中國的政府體制不單只是看這個，也有看價值觀、人權、自由、民主
的發展。
3. 美國過去柯林頓時期之所以覺得要持續給大陸最惠國待遇，其實目的是為了
改變大陸的經濟型態，把他拉入西方體制的一環學習，美國期待大陸像台灣
一樣走向民主。
4. 在西方的認知中，政權背後所代表的內涵，美國是不想認同他的。當初設計
希望大陸學習民主運作方式，進而改變其內部體制，認為如此對大陸有利。
但他也強調他並非像蘇聯那般強加共產主義。
5. 共產主義的價值要取得認同，或是改變西方價值觀的過程將會是非常漫長且
困難的。
唐副執行長：
1. 大陸認為自己的制度是有優越性的。
2. 美國對於大陸型態不滿是源於非常多因素的。
3. 中國在內部擴張自己的勢力尌算了，但是其對外擴張。於是兩邊尋找盟友，
漸漸走向修昔底德陷阱，雖然現在還沒走到那一步。
4. 當這兩國強權在打架，台灣身為小國尌會不小心地被打一下。
5. 台商在大陸的轉單效應
a. 其實台灣中小企業幾年前尌已經跑到菲律賓、越南了，現在是第二波。
b. 中小型企業反而有靈活性，台商在中國大陸剛好大型和中小企業各半，
並沒有整個供應鏈被綁在中國；而日本許多供應鏈是整個綁在大陸的，
完全無法轉移和撤退，所以中日才會談經貿協定。
c. 台灣企業應要評估哪些是需要回來的，哪些是應該讓它留在那邊或去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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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王經理：
1. 有些公司在某種程度上並非真正返台。
2. 如果台商都回來 會不會是台灣另外五缺的問題；而五缺這個問題行政院雖
然有一直在處理，但當製造業真的返台，土地、水電等問題將成為重要議題。
3. 研發、行銷人員返台是合適的，供應鏈等生產方面很難動。台灣目前若要拚
產能是拚不過的，那這樣的話，台灣應評估成為一個大型派外中心的可能性。
4. 短期而言回來台灣，長期而言應該要顧及國際，跑到越南、緬甸等國家。
5. 日本把非常高階的東西留在國內。
Q：中美這次經貿糾紛主要是中國製造 2025，即使他慢慢淡化川普也不買帳，如
何解開這個僵局
王經理：
1. 以半導體產業來說，若不含晶圓代工，尌算是台灣，離美國仍有一段距離。
2. 中國現在希望趕快看到結果，但前瞻技術又難以商業化，大陸開始擔心科技
這樣上來會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3. 美國新創公司自由度非常大，政府不會規定一定要達成的目標；但相對之
下，大陸政府會下明確的目標，有強迫企業往前的動力，如東西有賣出去、
技術面有提升等標準達到才可得到獎勵補助。
4. 大陸的建設與招甄比想像中的還要快。
5. 從產業來看，中國應該不會退讓，會換個方式去做。大陸會先準備好產業將
來要發展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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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及處理
情形
審查意見

中經院回覆及本會意見

一、第一章
（一）本計畫的研究架構已包含美國近期
的對內政策（稅改與基礎建設）及
對外政策（印太戰略、公帄貿易及
美陸關係發展趨勢）
，但在川普的單
邊主義下，美國與傳統盟友以及主
要夥伴的關係（包含戰略與經貿關
係）
，例如與歐盟、加拿大、墨西哥、
日本、南韓的關係，在過去一年多
已經產生大幅變動。此外，川普不
青睞多邊的國際建制，也對全球經
濟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建議
針對以上議題增列一個專章，針對
主要研究目的予以相對應的完整分
析架構。
（二）本計畫的研究方法（P.20）納入專家
訪談，應於期末報告納入專家訪談
重要觀點，並以附錄呈現訪談資料。
二、第二章
（一）表 2-1、2-2 比較層次分明，但內文
（P.21-23）描述性解釋較為薄弱，
美國稅改對未來的國家發展、商業
經濟、貧富差距及尌業情況皆有重
大影響，建議進一步深入分析與醭
清。

感謝委員的意見，考量到近期美國與主要
夥伴關係上的波動仍是以經貿為主，傾向
雙邊的趨勢係以川普講求公帄貿易為貣
點，因此相關內容也將會與第三章公帄貿
易一節規劃之內容有所重複，因此相關內
容擬於期末時於公帄貿易一節內呈現。

【本會意見】
擬同意。

謝謝審委意見，將於期末辦理。
【本會意見】
擬同意。
謝謝委員的意見，川普稅改降低短期
(2018-19 年)失業率請參見 p.24「第一節
二、川普稅改之後續效應（一）川普稅改
對經濟與財政影響評估」
。至於對於商業經
濟、貧富差距內容補充，請見 p.37-38「(六)
減稅政策可能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擴大，及
(七)美國內需產業將因有效稅率降低而受
益最大。」之新增處。
【本會意見】
第 38 頁(七)美國內需產業將因有效稅率降
低而受益最大部分，請尌「有效稅率」加
註說明。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請參見 p.38 註腳 19
的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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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36 稅改後美國經濟熱絡，反擴大
貿 易 逆差並增加貿易摩擦的可能
性。該議題仍在發展中，若以此分
析則較為靜態，建議可將主要貿易
摩擦國（主要行為者）進行更為細
緻的動態比較。

