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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中國與美國在世界上是兩個強大的經濟體，他們透過經濟或政治影響力牽制

世界體系的其他國家。中國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令本身為世界之首的美國，

逐漸造成地位上的威脅。其次，因中國對於各國的智慧財產權並不重視與其強大

的戰略意圖，令許多國家對於中國有潛在的危機感。 

 

    亞洲各國與中國的地緣關係，使其對中國的政經依存度頗高，所以這次的貿

易戰到底對亞洲各國的影響是什麼？是好或是壞？該如何應對？而對於身在台

灣的我們，對貿易戰感覺並不大，物價也沒有因此變貴，然而與中國的關係緊密，

貿易戰對台灣一定有其影響存在，而這些影響將是本篇探討的主題。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中美貿易戰的起始 

（二） 剖析中美貿易對亞洲經濟的利弊 

（三） 分析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現況與未來發展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  

      彙整報章雜誌、網路新聞，進行對現狀的綜合分析。 

      （二）優劣勢分析  

         分析亞洲各國優劣勢及其影響。 

 

四、研究限制 

 

（一）網路上針對特定議題的資訊不多，無法作完整、多面向的撰寫。 

（二）課餘時間較少，使我的論文較粗糙。 

  

  五、研究方向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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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本文研究架構 

 

貳、正文 

    

一、中美貿易戰的原因與背後政治意圖 

 

（一）經濟、科技與政治上的角逐 

 

1. 美對中的貿易逆差 

 

  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 年美國貨品貿易逆差達到歷史新高的

8100 億美金，而中國就佔了將近一半。貿易逆差的出現，主因是因

為中國低廉的勞動力生產大量廉價產品，並且運輸至美國，消費者

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購買生活用品，支撐了許多中低階層家庭，加

上美國長期鼓勵民眾消費，更加拉大貿易逆差。 

 

2. 「美國優先」讓經濟復甦 

 

    過去占美國多數的中產階級正在萎縮，川普對其所造成的經濟、

失業方面的影響非常重視。猶太人在美國的發展極好，掌控了美國

大部分的財富，但其手段卻間接造成美國經濟衰退，所以川普自上

任以來，為了解決失業問題與打擊過去民主黨所提倡的「猶太人優

先」，力倡「美國優先」，鼓勵製造業回流。但當初產業轉往開發中

國家，源於勞力成本升高且因國內環保意識高漲，所以輿論也批評

政策的作法是把高汙染產業帶回美國。不過「美國優先」政策多少

降低了美國國內種族不平等問題，長期而言，對美國經濟是利大於

弊。 

淺析中美貿
易對亞洲經
濟之影響

中美貿易的原因與其
政治意圖

對亞洲六國經
濟優劣勢的影

響分析

對台灣經濟現況
與未來發展的影

響



 淺析中美貿易對亞洲經濟之影響   

3 
 

 

3. 美國領先優勢受到中國威脅 

 

(1) 人工智慧 AI： 

 

  中國政府大量投資，積極在美國建立研究機構，招攬當地

人才，投資美國 AI 相關企業，例如百度與騰訊就在美國設立 AI

研究中心。並且中國在商用無人機與語音辨識的領域已領先美

國，中國的 AI 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 

 

(2) 量子運算科學： 

 

  過去向來是美國主導，但中國正在縮小差距。中國靠的是

政府的整體戰略，因此發展速度快，在 2016 年發射全球第一個

量子衛星「墨子號」。而美國政府整合不足，研發預算規模還無

法維持穩定。 

 

(3) 超級電腦 HPC： 

                  

  中國已具備全球最快的兩台超級電腦，且在全球超級電腦

市場上的市占率迅速升高。更將在下個世代百萬兆級電腦超越

美國，預計最快 2020 年推出，早於美國的 2021 年。 

 

4. 國家資本主義 VS 自由資本主義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美國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自改革開放

