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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以往採取以市場換取國外技術的策略，讓經濟快速發展，目前已成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因為其強力扶植國內產業，讓國外廠商在智慧財產權上

蒙受損失。2018 年美國貿易代表署即依據 301 條款，啟動對中國大陸技術移轉、

智慧財產權及創新相關政策的調查，為美中貿易戰的開端。根據調查結果提出中

國大陸的七項罪狀，其中就包括了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強迫技術轉讓等兩項與

智慧財產相關。在此同時，中國大陸也因美中貿易戰陸續修訂商業秘密、外商投

資法、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以及增設「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

等改革，朝向對外資企業更為公平的方向前進，在此過程中，台灣企業也應抓緊

趨勢妥善因應。 

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向來以加工生產、出口到第三地（主要是美國）為

主要型態，因貿易戰已有所改變。中國做為台商的海外加工生產基地的地位正明

顯弱化中，而下游產業弱化的情形比中、上游產業更為厲害。這個生產布局調整

的壓力和中國整體經濟下行、產業鏈自主化的壓力結合在一起，將對在中國的台

商造成沉重的打擊。台灣產業未來可能面臨須提供兩套技術系統服務美中兩國客

戶，應如何保護不同客戶之間的商業秘密則需要更為謹慎，專利佈局是否也需調

整亦是難題。 

有鑒於此，本議題延續去年「因應國際經貿新趨勢台灣產業發展戰略再思考」

議題，深入探討科技戰之核心議題—產業科技應用與發展，對於台灣廠商在實務

上可能遇到的情境與挑戰進行探討，期望能提供企業與政府詳實充足的資訊，作

為相關策略訂定之參考。而在今年年初全球遭遇 Covid-19 疫情，美中的爭端也隨

著疫情更加複雜，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最大的資通訊產業之

外，也特別邀請國內生技學者專家就此議題進行座談討論。今年適逢美國大選年，

民主與共和兩黨雖在美中相爭的立場沒有太大差異，但對於採取的對抗方式及手

段看法不同，為了讓本專題報告對於美國未來的政策走向分析能更加明確，特別

於美國大選後舉辦一場大型研討會，邀請各界專家對於美中未來發展情勢進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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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 問題及目標 

美國與中國大陸分別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更是分別位居全球最大進口國與

出口國，自 2018 年起兩國開啟了關稅貿易戰後，戰火已經延伸到科技戰，美國開

始對中國科技企業採取制裁與抵制手段，科技的能量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加上

年初的 COVID-19 疫情，中美關係更形惡化，兩強相爭力道日形激烈，對全球科

技產業與供應鏈帶來重整的影響。 

而對國際貿易依賴度極高的台灣而言，美中兩國更是台灣排名前二的貿易夥

伴。而在兩強之間的矛盾難以短期內解決的情況下，台灣最具優勢的半導體業、

製造業，甚至是具有潛力的生技業，亦無法置身事外，且受影響的程度更是不在

話下，如何在兩大經濟強權科技對壘的情境下，充分發揮台灣科技產業優勢，適

時策略性調整全球布局，把握此契機，應是台灣產業可走出新局面的關鍵。 

有鑑於科技戰的核心問題即是智慧財產權，本專題報告從美中對知識產權的

保護與經營角度切入，研析國際主要經濟體之因應措施，提出可能之發展情境，

並對台灣產業可能面臨的情境與挑戰進行研討，期能在高度不確定的局勢中，提

供給政府決策單位及國內產學各界關心全球經貿情勢發展的讀者參考。 

二、 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對美中科技戰爭做一背景介紹，並點

出美國的訴求；第二章為中國大陸創新及科技研究成果的保護與經營，主要探討

中國大陸保護創新及科技研究成果政策，創新及科技相關法律修正現況，以及中

國大陸對於相關保護制度的執行與落實；第三章則探討美中貿易戰對科技創新與

智財保護的影響，依次說明美中貿易戰之本質即為科技與智財之競爭、情境因素、

對產業的影響，及國際主要經濟體對此之應對態度；第四章整理資通訊產業界在

科技戰下的因應經驗，分別觀察彙整中國大陸、我國以及國際產業的因應策略。

另考量生技產業具有特殊性，故整理中國大陸近十年對於醫藥、醫材等產業的鼓

勵政策，並說明美國的發展，以及我國的因應策略。最後，透過產業因應的觀察，

進一步對美中科技戰未來的發展情境分析；第五章為美中科技戰發展之觀察與分

析，綜整所匯集之資料，對美中科技戰的發展與對產業的影響，羅列出八點分析；

第六章則是結論與建議，就所探討的成果，對我國相關政策發展、企業經營及產

官學整合等提出建議。 

三、 研究結論 

綜合各章之分析和觀察，美中科技戰的發展和對產業的影響，可綜整如下： 

(一) 美中衝突逐步升高，美中科技戰是長期、多方面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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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相關的戰爭，已有向多方面擴展的趨勢，由原先的貿易、科技、智

財問題，擴展到商業秘密、經濟間諜問題，最近又延伸到 Covid-19 疫情的處理，

美國種族示威，香港國安法等，且因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基本上都是反中，衝

突完全解除可能性不高。 

(二) 美中科技戰是科技實力的實質檢驗（Reality Check） 

美中兩國在此次貿易、科技、智慧財產的對抗中，發現自己科技創新能力智

慧財產保護、研發成果運用、及對 Covid-19 疫情的因應，都不是自己所想像的完

美，雙方對壘中不時發現自己的缺失和不足之處。因此，雙方在將來，必須對自

己的優勢和不足之處，誠實檢討提出因應政策。 

(三) 美中科技戰造成產業鏈的斷鏈與重組，從全球主義走向區域主義 

以往產業在建構產業鏈時，從技術研發、生產製造、市場服務、營運管理等

各項目建置，多是以全球的思維進行布局，講求的是分工、降低成本、效率極大，

但在美中科技戰的衝突下，因為種種邊境的管制、關稅的徵收、技術限制、人才

移動限制等等，促使產業發現原有的全球供應鏈出現了「斷鏈」的現象，技術、

人才、原料、產品等都無法順利的流動。因此，全球布局的思維已不再是必然，

而是需要重新檢視目標市場所在國家或區域的需求與相關規定，圍繞著目標市場

重新打造區域性專屬的產業鏈。 

(四) 影響商業行為發展的外在因素複雜而多元，利益所在沒有永遠的朋友 

企業的商業行為，除了受產業本身的科技研發、商業模式、經營管理影響外，

常常受到許多外在因素干擾，如目標市場所在地的政策變動、法規修改、國際事

件的影響、突發政治事件等等。所以除了商業考量外，有更多是外在不可抗力的

因素干預，或是透過政治的干擾而追求商業利益、國家安全，在在說明影響商業

行為發展的外在因素複雜而多元，利益所在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敵人。 

(五) 美國總統大選後對抗中國大陸路線不變，但會調整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也將直接影響美國接下來對於中國大陸科技戰的態度與

執行方式。拜登（J. Biden）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年底總統大選脫穎而出，

儘管過去民主黨主張開放市場，對中國大陸友善，但在近年來諸多爭議事件影響

下，民主黨對中國大陸的信任已逐漸流逝，美國對中政策方向都不會有太大的改

變，只是激烈抗中或是溫和抗中的差別。拜登在競選期間已表明，不會與中國大

陸全面對抗，也不會在經濟上與大陸脫鉤，並會在氣候變遷、防疫和防止核子擴

散方面，與中方合作。 

(六) 中國大陸要成為技術及製造強國需完善專利法及保護營業秘密的法律 

中國大陸在專利法及保護營業秘密的相關法律已陸續有相關的修法，特別是

此次各界關注的第四修正草案中國大陸執法部分，而除司法外尚有行政執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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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中國大陸之執法特色，固也發揮其既有之功效，惟不經司法辯論程序之執法

過程，如僅以行政之執法手段未免粗糙，仍值得檢討。而面對美國的強勢，中國

大陸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因其龐大的內需市場及強大的消費動能，能夠推動產

業成長，近一步減少對外貿的依存度。但是，技術和製造要在國際上領先，必須

有完善而符合國際標準的專利法和保護營業秘密的相關法律。 

(七) 台灣產業可從美中科技戰爭學習定位、產業鏈及市場 

面對美中對抗產生的產業鏈重組，台灣業者研發能力相對於中國大陸較強，

應從事研發、強化設計，將高附加價值的技術或產品留在台灣，而面對客戶的訂

單，則可能需要因應客戶合約之限制或要求，將團隊做切割，保持中性以符合不

同陣營的需求。未來的市場趨勢為軟體服務帶動硬體製造，硬體製造再帶動衍生

性的 IT 等等，因此需有策略性思考、大膽投資、大格局之戰略與手段，基於此再

進行專利布局，先從專利數多的國家申請做防禦性目的布局，迅速找到戰略夥伴，

最後才能進軍其他市場。 

(八) 美中科技戰未來情境：激烈抗中 v.溫和抗中 

美中科技戰兩個可能的未來情境，在未來的科技發展上，「激烈抗中」將有

可能導致美中雙方「科技脫鉤」並衍生成「兩套系統/技術/標準」的情況。「溫和

抗中」則將會帶來各種「科技競合」的情況。在各種管控方面，「激烈抗中」將會

導致雙方皆採取激烈的、嚴格的、排他性的管控措施。「溫和抗中」則會引導美中

雙方做出選擇性的管制/解除管制措施。但不管何種情境，將會對台灣企業之「產

業鏈的移轉與重新部署」、「關鍵零組件的取得與價格」、「重要的人才磁吸與流失」、

「智慧財產權的管制與授權」、「未來科技的方向與『選邊站』」等方面帶來不同程

度的影響。 

四、 改善對策及建言 

綜整各章內容後，以下針對政府、產業，以及學術界，提出因應美中科技戰

之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 

(一) 政經上採取多元發展策略降低風險 

台灣目前在政治上採取聯美抗中的策略，但在經濟上，與中國大陸有相當程

度的依賴關係，隨著美國新政府上台，美中關係勢必會有所調整，在外交、產業、

金融、貿易等各方面，台灣也須評估可能的影響，做適當之調整。政府應爭取加

入區域貿易協定，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協助產業開拓國際市場，像是東南亞、印

度、東歐等新興市場，讓經濟上的風險可以降低。 

(二) 針對優勢產業加強研發並積極產業鏈延伸布局保持競爭優勢 

美中科技戰爭決定勝負之重要關鍵因素在於科技研發實力，而科技研發實力

則取決於政府對研發經費的投入及領域的選擇。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上頗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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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仍需持續大量投入研發經費，取得大量優質關鍵性專利，保持競爭優勢，

更應積極於整體產業鏈布局、研發、創新及製造之能力，才能在貿易戰的洪流中

有站穩的能力。 

(三) 企業應思考發展策略調整商業模式及重視法律風險評估 

此次美中科技戰，台灣處於一個微妙的位置，面對全球化經濟的結束，取而

代之的是區域經濟，企業應該要思考自己的發展策略，提早布局，並且保持彈性，

並據此進行商業模式檢視與調整。未來數位經濟將蓬勃發展，對中小企業而言是

一大契機，可透過跨業合作尋求利基，重塑自身優勢；而大型企業則應增強高端

研發能力與法律風險評估。此次中國大陸因智財受制於美國，導致發展受限，台

灣廠商也需遵從美方的指示不可出貨給被制裁廠商。從長期發展來看，維持強大

的研發能量，保持技術自主才是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之道。過去台灣企業多次與

美國企業在訴訟中落居下風，可以看到專利布局的重要性，未來更要強化關鍵性

專利取得，才可保持企業的競爭力。 

(四) 利用智能分析協助專利資產運營 

中國大陸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崛起，不容忽視，過去台灣企業只有在美國比較

多的專利風險，但是從 5G 時代，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製造基地相對是會受到

中國大陸專利的威脅。而面對專利運營的策略，應該要以美中專利作為布局，以

專利的品質、價值用人工智慧量化去取代專利數量的指標。此外數據平台也是很

重要，專利是在有限度的資料內處理，現在是 Open Data，需要更多資料分析，以

智能分析為工具去分析，控制競爭者的風險。 

(五) 學研機構應藉由美中科技戰的契機，積極爭取國際合作機會 

美國對於中國在智財權竊取的問題採取減少交流合作，台灣具有優質人才的

優勢，在 5G、半導體、AI、量子電腦、生物科技等新興領域，積極培養科技創新

開發、智財相關管理及高階跨領域管理之人才。學、研機構對基礎及應用科技的

研究，也要有明確的任務分工，對相關聯的技術要互相合作，以免經費的浪費。

不論美國是激烈抗中或溫和抗中，台灣都應利用機會積極爭取國際重要研究計畫，

加強與國際的合作，提升國際的能見度，作為台灣產業永續發展的基礎。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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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背景與研究目的 

美中貿易戰自 2018 年起美中雙方以關稅戰拉開序幕後，便對全球的經貿市

場投下震撼彈，首當其衝的即是在中國大陸早已生根的產業供應鏈，除此之外，

美國 2019 年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列入實體清單，

更是將雙方戰線拉到科技戰，由此可見，並非完全係為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巨額

逆差，而是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敏感技術，過去中國大陸利

用低廉人力、廣大國內市場的優勢吸引各廠家到中國大陸投資，也藉此交換技術

資訊，中國大陸崛起，喊出「一帶一路」1、「中國製造 2025」2，美國才恍然大悟，

是以美中貿易戰之核心問題為營業秘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及技術授權。 

隨著 2020 年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談成，中國大陸也僅針對採購數量達成協

議，美國仍未同意停止關稅制裁，並以此作為籌碼，繼續與中國大陸談第二階段

的協議，但 2020 年因全球新型冠狀肺炎病毒（COVID-19）肆虐，且疫情蔓延進

入美國，美中雙方你來我往的唇槍舌戰讓關係急轉直下，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更指控中國大陸一連串破壞美國利益的行動，包括隱瞞疫情、竊取

智慧財產權以及在南海的軍事挑釁等，第二階段在疫情趨緩之前似前景不看好，

本報告將會著重在全球科技創新與智慧財產的問題。 

首先，本報告談到中國大陸創新及科技研究成果的保護與經營，中國大陸自

2006 年起便積極轉型，力求在科技上取代美國站上領導地位，自主創新是其近來

年最重要的戰略目的之一，說明中國大陸如何在科技上自主創新，並搭配智慧財

產權等相關法律的修改以及未來方向；接下來即探討美中貿易戰對科技創新與智

慧財產權保護的影響與情境，深入分析美中貿易戰之本質，即在科技與智慧財產

的競爭下，分析未來可能的情勢討論應如何因應策略以及對產業和智慧財產權保

護的影響，也分析除了美中以外的國際主要經濟體的應對態度；進而，本報告將

就產業面做全盤性的影響並整理因應策略，中國大陸是貿易戰的美國主要攻擊目

標，而與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高的台灣在此貿易戰下亦受到波及，台灣產業處境

                                                      
1 一帶一路倡議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 "One Belt and One Road
"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中國大陸於 2
013 年主導，它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將充分依靠中國大陸與有關國家既有

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其範圍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

邊進入歐洲經濟圈。MBA 智庫百科。檢自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8%80%E5%B8%A6%E4%
B8%80%E8%B7%AF%E5%80%A1%E8%AE%AE 
2 「中國製造 2025」是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的製造業政策，也是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的首個

十年綱領，於 2015 年 5 月 8 日由中國國務院公布。通過「三步走」實現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

到 2025 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 2035 年中國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第

三步，到新中國成立 100 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維基百科。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
g/wiki/%E4%B8%AD%E5%9B%BD%E5%88%B6%E9%80%A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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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因應也是討論重點，以及國際主要經濟體之產業在此處境下的因應策略，或可

用來借鏡，並以各方角度切入分析美中科技戰未來可能的情境發展；最後針對前

述內容提出觀察與分析，希冀能在現今不明朗的局勢，給予指引的方向。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專題報告採取以下五種研究方法： 