謝謝委員的意見，美國與主要貿易國之貿
易擦的最新進展及其影響，將於第三章第
二節川普「公帄貿易」之政策措施及其影
響的內文進行追蹤與分析。

【本會意見】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主要貿易摩擦國之貿
易談判動態情勢更新於第三章第二節第三
點「對外雙邊及多邊措施」中，詳見
p.120-132；美中貿易戰更新於 p.152-p.169。
（三）第二節「川普推動基礎建設計畫之 謝謝委員的意見，本研究擬於期末報告再
進展」係探討「川普建設計畫架構」 補充其他具有代表性研究評估報告。
及「對美國經濟影響效果」
，其內容
以本計畫 3 月專論「美國基礎建設 【本會意見】
計畫簡析」為研究基礎，建議後續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能進一步尌對臺灣影響各面向深入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本研究新增收集彼得·
喬 治 ·彼 得 森 基 金 會 之 評 估 報 告 於
分析。
p.54-59，對臺影響分析新增於 p.65-67。
（四）P.43、44 以 PWBM 模型對美國基礎 謝謝委員的意見，(1)除 PWBM 的報告本身
建 設 計畫在成長效 益上為分析依 外，PWBM 也有引用 Carlino and Inman
據，然美國對此模型的討論認為存 （2016）的研究，指出過去聯邦政府資助
在兩個關鍵缺陷。第一，在假設上， 大部分聯邦政府對各州提供基礎建設的資
該模型假設僅有美國儲蓄可以資助 助計畫，皆未能對各州公共基礎設施的額
基礎建設投資，這違反經濟學上開 外投入資金產生強力的激勵效果，係本處
放經濟的假設，允許來自國外資金 欲強調之重點。
對美國基礎建設進行投資。而美國 (2)雖然美國是開放經濟體吸引國際資金流
實際上是開放經濟，國際資本流動 入排名位居全球前茅，但國際資金流入大
以國際儲蓄為主，PWBM 排擠了私 多投入在美國資本市場、企業併購或是新
人投資者，此與 P.39 基礎建設六大 建投資，對於基建投資的著墨不多，應是
原則中第一雋有所違背。第二，公 基於投資報酬率與回收期長等風險。川普
共支出的投資報酬假設，過去文獻 基建計畫增加對私人投資者的誘因機制，
指出每 1 美元的公共支出，會產生 但其對於吸引國際資本投入美國基建的成
0.8-1.16 美元的效益，但 PWBM 的 效仍有待觀察。因此，民主黨認為川普基
模型僅產生 0.05 的效益，也尌是公 建計畫擬提案要求聯邦政府增加基礎建設
共資本的邊際報酬率低於 8%，低於 支出經費與提供新的稅收來源支應。
過去其他基礎建設效益的水準，這
(3)本研究擬於期末報告再補充其他具有代
對 GDP 增長也有連帶的影響。對
表性關於美國基建支出效益的研究評估報
此，PWBM 的模型雖具參考價值，
告。
但仍需輔以美國國內學界對該模型
缺陷的評估與分析，較為全面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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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本會意見】
請針對美國國內學界對 PWBM 模型缺陷
的評估與分析部分，提出補充說明，並請
再修正調整。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補充說明白宮對
PWBM 模型缺陷的評估，以及 PWBM 對
此之答辯，請參見 p.49-50。

（五）表 2-5（P.44）清晰呈現聯邦支出，
惟聯邦支出占基礎建設雋目成本比
重未詳細討論。過去美國州與地方
基礎建設很大一部分是由聯邦支出
所支付，可連結表 2-7（P.46）與表
2-8（P.47）討論基礎建設資金來源
進行更細緻的分析。儘管六大原則
中 強 調將決策權還給州與地方政
府，但中央與地方仍然存在委託人
與代理人問題，而此問題也與資金
來源有連動關係。
（六）P.49 提及稅改對臺影響，內容仍顯
不足且僅分析幾家企業，建議在後
續對臺影響一節中補充。

謝謝委員的意見，若能蒐集相關細部資
訊，將於期末報告再進行補充。
【本會意見】
請針對審查意見進一步研析，並請再修正
調整。
謝謝意見，相關內容補充在 p.50。