後，所實行的「計劃經濟」與「宏觀調控」等模式，以國家的力量

來干預市場，以確保經濟的成長。相反的美國是奉行自由市場的民

主國家，也就是遵循「市場經濟」，讓看不見的手來決定經濟的脈

動。而川普於 2017 年十月發布的備忘錄，為市場經濟下了定論： 

‧外國貨幣的自由轉換與流入 

•薪資水準有透過勞資協商空間 

•外國企業直接投資或合資不受嚴格限制 

•出產資源的分配不受政府控管 

•商品價格不受政府力量扭曲 

•其他事項      

 

備忘錄資料來源:黃煒軒（2019）。「川普規則―看不見的殺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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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1164，67。 

 

此六項規則的矛頭明顯指向中國。也就是專制政府直接成為市場上

主要的的決策者，與自由主義者的觀念相違。過去自由主義者認為

市場帶來的利潤能讓獨裁或共產國家自動放棄權利，走向自由民主

經濟開放的資本主義的道路。然而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仍對市場加

以控制，最後中國以其政策與實力打敗來自自由民主國家的競爭者，

這種情況是美國所無法接受的。 

 

  （二）中美貿易戰大事記 

 

  貿易戰牽涉全球經濟，雙方的一舉一動受全球關注。貿易戰以重砲互轟，互

徵鉅額關稅開始，中期演變成中國讓步的局勢，儘管雙方展開多次商議，期望達

成共識，但川普仍繼續以各種手段制裁中國，直至雙方達成共識、趨於緩和。2020

年 1 月簽署了貿易協議，這場歷時近兩年的貿易戰才算告一段落（表ㄧ）。 

 

  表一：中美貿易戰大事記 

 

時間 年.月         事件 

2018.3 川普簽署對中國 301 調查備忘錄（中國經濟侵略備忘錄），點燃

中美貿易戰火 

2018.4 美國宣布將對 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 25%進口關稅 

 中方反擊美方，宣布將對 500 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 25%進口關稅 

2018.9 美國宣布將對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 10%進口關稅 

 中方宣布將對 600 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 5%至 10%進口關稅 

2018.12 川習會 G20 達成初步共識，美方同意將暫緩提高 2000 億美元中

國商品進口關稅，且於 90 天內磋商長期協議 

2019.1 雙方於北京舉行副部長級協商，中方就擴大採購美國商品以及改 

善結構性問題釋出善意 

2019.3 美國無限期延長新增關稅期限 

2019.5 川普簽屬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使用「外國對手」電信設備 

2019.6 川習會 G20 美國暫停新增關稅，中美重啟協商 

2019.9 美中互徵新關稅生效 

2020.1 美國將中國從匯率操縱國名單上移除 

 中美正式簽屬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備註：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總共進行了十三輪貿易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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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或美？選邊站的局勢已成形  

 

1.《美墨加協定》 

    

   《美墨加協定》取代了已有 24 年歷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內

容包含了給予美國乳製品更多進入加拿大市場的機會，鼓勵區域內生

產更多汽車與卡車。而其中的「32.10」條款規定，若加國與墨國想和

「非市場與經濟國家」簽下貿易協定，美國就會和他們兩國徹底翻臉。

藉由此協定中的 32.10 條款，來防堵中國影響北美貿易區。 

 

2.《歐中戰略前景》 

 

    歐盟委員會發布《歐中戰略前景》報告，雖然與中國仍維持合作

夥伴的關係，但相較於以往對中國相對友善的態度，把中國視為經濟

領域的一大競爭對手，而且更是政治領域的「全面競爭者」。自此，歐

盟立場便向美方靠攏。 

 

二、對亞洲六國經濟優劣勢影響的分析 

 

（一）越南 

 

  在中美貿易戰火下，在中國設廠的台商、外國企業為了避稅，紛紛出走，對

鄰近中國的亞洲國家是個很好的機會。越南就以其鄰近中國的地緣關係，在貿易

戰中成為最大的得利者，BBC 稱「越南是美中兩國開貿易戰的最大贏家」。特別

是北越的勞工教育水準、穩定性較高，台灣的科技大廠如仁寶、鴻海也紛紛遷廠

至北越。然而對於原本電子裝配業就頗發達的越南，還是有許多問題存在。越南

政府行政效率低且貪污嚴重。遷移至越南數量龐大的待組裝貨物，使海港非常擁

擠、混亂，但政府卻來不及因應此狀況。 

 