首先是「文獻分析法」（Archival Research 或 Archive Research）。文獻資料的

來源雖包羅萬象，惟本研究將集中於政府部門的報告、學界與實務界人士之論文

與期刊，以及報章新聞。具體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i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本

報告分別蒐集我國與美、中等國之法規內容、期刊論文、網路文章，以及實務判

決等文獻資料了解關於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科技創新與智慧財產的發展趨勢，並且

在研究期間透過網路等方式找尋國內外最新的資訊內容和其他相關議題討論上

的最新趨勢。 

其次是「深度訪談法」。本報告對此議題相關之主管機關、學有專精之產業界、

學術界人士等進行「訪談」及舉行座談會，了解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科技創新與智

慧財產在當今產業、實務上所發生的影響及造成困境，找出問題之所在。 

本報告嘗試採用「經濟分析法」，以討論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科技創新與智慧財

產在訴訟經濟、產業經營、成長與競爭體制等造成的影響及問題，期能自成本效

率（Cost Efficient）觀點，討論研究主題，以為我國相關法制的未來發展。 

本報告亦運用「比較法學方法」，比較美、中等世界主要國家及我國相關法律

與主管機關規定，歸納綜整後再進行比較。 

此外，特別針對第三章及第四章中談論到因應策略之內容，採取用預測產業

複雜環境的情境分析法（Scenario Planning），此研究方法能夠適用現今受到美中

貿易戰及 COVID-19 疫情相互影響，環境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狀況，情境分析法

承認未來有多種可能，目的並非為了準確預測未來，而是希望透過情境分析與預

測，及早了解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並提供可能因應的建議與策略。在詭譎多變

與高度不確定的情境下，主事者會需要透過情境分析的方式，來進行未來可能情

境的思考，並參酌可能的情境來擬定後續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有系統的將情境納入策略規劃工具要追溯到 1950 年代，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

戰，隨後美國空軍使用此預測工具從事軍事戰略規劃，擬定不同的情境與應變對

策。大戰後，情境預測工具由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展出情

境分析之雛形，並第一次使用情境一詞於未來的描述上，用來發展新型式武器技

術。而該公司的 Kahn 和 Wiener 將預測觀念加以發揚光大，提出情境描述法

（Scenario Writing），將定量模型結果加以整合並以故事或劇本方式表達。之後衍

生出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或稱為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之理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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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1970 年代，情境規劃開始進入商業領域應用，包括美國史丹佛國際研究智

庫（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SRI）、Dutch Royal Shell（荷蘭皇家殼

牌石油公司）與 General Electric（奇異公司）大量使用情境分析於策略規劃上，

此方法特別適用於未來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下之規劃與預測34。1965 年 Shell 開始

用「情境規劃」方式窺探未來，在 1972 年與 1986 年石油危機前前即已經思考過

並提早做好準備，於危機後成功躍升產業地位，因此，其情境規劃的事蹟廣為流

傳，對企業、政府和其他組織如何思考與規畫將來，都有很大的影響。51980 年

Michael Porter 的 Competitive Strategy 書中，Scenario 為產業分析與預測的重要工

具。 

一般來說，有關未來的判斷，大部分的預測都是建立在「未來只有一個可能

的結果」之假設上。然後，主事者依據該單一結果來擬定後續的投入策略與行動。

但是，萬一將來的真正結果與該單一預期結果相差很多，或甚至完全相反，那麼，

吾人可以預期，該主事者與其所屬組織將會非常慘，不是血本無歸，就是整個組

織走錯了方向。因此，在高度不確定與環境動態變化之下，情境分析的思考方式，

就有它的重要性了。該方法認為，若未來不確定性高，那麼主事者應該以未來有

可能存在幾種可能的情境來做思考，並且在幾個情境之整體包絡（Envelop）範圍

下，進行後續的策略思考與行動方案擬定。限於時間與資源的關係，本報告在情

境分析方法的運用上，將著重於三階段：探討驅動因素（將種種因素加以分類，

可以得到幾個所謂的情境主軸）、建構情境、分析及整合情境下的策略與行動建

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美中貿易戰牽涉到國際間政治角力，多為政策面之討論，且世界各國的政策

考量不盡相同，未必會立即將此衍生之影響反映於法律層面。故分析美中貿易戰

對各國科技創新與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影響與情境時，恐發現各國因不同的社會、

文化、產業發展方向及競爭法制情況，而對此議題採取不同標準與立法，可能因

為未能適時將各國不同的情況因素納入考量。 

本研究另一困難在於此議題方興未艾，政策走向亦隨著政治關係緊鬆有所調

整，目前以此為專題進行探討者多為官方報告或報章雜誌，相關且深入的學術文

獻仍為稀少。因此本研究計畫在搜尋各國對此議題之相關制度、立法運作等資料

內容時，會盡量小心謹慎的將各國背後之社會、文化、產業情況納入考量，再以

此與我國面臨之問題進行比較，盡力得出相關建議。 

                                                      
3 鄭伶如（民國 93 年 10 月）。技術情境與策略規劃整合性模式之研究。管理與系統，第十一卷第四期。 
4 Angela Wilkinson, Roland Kupers（2013 年 7 月 1 日）。預約大未來 Living in the Futures。哈佛商學評
論，2013 年 7 月號。檢自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2410.html 
5 Angela Wilkinson, Roland Kupers（2013 年 7 月 1 日）。預約大未來 Living in the Futures。哈佛商學評
論，2013 年 7 月號。檢自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2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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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美國在貿易戰爭中的訴求 

過去美國堅信在經濟上向中國大陸敞開大門，幫助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6走向世界，讓中國大陸變得富裕，則中國大

陸就會在自由市場經濟下走向民主，但現在美國已不再對此抱持任何希望，對中

國大陸採取新的政策。 

一、主導全球技術 

透過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OTMP）與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分別於 2018 年及 2019 年發布之《中國

經濟如何威脅美國和世界技術和智慧財產權》（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World）
7報告及《中國大陸企業如何獲取美國尖端科技》（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報告，皆表露美國政府已經認知到中

國大陸正藉由扶植國內核心企業及透過各種手段獲取關鍵技術，企圖成為全球技

術的主導者。 

二、智財保護與運用 

美國於 2018 年 1 月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的 201 調查報告8，首度針對中國大陸採取關稅措施，後續

232 關稅政策對進口鋼鐵和鋁製品分別額外課徵 25%及 10%關稅9；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英文簡稱

USTR）發布《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對中國大陸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和

創新的相關法規、政策和實踐的調查結果》（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6 2000 年美國國會進行投票，決定是否批准允許中國加入 WTO 的提案時，時任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
n）收集論據全力推動提案通過。他說，「中國入世，不僅是同意擴大對美國商品的進口，更是同意進口民

主社會最珍視的價值觀之一經濟自由。」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會破壞中國政府的控制，使中國更像美國。克

林頓的這套理想主義說辭說服了華盛頓大部分精英。當時的中國處於 20 世紀 90 年代初的經濟落後狀態。

1994 年中國通貨膨脹率達到 24%。近 60%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 1.9 美元。中國改革者也希望，中國加

入 WTO 是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方式。為了入世，中國必須降低極高的貿易壁壘，讓外國公司發揮更大的作

用。 
美媒再反思 為何允許中共加入 WTO？（2018 年 11 月 25 日）。大紀元。檢自 https://www.epochtimes.com
/b5/18/11/25/n10872958.htm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國大陸經過 15 年的談判才正式加入，是關貿總協定／世貿歷史上談判時間最長的一

次。維基百科。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B4%B8%E6%98%93%E
7%BB%84%E7%BB%87 
7 美國在台協會。檢自 https://www.ait.org.tw/zhtw/office-of-trade-manufacturing-policy-report-on-chinas-eco
nomic-aggression-zh/ 
8 顏慧欣（2018 年 1 月 31 日）。RTA/各國情勢分析：美國 201 條款調查之評析。中華經濟研究院。檢自

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04309&nid=121 
9 顏慧欣（2018 年 2 月 28 日）。RTA/各國情勢分析：美國 232 條款調查之評析。中華經濟研究院。檢自

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nid=121&pid=30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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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10，認定中國大陸政府有關

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和創新的法律、政策的做法是不合理或具歧視性的，因而

對美國商業造成負擔或限制；2018 年 4 月 3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告 301 關稅措

施，自 7 月起公布三波課稅清單，前兩波課稅清單中以涉及「中國製造 2025」的

工業性產品為主要課稅對象，合計共價值 500 億美元，第三波 2,000 億清單則納

入較高比例的民生消費品。11 

三、防止關鍵技術外流 

同時為防止美國關鍵技術因投資及外人投資而外流，川普於同年簽署《2019

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2019 NDAA），直接明文禁止美國政府單位使用華為、

中國通訊及旗下相關企業的電信設備，及其他美國政府認為可被認定為遭外國政

府所有擁有或控制的其他企業製造的產品，並將《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和《出口管制改革

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合併規定，加強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CFIUS）的權力，將其審查範圍擴

大至外國投資對美國不具控制力的併購案，藉此限縮中國大陸對美國公司的投資，

只要涉及特定產業之關鍵技術的交易行為，都必須受到審查，且規定商務部必須

每 2 年報告中國大陸在美國投資情況，並必須針對投資類型是否與「中國製造

2025」計畫有關等因素進行分析；《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則限制美國關鍵科技產品

對中國大陸的出口。12 

四、增加關稅及禁售技術和產品 

隨著與 2018 年底與中國大陸的談判破裂，2019 年 5 月起美方攻勢升級，針

對 2,000 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品從現行的 10%關稅調高至 25%，接下來連續二次升

級關稅措施，對已加稅的 2,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從現有的 25%關稅提升至 30%，

原定課徵 10%關稅的商品則提升至 15%，同時川普更下令美國企業立即開始尋找

中國大陸以外的生產基地或回美國製造。 

與此同時，美國將技術圍堵的核心聚焦在華為，一連發布禁購令及禁售令，

據傳未來美國商務部將對華為實行更為嚴格的美國技術含量門檻，由現行的 25%

下修至 10%，美國當局也不斷地對歐洲各國及其盟友發表華為可能在中國大陸政

府的脅迫下，監控或干擾外國的系統網路等對於華為資安疑慮的言論。 

                                                      
10 江庭緯（2019 年 1 月）。美國 301 條款與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政策之評析。智慧財產權月刊，VOL.24
1。 
11 王煜翔（2018 年 5 月）。川普政府對中國大陸發動「301 調查」之 WTO 爭議問題。中華經濟研究院。

檢自 https://www.cier.edu.tw/site/cier/public/data/177-092-096-WTO%E8%AB%96%E5%A3%87-%E7%8E%8
B%E7%85%9C%E7%BF%94.pdf 
12 全球經貿競爭格局轉型之臺灣因應策略研析（2020 年 3 月）。國家發展委員會。檢自 https://ws.ndc.gov.
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jE0MC8zNDM0MC85OTVkM
TJjNi1iOWYzLTRkOWItOGY3YS0xOTRmMzQ4Njk1MGUucGRm&n=5YWo55CD57aT5r%2Bf56u254it5q
C85bGA6L2J5Z6L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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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於 2020 年 1 月談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本該因此而趨緩的貿易

戰，卻因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出現變數，中國大陸可能無法達成根據貿易協定

主要為製造業、能源業和農業產品的 2,000 億美元的採購清單，如中方破壞貿易

協定，美方可能採取的應對方式是重新徵收關稅或調高關稅13。 

2020 年 3 月隨著 COVID-19 疫情在美國各州爆發，相對中國大陸疫情趨緩，

美國則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川普接連表達對於中國大陸隱匿疫情的不滿，

指責其應該要為疫情擴散全球負責，美中關係已跌至新低，5 月 13 日川普針對去

年簽署封殺華為等中國大陸企業的行政命令，再延長一年14；曾擔任川普政府首

席策士的班農（Steve Bannon）在 7 月 20 日接受訪問時指出，川普及其團隊針對

中國大陸制定了科技、資訊戰、經濟戰方面的作戰計畫，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更表示要組成全球聯盟對抗北京，7 月 21 日美方要求中方 72 小時內關

閉駐休士頓總領事館，美國國務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發表聲明

指出，決定關閉中國大陸領事館是出於「保護美國智慧財產權及美國私密資訊」，

無論是與駭客、間諜行為有關，抑或是有美國官員提及的疫情問題，川普政府此

一行動可看出對中方的不滿及戰略敵意加深，使雙方關係大幅惡化。 

五、圍堵華為 5G 技術領先 

中國大陸自 2016 年起有計劃且有效地傾一國之力的努力發展科技自主創新

計畫，尤其在 5G（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簡稱 5G）技術上取得顯著的成功，扶

植的核心企業華為非常有可能主導未來全球 5G 技術的發展及走向，及同時透過

「一帶一路」提升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提高在國際的話語權，已使如今的中國

大陸成為美國一時之間難以對付的對象，美中經濟對抗及世界霸權爭奪戰線拉長

已經成為不可逆的趨勢。雖因貿易戰開打美中欲加速脫鉤，但兩方經貿上利益關

係糾葛過深且全球早已形成複雜的供應鏈關係，不可能完全脫鉤，美國現今只能

尋求如何在保持兩方競爭與合作關係下，希望有效遏制中國大陸不公平的貿易手

段及其在經濟、科技、軍事及地緣政治上擴張的野心。 

美國自 2019 年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中國大陸核心企業的華為，將戰場移到科技

面，隨著一連串科技面的圍堵與限制，可以窺知在這場貿易戰中，以關稅談判改

善貿易逆差僅是美國檯面上的訴求，美國預防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大陸將與其

平起平坐的潛在威脅，也是美中貿易戰的核心問題，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正在

挑戰美國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美國採取的遏止措施，除經濟上，更重要且迫切

遏止中國大陸的科技發展。 

六、美中科技戰時間軸 

2018 年 3 月美國貿易戰使用的武器是 301 關稅，接下來在 2019 年 5 月，美

                                                      
13 中國新聞組（2020 年 05 月 05 日）。美財長警告：中國若違反貿易協議將會有後果。世界日報，B6 版。 
14 中國新聞組（2020 年 05 月 14 日）。為貿戰添柴火…川普封殺中企 政令再延 1 年。世界日報，B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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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 BIS 將華為與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規則 EAR 名單，基本

上採微量原則，使用美國技術、設備佔 25%以上要出售給中國大陸，特別是華為，

就要經過美國的審查。2020 年 1 月，美國通過很重要的法規 FIRRMA 外國投資

風險審查現代化法，以前中國大陸如果要併購美國公司，基本上限制並不多，

FIRRMA 公布後，中國大陸併購美國公司即使沒有取得控制權，如果是併購有關

美國基礎建設的公司，美國的審查一樣會拒絕中國大陸的併購。2020 年 1 月美中

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暫時貿易戰爭有緩解。但是到了 2020 年 5 月，美國商

務部調整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原本低於 25%就可以賣，更進一步限制華為取得美

國技術及軟體製造產品。從 2020 年 5 月開始，貿易戰又加劇了，事實上外國直

接產品規則修改過四次，有兩次比較大的修正，一次是 5 月份針對華為，華為因

此透過關係企業跟美國的半導體廠買晶片，美國為因應此一狀況，在 2020 年 8 月

再修改一次規則，將華為的 38 家關係企業全部納入實體名單之內，並全面禁止

販售，此一修正規定影響大，5 月份是禁止美國廠商幫華為代工，8 月份修改是讓

華為完全買不到，也沒有代工，也無法透過關係企業收購，規則的陸續修訂就是

為了限制華為取得晶片。9 月份中國大陸開始反擊，商業部發布「不可靠實體清

單規定」，盡量對外國實體貿易的投資活動予以限制，10 月份中國大陸通過出口

管制法，就是對照出口管制 EAR，可以看到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勢力在 2019 年 5