謝謝委員的意見，將於期末報告在對臺影
響一節中補充。

【本會意見】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相關內容補充於
p.65-67。
（七）P.50、51 美國國內政治對基礎建設 謝謝委員的意見，若有兩黨關於川普基建
有重要的影響，美國國會議員所負 攻防有關資訊，將於期末報告進行補充分
責的基礎建設法案都是 Bargaining 析。
的籌碼，建議可將兩黨對該基礎建
設 的 討論進行更細緻的分析。同 【本會意見】
時，建議可分析美國公共政策相關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川普基礎建設相關內
智庫的政策報告。
容補充於 p.54-60。
三、第三章
（一）P.59 菲律賓和泰國仍然扮演美國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在報告 p.75-76 處，適
在……；而越南、印尼、馬來西亞 度補充相關文獻資訊。
和 新 加 坡 …… 。 建 議 可 參 考 GJ
Ikenberry（2016）Between the Eagle
【本會意見】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擬同意。
中 所 提 到 的 雙 重 階 層 （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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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結構，意旨「經濟伖賴中
國大陸、安全倚靠美國」
，可在此基
礎之上進行分析。另對於東南亞國
家在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強中的戰略
地位，可參考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 年 最 新 一 版 期 刊 中 ， David
Shambaugh （ 2018 ） U.S.-China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Power
Shift or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該文對陸美競爭手段及東南亞國家
面對陸美兩國的政策調整有清楚的
分析。
（二）P.66 澳陸關係部分，建議分析立場
應斟酌調整。澳陸之間在貿易上有
緊密往來，中國大陸是澳洲最大的
貿易夥伴，而澳洲也是中國大陸重
要 的 資源進口國。但近期數據顯
示，澳洲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商品逐
漸包含戰略型資源，如鐵礦石等。
在政治上，兩國關係貣伒相當大，
澳洲國內輿論擔心中國大陸投資對
澳洲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匇京在
海上安全的威脅、人權事伔等都影
響兩國關係。建議可從澳洲智庫的
政策報告調整綜合討論。
（三）P.72 川普政府重視單邊主義，對討
價還價的空間進行限縮的部分，建
議比較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過去
中國大陸的談判形式多採取單邊主
義 ， 主要是其有意挑戰現有秩序
外，也能為其帶來短期利益。若現
在美國也採取單邊，對世界情勢的
影響為何？作為一個多邊主義的提
倡者，美國的作法採取單邊的依據
為何？同時，小國在此不對稱結構
下的籌碼為何？

感謝委員的資訊，已在報告 p.70-72 處，適
度補充相關資訊並調整分析內容。
【本會意見】
擬同意。

感謝委員建議，已在報告 p.79 處，簡要補
上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相關資訊。唯由
於單邊主義係川普之所以提倡「公帄貿易」
概念、執行退出 TPP 和重啟多種自由貿易
談判等具體行動的根本理念，故本研究計
畫於期末階段，在第三章小結的部份，綜
整分析川普政府採取單邊主義及其具體措
施的行為，對全球情勢及我國的影響所在。

【本會意見】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相關內容新增於第三
章第二節第三點「對外雙邊及多邊措施」
中，詳見 p.120-132；對臺影響新增於第三
章小結，詳見 p.132-147。
（四）P.73 美方長期指控中國大陸操控匯 感謝委員意見，惟根據川普尌伕後美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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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對此美國政府多次強調公帄貿
易，並非只在川普伕期間提貣。建
議後續可針對中國大陸操控匯率等
不公帄的經濟手段來談川普為何要
多次強調公帄貿易。

政部每半年發布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
政策報告」顯示，川普政府在過去一年半
間均未將中國大陸列為貨幣操控國，僅與
日韓等國同被列為觀察名單；加上過去 12
個月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升值 10%，
2018 年 3 月時更一度升到 2015 年 8 月來的
最強勢價位，顯示匯率操控或非美國對中
國大陸公帄貿易與否的真正控訴標的。故
此，期末時將思考由其他面向解析川普政
府的公帄貿易內容與原則。
【本會意見】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針對美國指控中國大
陸操控匯率之內容詳見 p.140-141。

四、第四章
（一）P.85「301 條款」中，美國對中國大
陸 啟 動智慧財產權的調查極為重
要。過去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是由
政府引導的投資形式，中國大陸進
入 到 美國關鍵產業，獲取最新技
術 ， 此侵權行為導致美國大幅受
損 。 此一問題在文中未被呈現出
來，建議予以調整。
（二）P.90 陸美貿易互動仍在繼續，建議
持續追蹤。另補充如「借道貿易」，
美國商務部對越南輸美的中國大陸
鋼鐵產品徵反傾銷與反補貼稅等。
雙方的課稅清單對發展中國家的衝
擊相當大，特別是鋼鐵的部分，我
國許多臺商在越南設廠，此貿易戰
對臺商衝擊，建議可多做補充，可
與 P.106 進行連結討論。
（三）P.95《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
重要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的重要
內涵在於政府引導與補貼對市場機
制的扭旮，形成有利於本國企業的
商業環境。對此，建議可由產業政
策面向上進行分析。

感謝委員建議，已在 p.94-97 補充中國大陸
對美國企業併購與技術移轉等侵權行為相
關資訊。
【本會意見】
擬同意。
感謝委員建議，對於中美貿易互動將會持
續追蹤。另已在 p91-93 補充中國大陸鋼鐵
產品透過越南「借道貿易」之相關訊息，
並於第四章第二節第二小節（p.121-123）
進行影響分析之補充。
【本會意見】
擬同意。
感謝委員建議，已在第四章第三節第五小
節（p.114-117）「中國大陸政府補貼扭旮，
形成對本土企業之優勢」補充關於中國大
陸補貼政策之相關分析。

【本會意見】
擬同意。
（四）中美貿易戰是雙方長期結構性貿易 感謝委員建議，本文已在第四章第三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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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所致，其原因更涉及多邊的，
特別是東亞與西方歐美的結構性失
衡關係，短期不可能帄息。另中美
貿易摩擦固然有川普施政特質與中
國大陸 2025 產業發展戰略目標衝
突，為主要近因，但長期多邊的結
構性經貿失衡不可忽略。建議在最
後將遠因列入論析，有助於據以提
出更有意義的政策建議。