  在經濟方面，美國的消費者為了避免中國的關稅，對於中國商品的購買力下

降，讓越南的進口上升 36％，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到了 216 億美元。在投資

方面，2019 上半年越南的對內投資已達到近 170 億美元。然而這些改變對川普來

說瞬間成為眼中釘。越南從貿易戰中獲利，川普則抱怨越南佔美國的便宜，傷害

其就業機會，是比中國更糟的最惡劣的濫用者。並且對越南的鋼鐵製品徵收高達

456％的懲罰性關稅。甚至更在 2019 年五月將越南列為匯率觀察國。外界也認為

美國下一個貿易戰的對象可能為越南。為了避免美國可能加徵的 25％關稅，越

南政府所能做的就是盡快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像是從美國購買國防軍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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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尼 

   

    東南亞的國家被稱作是貿易戰的勝利組，但印尼卻被稱為「唯一的輸家」。

在九○代印尼巴淡島是台商投資設廠的熱門地點，但隨著工資提高，台商漸漸遷

往勞力成本較低的中國。2017 年巴淡島失業人數甚至多達 30 萬人。台廠和碩為

了緩和貿易戰所帶來的衝擊，將部分產線移出中國至巴淡島，且和碩總投資總額

上看三億美元，將可為巴淡島帶來新的工作機會並且帶動經濟復甦。 

 

    印尼有許多優勢，如廣大的內需市場、豐富的天然資源、低限度的外匯管制

政策、申請居留容易及出入境快速等。然而讓印尼錯過這次台商、跨國企業出走

潮的，是其勞動法規要求高額的資遣費，讓企業們裹足不前。且巴淡島沒有深水

港，必須靠鄰近的新加坡輸出，亦成為其發展的絆腳石。 

 

（三）菲律賓 

 

    菲律賓在貿易戰中被認為是親中派，整體經濟成長相對趨緩，經濟成長率降

至 5.5%，是四年多來新低。但從整體來看其實菲國的經濟每年都有在成長，且

每人平均收入的提升，令菲國的購買力不容小覷。對於貿易戰的波及，菲國也有

十足的對策因應，例如菲國已在馬尼拉北邊設立一個以中國企業為主的產業園區，

藉此吸引中國的企業駐足設廠。且首都馬尼拉的地理優勢能為從中國沿海出口的

貨物再進行加工，再出口到美國。然而菲國最大的優勢還是在於其語言上的方便，

與多數東南亞的國家不同，可用流利的英語溝通。且年輕的人口結構（勞動人口

平均年齡大約 25 歲）與低通膨率（大約是 2％至 3％）讓菲律賓的經濟體系相對

穩定。 

 

（四）南韓 

  

  美國和中國分別是韓國第一、第二大的出口國，佔總體出口的 39%，因此兩

國的貿易戰對韓國造成嚴重的影響。韓國一直以來的強項是半導體製造業與其附

屬的電子元件出口，為其經濟命脈。而美中貿易戰造成中國的電子產品出口受阻，

韓國半導體產業上游供應商連帶受到影響，且半導體相關產業佔韓國出口量約五

分之一，貿易戰對相當依賴中國的韓國的打擊可見一斑。也因此韓國的貨幣（韓

圜）受到外貿大跌的影響下，在 2019 年累計貶值 6.6%，甚至成為該年度亞洲表

現最差的貨幣。 

 

    雖然「華為禁令」對韓國半導體產業有所影響，但這也可能成為一個機會，

讓韓國的三星公司能夠取代華為發展其 5G 通信網路的布局。也因此在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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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對華為停止供應後，三星股價一度上漲至 6.43%。為了避免韓國的出口繼續

受到打擊，韓國政府也有因應對策，從 2019 年五月開始，將提供 5,000 億韓元

的貿易援助金，來扶持下滑的出口營銷。並且在該年六月制定消費品、數碼貿易

及服務業的後續對策，也積極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進行合作。 

 