月份之後，有比較激烈的現象。15 

此次的美中貿易戰非貿易戰，而是智慧財產權、創新科技的戰爭，涉及 5G 通

訊等領域，本研究即主要圍繞在美中科技戰此一命題進行討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整理 

圖 1.1  美中科技戰時間軸 

 

                                                      
15 詳見附件三研討會綜合會議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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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創新及科技研究成果的保護與經營 

創新，無疑是當今各國或各大中小企業為求提升全球競爭力，不能或缺的一

個重要元素，放眼全球不論是在傳統的生物製藥、乃至於手機平板、交通運輸工

具等科技，到當今炙手熱門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通訊 5G、新

能源等等下世代的焦點，各個廠家的研究部門無不要求所開發出來的產品要大幅

創新，以朝著吸引消費者的目光進而成為獨占市場的商品；不僅如此，在科技研

發產品之外，開發各種因應上市的商業行銷手法、儲存重要的客戶名單、獲取利

潤的賺錢秘辛，也都是層出不窮的推陳出新商業創新標的。 

上述創新及科技研發成果一旦投入人力並費時研發，除花費相當的成本外，

各研發單位更希冀這些成果，能保擴大與其他競爭者差異化的時間與空間，方能

一支獨秀、領先群倫，此時先進國家都已建置的各種法律保護機制即可以供選擇

運用，其中最重要的也最多見的，當然是屬知識產權16中的專利法法制及營業秘

密保護法制二者，這兩種法制不僅對科技研發甚至連各種商業方法的創新，均可

做不同考量的重疊保護；至於另外加諸各種科技保護措施乃至於嚴謹的管理模式

則可搭配運用，加強創新及研發成果之保護與經營。 

自 2018 年起美國對中國大陸提起所謂報復性的貿易諮商，乃至知識產權侵權

的控訴，引發各種不同程度相互的貿易制裁，中國大陸對知識產權保護雖已不斷

加強力度，不論是從政策性的宣示、法制面的修改乃至執行面的提升，都是有目

共睹，惟似乎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大國仍未滿意，而伴隨著 2020 年初 COVID-19 的

爆發原點疑雲及因此在全球各國各地區次第擴散漫延，使各國對中國大陸怨氣加

劇，然天災雖未使中國大陸改革的腳步受挫，惟遲延則難免，例如中國大陸原定

每年 3 月固定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即俗稱

的兩會），2020 年則因避免疫情相互感染而延至 5 月下旬才召開，導致部分知識

產權立法的進度受到遲延。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創新能力確已增強，科技創新成果質量亦有相當的成果17，

極想在國際間做出較多的貢獻，中國大陸乃積極投入本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的參與，即在 2020 年 2 月提名

王斌穎女士擔任候選人競選第五任的總幹事18，反而引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切，

                                                      
16 我國將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譯為「智慧財產權」，中國大陸則譯為「知識產權」；第二章本文在

論及中國大陸相關法制或措施時，除有特殊情形外，將依中國大陸習慣之用語。 
17 中國創新投入的規模和增速可由下列數據加以檢視，其研發經費支出從 2006 年的 3003.1 億元增長到

2018 年的 19677.9 億元，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等機構發布的 2019 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

中國大陸排名由 2013 年的第 35 位，提高到 2019 年的第 14 位，位居中等收入經濟體之首。檢自 https://k
knews.cc/zh-tw/world/x6vrx3g.html 
18 2020 年 3 月 4 日，經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的成員國投票後，美國力挺的新加坡智慧財產權

局局長鄧鴻森成了新任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總幹事。鄧鴻森是以 55 票對 38 票擊敗現任中國

籍副總幹事王斌穎女士。檢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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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批評中國大陸四處「竊取知識產權」，而強調不應讓中國人掌控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甚至懷疑中國大陸能否介紹他們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
19 

針對此一指摘，中國大陸 2020 年 3 月透過外交部正式對外說明，指出中國大

陸一直在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

大國和世界創新版圖重要的據點，同時提出下列的成績引為佐證中國大陸在科技

創新、創造知識產權方面取得的實績，即宣揚其受理的發明專利申請量連續 9 年

位居世界第一，而且相繼實現年發明專利申請量和發明專利擁有量「兩個一百萬

件」的重大突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年發明專利申請量突破 100 萬件的國家和繼

美國、日本之後第三個國內有效發明擁有量突破 100 萬件的國家。 

中國大陸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途徑提交的

國際專利申請受理量，截至 2019 年已達到 6 萬 1 千件，同比增長已逹 10.4%；

2020 年上半年國際專利申請 2.95 萬件，同比增長 22.6%20。且近年來中國大陸的

《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量發展也很快，明列全球第二位。世界知識產權

組織發布的年度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知識產權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環

顧世界，越來越多的聲音在客觀地看待和評價中國大陸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的進步，

2018 年 9 月發布的《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的 2018 年貿易政策審議報告》對中國

大陸知識產權保護予以充分肯定，亦認為近年來中國大陸採取了多項政策措施，

增強自身知識產權保護的能力。 

第一節  科技研發創新及科技研究成果政策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從無到有，各項進步快速前進，尤其在 2001 年 11

月 17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與各國逐漸接軌，加之 2008 年北京奧運讓

中國大陸在世界上更是展露頭角，揚眉吐氣；中國大陸由當年一窮二白、仿循抄

襲，致後來的模仿改良，乃至現自稱的獨立創新發明，仍未脫離其以黨治國的模

式，即以每 5 年進行更新而提出的計劃經濟佈局未來，其在晚近的科技研發策略

重點，一是自主創新、二是知識產權強國、三則是國際接軌，為此中國大陸在 2008

年即提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此綱要則是從 2005

年開始思考，遍訪國內外不同領域及層級的專業人士，最終定稿。 

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舉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

要》實施十年評估報告21」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綱要》指出到 2020 年要把中

國大陸建設成為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準較高的國家，他們對這一

                                                      
19 中國大陸 2020 年 1 月 22 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中國將繼續致力於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檢自 https://ww
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35079.shtml 
20 大陸新聞中心（2020 年 7 月 10 日）。大陸發明專利有效量近 200 萬件。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
news/story/7333/4690828 
21 中國大陸國務院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專職副主任龔亞麟表示，中國擬制定「升

級版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檢自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4/26/c_11244176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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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認為已經基本逹成，且已為向知識產權強國邁進奠定了堅實基礎。《綱要》

實施期將於 2020 年屆滿，接下來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啟動制定面向 2035 年

的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綱要。 

前述報告指出自從 2008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頒布實施《綱要》迄至 2017 年底，

歷經十年中國大陸自認為已經進入名符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其以數據說明自

2008 年至 2017 年，中國大陸有效發明專利數量從 8 萬 4 千件增加至 135 萬 6 千

件，居世界第三位，商標註冊數量從 235 萬 3 千件增加至 1492 萬件，著作權年

登記量22從 15 萬 9 千件增加至 274 萬 8 千件，至於植物新品種、地理標誌、積體

電路布圖設計等數量亦均大幅增長。 

除此之外，報告中亦認他們的知識產權的運用成效顯著，指出知識產權大力

發展除了促進品牌經濟、特色農業發展和文化繁榮外，亦湧現出一批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知名品牌和馳名商標23，網路核心版權產業行業規模年增長率保持在 30%

以上，知識產權運用新模式不斷湧現，知識產權交易日益活躍，專利、商標、版

權24質押融資規模突破千億。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25表示，國家知識產權局正在抓緊制定面向

2035 年的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綱要26，這是中國面向新時代的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綱

領，也是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升級版」，將明確今後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目標、

思路和舉措，可以對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做出前瞻性謀劃及部署的安排，以滿足中

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起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代表政府提出報告，關於知識產權工作重點在報告第四部分「依靠改革激發市場

主體活力，增強發展新動能」中指出：「提高科技創新支撐能力。穩定支援基礎

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加快建設國家實驗室，重組國家

重點實驗室體系，發展社會研發機構。深化國際科技合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實行重點專案攻關『揭榜掛帥』，誰能幹就讓誰幹」的談話27，說明中國對於知識

                                                      
22 中國大陸對於著作權採取「自願登記制度」，對於著作權之保護雖亦採取著作完成主義，亦即，著作一

經完成即取得著作權之保障，惟為便利權利認證，中國大陸國家版權局於 1996 年開始接受國外（包括台、

港、澳）各類著作權之登記，有關電腦程式部份則早於 1992 年起接受登記，其相關之登記條件、所需文

件、審查時間，詳參亞信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網站「簡介中國大陸著作權登記實務」。檢自 http://www.m
ission.com.tw/news-view.asp?idno=179 
23 我國將 Well Known Mark 譯為「著名商標」，中國大陸則以「馳名商標」相稱，至於中國大陸「著名

商標」另有其不同之意義。 
24 中國大陸將版權賦予著作權相同意義，詳參中國大陸著作權法第六章附則第 56 條：「本法所稱的著作

權即版權。」  
25 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於 2019 年 4 月受訪時之談話。 
26 目前綱要初稿已基本形成，並會在一定範圍內初步徵求了意見，下一步將加快充實完善，並計劃於 20
20 年下半年報請中央審議。中國大陸制定 2035 年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綱要初稿基本形成，經濟脈搏。檢自

https://china.hket.com/article/2625609/ 
27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做政府

工作報告。檢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2020-05/22/c_11260185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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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的保護仍在其施政中列為重點之一；其實中共中央由國務院在同月 11 日所

發布的「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即表明要「完善

和細化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交易、保護制度規則，加快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

性賠償制度，加強企業商業秘密保護，完善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加快全國技術交易平臺建設，積極發展科技成果、專利等資產評估服務，促進

技術要素有序流動和價格合理形成」、「適當加強中央在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事

權，減少並規範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28。 

另中共黨政部門即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則於較早的 2019 年 11 月 24 日

則印發《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29（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各地區各

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知識產權保護，並認為加強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不但

是其當前重要的內容，也可提升中國大陸經濟競爭力的激勵，所以強化知識產權

保護的決策部署，將繼績優化機制，俾求制度之完善。 

對於上開由中共黨政高層所發布的「意見」，大概可得知中國對於知識產權

的保護、運用及管理，在未來五至十年內可能不出這些政策指導之外。關於強化

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中國大陸大體上有下列的要求： 

一、中國大陸在制定策略 

首先要定下指導方針，關於知識產權保護他們仍一貫以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所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不但要求要全面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十九大）30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的決

議，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31」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32」戰略布

局，牢固樹立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念，堅持嚴格保護、統籌協調、快

速保護、重點突破、同等保護等，不斷改革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綜合運用法

律、行政、經濟、技術、社會治理手段強化保護，促進保護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

力求到 2022 年時侵權泛濫的現象得到有效遏制，權利人維護其權益「舉證難、週

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局面獲得明顯改善；至 2025 年時，知識產權保護的滿

意度達到較高水準，保護能力有效提升，保護體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識價值的營

商環境更加優化，知識產權制度激勵創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發

揮。 

                                                      
28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印發。檢自：http://mp.weixin.q
q.com/s?__biz=MzA3ODU0NDE4OA==&mid=2653613523&idx=1&sn=3cd624ad8f17b339bdf109bd893885c
3&chksm=849f6180b3e8e896aa8728abf883bf6720b2b112cd75b2f37ebd6d1db0a5606ed22a69eab01a&mpshare
=1&scene=24&srcid=&sharer_sharetime=1589894278338&sharer_shareid=c7a6822d13672c9377c4826854539
927#rd 
29 李晶（2019 年 11 月 25 日）。中辦國辦印發意見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解放軍報。 
30 中共十九係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北京市召開。 
31 中國大陸所謂「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簡稱「五位一體」，首次提出於 2012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是對「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概括表述。 
32 中國大陸所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指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

國、全面從嚴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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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支撐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方面 

先加強基礎平臺的建設，建立全國知識產權大數據中心和保護監測資訊網絡，

加強對註冊登記、審批公告、糾紛處理、重要案件等資訊的統計監測；其次建立

知識產權執法資訊，規劃統籌協調和資訊共用機制，提高綜合研判及宏觀決策水

準，同時也強化維權援助、舉報投訴等公共服務平臺軟硬體建設，提升便民利民

服務水準。 

另在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方面，則鼓勵引導各單位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專

業人才培訓力度，同時對於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和司法機關的人員、配備和專業化

建設，並激勵行政執法和司法執法的各種機制，確保負責執行保護工作人員的專

業；在刑事處罰方面，提高偵查、審判工作效率和辦案水準；在有關管理部門和

企業單位，全面推行專業律師、公司專門法務、及知識產權法律顧問的制度，促

進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法治化的工作；不但要充分發揮律師等法律服務隊伍的作

用，也要做好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案件代理、普法宣傳等工作。建立健全知識產

權仲裁、調解、公證、社會監督等人才的選聘、管理、激勵制度，加強知識產權

保護專業人才崗位鍛鍊，發揮各類人才在維權實踐中的作用。 

三、國際對中國知識產權問題的抱怨 

由於近年來，諸多國際商貿合作夥伴抱怨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採取不公平的

待遇，即指摘中國對國外企業知識產權運用的條件嚴苛，對中國國內企業的侵害

知識產權則採放縱之態度，特別在 2017 年起美國與中國大陸展開貿易諮商，對

此部分亦抱怨連連，因此中國對此方面特別加強健全涉外溝通機制，並營造知識

產權國人與國際相同保護的環境，除更努力加強國際合作，積極開展海外巡講活

動外，也不時舉辦圓桌會，與相關國家和組織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合作交流；不斷

在重要國際展會設立專題展區，開展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海外巡展，另一重點則

也注意到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制度對促進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作用，推動其專

利共用，充分利用各類多邊及雙邊對話的合作機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交流合作

與磋商談判，利用各類國際交流合作平臺，積極宣傳中國大陸知識產權保護發展

成就。 

在健全與國內外權利人溝通管道方面，則透過召開各國使領館資訊管道及外

商企業座談會等方式，加強增信釋疑並與國內外行業協會、商會、社會團體等資

訊交流，不定期召開知識產權保護的通報會，以利及時向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通

報重大事項和進展，積極回應國內外權利人關切。 

另一方面則加強海外維權援助服務，就海外知識產權糾紛建立預警防範機制，

注意國外知識產權法律修改變化動態及實務研習，及時發布風險預警報告，加強

海外資訊服務平臺建設，開展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構建海外糾紛協調解

決機制，支持跨國企業開展知識產權涉外風險防控體系的建設，鼓勵保險機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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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知識產權海外侵權責任險、專利執行險、專利被侵權損失險等保險業務。除保