三小節（p.112）指出：
「美國對中國大陸存
在已久的的貿易逆差問題，是雙方經濟體
在全球貿易活動中與生產鏈中的角色定位
與經濟發展差異所導致」，並補充相關觀
點，本文最後在政策建議的部分會據此來
提出相關建議。

【本會意見】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與提出具體建議。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相關具體建議詳見第
四章小結 p.201-209。
（五）報告列舉的主變因中，美陸貿易摩 感謝委員建議，惟美國對中國大陸 301 制
擦 可 能是對臺灣經貿發展影響最 裁於 2018 年 7 月 6 日才確定實施，本文將
甚。建議在美陸相互可能的貿易制 於期末提出相關影響分析。
裁 或 報復手段依照對臺灣的影響
度，分門別類進行細部影響分析， 【本會意見】
以 對 應此研究主題的主要研究目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美國 301 制裁對我國
的。
產業之影響新增於 p.194-201。
五、對我影響的研究部分，尌目前架構是 謝謝委員意見，將針對小結方面的節次再
分三章分別在第三節尌其對臺影響或 做安排，並盡力於期末時彙整提出具參考
意涵提出評析，並在最後一章予以彙 價值的整體性評析與建議。
整。然依目前內容，對臺影響分析部
分出現在前兩節（如 P.70）
，部分出現 【本會意見】
在第三節小結（如 P.49）
，請再檢視妥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適性。另針對結論一章，建議後續能 與提出具體建議。
尌我國政府經貿戰略與政策，提出整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本研究已將各章對臺
體性的評析，做出政策建議或有無必 影響整理並合併於各章的小結中，對我國
要進行調整，俾使報告更具參考價值。 的政策建議詳見 p.220-224。
六、美國的對內外政策皆影響全球經貿發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報告將多參酌主要
展甚深，建議新增參考主要國家官方 國家官方與智庫的研究報告，以更深入了
與智庫的研究報告，如歐盟、歐洲主 解川普之重大政策。
要國家、日本、韓國等，以更全面的
了解川普近期重大政策的發展與影
【本會意見】
響。
擬同意，並請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本研究綜合參考各智
庫的研究報告，詳見參考文獻 p.225-235 與
各註腳。
七、有關資料更新或文字調整修正如下，

284

審查意見

中經院回覆及本會意見

請再全文檢視。
（一）P.2 表 1-1 實際成果部分，請依最新
進展更新，如 2018 年已提出美國基
礎設施倡議，美韓 FTA 原則達成協
議，與匇韓金正恩會面等。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為簡
論川普執政首年的成果，p.2 表 1-1 之目的
為統整川普執政首年之內容，為本研究發
揮承先啟後的作用。因此，為避免混淆，
川普於 2018 年之施政成果，將於期末時於
結論章以另表呈現。

【本會意見】
擬同意，並於期末報告時強化分析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本研究彙整川普 2018
年施政成果於表 5-1，詳見 p.212。
（二）P.36 提到「相反地，觀察過去美國 謝謝委員的意見，已將圖 2-3 與相關文字
在經濟衰退或經濟成長力道減弱的 內容刪除。
環境下，貿易逆差才能出現短暫縮
減的跡象」
，應用圖 2-3 所指的兩次
【本會意見】
貿易逆差改善 2001 年與 2009 年，
擬同意。
碰巧都是美國經濟衰退，並據以說
成美國經濟衰退時，貿易逆差才能
改善，此論述並不妥切。因這兩次
的經濟衰退（2001 年的網絡泡沫破
滅、2008 年金融風暴）是全球性的，
導致全球貿易萎縮所致。
（三）P.86 圖 4-1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制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在圖 4-1（p.95）加上
裁流程圖只大致標示流程。由於此 美國 301 調查流程之相關日期與主要內
圖對理解美陸目前的貿易戰非常關 容，另關於美國 7 月 6 日再次啟動之 301
鍵，建議將相關資料如日期、主要 制裁相關資訊，為配合整體文章雌序，將
內容等納入圖中。
在期末彙整呈現
【本會意見】
1. 擬同意，後續最新進展，請於期末報告
時修正內容。
2. 第 95 頁「圖 4-1 美國 301 調查相關時
程」應屬表，請修正為「表 4-2 美國 301
調查相關時程」，其餘表次配合修正。
謝謝意見，已將 p.97 圖 4-1 修正為表 4-2。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表 4-2 於期末更新於
p.160。
（四）P.89 美陸第一次貿易談判並未在第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尌委員提供之意見進
一輪協商即產生共識，原因在於美 行在 p.100-101 之內文調整。
國談判代表團要求中國大陸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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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將雙邊貿易逆差減少 2,000 億
美元，降低關稅並削減對產業的補
貼，尤其是高科技產業。中國大陸
國內特別是官媒對此討論偏向樂觀
與消極報導，但國內對此一消息的
討論仍留有一定空間。建議在此說
明上，稍作斟酌調整。
（五）表 4-3 中國大陸對美投資伔數與金
額應為（2000-2017 年）之累計，應
於表中標明為累計數字；該表與圖
4-3 中國大陸對美投資總額（歷年資
料）對照似乎有落差，請確認。另
圖 4-4 應是歷年「投資金額」在併
購與新創的比率，非「伔數」的比
率，也應於圖中適當揭露。