（五）新加坡 

 

    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同樣受到貿易戰的波及，2019 年經濟成長率

大幅下滑，為十年來最低的成長。然而新加坡政府早已有準備應對挑戰，如輔導

企業轉型與幫助勞工學習新技術（共有一百多個專業轉型計畫），且主要集中在

長期、高質量投資等。 

 

  新加坡的經濟重心主要為金融服務業與轉口貿易，但在受到 1998 年亞洲金

融風暴的影響後，轉而發展高技術的製造業，如生醫製藥、航太、半導體產業、

石化工業（裕廊石化專區）。並且積極發展旅遊觀光渡假產業（Resort industry），

使經濟結構多元化，較能應對各種經濟變動。這些產業轉型讓新加坡在貿易戰中

不會因單一產業而大失血，且生醫製藥國內生產總值近 3％、占整體製造業 15

％，僅次於半導體業。雖然半導體業產值受影響下滑，但藥劑業產值較 2018 年

卻增加。多元的經濟結構能填補貿易戰電子產業受到的影響。 

（六）中國  

    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戰中，表面上好像美國佔盡優勢，但其實美國在貿易戰時，

承擔大部分的損失，貿易赤字反而更形擴大。雖然中國在 1990 年以後的年 GDP

增加速度有放緩的趨勢（圖二），但仍然保持著 6.2%的年增長率；且其市場消費

力仍然驚人，像 2019 年中國光棍節的銷售仍打破多年來的紀錄，顯示中國人民

龐大的消費力，經濟成長仍不容小覷。 

 

圖二，資料來源：弗吉尼亞·哈里森（2019）。貿易戰將「無辜的」亞洲經濟體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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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經濟衰退。2020 年 1 月 28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9508011 

    然而貿易戰的壓力也讓北京政府提早做出一些經濟改革，使中國市場更能與

國際市場整合與應變，像提前在 2020 年取消金融業外資持股比例限制，或是在

法律制度上的改革，像是保護知識產權方面，但效果仍不彰（沒有確實執行），

中國有可能只是為了讓談判更加順利，用來應付美國。 

 

三、對台灣的研析 

     

（一）現況影響 

 

  貿易戰對台灣的影響主要是在中國的台商為了避稅，造成台商回流的情況。

雖然已有 60 家台商計畫回台投資，且投資總額超過新台幣 3000 億元。然而對於

台商「回流」，其實對於台灣整體經濟的影響並不會太大，因為台灣的人力成本

高、土地小等限制，因此台商無法用有限的生產資源，生產附加值較低的產品。

所以能移回台灣的是高端產品（半導體產業等）的生產線，輕工業等製造業則往

東南亞遷移的占大多數。且經濟效益不大的原因在於許多回流台商利用台灣既有

的資金來擴充其在台規模，但資金卻未回流至台灣。 

 

  而「轉單效應」是因貿易戰的影響，美國與中國均承受關稅上的衝擊，特別

是美國的消費者承擔了更高的關稅成本。而台灣在這次的貿易戰中在大國中間卻

成為貿易轉移中的受益者，填補美國對中國的需要，導致中國對美國出口的數字，

轉移到台灣對美國的出口上，因此在 2019 上半年台灣對美國的出口額就增加了

42 億美元。但這仍是一種短期效應，對台灣長遠的經濟影響不大。（圖三） 

 

 

 

圖三，資料來源：果殼 Mr. Shell（2019）。中美貿易戰：未來十年，是台灣年輕

人最好的時代？。2020 年 1 月 28 日，取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3836382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950801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383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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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影響與發展 

 

    台灣與中國的供應鏈緊密相連，只要中國出口受到負面影響，就會連帶影響

到台灣，可見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高，也能反映貿易對台灣非常重要（台灣

是貿易依存度高達 107%的經濟體），所以美中兩國的貿易情況與其新的談判、關

稅，台灣都必須密切關注。 

 