護外國企業在中國申請及行使其知識產權的順暢之外，也建立海外維權專家顧問

機制，以有效維護中國大陸權利人合法權益在海外能依法得到同等保護。 

總之在健全協調和資訊獲取機制方面，盡力完善涉外執法協作機制，進一步

加強中國大陸駐外機構知識產權的對外工作，健全重大涉外知識產權糾紛資訊通

報和應急機制，另也組織開展中國大陸企業海外知識產權保護狀況調查，研究建

立國別保護狀況評估機制，均係在推動改善中國大陸企業海外知識產權的保護環

境。 

四、關於知識產權申請或維權速度遲緩的方面 

中國在意見中建立突破知識產權快保護關鍵環節，其首先優化權利獲取及維

護權利的銜接程式，加強負責專利、商標、植物新品種等審查人員的素質，進一

步壓縮審查週期，強化源頭保護，健全行政確權、行政執法、司法保護、仲裁、

調解之間的銜接機制，加強資訊溝通和共用，形成各管道有機銜接、優勢互補的

運行機制，切實提高維權效率。 

其次在跨部門跨區域辦案協作方面，制定跨部門案件處理規程，健全行政執

法部門與檢警單位對涉嫌犯罪的知識產權案件查辦工作銜接機制，在案件較多的

地方建立優先調解、仲裁的機制，也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案件分流制度，推進案件

繁簡分流機制改革，另為有效打破地方保護的舊習，推動建立省級行政區內知識

產權案件跨區域審理機制，充分發揮法院案件指定管轄機制作用。 

當然推動簡易案件和糾紛快速處理的機制也刻不容緩，針對電商平臺、專業

市場、進出口等關鍵領域和環節構建行政執法、仲裁、調解等快速處理管道；另

推動電商平臺建立有效運用專利權評價報告，快速處置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

侵權投訴制度，也對各類網站規範管理進行指導，分別進行刪除侵權內容、關閉

盜版網站連接、停止侵權資訊傳播，打擊利用侵權訴訟名義，進行投機性牟利等

行為。 

在加強知識產權快保護機構建設方面，先在優勢產業集聚區，布局建設知識

產權保護中心，快速受理案件並提供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一站式糾紛

解決方案，對重要技術領域的專利、商標審查授權、確權和維權的速度；另也推

廣利用調解方式快速解決糾紛，高效對接行政執法、司法保護、仲裁等保護管道

和環節。 

五、在建立嚴格保護知識產權政策方面 

首先加大侵權假冒行為民刑事甚至行政的處罰，除逐一檢討專利法、商標法、

著作權法等一般修改的完善外，也應在專利、商標及著作權等領域引入侵權懲罰

性賠償制度，大幅提高侵權法定賠償額上限，對惡意或故意侵權者嚴懲不貸；另

亦應研究採取沒收違法所得、銷毀侵權假冒商品等措施，並不定期開展關鍵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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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環節、重點群體的行政執法專項行動；規制商標搶註、非正常專利申請以及

惡意訴訟等行為，特別在加強對商業秘密33、保密商務資訊及其原始碼等的有效

保護，加大刑事打擊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入罪標準，提高量刑處罰

力度，推動解決涉案侵權物品處置等問題；另對打擊侵權假冒犯罪制度建設予以

強化，開展常態性專項打擊行動，以持續保持嚴打的態勢。 

在嚴格規範證據標準方面，應建立改革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

合一」審判機制，完善知識產權案件上訴機制，統一審判標準，制定完善行政執

法過程中的商標、專利侵權判斷標準；規範司法及行政執法、仲裁、調解等不同

管道的證據標準，制定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標準，建立案件移送要求及證據

指引，順暢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也應制定知識產權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司法

解釋，著力解決權利人舉證難的問題，以減輕權利人舉證責任負擔。 

強化案件執行措施方面，應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機制，

完善市場主體誠信檔案的黑名單制度，實施市場主體信用分類監管，將重複侵權、

故意侵權企業名錄社會公布制度，俾健全失信聯合懲戒機制，也可逐步建立全領

域知識產權保護案例指導機制，另就重大案件公開審理網路直播機制，加強對案

件異地執行的督促檢查，推動形成統一公平的法治環境。 

在完善新業態新領域保護制度方面，針對新業態新領域發展現狀，研究加強

專利、商標、著作權、植物新品種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的保護，探索建立藥品

專利連接制度、藥品專利期限補償制度；對體育賽事轉播知識產權保護進行研究，

加強公證電子存證技術推廣應用，建立跨境電商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制定電商平

臺保護管理標準，編制發布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指南，制定合同範本、維權流程等

操作指引，鼓勵企業加強風險防範機制建設，持續優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保護環

境，研究制定傳統文化、傳統知識等領域保護辦法，加強中醫藥知識產權保護等

諸多事項，均為現階段可以持續進行之工作。 

六、在構建知識產權大保護工作方面 

主要在加強社會監督共治，鼓勵行業協會、商會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自律和資

訊溝通機制，引導代理行業加強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機構監管水準；另透過

加強誠信體系建設，將知識產權出質登記、行政處罰、抽查檢查結果等涉企資訊，

通過國家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統一歸集並依法公示。 

在完善知識產權仲裁、調解、公證工作機制，培育和發展仲裁機構、調解組

織和公證機構之後，即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開展知識

產權執法檢查，以發揮政協民主監督作用，定期開展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調研；另

建立健全獎優懲劣制度，提高執法監管效能，推動落實行政執法資訊公開相關規

                                                      
33 我國對 Trade Secret 譯為營業秘密，中國大陸則譯為商業秘密，且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在其民法總則

中將其納入知識產權體系，目前中國大陸對商業秘密主要係以其「反不正當競爭法」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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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更大範圍更大力度公開執法辦案資訊，接受社會和輿論監督。 

加強專業技術支撐及加強科技研發，通過源頭追溯、實時監測、在線識別等

技術手段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方能建設侵權假冒線索智能檢測系統，提升打擊侵

權假冒行為效率及精準度；在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案件處理和司法活動中引入技術

調查官制度，協助行政執法部門、司法部門準確高效認定技術事實，藉由加強知

識產權侵權鑒定能力的建設，同時建立侵權損害評估制度，進一步強化司法鑒定

機構專業化、程式規範化的長遠建設。 

七、為確保工作任務落實 

中國大陸一向採取加大組織實施力度，加強組織領導。加強以黨領政對知識

產權保護工作的領導，各有關方面要按照職能分工，研究具體政策措施，協同推

動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以國家知識產權局為主，會同有關部門不時的完善工

作機制，加強協調指導和督促檢查，確保各項工作要求有效落實。 

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全面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落實知識產權保

護屬地責任，定期召開黨委或政府專題會議，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加強體制

機制建設，落實人員經費；要將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納入地方政府重要議事日程，

並定期開展評估，確保各項措施落實到位。 

上述各項均要建立健全考核評價制度，將知識產權保護績效納入政府績效考

核和營商環境評價體系，建立年度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調查制度和保護水準

評估制度，對在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中作出突出貢獻的集體和個人，即按照國家有

關規定給予表彰，並鼓勵各級政府充分利用現有獎勵制度，對知識產權保護先進

工作者和優秀社會參與者加強表彰。 

在加強宣傳引導方面，則要各地區各部門要加強輿論引導，定期公開發布有

社會影響力的典型案件，讓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觀念深入人心，藉由完善的侵權

假冒舉報獎勵機制，加大對舉報人員獎勵力度，激發社會公眾參與知識產權保護

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以此加強公益宣傳，開展知識產權保護進入企業、單位、

社區、學校、網絡等活動，不斷提高全社會特別是創新創業主體知識產權保護意

識，推動形成新時代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新局面。 

第二節  創新及科技相關法律修正 

中國大陸在 2020 年由主管機關即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立法項目表中對

於繼續積極配合立法機關推進專利法修改的審議工作及配合草擬「專利法實施細

則」、配合修訂「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若干規定」，此部分要求需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將送審稿及有關材料送法制審查，力爭年底前完成相關修改工作34。2020 年

                                                      
34 2020 年立法工作計畫！專利法，商標等部門規章。檢自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x
Njg3NQ==&mid=2650730597&idx=1&sn=80a740ca6503aba6e053953175691892&chksm=873770e1b040f9f7
1880262c5c79124d6216f6c3ffe2b377e7c54cd91c76378515f98e7f375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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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市場監管總局就《商業秘密保護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徵求

意見稿》擬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方式進行細化，並明確了包括商業秘密界定、侵

犯商業秘密行為、對涉嫌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查處、法律責任等關於商業秘密保

護的重要內容。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擬對客戶名單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的情形

予以明確。據悉，市場監管總局此次公布《徵求意見稿》，其主要目的是為銜接去

年正式公布實施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於法律規定進行更進一步細化，提高其可

操作性35。 

一、專利法未來的走向 

中國大陸的專利法歷經三次修正，主管機關國家知識產權局自 2014 年下半年

即啟動專利法第四次修正的研究準備，在徵求公眾意見後擬定《專利法修訂草案

（送審稿）》，2015 年 7 月間報請國務院審議：根據 2018 年 3 月中旬公布的《國

務院 2018 年立法工作計畫》，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專利法修訂草案。國務院

常務會議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正案（草案）》，並

將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歷經一年十個半月的期間，當中還因 2020 年

年初爆發 COVID-19 疫情而有所遲延，但終於 2020 年 10 月 17 日經人大常委會

公告，全案通過審查，並訂於 2021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36。由國務院送人大常委

會於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過的專利法修正重點版本，可看出知識產權主管部門

係因應中國經濟發展及創新需求，參酌國際發展趨勢而有下列之修正，本文將盡

量就新修正之部分以底線標示之： 

(一)完善專利申請及審查制度相關規定 

1. 開放部分外觀設計專利保護（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4 款）： 

因應業界需求，參酌國際實務，本次修法特將外觀設計定義擴大修正如下:「外

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整體或者局部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

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 

2. 不授予專利保護之項目（修正條文第 25 條第 1 款第 5 項）： 

根據現行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款第 5 項規定：「用原子核變換方法獲得的物

質，不予專利保護」，然根據現行審查指南規定（第二部分第一章），「原子核變換

方法」及「用該方法所獲得的物質」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國防、科研和公共生活

的重大利益」，不宜為單位或私人壟斷，因此不能被授予專利權。所稱「原子核變

換方法」是指使一個或幾個原子核經分裂或者聚合，形成一個或幾個新原子核的

過程。本次修法因此在該款項將「原子核變換方法」增列為不予專利保護之項目。 

                                                      
haretime=1585223329548&sharer_shareid=ea92a18124d15e5ef6663e90862fe33d#rd 
35 大陸市場監管總局就商業秘密保護規定公開徵求意見，意見建議回饋截止時間為 2020 年 10 月 18 日。

中國青年報（2020 年 10 月 13 日）。檢自 http://ipr.cnfi.org.tw/all-news.php?id=3397&t_type=o 
36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20 全文附修改對照。檢自 https://mp.weixin.qq.com/s/HQavZj9R81CV7A-
NTx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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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入外觀設計專利國內優先權制度（修正條文第 29 條第 2 款）： 

根據現行專利法規定，國內優先權制度僅適用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案件。

本次修法特在第 2 款增列國內優先權之適用範疇包括外觀設計專利案件，修正後

規定如下:「申請人自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中國第一次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十二個

月內，或者外觀設計在中國第一次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六個月內，又向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就相同主題提出專利申請的，可以享有優先權。」。 

4. 優先權要求聲明及證明檔提交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 30 條）： 

根據現行專利法規定，申請人要求優先權的，應當在申請的時候提出書面聲

明，並且在三個月內提交第一次提出的專利申請文件的副本；未提出書面聲明或

者逾期未提交專利申請檔副本的，視為未要求優先權。本次修正後規定如下:「申

請人要求發明、實用新型專利優先權的，應當在申請的時候提出書面聲明，並且

在第一次提出申請之日起十六個月內，提交第一次提出的專利申請文件的副本」。

（第 1 款）；並在原條文增列第 2 款「申請人要求外觀設計專利優先權的，應當

在申請的時候提出書面聲明，並且在三個月內提交第一次提出的專利申請文件的

副本。」及第 3 款「申請人未提出書面聲明或者逾期未提交專利申請檔副本的，

視為未要求優先權。」 

5. 本次修正將相關條文中之「專利複審委員會」一律修改為「國務院專利行政部

門」（修正條文第 41 條第 1、2 款及第 45、46 條第 1、2 款） 

為完善專利審查效益，提升專利質量，本次修法特針對復審案件及無效請求

案件明訂依職權審查制度，增訂規定重點如下：(1)「專利申請人對國務院專利行

政部門駁回申請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國務院專利行

政部門請求複審。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複審後，作出決定，並通知專利申請人。」

（第 41 條第 1 款）及「專利申請人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的複審決定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第 41 條第 2 款）。 

第 45 條規定：「自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任何單位或

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的，可以請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

門宣告該專利權無效。」 

第 46 條「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宣告專利權無效的請求應當及時審查和作

出決定，並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由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登記和公告。」（第 1 款）及「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宣告專利權無效或者維

持專利權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

法院應當通知無效宣告請求程式的對方當事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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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觀設計專利權期間延長為 15 年和補償審查浪費之不合理專利期限 （修正條

文第 42 條第 1 款及新增第 2、3 款） 

因應產業外觀設計需求，並參酌海牙協定規定，本次修法將外觀設計專利之

專利權期間延長為 15 年，修正後規定如下:「……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期限為十五

年，均自申請日起算」。（第 1 款） 

對於不合理遲延的年限補償，新增如下條款：「自發明專利申請日起滿四年，

且自實質審查請求之日起滿三年後授予發明專利權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應專

利權人的請求，就發明專利在授權過程中的不合理延遲給予專利權期限補償，但

由申請人引起的不合理延遲除外。（第 2 款）」 

對於藥政審批所需時間而佔用專利權期間的補償，則新增如下條款：「為補償

新藥上市審評審批佔用的時間，對在中國獲得上市許可的新藥相關發明專利，國

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應專利權人的請求給予專利權期限補償。補償期限不超過五年，

新藥批准上市後總有效專利權期限不超過十四年。（第 3 款）」 

(二)專利實施運用相關規定 

1. 職務發明及激勵發明人、設計人得分享創新收益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 6 條及

第 16 條） 

本次修法在第 6 條第 1 款新末段條如下:「……。該單位可以依法處置其職務

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促進相關發明創造的實施和運用。」。 

為鼓勵並使發明人及設計人得享有收益，另在第 16 條中新增第 2 款「國家

鼓勵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實行產權激勵，採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使發明

人或者設計人合理分享創新收益。」 

2. 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之合理行使規定（新增條文並列為第 20 條）：為維護專利

秩序，特增訂： 

「申請專利和行使專利權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濫用專利權損害公共

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第 1 款）；另為防止權利濫用，另增訂處理之依據：

「濫用專利權，排除或者限制競爭，構成壟斷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

壟斷法》處理。」（第 2 款） 

3. 導入開放許可制度（新增第 49 條、第 50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53 條）： 

為解決專利授權供需資訊不對稱問題，參酌國外經驗，本次修正特在第六章

將現行法的章名「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修正成「專利實施的特別許可」，且在其

中先導入開放許可制度，增訂五個條文，依序規定如下： 

第 48 條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

當會同同級相關部門採取措施，加強專利公共服務，促進專利實施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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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規定：「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發明專利，對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

有重大意義的，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報經國務院

批准，可以決定在批准的範圍內推廣應用，允許指定的單位實施，由實施單位按

照國家規定向專利權人支付使用費。」 

第 50 條規定：「專利權人自願以書面方式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聲明願意許

可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其專利，並明確許可使用費支付方式、標準的，由國務

院專利行政部門予以公告，實行開放許可。就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專利提出開放

許可聲明的，應當提供專利權評價報告。」（第 1 款）及「專利權人撤回開放許可

聲明的，應當以書面方式提出，並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予以公告。開放許可聲

明被公告撤回的，不影響在先給予的開放許可的效力。」（第 2 款） 

第 51 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有意願實施開放許可的專利的，以書面方

式通知專利權人，並依照公告的許可使用費支付方式、標準支付許可使用費後，

即獲得專利實施許可。」（第 1 款）、「開放許可實施期間，對專利權人繳納專利年

費相應給予減免。」（第 2 款）及「實行開放許可的專利權人可以與被許可人就許

可使用費進行協商後給予普通許可，但不得就該專利給予獨佔或者排他許可。」

（第 3 款） 

第 52 條規定：「當事人就實施開放許可發生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

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可以請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進行調解，也可以向人民

法院起訴。」 

(三)落實政府職能相關規定 

中國大陸政府為落實依法治國、職能法定要求，明確國家和地方專利行政部

門職責，此次修正特增訂下列規定: 

1. 明確國家和地方專利行政部門職責（新增條文第 70 條）： 

為加重專利行政部門及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權責，新增第 70 條：「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可以應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的請求處理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

利侵權糾紛。」（第 1 款）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專利權人或者

利害關係人請求處理專利侵權糾紛，對在本行政區域內侵犯其同一專利權的案件

可以合併處理；對跨區域侵犯其同一專利權的案件可以請求上級地方人民政府管

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第 2 款） 

2.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應提供專利資訊基礎數據（修正條文第 21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 