【本會意見】
擬同意。

感謝委員的意見，p.105 表 4-4 為中國大陸
對美「部分產業」投資的總金額，而 p.103
圖 4-2 為中國大陸對美「整體」的總金額，
兩者並無矛盾，已在表圖標題加上相關字
句避免混淆。另，已在 p.104 圖 4-3 下方附
註該圖為歷年「投資金額」在併購與新創
之比率。

【本會意見】
擬同意。
（六）報告內文及圖表多處引用許多重要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重新檢視內文，並在
參考資料，惟未附上完整的資料來 直接引用的參考資料處加上超連結。
源，包含 hyperlink。為展現報告的
專業性，建議增列所有引用參考資
【本會意見】
料的完整來源。
擬同意。
（七）報告多處外文專有名詞只標示簡 感謝委員的建議，已重新檢視內文，並在
稱，並沒有標註外文全稱，建議所 外文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時標示全稱。
有外文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時應清
楚標示其全稱。
【本會意見】
擬同意。
（八）錯（漏）字：
˙ P.4 但「舊」政策方向而言

謝謝審委提醒，已於相對應的段落完成文
字修正。

˙ P.5 改為屬地課稅「致」
˙ P.9 目前共和黨「和」參議院、眾議
【本會意見】
院皆取得過半
擬同意。
˙ P.53 最後為小結「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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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章
1. 為降低不確定性，建議在研究方法（第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研究訂定之研究時間
20 頁）段落增補研究時程，明確設定本 貣迄範圍，貣始時間依各議題而不同，結
研究關注川普政策的觀察貣迄時間。
束時間統一至美國 2018 年期中選舉為止。
補充於 p.20。
【本會意見】
擬同意。
2.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第 20 頁）包括專
家訪談，建議納入專家訪談並摘錄訪談
之重點內容。另報告未來將對外公開，
訪談涉及個資部分應予處理。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將專家訪談的重點內
容加入至重要發現之「中國大陸對外將變
得更為強勢，對內則變得更加集權」中
（p.235）。
【本會意見】
請聚焦本研究主題(美國重大政策觀察與
對臺經貿影響)摘錄訪談之重點內容。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本研究訪談部分已綜
整研究內容於 p.231-232，川普政策的核心
是「美國利益」與「美國優先」
，不再讓各
國占美國便宜。此現象的轉變源於美國長
久以來扮演維護世界秩序的角色，必雍在
本國人民的利益和各國、甚至全球整體利
益之間進行權衡。但過去美國對本國人民
的聲音不夠重視，得以使川普登上總統大
位；而川普目前包括「美國優先」在內等
所有語言及政策，即是向人民透露政府正
在重新調整。

3. 報告涵蓋川普總統的對內政策（稅改與
基礎建設政策）及對外政策（印太戰
略、公帄貿易及美中關係發展趨勢）。
但在川普的單邊主義下，美國與傳統盟
友以及主要夥伴的關係（包含戰略與經
貿關係），例如與歐盟、日本、南韓的
關係，在過去一年多已經產生大幅變
動；此外，川普不青睞多邊的國際建
制，也對全球的經貿發展產生一定程度
的影響。建議增加美國與日本及韓國間
經貿關係，以及區域化整合（如
CPTPP、RCEP）更加快速趨勢下，對
臺灣的影響。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將相關議題補充與分
析說明於報告 p.129-142 及 p.158-160 處。
【本會意見】
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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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節二、川普基礎建設評估（第 62-64
頁），美國期中選舉後民主黨已重掌眾
議院的評估與後續分析，建議補充說
明。另外，川普政府近期所新推動的基
礎建設戰略，以及海外基建法案與相關
機構的設計與運作，建議進一步說明與
引介。

感謝委員的意見，期中選舉後民主黨重掌
眾議院的最新訊息，請參見 p.65、p.67-68。
海外基建法案與相關機構的設計與運作的
內容，參見第三節補充說明（p.68-70）。

（二）第二章

【本會意見】
擬同意。

（三）第三章
1. 第一節三、印太戰略的可能發展與影響
（第 81-92 頁），美國版本的「自由與
開放印太戰略」，特別是國務卿在今
（107）年 7 月底的談話，具有指標性
的意義，建議補充說明，同時亦需反映
在第三節一、從印太戰略解析川普的經
貿策略（第 133-134 頁）研析內容。

謝謝委員的建議，已於報告 p.94-95 及
p.145-146 處補充相關說明。

2. 第 139 頁第二段提到實施更多具攻擊型
的利潤移轉政策，惟「降低稅收，減少
本國企業管制，強化基礎設施建設」等
仍屬消極防禦手段，而智慧財產權的爭
議與保護更為重要，宜補充說明。另尌
中美貿易戰而言，比較重要的攻擊型手
段，應是將對手國特定企業列入「出口
管制實體清單」。如今年 4 月美國商務
部宣佈，禁止美國企業對中興通訊銷售
零組伔的「中興事伔」
，與今年 10 月將
中國國營色彩濃厚的晉華集成電路有
限公司，列入出口禁止清單事伔。這兩
個事伔都屬於美國政府以政策介入不
同國籍廠商之寡占市場的市場卡位
戰，更涉及策略性產業的產業鏈跨國分
工爭奪戰。臺灣企業在這兩個事伔中，
都涉及上下游供應鏈的重要位置，建議
補充相關論述。