  而對於台商洄游，政府也不應該照單全收，前述有提到台灣土地小、電力不

足、勞力成本高等發展限制因素，所以選擇適合回台灣發展的企業，對政府來說

就變成重要的課題。而台商回流所帶來的經濟成長，並不是馬上就出現，因為需

要土地、建築、設備等，並且也需要政府、政策的幫忙與協助。所呈現的成長效

果需要一陣子才會漸漸出現。不過台商回流所能帶來的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仍

是指日可待。 

 

參、結論 

 

    貿易戰雖然已經結束，但這場影響全球經濟的戰爭，對美國自己的消費者與

企業也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像是每月多付出 30 億美元的稅負成本。這也反映了

經濟學界對貿易戰「沒有贏家」的憂慮，不管是中國或美國，在貿易戰中皆承擔

了許多損失，甚至因貿易戰目前受益頗豐的許多亞洲國家，在未來的許多變數中，

結果是好是壞仍不得而知。 

 

    但有一項是川普的一大勝利，那就是讓美國國內與世界各國「真正的」認識

中國。許多國家為了與中國做生意，利益擺在前頭，不得不同意中國所要求的「轉

移技術」。然而藉由貿易戰，使世界各國看清中國的意圖，與其所帶來的威脅，

而川普的「中國威脅論」，也隨之脫離外界所認為的「民粹」或只是川普的口舌

之快，甚至博得許多共鳴。這其實也是川普所想要的結果。 

 

  在亞洲經濟方面，雖然短期內可能因貿易戰而受惠，但全球化下牽一髮動全

身，各種隨之而來的影響仍需亞洲各國關注。而對於出走中國的企業，各國政府

應制定相關因應政策，不管是對企業的限制或是對勞工的權益保障上。如此才能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環境議題與勞工權益。 

 

    而台灣雖然因轉單效應而有短期收穫，但中美兩國在經濟、政治上與台灣關

係密切，其政策上的改變仍須台灣關注。政府對於洄游的台商所制定的政策應該

更完善並且更積極的規劃，讓台灣適合台商回流投資，提高其投資意願的的方法

不外乎是具備良好的政策與各項環境的配合，並且篩選適合回台發展的企業。如

此將能為台灣帶來許多就業機會與經濟上的成長。 



 淺析中美貿易對亞洲經濟之影響   

10 
 

 

肆、引註資料 

                                                                                                                                  

一、期刊 

 

1. 黃煒軒（2019）。川普規則―看不見的殺機。今周刊，1164，67、69。 

 

2. 彭子珊（2018）。川普最怕的科技中國。天下雜誌，648，61。 

 

二、網站資料 

 

1. 弗吉尼亞·哈里森（2019）。貿易戰將「無辜的」亞洲經濟體推向經濟衰   

退。2020 年 1 月 28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9508011 

 

2. 果殼 Mr. Shell（2019）。中美貿易戰：未來十年，是台灣年輕人最好的時

代？。2020 年 1 月 28 日，取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3836382  

 

3. 李明儒（2019）。美中貿易戰加劇，韓國如何應對？。2020 年 1 月 18 日，

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5/28/n11285190.htm 

 

4. 自由財經。東南亞成貿易戰勝利組，印尼竟成「唯一輸家」。2020 年 1

月 18 日，取自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36704 

 

5. 張庭瑋（2019）。當菲商遇上貿易戰跑最快台商，結局…。2020 年 1 月

27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27002517- 260410?chdtv 

 

6. 盧伯華（2019）。美中貿易戰打得兇，韓國半導體受重傷。2020 年 1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522004397-260409?chdt

v 

 

7. 報橘。越南是中美貿易戰最大受惠者，為何卻成為川普下一場貿易戰的

眼中釘？。2020 年 1 月 17 日，取自

https://buzzorange.com/2019/07/23/how-come-vietnam-being-the-next-tar

get-of-us/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9508011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3836382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5/28/n11285190.htm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36704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27002517-%202604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522004397-260409?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522004397-260409?chdtv
https://buzzorange.com/2019/07/23/how-come-vietnam-being-the-next-target-of-us/
https://buzzorange.com/2019/07/23/how-come-vietnam-being-the-next-target-of-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