除在第 1 款中將「及其專利復審委員會」字樣刪除外，另將第 2 款修改為「國

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應當加強專利資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完整、準確、及時發布

專利資訊，提供專利基礎數據，定期出版專利公報，促進專利資訊傳播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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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款則維持原條文。 

(四)強化專利保護相關規定 

為強化專利保護制度，針對專利權人所遭遇的專利權利行使舉證困難、程式

費時、成本高、賠償低等問題，本次修法提出了相應措施，包括:完善相關證據規

則、明訂行政調解協議的效力、增訂針對故意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增訂針對

群體侵權、重複侵權等故意侵權行為的查處、增訂間接侵權責任、增訂網路服務

提供者的法律責任、建立專利權保護信用資訊檔案等。相關修正規定如下： 

1. 實用新型專利及設計專利的專利評價報告相關規定（修正第 61 條第 2 款末段，

並改列為第 66 條）： 

根據現行專利法規定，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的，

人民法院或者專利行政部門可以要求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出具由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對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索、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

評價報告，作為審理、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證據；惟為使當事人可以主動提出該

評價報告，本次修法特於第 66 條第 2 款末段增訂:「……；專利權人、利害關係

人或者被控侵權人也可以主動出具專利權評價報告。」之規定。 

2. 加大假冒專利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 63 並改列為第 68 條）： 

對混充專利的加重處罰，規定如下：「假冒專利的，除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外，

由負責專利執法的部門責令改正並予公告，沒收違法所得，可以處違法所得五倍

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在五萬元以下的，可以處二十五萬元以

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 對於假冒專利的查處可採行之措施（修正條文第 64 條並改列第 69 條）： 

對於原條文第 1 款除將負責主體由「管理」改為「執法」外，亦將各重可採

取之措施分項列舉下：「負責專利執法的部門根據已經取得的證據，對涉嫌假冒專

利行為進行查處時，有權採取下列措施：（1）詢問有關當事人，調查與涉嫌違法

行為有關的情況；（2）對當事人涉嫌違法行為的場所實施現場檢查；（3）查閱、

複製與涉嫌違法行為有關的合同、發票、帳簿以及其他有關資料；（4）檢查與涉

嫌違法行為有關的產品；（5）對有證據證明是假冒專利的產品，可以查封或者扣

押。」（第 1 款）；另再增列第 2 款，明定執法的內容，「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專

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的請求處理專利侵權糾紛時，可以採取前款第（1）項、第

（2）項、第（4）項所列措施。」（第 2 款）；末將原第 2 款改列第 3 款，並新增

當事人對工作部門的義務如下：「負責專利執法的部門、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依法

行使前兩款規定的職權時，當事人應當予以協助、配合，不得拒絕、阻撓。」（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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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欲針對「導入間接侵權責任」及「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進行修正： 

惟嗣後因故未納入本次專利法之修正範圍。 

5. 增訂相關侵權民事賠償相關規規定：包括故意侵權的懲罰性賠償責任、侵權人

針對損害賠償調查之配合等（修正條文第 65 條並改列為第 71 條） 

根據現行專利法第 65 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

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

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

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

開支。（第 1 款）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

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賠償（第 2 款）。 

但因上開條文常為外界所詬病，為因應專利權人舉證困難及損害賠償數額較

低之問題，本次導入第 71 條並修訂如下:「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

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

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故

意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確定賠償數額。（第 1 款）」；「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

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

素，確定給予三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賠償。」（第 2 款）；「賠償數額還應當包

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第 3 款）；「人民法院為確定賠償

數額，在權利人已經盡力舉證，而與侵權行為相關的帳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

握的情況下，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與侵權行為相關的帳簿、資料；侵權人不提供

或者提供虛假的帳簿、資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參考權利人的主張和提供的證據判

定賠償數額。」（第 4 款） 

相較於現行條文，修正之新規定對於專利權人之舉證及其他相關權益，顯得

可獲較明確之改善。 

6. 起訴前的假處分（修改第 66 條第 1 款，並改列為第 72 條） 

為針對侵權人的行為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此次在第 72 條第 1 款加入適

當之法條文字如下：「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

將實施侵犯專利權、妨礙其實現權利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

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財產保全、責令作

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為的措施。」（第 1 款），做如是規定以期防患於

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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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起訴前的證據保全（修改第 67 條第 1 款，並改列為第 73 條）： 

雖然現行第 67 條亦已規定證據保全之申請，惟此次修正強調應依據法律來

執行，第 73 條第 1 款條文如下：「為了制止專利侵權行為，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

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在起訴前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請保全證據。（第 1 款）」 

8. 改列訴訟時效之年限（修改第 68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並改列為第 74 條）： 

鑑於現行訴訟時效僅有二年，常有讓權利人因準備不及而錯失起訴時效，故

將現行條文的時效期間及部分文字調整如下：「侵犯專利權的訴訟時效為三年，自

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侵權行為以及侵權人之日起計算。」

（第 1 款）；「發明專利申請公布後至專利權授予前使用該發明未支付適當使用費

的，專利權人要求支付使用費的訴訟時效為三年，自專利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

他人使用其發明之日起計算，但是，專利權人於專利權授予之日前即已知道或者

應當知道的，自專利權授予之日起計算。」（第 2 款），如此方不致令專利權人無

法行使訴追的權利。 

9. 新增藥品專利連結之規定（新增第 76 條）： 

由於藥品獲有專利權後，尚有向藥監機關申請上市審評審批的程序，兩者間

如發生爭執，應如何應對，此次修正提出相關的處理程序及政府部門各應有的權

責，爰新增條文如下：「藥品上市審評審批過程中，藥品上市許可申請人與有關專

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因申請註冊的藥品相關的專利權產生糾紛的，相關當事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就申請註冊的藥品相關技術方案是否落入他人藥品

專利權保護範圍作出判決。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在規定的期限內，可以根據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作出是否暫停批准相關藥品上市的決定。」（第 1 款）；「藥品上

市許可申請人與有關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也可以就申請註冊的藥品相關的

專利權糾紛，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請求行政裁決。」（第 2 款）；「國務院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會同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制定藥品上市許可審批與藥品上市許可申

請階段專利權糾紛解決的具體銜接辦法，報國務院同意後實施。」（第 3 款），有

上述規定，則專利與新藥上市即可有所連結。 

(五)其他 

最後本次修正除將現行法第 69 條改列為第 75 條（內容不變）、第 70 條改列

為第 77 條（內容不變）、第 73 條改列為第 79 條（內容不變）及第 75 條條改列

為為第 81 條（內容不變）外；惟將第 72 條有關侵奪發明人或設計人的非職務發

明創造專利申請權等規定刪除，另將第 73 條、第 74 條分別改為第 79 條、第 80

條，且將該二條中其中所提及的「行政處分」均修改為「處分」；最後則是將現行

法第 76 條的施行日期由「本法自 198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改為「本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外，亦改列為最終的第 8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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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修法內容固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惟因尚有部分子法須配合修訂

方能一併施行，故該法之施行日期暫定於 2021 年 6 月 1 日方會全面施行。 

二、營業秘密 

科研創新及科技研究成果的發展，重點就在於知識產權的保護與經營，從而

帶動到中國大陸專利及商業秘密近年來的修改與未來方向。 

營業秘密（Trade Secret or Business Secret）在中國大陸稱之為「商業秘密」，

其商業秘密雖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民法總則的修正中方被列為知識產權的客體，

但並未有專門的法律加以全面規範，而是以「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其要件及侵

權態樣做主要規定（第 9 條），至於其涉及侵權之民刑事及行政責任則分別由相

關法律規範之。 

(一)反不正當競爭法關於保護商業秘密之規定 

對於知識產權乃至於商業秘密保護的重要性，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主席於 2019

年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指出：「中國將著

力營造尊重知識價值的營商環境，全面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大力強化執

法，加強對外國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杜絕強制技術轉讓，完善商業秘密

保護，依法嚴厲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 

習主席亦於 2017 年 7 月 17 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上做出以下的

指示：「產權保護，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是塑造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方面。」 

而於 2018 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中共李克強總理在發表特別致辭後回

答問題及同國際工商企業界代表對話交流時亦指出：「要共同努力來打擊網路欺

詐、通過網路銷售假冒偽劣商品乃至於盜取商業秘密的行為。黨的十八大以來，

包括商業秘密在內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明顯成效，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有力

促進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國家領導人於企業科技創新與商業秘密緊密相連關係逹成共識，因而確立了

中國大陸對於商業秘密保護保護的目標。 

中國於 2001 年 11 月 17 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入世的前提是必須

簽署並遵守三個條約，即貨品協定、服務協定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其中 TRIPS 第七

節「未經公開資訊之保護」（Section7: 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Information）中，

第 39 條即提及對會員間未披露過的資訊保護之議題，除了對於商業秘密之保護

外，也牽涉到對於核准新化學原料之醫藥品或農藥品上市，而要求提供業經相當

努力完成且尚未公布之測試或其他相關資料，應防止該項資料被不公平的使用於

商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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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來源又可追溯至巴黎公約第 10 條之 2（Article 10bis(a)），即在各同盟國

間應確保同盟國家之國民免受不公平之競爭，且複規定凡違反工商業務之誠信競

爭行為，均構成不公平之競爭行為之要旨，此乃中國大陸現將所謂違反未揭露資

訊保護（或商業秘密之保護）之相關規定置於反不正當競爭法之初衷。 

追溯商業秘密的討論，可自 1994 年《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通過的《與

貿易有關之知識產權協定》，納入「未披露過的資訊保護」條款後，商業秘密應在

知識產權範疇在國際間得以確定。而同為知識產權，商業秘密也代表企業的競爭

優勢與效益，商業秘密保護固然需要企業的主動投入，法制環境更是密切關係到

保護中防禦的落實與侵害的救濟。宏觀論，商業秘密保護法制，是為調整商業秘

密的保護中所形成社會關係的法規的總稱，然商業秘密保護法規跨及民事、刑事、

經濟、行政、國際等多個法領域。其所涉之複雜度，增加了相關法制完善化的難

度。 

作為商業秘密保護核心條文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 1993 年出臺十餘年後，

修訂條文於 2017 年公布並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該次修改是為因應市場經濟

持續發展，新的業態、商業模式不斷出現，對先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所產生

的不適應進行修訂，也是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第三項「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中「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

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

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的指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作為工作要點，於 2015 年

12 月工商總局將修訂草報送後，國務院亦於其 2016 立法計畫，將反不正當競爭

法修訂作為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專案。歷經多次會議、審議、徵求意見，於 2017

年底通過，足見中國大陸對於「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工作的重視。 

嗣於 2019 年 4 月間，中國大陸為因應美中貿易爭議日趨嚴峻，除就關稅增

減提出應對方案外，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對

《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改決定，進一步強化了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亦另就美國

最關切中國不時「竊取」美國各大企業商業秘密部分，提出《反不正當競爭法》

中對於營業秘保護條款之修改，以正視聽。 

該次修改的重點，計有：一、擴大商業秘密定義，二、增加侵犯商業秘密的

情形；三、擴大責任主體範圍；四、提高賠償/處罰，規定五倍懲罰性賠償，進一

步強化了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法律責任；五、加重侵權人舉證責任，並已於公布

日即 4 月 23 日施行。 

此外，中國對於建構「完善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視以及調整，可見於工商總

局制訂，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補充檔的《關於濫用知識產權的反壟斷執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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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年著手後，已歷經七次修正及公開徵求意見。 

對於商業秘密保護的重視，2017 年 11 月工商總局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後

發布《對商業秘密的保護首先是權利人的自我保護》的官方訪談宣導檔，並說明

在商業秘密保護相關的修訂中，對條文上做出對侵害行為做「具體化」修訂、以

及對知悉秘密情況做「細微化」的修訂，以改進執法的明確性與預期性。宣導並

提到，侵犯商業秘密條款的修改必要性，在於減低經營者、消費者因不正當競爭

造成的損害；在通過私權的維護社會成本高昂的情況下，就必須通過政府代表國

家，經由公權力來節約規製成本，進而能達到預防及防範的作用。 

除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外，關於進一步加強商業秘密保護，於中國大陸近

年召開的全國人代表大會期間，數名全國人大代表分別提出「制定商業秘密保護

專法」的建議，類似的共通點在於提出《反不正當競爭法》及其司法解釋主要界

定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然而系統性的保護規定確僅在落實，面對商業秘密侵害

頻發的現實狀況，應當參考國外的單獨立法，並在刑法典中進一步強化侵犯商業

秘密罪名做雙軌保護。 

在資訊技術主導的 21 世紀，企業的發展倚靠創新，誰取得先創新誰便獲得

優勢，知識及技術的先進代表行業的領頭者；市場發展需要企業的良性競爭，而

知識與創造力正是競爭力的核心，除了通過申請專利的形式維護權利外，商業秘

密更是為企業技術獨佔與領先的形式，也是維持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然而因技

術人員的流動帶來了資訊洩露風險，製造了與競爭對手的利益衝突。完善商業秘

密保護法制是為時代與經濟發展的需求，也是維護市場秩序的需要。 

(二)中國大陸企業對商業秘密保護落實應有的認知 

依中國反不正競爭法第 9 條第 4 款：「本法所稱的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

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並經權利人採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資訊、經營資訊等商

業資訊。」，而符合下列要件者： 

1.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2.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商業價值者。 

3.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商業秘密就是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

售或經營的資訊等，並且同時要符合「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秘密

性）、「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商業價值者」以及「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

保密措施者」之三個要件，以下就三要件分述如下： 

1. 秘密性： 

所謂秘密性，必須是其他人難以得知的資訊，如果在網路即可查詢到，或是

業界其他人已知道的資訊，不屬於商業秘密。常見企業內部之商業秘密，可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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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商業性商業秘密」及「技術性商業秘密」二大類型，二者因為性質不同是

否符合「秘密性」條件不盡相同，分述如下： 

(1) 商業性商業秘密：所謂「商業性商業秘密」，主要包括企業之客戶名單、

經銷據點、商品售價、進貨成本、交易底價、人事管理、成本分析等與經

營相關之資訊。而此等資訊是否具備秘密性，依法院之實務見解，應視該

等資訊是否可以從公開管道輕易得知，或企業是否就其另投入相當之人力

財力為進一步之整理、分析，而使之成為企業經營上之重要資訊而定。 

(2) 技術性商業秘密：所謂「技術性商業秘密」，係指與特定產業研發或創新

技術有關之機密，包括方法、技術、製程及配方等資訊，此等技術性資訊

是否具有秘密性，以及是否專屬於特定公司所有，因其他同業公司均無該

等技術，故須由主張該技術性資訊為商業秘密之公司，提出具體之證據或

說明。 

2. 價值性： 

所謂價值性，必須是該資訊因秘密性而對企業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而

言。依司法實務之見解，企業於研發過程投入之成本、實際市場佔有率或銷售額

之減損，乃至可能影響競爭力，或是未來能為企業創造的產值或收益，皆屬經價

值性要件評估之標的。 

3. 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企業必須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使人瞭解企業有將該資訊當成機密加以保護

的意思，例如設定網路防火牆、電腦密碼等，若企業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讓人

可輕易接觸或取得機密資訊，就不是商業秘密。商業秘密是企業的財產權利，它

關乎企業的競爭力，對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有的甚至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生存。

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可申請緊急保全。舉例言之，包括：管理方法，產銷策略，

客戶名單、貨源情報等經營資訊；生產配方、工藝流程、技術訣竅、設計圖紙等

技術資訊。 

第三節  相關制度的落實與執行 

中國大陸正在走向全面保護知識產權的新時代，學習如何執行自己的知識產

權法，觀察過去近四十年，中國大陸知識產權制度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只是這些

積極的改革仍然沒有像其他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所希望的提供完整的保護。然

而，中國大陸制度現代化正在進行中，其進步是不可低估的37。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大陸開始使其保護知識產權的基本法律體系現代化。