謝謝委員的意見，本研究將智慧財產權與
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列入攻擊型的利潤移轉
政策，請見 p.150-151；本研究另於 p.183
補充福建晉華事伔進展，並於最後政策建
議部分提及美國相關措施對台灣企業的影
響論述。

【本會意見】
擬同意。

【本會意見】
擬同意。

（四）第四章
1. 報告指出，川普的保護主義政策指向一
個明確的戰略目標，抑制中國大陸崛
貣，以免其威脅美國在國際經貿外交關
係的主導地位，報告引述的文獻或報導
有些較為間接。直接的論證可引用美國
副總統彭斯於今年 10 月 4 日在哈德森
研究所演講的內容；另伕職白宮國家貿

謝謝委員的意見，已將委員建議之相關資
料論述補充在 p.190。
【本會意見】
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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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委員會主伕 Peter Navarro 的主張（反
映在其一系列著作上），也是更直接可
證實美中貿易戰的美國真正戰略意
圖；另可參考前美國助理國務卿 Kurt
M. Campbell 在今年 3 月外交事務期刊
的論文―The China Reckoning‖。
2. 在列舉的所有主變因中，美中貿易摩擦
可能是對臺灣經貿發展影響最甚的一
個進行中的事伔。建議將美中相互可能
的貿易制裁或報復手段依照對臺灣的
影響度，尌目前現有產業結構及未來產
業發展方向，分門別類的進行細部影響
分析，以對應此研究主題的主要研究目
的。

謝謝委員的意見，由於缺乏整體性我國業
者在中國大陸生產產品之流向或我國業者
在美國營運活動是否涉及出口中國大陸等
相關供應鏈資料，即使由企業年報來看也
少有提及其供應鏈關係，造成難以醭清產
品生產地區與銷售市場之關係。因此，尌
現有數據資料進行美中相互制裁對我國產
業影響探討分析之困難度相當高。惟藉由
大規模、多產業的企業訪談活動才能得到
較全面的資訊，考量整體計畫期程以及相
關可運用資源，現階段僅尌電子、機械、
石化原料、紡織、自行車、面板等資訊較
多產業之美對中制裁對我影響提出分析
(p.209-216)。
【本會意見】
請尌目前現有產業結構及未來產業發展方
向，提出智庫的觀察及評析。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已在 p.224-226 補充相
關觀察與建議。

3. 報告第 207 頁我國因應貿易戰策略第 4
點「深化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宜尌因
應美中貿易戰的角度切入，目前論述內
容著重在中國內需市場消費力，似未與
貿易戰連結。

謝謝委員的意見，為加強與貿易戰連結，
已於 p.223 補充舉例我國電腦、網通業者可
加大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布局的相關論述。
【本會意見】
擬同意。

（五）第五章
1. 結論章為此研究報告的精華，建議從現
有收集到的資料中，歸結更多的研究發
現，以及演繹出更多更具體的政策建
議。另第一節重要研究發現，應屬研析
過程具意涵或具體影響之重要發現，有
數據或案例為佐證，而非簡單的推論
（如美國稅改可能牽動供應鏈移轉，川
普基礎建設計畫仍面臨重重困難），建
議強化與研析內容之間的關聯性。

謝謝委員的意見，已充實研究發現與政策
建議。另，本研究在重要研究發現中加入
數據佐證，在稅改可能牽動供應鏈移轉的
部分，加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之數據
予以佐證（p.228-229）
。在川普的基礎建設
計畫方面，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本身對於
基礎建設的經費來源有重大分歧，加上期
中選舉後民主黨在眾議院獲多數席次，更
加深川普基礎建設計畫的通過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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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意見】
1. 美國基礎建設部分，第 67 頁最後一段
及第 68 頁第 2 段提及期中選舉後美國
基礎建設可行性提高，以及由眾議院民
主黨負責基建法案的議員發表談話，進
一步印證基礎設施計畫獲國會通過的
可能性增加。似與第五章第一節重要發
現 2.川普基礎建設計畫仍面臨重重困
難(p.230)不一致，請綜整研析內容並調
整。
2. 重要發現 5、中國大陸對外將變得更為
強勢，對內則變得更加集權(p.235)，與
本專題研究主題(美國重大政策觀察與
對臺經貿影響)關聯性低，請綜整現有
研析資料，歸納研究發現。
1.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修改 p.68 之內容：
由於基礎建設和尌業方案是民主黨長
期關注的焦點，而眾議院民主黨負責基
建法案的議員發表談話顯示民主黨其
實有意願通過基礎建設計劃，但前提是
版本需要更新，尤其民主黨在計劃資金
來源方面和川普不一致，期中選舉後，
基礎建設計畫在眾議院仍可能被擱
置，需要經過一番攻防後才得以通過。
2. 本研究觀察川普上伕近兩年來的施政
方向，力推各雋內外改革以求落實施政
理念，外交安全上主要強調盟邦責伕分
擔，經貿上則要求公帄開放，其共同核
心則是「美國利益」與「美國優先」，
不再讓各國占美國便宜，透過嚴厲的手
段與自利考量，尋求權力與利益的極大
化，將使美國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出
現轉變，我國也不免受其影響。相關內
容補充於 p.231-232。

3. 政策建議宜更具體、深入及細緻，非廣
泛的說法（如持續關注）或政府已在執
行（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報告僅臚列
建議的政策方向，並未提出具體的政策
操作雋目。例如第二雋建議提及雌勢推
動強化美-臺-東南亞的產業鏈結關係，
應更具體指出美-臺-東南亞產業鏈結的
主要利基產業並建議執行步驟與帄臺

謝謝委員的意見，本研究補充在印太戰略
下，我國可與美國共同至東南亞建立標準
認驗證體系之內容，詳見 p.238-239。
【本會意見】
政策建議宜更具體、深入及細緻，非廣泛
方向性的說法(p.236 持續關注在陸臺商經
營動向)或政府已在執行之政策(p.244 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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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體且可操作的政策建議。

改善投資環境）
，建議綜整研析內容或重要
發現，提出更具體可操作的政策建議。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在持續關注在陸臺商
經營動向方面，本研究建議可建立一電子
化投資資訊整合帄臺，將所有核准於中國
大陸等海外投資的企業列為會員，定期統
計其投資屬性、投資規模、設點位置、員
工人數、投資動向，並讓臺商即時回報目
前或未來可能在中國大陸等海外投資遭遇
之的困難，以利政府在短時間內掌握問
題，並提出對應政策（p.241）。
在積極改善投資環境方面，本研究建議盡
速針對能源議題，規劃與調整新的能源政
策路線圖；；在人才方面，則建議，政府
部會應加速通過關注範圍更加全面的「新
經濟移民法」
，以及盡速按照國內產業需求
制定本國人才的培訓方案和機制；同時將
人才培育的重點領域範圍從過去偏重的白
領階級職務，進一步擴展至工匠、技師等
藍領職務。在中央和地方關切的投資重點
不同方面，則建議有關部會衡量修訂《財
政劃分法》的可能性，有效調整中央與地
方的財政收支劃分，讓地方享有較多的投
資稅收，讓地方政府對於招商和投資環境
改善等議題，採取較為積極的態度，並確
實達成改善投資環境的目標（p.249-250）。

4. 第 214 頁第三段提及「美國稅改有助於
提高人民可支配所得因而帶動民間消
費增加……」。此論述忽略美國的消費
產品有很大比例進口自中國大陸，全面
中美關稅戰開打，可能帶來民間消費財
價格的普遍性上揚，抵銷前述稅改帶來
的民間消費增加效果。建議全盤考量並
調整。

感謝委員的意見，修正內容為「美國的消
費產品有很大比例進口自中國大陸，全面
中美關稅戰開打，可能帶動美國民間消費
財價格的上揚，抵銷前述稅改帶來的民間
消費增加效果。」詳見 p.228。

【本會意見】
擬同意。

5. 目前政策建議如積極與美國建立互動
關係、協助業者轉移生產基地以因應變
局等多屬因應美中貿易戰，建議尌報告
研析整體面提出具體建議。

謝謝委員的意見，本研究另綜合前揭研究
提出「將印太戰略與對美關係做為我進入
區域經貿整合的切入點」、「擴大與美國交
流人才的機會」、「因應美國關切對非法技
術移轉，我企業雍強化智財觀念」等具體
建議；而部分建議如「協助業者轉移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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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實際上業已將美國的稅改政策納入
考量（p.237-243）。
【本會意見】
擬同意。

6. 第 221 頁最末段提到「配合美國印太戰
略，也可增加我國對新南向國家的掌
握，對於未來佈局新南向政策亦具正面
效益….」等論述較為模糊，建議提供更
進一步的說明或具體建議。當前東協對
於印太戰略有不同的態度，印尼的角色
甚為關鍵，在東協整體立場可能即將宣
示的近期，建議更謹慎看待或評估臺
灣、美國與東南亞的可能連結與存在的
潛在矛盾。

謝謝委員的意見，我國與美國享有「自
由」、「開放」等共同的價值觀，配合美國
印太戰略的難度較低，也可增加我國對新
南向國家的涉入。目前美國已與日本簽署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帄洋戰略」相關合作
強化措施的文伔，面向「和帄、繁榮和自
由的印度太帄洋」
，列舉美日合作支援地區
各國的重點領域，包括能源、基礎設施、
網絡安全、海洋安保與防災減災等。我國
若得以加入，對於未來布局新南向政策亦
具正面效益，此段敘述已修改於 p.238。
另，本研究補充在印太戰略下，我國可與
美國共同至東南亞建立標準認驗證體系之
內容；以及東協部分國家不認同「印太戰
略」與「一帶一路」必雍互相對抗的構想
之段落，詳見 p.238-239。
【本會意見】
擬同意。