這一努力產生了一系列法規，包括 1982 年商標法、1984 年專利法、1990 年著作

                                                      
37 張乃根（2019 年 9 月 24 日）。中國智慧財產權執法：貿易問題、政策與實踐。知乎。檢自 https://zhua
nlan.zhihu.com/p/83921002（最後瀏覽日：2020 年 07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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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1991 年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1993 年反不正當競爭法、1995 年智知識產

權海關保護條例，與此同時，中國加入了幾乎所有重要的保護知識產權國際條約，

包括 1980 年《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知識產權組織公約）1985 年《保護

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巴黎公約）1985 年《馬德里協定》1989 年的《協定》)、1992

年的《伯恩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和 1994 年的《專利合作條約》。 

為了解決國內法與國際條約條款之間的衝突，中國大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法通則》(《通則》)第 142 條規定，如果中國大陸是條約的締約方或加入國，

任何國際條約都將成為中國大陸國內法。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國大陸僅用十年

時間就完成了一項耗時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法律任務。顯然，保護知識產權已經

成為中國大陸國家政策的優先事項，但是在有效實施之前，法規仍只是法規。 

基本上中國大陸知識產權執法相關的體系和實踐可分兩部分加以討論： 

一、中國基本知識產權執法體系 

在過去這些年當中，中國大陸為實施知識產權法做出了巨大努力。這些努力

分為兩大執法領域：司法和行政，依現況來看這兩種執行機制已逹於發展的中後

階段。 

(一)司法執行 

中國大陸已經建立知識產權糾紛的裁決機制，朝著加強執法邁出的關鍵一步。

中國人民法院一般分為四個庭：(1)民事審判庭，(2)經濟審判庭，(3)刑事審判庭，

和(4)行政審判庭。民事審判庭根據民事訴訟法負責民事案件，包括著作權案件；

經濟審判庭處理經濟事務，負責執行經濟合同法和工業產權法；工業產權法包括

專利法、商標法和不正當競爭法；刑事審判庭對所有刑事案件擁有專屬管轄權，

可根據刑法追究被告侵犯知識產權的責任；行政審判庭根據行政訴訟法處理行政

法規定的所有知識產權案件。 

加強知識產權司法執法的努力，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該審判庭擁有專屬管

轄權所有不涉及刑法或行政法的知識產權案件。實際上，它統一了民事和經濟審

判庭在知識產權事務上的職能。 

多年來中國大陸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廣東、福建、江蘇、海南省高級人

民法院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和高級人民法院所在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也有相

同的設置，這些都是繼日後知識產權法院及法庭的前身。 

除了司法改革之外，所有其他高級人民法院的民事和經濟審判庭以及這些高

級人民法院所在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都設立了特別法庭。他們主要處理版權糾紛

和工業產權案件。這些發展刺激了知識產權訴訟的增加。 

同樣重要的是北京、上海、廣東所有地區人民法院的經濟審判庭內設立了知

識產權法庭。這些法庭處理不涉及刑法或行政法事項的知識產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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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將發展一個獨特的司法系統。最高人民法院至地區人民法院設有專

門審判庭，數十個審判庭將對所有與保護知識產權有關的案件進行統一、專屬的

審判。 

(二)管理資訊 

行政執法比司法執法應用更廣泛。中國大陸的行政系統分為四個不同的領域，

共用對中國知識產權的權力。 

在專利領域，中國知識產權局專利局是國務院的國家行政機關，根據《專利

法》第 3 條，它可以授予專利；此外如果原告不向法院提起訴訟，數百個地方專

利局有權解決專利權糾紛並發布禁止專利侵權的命令，這是專利法的準司法執行；

另在中國海關擁有保護知識產權的特別行政權力，包括專利、商標和著作權的記

錄；涉嫌違反中國知識產權法的進出口貨物調查；扣留懷疑是進口產品的貨物；

為加強行政執法，國務院成立知識產權工作會議（簡稱「工作會議」）。 

工作會議由一名理事會成員主持，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會議負責指

導全國範圍內的知識產權執法工作，儘管中國早期在知識產權執法方面做出了巨

大努力，但執法機制中仍存在許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當時大多數中國大陸的

法官不熟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與國際條約有關的案件。因此，美國對中國大陸

知識產權執法水準不滿意也就不足為奇了。同樣，許多中國大陸的知識產權持有

者也抱怨其權利沒有得到有效保護。 

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並不容易。為了深入瞭解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首先理解中

國大陸為何要實現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及法律如何實施的。 

二、中國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執行實踐 

由於司法執行是最後手段，中國人民法院對知識產權法的執行負有重大責任。

雖然人民法院不按先例處理案件，但個案例法在當前司法實踐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這可能有助於理解中國知識產權法，特別是一些涉及美國的侵犯著作權案件有哪

些未解決的問題。 

中國遵循民法傳統，即法官根據法規而不是判例法來裁決案件。判決通常由

三部分組成：(一)雙方的事實陳述，(二)法官認可的事實，以及(三)關於事實和判

決的法律。中國大陸的法官不像美國法院推理。從美國律師的角度，中國大陸法

院的判決過於具體，因此不能用來預測下一個案件。 

雖然從美國法律傳統的角度來批評中國大陸司法實踐不現實，但應認識到，

法律推理需要法官的法學知識和審判經驗，其中上訴法院的法官，應較有能力依

據法律。而中國大陸的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在法律月刊公布案件，這些案件就如美

國先例一樣，具有指導全國司法執行的作用。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司法專利糾紛案件審判規則，該規則規定專利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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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的確定原則是公平的，因此專利權人應當獲得因侵權而造成實際損失的

合理期限。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是(一)專利權人因侵權而遭受的實際經濟損失，

或者(二)侵權人非法獲得的全部利潤，或者(三)不低於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合理數額。 

中國大陸知識產權保護已開始聚焦四大方向38，針對加大侵權假冒行為懲戒

力度、建設侵權假冒線索智慧檢測系統、完善新業態新領域保護制度，最高人民

法院印發《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一系列有針

對性的創新舉措，明確要求實行知識產權「嚴保護、大保護、快保護、同保護」，

對中國大陸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作出全面部署。分述如下： 

(一)嚴保護：提高違法成本，強化制度約束 

近年來，中國大陸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大。《意見》要求，加大侵權假冒

行為懲戒力度、嚴格規範證據標準、強化案件執行措施、完善新業態新領域保護

制度。學者認為通過強化制度約束來確立知識產權「嚴保護」政策導向，加快修

改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確保了「嚴保護」具有合法性。 

完善新業態新領域保護制度是一大亮點39，中國大陸新業態新領域知識產權

保護存在寬、鬆、軟等問題，例如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業態新領域相關專利申

請的審查標準仍不完善，跨境電商的知識產權保護需要新的規則，對藥品專利保

護需要及時跟進等都是問題。 

(二)大保護、快保護：健全社會共治，優化協作銜接 

通過「互聯網+」對侵權行為即時監測，為社會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維

權管道；2018 年 12 月，38 個部委開展對知識產權（專利）領域嚴重失信行為的

聯合懲戒，使嚴重失信者一處受罰、處處受限，創新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中國大

陸知識產權保護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意見》要求，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建立健

全社會共治模式、加強專業技術支撐40。 

201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發明專利審查週期為 22.7 個月，高價值專利審查

週期為 20.5 個月，商標註冊平均審查週期壓減到 5 個月以內，足見知識產權審查

品質和審查效率進步明顯，亦可看出知識產權的源頭保護加強。 

《意見》要求，優化授權確權維權銜接程式、加強跨部門跨區域辦案協作、推

動簡易案件和糾紛快速處理、加強知識產權快保護機構建設。國家知識產權局已

啟動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護工作，開創地方共同建設知識產權保護中心，為創新

主體、市場主體提供「一站式」知識產權綜合服務41。 

                                                      
38 谷業凱（2019 年 12 月 03 日）。知識產權保護聚焦四大方向（政策解讀）。人民日報。檢自 http://politic
s.people.com.cn/n1/2019/1203/c1001-31486142.html 
39 前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吳漢東的看法。 
40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孫軍工即表示「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應當推動包括政府、權利人、電子商務平臺等

在內的多方主體共用治理資訊和治理技術，以協同共治實現互利共贏。」 
41 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保護司司長張志成表示，保護中心建設可切實解決知識產權維權舉證難、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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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保護：加強國際合作，暢通溝通機制 

《意見》要求，更大力度加強國際合作42、健全與國內外權利人溝通管道、加

強海外維權援助服務、健全協調和資訊獲取機制。「同保護」是對各類主體和個人

實行平等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因訴爭主體的性質、類型、來源、大小而區別對待、

歧視對待；也是對內外資企業、大中小企業、國有集體民營企業，高校科研機構、

非營利組織等市場主體和個人知識產權權益一視同仁的保護。 

專家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

高中國大陸經濟競爭力的最大激勵。隨著一系列創新舉措的落地實施，中國大陸

知識產權保護能力和保護水準將進一步全面提升。 

中國大陸從 2020 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知識產權法庭、北京市高級人

民法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北京市

朝陽區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法

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廣州互聯

網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杭州知識產權法庭、杭州互聯網法院、江蘇省高

級人民法院、南京知識產權法庭、蘇州知識產權法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福

州知識產權法庭、廈門知識產權法庭、武漢知識產權法庭等主要知識產權審判機

構均已努力運作，台灣的智慧財產權工作者亦期待中國版的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即將出現43。 

早在 1980 年代，中國大陸首次制定專利法時，就已經有建立知識產權專責

審判體系的聲音，但直到 2014 年，才真正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

院。不過，這樣的規格離「專責」還是有落差。相較於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或

台灣的智慧財產法院都屬於上訴審的功能，雖然三個知識產權法院都屬於「中級」

人民法院，但管轄的是第一審的知識產權案件；若當事人對於判決不服欲上訴，

依照現行辦法，只能向各省的高級人民法院提起，反而又回到不具知識產權專業

的一般法院當中。 

現行制度的問題，除了審判體系的專業化程度低外，即使最高人民法院也設

有知識產權審判的專庭，但因為審判權過於分散，造成司法審判的標準不一、甚

至地域保護的狀況出現，固然有司法工作者表示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提審，但

                                                      
期長、成本高等問題。 
42 雖然中國大陸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成效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非本國居民知識產權申請量是反映一個

國家知識產權水準的「風向標」，2019 年上半年，國外在華發明專利申請量達 7.8 萬件，同比增長 8.6%，

惟其貿易競爭對手例如美國似乎並不會有相同感受。 
43 北美智權報撰稿人蔣士棋曾預測智財權案件因為技術專業上的複雜度，許多國家都是以專業法院負責

裁判，例如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日本的知的財産高等裁判所、還有台灣的智慧財產法院。中國大陸雖

然在四年前也設了三個知識產權法院，但層級上只屬於第一審；不過，未來這個現象即將改觀：從 2019
年起，中國大陸版的 CAFC 就會開始運作了。蔣士棋（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國版 CAFC 即將出現。

北美智權報，227 期。檢自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mainland/IPNC_1812
26_0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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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上畢竟不多，大多數還是只進行到高院，為了統一法律見解，同時打破地域

保護，在最高人民法院內設立知識產權專屬的上訴機制絕對有其必要性44。 

目前知識產權案件的上訴案件，絕大部分都會由新設立的知識產權法庭審理。

以民事侵權訴訟來說，專業技術型較強的案件，如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技

術類的商業秘密……等案件，都在這個法庭進行上訴；行政訴訟類的確權案件以

及行政查處上訴，還有第一審判決的再審、抗訴，也在收案範圍內。 

根據規定，第一審案件的判決、裁定或者決定，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前作出，

當事人依法提起上訴或者申請復議的，由原審人民法院的上一級人民法院審理；

於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後作出，當事人依法提起上訴或者申請復議的，由最高人

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審理。當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提起上訴的，依

照有關法律規定，上訴狀應當通過原審人民法院遞交。 

新審判制度影響，可能好壞兼有；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產權法庭設立 3 年後，

最高人民法院必須向人代會的常務委員會報告實施情況，屆時又會發生哪些變化，

本研究預期收案範圍會進一步擴大，從目前以專利、商業秘密為主，擴大到所有

類型的知識產權案件。再者，這個掛在最高人民法院底下的知識產權法庭，將會

正式獨立出來，成為名符其實的知識產權上訴法院。 

可以預期的是，當上訴管轄從地方收歸中央後，中國大陸的知識產權司法審

理實務，必然會產生新風貌。從好的方面來看，因為上訴審改由較專職的法官負

責，代表審判專業度也會提高，例如專利案件中，權利請求項的解釋將更為清晰；

相對地，以往高院面對技術性較強案件常常保護不力的現象可望大幅減少，對專

利權人較為有利；不過另一方面，當原本散布在各省的知識產權上訴案件，都得

集中在同一個法庭處理時，勢必拖慢審理速度。換句話說，目前在各個知識產權

法院常見的案件塞車問題，未來到了上訴階段恐怕更加嚴重。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掛牌辦公，統一審理全

國範圍內的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上訴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

法庭的成立，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推進公正司法的重大改革舉措。自成立時起

一年來，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通過切實加強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建設，依

法審結一大批具有重要影響的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大力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不斷推進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尺度統一，為嚴格保護知識產權、服務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營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作出了重要貢獻45。 

                                                      
44 中國大陸的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一則招募知識產權法庭高級法官的公告，但徵求的對象不限於現任的

法官，而是面向整個社會，公開招募具相當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律師或專利代理人，擔任即將成立的知

識產權法庭的審判工作。為了增加吸引力，不但薪資待遇比照同級資歷人員，還端出了允許配偶和子女到

北京落戶的誘因。 
45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2020）。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檢自 http://www.c
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5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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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年度報告，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 2019 年

全年受理各類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 1945 件，其中民事二審案件 962 件、行政二審

案件 241 件、管轄權異議上訴案件 481 件、其他類型案件 261 件。民事二審案件

中，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件 454 件，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件 234 件，確

認不侵權糾紛案件 8 件，專利代理及許可合同糾紛案件 40 件，專利申請權糾紛案

件 9 件，職務發明發明人報酬糾紛案件 7 件，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件 20 件，積體電

路(台灣稱半導體)布圖設計糾紛案件 1 件，技術秘密糾紛案件 12 件，電腦軟體糾

紛案件 142 件，壟斷糾紛案件 9 件，技術合同糾紛案件 26 件；行政二審案件中，

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件 80 件，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件 57 件，

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件 13 件，發明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件

71 件，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件 9 件，其他行政糾紛案件 11 件
46。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積極在最高司法層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

持「高起點、高標準、高水準、國際化」標準，秉持「創新、精進、智慧、卓越」

庭訓，不斷深化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充分發揮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激

勵和保護創新、促進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職能作用，保障和服務國家經濟社會

發展大局，並在知識產權國際司法保護實踐和規則形成中貢獻中國經驗和中國智

慧，努力推動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和治理體系朝著開放包容、平衡有效的方向發展。 

統一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標準，是法庭設立的重要目標。2019年，

法庭立足司法審判職能，依法公正高效審結了一批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

件，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示範作用的標竿性判決，建設實施「統一裁判標準系統

工程」，進一步推動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尺度的統一。 

2019年法庭共受理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1945件，審結1433件，結案率73.7%。

其中，受理民事二審實體案件 962 件，審結 586 件；受理行政二審案件 241 件，

審結 142 件；受理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 481 件，審結 446 件；受理其它類型案件

261 件，審結 259 件。 

                                                      
46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2020）。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檢自 http://
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5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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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1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統計 
 

(一)案件資料統計分析 

1. 案件來源統計分析： 

2019 年，法庭共受理各類二審案件 1684 件。其中，一審法院為中級人民法

院的為 1678 件，占比 99.6%，一審法院為高級人民法院的為 6 件，占比 0.4%。 

 
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2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二審案件中院、高院分布情況 