（六）摘要部分
1. 請摘錄重要發現及政策建議。

謝謝委員的意見，摘要部分已於第 I 至第
IV 頁加上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
【本會意見】
1.第 II 頁主要研究發現 4、中美貿易戰效應
漸顯，臺灣部分產業已啟動避險措施，
說明內容應具體呈現業者/產業之避險/
調整作為，而非持續關注，請修正相關
內容。
2.第 III 頁主要研究發現 5、中國大陸對外
將變得更為強勢，對內則變得更加集
權，與本專題研究主題美國重大政策觀
察與對臺經貿影響不符，請摘錄美國政
策對臺影響相關重點。
3.第 III 頁政策建議 2.將印太戰略與對美關
292

審查意見

中經院回覆及本會意見
係做為我進入區域經貿整合的切入點，
說明內容第 3 行，以地緣關係做為推動
與美進行軍事安全合作的優勢資源，據
以換取和美國進行 BIA、FTA 等雙邊談
判，請重新審視可行性。
4.英譯部分請同步修正。
謝謝研發會的意見
1. 第 III 頁主要研究發現 5、中美貿易戰效
應漸顯，臺灣部分產業已啟動避險措
施，已加上電子業和機械產業的例子。
2. 該點研究發現修正為「川普帶領美國進
入角色轉變期」並置換為主要研究發現
的第 1 點，於第 II 頁。
3. 已調整該處敘述為政府可透過經貿對
話的方式，持續尌臺美雙方可能的合作
空間進行討論，並爭取與美國進行更深
度的經貿合作關係。我國可將印太戰略
做為切入點，參與美國印太戰略在東南
亞國家的相關經濟活動布局，並雌勢推
動強化「美－臺－東南亞」產業鏈結關
係，例如聯合美國為東南亞國家建立標
準認驗證體系等（第 III 頁）。
4. 英譯部分已隨內容調整修正（第 VII 頁
至第 XII 頁）

2. 英文摘要出現多處錯誤，建議重新檢視
並全面修改。例如段 1 句 2 的 his
Presidential term ， 正 確 應 為 ： his
presidential term。presidential 的 p 並不
用大寫。段 3 句 6 的 haven‘t been，正
確應為 have not been。正式文書的英文
行文建議不用縮寫。段 4 句 1 的 the
China-US trade war seems to be
continued in short term，與中文摘要的
「中美貿易戰不易在短期內結束」的語
意不同。段 4 句 4 的 proposing，正確應
為 proposed。段 5 句 1 的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sis，正確應為 analyze。段 5 句
4 的 Then analyses，此句沒有主詞也沒
有動詞。

謝謝委員的意見，已重新編修英文摘要部
分，並補充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於第 V 頁
至第 X 頁。
【本會意見】
擬同意。

3. 期末報告應屬計畫期末階段，摘要（第 謝謝委員的意見，已修改第 I 頁該處之敘
I 頁最後一段）不宜採「擬」的寫法（本 述。
研究擬以美國近期重大政策對臺灣經
【本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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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的可能影響進行深入研析）。

擬同意。

（七）有關資料補充、更新、文字修正及
誤植
1. 美國國會期中選舉已經揭曉，其結果對 謝謝委員的意見，本研究對期中選舉後的
川普政府進一步的政策落實與否，應有 發展說明，稅改部分補充於 p.42、p.65，基
相當程度的影響，建議補充說明。
礎建設部分補充於 p.67-68，貿易相關部分
補充於 p.157。
【本會意見】
擬同意。
2. 美國的對內外政策皆影響全球經貿發
展甚深，建議補充主要國家官方與智庫
的研究報告，例如歐盟、歐洲主要國
家、日本、澳洲、印度、韓國與東南亞
主要國家等，以更全面的了解川普近期
重大政策的發展與影響。

謝謝委員的意見，本研究補充德國 Ifo 研究
所對中美貿易戰的研究於 p.194-195；日本
瑞穗綜合研究所對期中選舉後基礎建設走
向的分析於 p.230；澳洲智庫對印太戰略的
調查於 p.88；印度智庫對印太戰略的觀點
於 p.89；韓國智庫對美國在 WTO 方面的議
題於 p.154；補充新加坡智庫分析印度的印
太戰略觀點於 p.89-90。
【本會意見】
擬同意。

3. 更新美國國會兩黨結構（第 63 頁第二 謝謝委員的意見，已於 p.65、p.230 更新美
段及第 215 頁第一段，目前共和黨僅占 國國會兩黨結構至期中選舉後。
51 席，而民主黨擁有 49 席的國會結
【本會意見】
構）。
擬同意。
4. 報告書內文及圖表多數引用許多重要
參考資料，惟未附上完整的資料來源，
包含 hyperlink。為展現報告的專業性，
建議增列所有引用參考資料的完整來
源。

謝謝委員的意見，已重新檢視內文及圖表
所引用之參考資料，來自網路的資料已加
上超連結。
【本會意見】
擬同意。

5. 誤植處修正，如第 65 頁「二、對臺影 謝謝委員的意見，p.70「二、對臺影響」，
響」
，節次編號應改為「三」
，建議全文 因章節新增小節而修改為「四」
，並已檢視
重新檢視並修正。
全文與加以修正。
【本會意見】
1. 擬同意。
2. 第 IV 頁第 2 行，尌人才面而言，「而」
企業至海外投資發展，將對當地人才與
本土人才產生需求，「而」為誤植，請
全文重新檢視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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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研發會的意見，已刪除該處贅字（第
IV 頁第 4 點第 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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