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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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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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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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案源地區分析，案件排名前十位的分別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376 件）、廣

州知識產權法院（297 件）、上海知識產權法院（143 件）、南京知識產權法庭（107

件）、深圳知識產權法庭（96 件）、寧波知識產權法庭（85 件）、蘇州知識產權法

庭（71 件）、杭州知識產權法庭（70 件）、青島知識產權法庭（67 件）、濟南知識

產權法庭（53 件）。上述資料大致反映出技術類知識產權糾紛在全國的分布情況，

並表明：越是經濟發達地區，涉技術類知識產權的經濟活動越活躍，相關糾紛也

越多。 

 
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3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二審案件前 20 家法院、法庭

分布情況 
 

2. 案件類型統計分析： 

在法庭受理的 962件民事二審實體案件中，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 454件，

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 234 件，涉電腦軟體糾紛 142 件，涉專利代理、許可合同糾

紛 40 件，技術合同糾紛 26 件，涉植物新品種權糾紛 20 件，涉技術秘密糾紛 12

件，涉壟斷糾紛 9 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權屬糾紛 9 件，涉確認不侵權糾紛 8

件，涉職務發明人報酬糾紛 7 件，涉積體電路布圖設計糾紛 1 件。其中，占比較

高的糾紛類型分別為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47.2%）、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

（24.3%）、涉電腦軟體糾紛（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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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4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民事二審實體案件 

 

在法庭受理的 241 件行政二審案件中，行政授權47確權類案件 230 件，行政

處罰類案件 7 件，其他行政案件 4 件。在行政授權確權類案件中，發明專利權無

效行政糾紛 80 件，發明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 71 件，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

行政糾紛 57 件，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 9 件，外觀設計專利權無

效行政糾紛 13 件。其中，占比較高的糾紛類型分別為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

（33.2%）、發明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29.5%）、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

糾紛（23.7%）。 

以發改方式結案的為 92 件，發改率為 7.8%。法庭發改的 92 件案件中，民事

二審實體案件 66 件，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 21 件，行政二審案件 5 件。 

 

                                                      
47 中國大陸把官方審查專利、商標申請案後，決定給予專利權、商標權時，稱之為「授權」（授予權利之

意），此與我國所稱之「授權」名實意異，中國大陸對英文所稱之 License 則譯為「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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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5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行政二審案件 

3. 裁判結果統計分析： 

2019 年，法庭共審結二審案件 1174 件。其中，以維持原審裁判方式結案的

為 731 件，以撤訴方式結案的為 280 件，以調解方式結案的為 71 件。 

 

 
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6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審結二審案件統計 
 

在法庭審結的 586 件民事二審實體案件中，以維持原審裁判方式結案的為

236件，以撤訴方式結案的為 213件，以調解方式結案的為 71件，調撤率為 48.5%，

以發改方式結案的為 66 件，發改率為 11.3%。 

在法庭審結的 142件行政二審案件中，以維持原審裁判方式結案的為 126件，

以撤訴方式結案的為 11 件，以改判方式結案的為 5 件，改判率為 3.5%。 

在法庭審結的 446 件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中，以維持原審裁判方式結案的有

369 件，以撤訴方式結案的有 56 件，以撤改方式結案的有 21 件，撤改率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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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7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審結的民事、行政及管轄權

異議二審案件統計 
 

4. 審理週期統計分析： 

2019 年，法庭二審實體案件平均審理週期為 73 天，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平

均審理週期為 29.4 天。法官人均結案 39.2 件。 

 

 
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8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二審實體案件平均審理週期

統計 
 

5. 涉外、涉港澳臺案件統計分析： 

2019 年，法庭共受理 174 件涉外、涉港澳臺案件。其中，民事二審實體案件

50 件，行政二審案件 52 件，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 71 件，其他案件 1 件。按地域

統計，涉歐盟國家 75 件，涉美國 54 件，涉日本 15 件，涉韓國 4 件，涉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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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各 2 件，涉澳大利亞、南非各 1 件，涉港澳臺 20 件。法庭共審結 98 件涉

外、涉港澳臺案件。其中，審結的實體案件為 35 件，外方當事人勝訴（包括部分

勝訴）21 件，港澳臺方當事人勝訴 3 件，內地當事人勝訴 11 件。 

 

 
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年度報告（2019）(詳參註 45) 

圖 2.9  2019 年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涉外、涉港澳臺案件統計 

(二)案件特點分析 

1. 整體案件特點： 

2019 年，法庭審理的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在整體上具有以下特點：涉及技術

領域廣，社會影響大，程式交織案件多，審理週期短，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的合

法權益，加大司法保護力度的導向明顯。 

(1) 涉及技術領域廣：當事人訴請保護的知識產權類型涵蓋了醫藥、基因、通

信、機械、農林業等諸多與國計民生、前沿科技、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領

域。 

(2) 案件社會影響大：一是案件涉及的知識產權市場價值較高，權利人一審主

張侵權賠償額超過 1000 萬人民幣的案件有 17 件，超過億元的有 3 件；二

是案件涉及標準必要專利、醫藥專利等前沿科技和國計民生，社會關注度

高。 

(3) 程序交織案件多：法庭受理不少競爭性互訴案件，當事人在不同法院相互

提起多個民事、行政訴訟，涉及不同審級、不同程序的關聯案件多。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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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審理程序、裁判尺度、統籌調解等多方面著手協調處理，成效較好，2019

年審結的二審案件調撤率達 29.9%。 

(4) 案件審理週期短：由於民事與行政程序交織、技術事實查明難度大等多方

面因素，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週期一般比較長。法庭 2019 年審結

的二審實體案件平均審理週期僅為 73 天，技術類知識產權維權週期長的

問題得到有效改善。 

(5) 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庭受理的涉外、涉港澳臺案件占比

8.9%，有部分案件屬於當事人之間跨國訴訟的一部分，與國外專利侵權訴

訟相互影響。法庭堅持對中外各類市場主體的知識產權依法一視同仁、平

等保護。 

(6) 加大司法保護力度的導向明顯：運用誠信訴訟機制，在拒不履行文書提出

命令、故意毀損被保全產品等情形下採取不利於該行為人的事實推定。在

審結案件中，權利人勝訴案件占比 61.2%。 

2. 專利民事案件特點： 

法庭審理的專利民事案件具有以下特點： 

(1) 以權利要求解釋與等同侵權判定為主要爭議的案件較多。權利要求解釋關

係到專利權保護範圍的確定與侵權比對的結果，法庭通過個案裁判在功能

性特徵的認定標準、主題名稱對權利要求保護範圍的限定作用、捐獻原則

的適用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索。多起案件涉及等同侵權判斷問題，如何在

維護權利要求公示作用的同時，給予專利權人以公平保護，成為案件審理

的難點。 

(2) 合法來源抗辯、現有技術抗辯、先用權抗辯為最常見的抗辯事由。提出合

法來源抗辯的案件占比最大，爭點多集中在舉證責任的分配、免除賠償責

任的範圍等方面。現有技術抗辯的提出較為隨意，當事人在二審程序中才

首次提出該抗辯的案件佔有一定比重。 

(3) 具有商業維權色彩的關聯案件佔有一定比例。此類案件表現為權利人以同

一專利在全國各地進行批量商業維權，所涉專利多為未經實質審查的實用

新型專利，被訴侵權人多為居於商品流通環節下游的小型銷售商。 

3. 專利行政案件特點： 

法庭審理的專利行政案件具有以下特點： 

(1) 涉發明專利、涉高新技術領域的案件多。三種專利類型中，最具技術含量

的發明專利的案件數量，在無效宣告和駁回復審案件中均居於首位，體現

了創新主體和相關公眾對專利價值的重視。在技術領域方面，機械領域的

案件總數最多，但在無效宣告案件中，電學領域與機械領域的案件數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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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其中不乏通信技術、電腦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糾紛。化學領域的無效

宣告案件雖總體數量不多，但普遍集中於醫藥、生物技術等重要產業領域。 

(2) 多數案件以創造性48判斷為主要爭點。涉及創造性判斷的案件共 92 件，在

審結的專利行政案件中占比約 70%；在撤改一審裁判的案件中，涉及創造

性判斷的占比 80%。法庭在該類案件的審理中，注重通過「三步法49」判

斷非顯而易見性，規範商業成功因素等輔助判斷的適用，對化合物藥物新

晶型、涉保藏生物材料等類型發明的創造性判斷進行探索，確保真正有價

值的發明創造依法獲得保護。 

(3) 駁回復審案件中自然人作為申請人的案件較多。在審結的 57 件專利駁回

復審案件中，自然人作為申請人的案件占比 75%以上，絕大多數因不具備

創造性、少數因不具備實用性或不符合授權主題而被駁回。因錯誤理解專

利行政訴訟起訴期限的計算方式而導致起訴不予受理的 10 件案件中，申

請人均為自然人。 

以上是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資料的

統計分析，我們可從上開各種不同的數據，得悉司法機關對該類裁判所做出的貢

獻；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亦在 2020 年 6 月中旬對商業秘密案件審理時，若干應由

下級人民法院遵循之意見提出徵求意見稿。茲試將其就《關於審理侵犯商業秘密

糾紛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50之內容提出（請參附件

四），或亦可供我國的法院（特別是辦理智慧財產案件的法官）之參考。 

最高人民法院期待社會各界在 2020 年 7 月給予回復意見51，俾供納入初稿彙

整研究後公布供各級辦理商業秘密案件的人民法院及訴訟當事人、訴訟代理人參

考，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檢察院每次發布類似注意事項或若干解釋，在

我國的司法機關來看似不指導判決而有干涉審判之嫌，惟在實務觀點來看，其供

審判員參考後，對營業秘密案件中各類不確定法律概念，應確有去除隱晦不明統

一法律見解之功能，仍極有參考之價值。 

                                                      
48 中國大陸專利法三性中對 non-obviousness 譯為「創造性」，我國則用「進步性」或「非顯而易知性」「非

顯而易見性」稱之。 
49 在中國大陸專利實務中，三步法作為判斷發明是否具有創造性的有效工具而被普遍採用。在《專利審

查指南》中規定了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相對於現有技術是否顯而易見的三個步驟。步驟 1：確定最接近的

現有技術﹔步驟 2：確定發明的區別特征和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步驟 3：判斷要求保護的發明對本

領域的技術人員來說是否顯而易見。在實際工作中，爭議最多的部分莫過於步驟 2，即確定發明的區別特

征和發明實際解決的技術問題。中國知識產權報（2018 年 11 月 14 日）。創造性判斷中如何准確適用「三

步法」。檢自 http://ip.people.com.cn/BIG5/n1/2018/1114/c179663-30400690.html 
50 最高人民法院（2020 年 6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

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檢自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35071.html 
51 最高人民法院為進一步提高司法解釋、司法政策品質，根據工作安排，針對上開事項請社會各界人士

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前，通過信件（包括中國郵政 EMS）或者電子郵件方式提出修改意見。信件請寄：

北京市東城區東交民巷 27 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郵編 100745。電子郵件請發：spcip2020@1
63.com（請在信封或郵件主題注明「徵求意見回復」）。檢自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3507
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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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中科技戰對科技創新與智財保護的影響 

近年來美中科技戰爭，國內外專家學者幾乎一致認為是兩國科技創新及智慧

財產的競爭問題。而科技創新及智慧財產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影響的層面非常

深遠，除了科技產業鏈受到震盪以外，全球的主要經濟體都必須重新調整政策，

擬定因應策略。 

在擬定因應策略、調整政策、修訂相關法律之際，必須充分了解兩國競爭可

能的情境及其中最重要的關鍵要素。可以預見的將來，兩國競爭會是長期而多變，

隨著情境的變化，政策和因應也需要不時調整。 

美中貿易及科技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以下幾個關鍵因素：科技創新能力、智慧

財產的數量與品質、研發成果的保護和應用、企業升級和商業模式調整，再加上

人才培育和引進及外在環境變化（如天災、政治選舉）等六大關鍵因素。前面四

個因素有價值鏈的順序，互相牽連缺一不可。其中智慧財產的品質具體彰顯科技

創新能力，並是促進產業升級及新創公司成敗的基礎。無論是獨角獸公司的形成，

或是國際技術標準的參與和制定，智慧財產的品質和應用程度是重要關鍵。 

高科技人才的培育及引進，各國政府及重要企業莫不全力以赴。政府選派留

學生，吸引國外人才回國（如2008年中國大陸延攬高階人才的千人計畫52）。為吸

引人才，高科技公司提供各種實質誘人條件，政府提供減稅、住房等優惠政策。

另一方面是透過不同的政策和措施防止人才的出走。 

外在環境的重大變化，如重大災害、戰爭、油價波動等亦是重要關鍵因素。

這些情況，上者影響股市重大變化、經濟蕭條、政府政權轉移，下者造成企業破

產及生命財產重大損失。此次COVID-19的重大災情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災害應變

因素在短期內成為最重要和最優先的變數。 

美中兩國在六個關鍵因素中各有優勢，此次COVID-19的疫情也證明兩國必

須互相依賴彼此取長補短。美國擅長創新、創業，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健全，科

技人才濟濟。中國則專利數量全球第一，製造業領先世界，幾乎控制了美國的醫

療保健系統，在醫療器材、藥品原料市場占據主導地位。 

短期内，美中兩國任何一方都無法取得壓倒性的勝利，長期的協商、妥協、

邊談變打、既競爭又合作，將會是常見的情境，也是對雙方和其他國家較能接受

的模式。 

第一節 美中科技戰之本質：科技與智財之競爭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對於美中間的貿易逆差極為不滿，大動作發動關稅課

徵制裁中國大陸，美中科技戰之起因，較淺層之因素為中國大陸國家對於私人企

                                                      
52 昔日高調引人才 中國千人計畫幾乎銷聲匿跡（2020 年 5 月 6 日）。中央社。檢自 https://udn.com/news
/story/7331/454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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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補貼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情形、以市場換取技術之強迫技術轉移、以及對智慧

財產保護之不足。然而，更深層探討其中之原因，便是國防安全、科技發展的考

量，為取得技術規格制定的主導權，維持科技領先優勢地位，美國採取此「貿易

戰」之手段減緩中國大陸之發展及崛起。 

美國華頓商學院（The Wharton School）院長 Geoffrey Garrett的見解53亦是如

此，在知識經濟的環境中，擁有世界主導權的國家是創新、創意、科技在前端的

國家，未來掌握科技、創新發展趨勢始能建構足夠的經濟強權引領其他國家，一

旦看透大豆、鋼鐵、太陽能板關稅課徵的煙霧彈，不難看出實際上美國欲打擊的

是中國大陸的電子汽車、自駕車、人工智慧等產業，中國大陸的科技水準可能仍

比不上美國，但是，他的優勢在於能夠集結資源，快速扶植、規模化培養其欲扶

植的產業，近年來驚人的成長，讓美國不得不有所行動，然而，無論所謂「貿易

戰」或是「科技、創新、智慧財產的戰爭」誰勝誰敗，事實上，世界皆受惠於科

技的創新及突破，因此，將美中間的競爭描述為「貿易戰」無法準確形容背後兩

強國爭奪世界霸主地位的思維模式。 

美國駐中國大陸大使Gary Locke於Discovery的訪談54中亦表示，中國大陸對

於外資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像是須有中國大陸之合作夥伴才能

於中國大陸設立公司、在合作關係結束之後由中國大陸之合作夥伴取得美國的技

術繼續發展，這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限制、藉此取得美國的技術、對於智慧財

產尊重不足的作為，皆是美國面臨與中國大陸合作的挑戰。然而，藉由課徵關稅

展開貿易戰之作法，並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可能造成美國終端消費者的

負擔，也造成其他國家不願意一起抗爭的原因。較不反傷美國經濟的做法應為聯

合其他國家要求中國大陸重視這些不公平競爭、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之問題，或

是要求中國大陸如阿里巴巴等大公司在美國設立公司時，也必須有一個美國之合

作夥伴才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在全球化的供應鏈中，各個國家各司其職已達經濟

互惠、最高效率的分工模式，彼此依賴程度、互補性高，故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

係事實上已密不可分，關稅課徵的做法只會造成雙邊之損傷，又無法真正解決美

國與中國大陸合作所面臨的問題。 

綜上所述，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合作的挑戰為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規範嚴格、

中國大陸以市場換取技術之作法、對於智慧財產之保護不足等問題，而以課徵關

稅、開啟貿易戰之手段並無法解決當前之問題，美中貿易戰之本質，並非以報復

性關稅平衡競爭，而是有更深一層之較勁意味，包含科技創新之競爭、智慧財產

保護、貿易之出入超平衡的不公平競爭、競逐世界強權的地位等。 

                                                      
53 Geoffrey Garrett (2018, April 09). Why the U.S.-China ‘Trade War’ Is Really About the Future of I
nnovation. Knowledge@Wharton. Retrieved from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u-s-china-trad
e-war-really-future-innovation/ 
54 Gov. Gary Locke, 21st Governor of Washington, 10th U.S. Ambassador to China (2019, October 14.).
 Discovery Podcast, season 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aw.uw.edu/news-events/discovery/season-2/mad
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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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創新之競爭 

美中雖於2020年1月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再繼續增加新的關稅課徵，但

部分加徵關稅仍保留，2月又曾一度傳出川普總統擬禁止奇異公司將其與法國合

資生產的噴射機引擎出口交付中國大陸，因此一噴射機引擎被中國大陸用於研發

其國產客機之引擎，然而，美國企業本身將受創，且認為逆向工程重製引擎並非

容易之事55，其中彼此利益拉扯、科技戰更是越演越烈，再次驗證此貿易戰並非

僅為關稅加徵之問題，即便是達成貿易協議，仍以其他形式及手段從中展現美國

阻撓科技輸出至中國大陸。 

科技產品既為最大的爭執核心，5G、AI、生技、醫藥等高端技術皆成為兵家

必爭之地，美國以國家安全之名義禁用華為，又對英國、法國施加壓力要求一同

禁用華為，可知5G技術的重要性。又據2020年COVID-19疫情觀之，各國爭相研

發疫苗，儘管許多領袖暢談全球合作，但最先研發出疫苗的國家不僅可以讓人民

免受COVID-19病毒之威脅，也會因為人民率先回到工作崗位而取得經濟上的優

勢，進而增強其科技實力和全球影響力56。COVID-19基因序列在2020年初公布後，

各國生技業即前仆後繼投入疫苗研發，爭取最快在2020年底前完成最後階段臨床

測試，搶得可靠安全有效疫苗的上市先機。據《紐約時報》疫苗追蹤表，目前全

球共有44支疫苗正進行人體測試，其中9支正進行第3階段臨床測試（有3支來自中

國大陸），在動物實驗階段的疫苗則有92支。而2020年5月在國家利益至上的思維

下，川普總統傾盡全力投入「急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開發計畫，

結合了藥廠、政府機關和軍方的力量，全球進入3期臨床試驗的疫苗中，有3支來

自大陸。中國國藥集團子公司中國生物，與中國疾控病毒所協力研發疫苗，在7月

獲北京當局批准投入緊急使用，至少已有數十萬人接種這支候選疫苗。另外2款為

中國科興中維生物和中國醫科院的滅活疫苗，及中國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康希諾

生物公司合作疫苗。研發疫苗成為重要的競爭項目，美中的戰場從貿易、5G資通

訊業一路延伸至生物科技的觸角，誰在此戰役中勝出誰就展現出其主導能力的強

度。 

美國真正所欲控制的是兩國技術之間的流動，當美國認知到其創新、創意、

技術一點一滴地流向中國大陸，且由中國大陸政府的力量快速地發展技術、技術

規模化，並擁有強大完整的生態系支撐，讓美國備感威脅其對於科技的主導優勢

                                                      
55 季晶晶（2020 年 02 月 16 日）。美擬禁賣飛機引擎給中貿易戰線延長。聯合晚報，A5 版。 
56 蔡鵑如（2020 年 10 月 13 日）。全球疫苗競賽 9 支進入第 3 期臨床試驗。中國時報。檢自 https://www.
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013000508-260114?chdtv。 
田思怡（2020 年 05 月 09 日）。美中上演疫苗大戰！比誰先開發出新冠疫苗川普恐會輸。聯合報。檢自 h
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4551753。 
陸 4 款新冠疫苗 同步進行臨床三期（2020 年 10 月 21 日）。大愛電視。檢自 https://tw.news.yahoo.com/%
E9%99%B84%E6%AC%BE%E6%96%B0%E5%86%A0%E7%96%AB%E8%8B%97-%E5%90%8C%E6%A
D%A5%E9%80%B2%E8%A1%8C%E8%87%A8%E5%BA%8A%E4%B8%89%E6%9C%9F-110555281.htm
l。 



美中科技戰發展情境分析與我國產業政策之挑戰 
 

50 

將漸漸變弱。 

二、智慧財產之保護 

從「中國模式」57的角度觀之，當其他國家聚焦於其低廉的人口紅利、經濟上

的表現，往往忽略中國大陸的競爭優勢並不僅僅來自於勞工成本、廣大市場的優

點，其實也來自於政府掌握大量資源全心投入產業，又結合民間的創新、市場經

濟的效率機制，使得產業可以越推越廣，從山寨、仿冒、抄襲，已演進至可自我

創新發展、建立品牌，當其他國家持續低估中國大陸的學習力，短視地著眼於成

本考量，便忽略對於智慧財產之保護，不知不覺間，中國大陸已經「學走」很多

知識。 

美國於此戰之初即表明其訴求之一，便是要求中國大陸做一個結構性的改變，

其中包括取消技術移轉的相關具體措施、停止智慧財產權的偷竊行為、加強智慧

財產權的執法58，由於科學技術之智慧財產保護主要以專利及營業秘密之型態呈

現，成為以科技為核心議題的戰爭，也因此專利與營業秘密之制度建立在實務上

顯得格外重要。中國大陸在幾次之修法過程中，也已漸漸往國際標準靠攏。 

三、貿易出超、入超之平衡 

根據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提供之「美國市場貿易總額前30大國家之進出

口排名及市占率」資料報表59，可知美國自2011年以來對中國大陸之出口金額皆

遠低於進口金額，2018年美國市場貿易總額中國大陸占排名第一，中國大陸貿易

總額6,595億美元貿易中，從中國大陸進口到美國金額為5,392億美元占貿易總額

約82%，出口金額為1,203億美元占貿易總額約18%，貿易逆差數字約近4,200億美

元，此一數字不容小覷（2018年挪威的國民生產總值為4,342億美元）。自1985年

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赤字開始飆升，長期皆處於入超之狀態，使美國意識到中國

大陸之再崛起來得又快又急，將影響至美國為貿易核心的地位，為平衡貿易逆差

的狀態，祭出加徵關稅的做法，依2019年及2020年1-8月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市場

貿易總額中國大陸已掉至排名第三。 

智慧財產權、科技競爭與其他結構性之問題為貿易戰核心，因此，關稅加徵

之目的不只是要達成平衡出超、入超，甚至是作為一個手段達成其他核心爭議之

訴求。川普總統僅將貿易逆差視為一個觸發點，引爆美中科技戰爭，此做法所欲

達成之目的涉入一些政治考量因素、經濟因素、談判籌碼，然而，加徵關稅是兩

敗俱傷的做法，連帶影響其他在產業鏈、價值鏈中之國家。雖然此一作法的確於

2019年達成美國縮減對中國大陸貿易逆差的效果，但是，同時也會造成貿易及投

                                                      
57 石齊平（2020 年 02 月 22 日）。西方的失勢。中國時報，A15 言論廣場。 
58 有關於中國大陸之智慧財產法制規範，可參見本研究第二章。 
59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美國市場貿易總額前 30 大國家之進出口排名及市占率」資料報表。檢自 https://
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376&pid=516589&dl_DateRange=all&txt_SD=&txt_ED=&txt_
Keyword=&Page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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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活動之減少、經濟成長趨緩或衰退、成本轉嫁於消費者的不利益，在這樣的關

稅戰爭中，可謂沒有贏家。 

圖 3.1  2011-2019 美國對中國貿易之貿易金額60 

四、移民政策之限縮 

川普總統於2016年前競選總統時，即以支持合法移民、打擊非法移民為政策

主軸之一，包含「全面保障邊境安全」以及「吸引最優良之人才」兩大部分，不

僅宣稱要修復、築邊境牆，也嘗試推廣將受過良好教育、英文口說能力佳的年輕

人留在美國，而不再以與美國公民有親屬關係之申請人為優先的移民制度。 

各項保守的移民政策包括對部分穆斯林國家之旅遊禁令、取消歐巴馬時代的

「夢想生」計畫、築牆政策、取消綠卡抽籤制度及嚴格審查外國人工作簽證等61。

這些政策希望排除需要依靠公共福利的「窮移民」，將職業移民的配額增加，歡迎

優秀留學生、工程師、科學家等高技能移民，更歡迎「有錢人」來美投資。在加

強非法移民執法、限縮外籍人士的合法移民資格限縮政策之後，只有持續不斷地

縮緊移民政策之趨勢，為了不讓涉及社會福利之移民成為政府負擔，而祭出「領

福利不給綠卡」的政策等，使得在36個月內、接受一個或一個以上公共福利超過

12個月的「公共負擔」無法取得永久居留資格。2020年因為COVID-19疫情影響，

川普總統更是發布行政命令，暫時禁止外籍人士取得綠卡，雖然此禁令有效期僅

60天，為因應COVID-19流行而實施之措施62。上述所有移民政策之限縮，皆可能

                                                      
60 自行根據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提供之「美國市場貿易總額前 30 大國家之進出口排名及市占率」資

料報表所彙整之曲線圖。 
61 洪聖竣（2018），保守主義浪潮下的美國夢，國際行腳，2018 年 2 月。 
62 王芊淩（2020 年 04 月 22 日）。川普宣布「60 天移民禁令」！重要醫療資源給美國國民。Heho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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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中國大陸移民進入美國、影響高階人才之培育與引進。 

五、經濟永續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為了經濟永續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並持續引領世界、鞏固領導地位，川普

總統的經濟政策方向包含減稅、減少聯邦政府的管制措施、降低能源成本及消除

貿易赤字，他認為經濟低度成長是因為稅負負擔過重、管制過多，且中國大陸政

府非法補貼政策的產品大量湧入美國，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更進一步擴大貿易赤

字63。在降低稅率的情況下，企業不必被迫往海外投資，且將製造業引流回國可

以創造本地的工作機會，重新擬定自由貿易協定也可以達成減少貿易赤字的目標。

川普將COVID-19疫情之前之股票指數作為其政績的成果，2020年2月19日納斯達

克綜合指數開盤最高為9,817.18點64、道瓊工業指數開盤最高為29,348.03點65，皆

為歷史新高，成功創造經濟永續發展的榮景。 

COVID-19疫情發生後，美國各大指數皆跌回，2020年4月失業率大增至3650

萬人失業，失業率攀升至14.7%，創下二戰之後的紀錄，此一現象，有人樂觀預測，

雖然失業人口高，但是配合解除封鎖、經濟重啟，就業市場景氣會升溫；然而，

亦有人保守預期即便解除封鎖、經濟重啟，美國經濟前景仍應保守估計，恢復經

濟榮景可能需要更長一段時間66。 

六、美國總統選舉 

2020年川普總統面臨連任競選壓力，必須有所作為及成果展現。美國選民無

論是支持民主黨或共和黨，皆傾向抗衡中國，是兩黨一致的共識。從美國近年的

策略不難看出，將一切不如意推給中國，即是最佳的策略。 

川普的連任壓力由兩個因素左右，一為COVID-19疫情，二為經濟。川普將矛

頭指向中國，追究中國的責任，對外關注中國政府隱瞞病情、未追究病毒來源，

替美國的損失追討賠償；對內則必須戰勝病毒，實施居家政策、封鎖州市、強力

推動疫苗之研發67。由於疫情導致，居家限制已使得企業出現倒閉潮、失業率攀

升。經濟與疫情的夾攻下，導致川普連任失敗。 

七、中國競逐世界霸主地位 

繼「中國製造2025」之後，中國大陸提出「中國標準2035」計畫68，更將美中

科技戰爭之本質顯現無遺，中國大陸不斷布局一帶一路等，堅定走向美中科技、

                                                      
檢自 https://heho.com.tw/archives/79576 
63 劉錦龍、劉錦添（2016 年 11 月 14 日）。透視川普經濟政策四大主軸。財政金融。檢自 https://www.thi
nkingtaiwan.com/content/5843 
64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檢自 https://hk.investing.com/indices/nasdaq-composite 
65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檢自 https://hk.investing.com/indices/us-30 
66 張詩苡（2020 年 5 月 14 日）。美初領失業金再增 298 萬人 新冠疫情導致 3650 萬人失業。鉅亨。檢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77910 
67 魏碧洲（2020 年 05 月 03 日）。世衛新說法 誰是人類公敵？。世界日報，C5 版。 
68 邱鴻安（2020 年 05 月 03 日）。美國優先 vs.中國自力更生。世界日報，C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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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脫鉤的道路上，大舉推動、投資科技資通訊、AI等產業，以期未來不再倚賴

美國關鍵技術之提供，達到自力更生的目標。 

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始於1953年，此後每隔5年更新一次，每次變革都聚

焦在當時中國大陸官方最為關注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綜觀過去歷屆的5年計畫，政

策出發點多是因應自身內部發展問題，直到「十三五」（2016年到2020年發展國民

經濟的規劃，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外部壓力」在5年計畫的天秤上，才開始占有

較重的分量。69 

中共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簡稱「五中全會」）從2020年10月26

日起舉行四天，聚焦在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

年規劃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對於從2021年到2025年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凝

聚共識，設定目標與執行大綱，並決議交付2021年3月由第十五屆中國全國人大四

次會議表決通過後，成為未來5年中國大陸發展最權威的綱領性文件。會中並提出

「2035年遠景目標」，2020年是中國大陸經濟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里程碑，是鄧小

平改革開放40餘年來最重要的總結成績。2021年中共將慶祝建黨100年的黨慶，前

總書記江澤民任內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第一個100年已在2020年達成全

面奔向小康社會，下一個目標設定在2049年中共建國100年，因此十四五規劃及

2035年遠景目標，與2049年的第二個100年，就形成一體連貫的短、中、長期國家

發展戰略。70短期目標在2025年完成「中國製造2025」計畫；中期目標在2035年，

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長期目標到2050年，把中國大陸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

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71 

「十四五」背後迫切的任務包括：在全球市場萎縮外部環境下，中國大陸必

須集中力量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彌補出口動能衰退。面對美國對中國大陸高科

技產業的打壓，中科院將美國「卡脖子」（喻抓住要害）的清單變成首要的科研任

務清單進行布局，在未來10年集中全院力量，把攻堅任務做好，和十四五接軌；

技術除超算系統（超級電腦）、航空航天外，布局「光刻機（被比喻為半導體晶片

之魂的關鍵設備）國家隊」，啟動新賽局力拼「第三代半導體」72。擴大金融業開

放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負面清單」（Negative List，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是國際通行的外商投資管理辦法，投資領域的黑名單）提早淨空，大開外資方便

                                                      
69 習近平逆襲美國 5 年大計。今周刊，1245 期，76-89。 
70 工商社論》剖析大陸「十四五規劃」的經濟發展方向（2020 年 10 月 27 日）。工商時報。檢自 https://w
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01027000141-262113?chdtv 
71 經濟日報社論／從十四五規劃 看「中國製造」雄心（2020 年 10 月 28 日）。經濟日報。檢自 https://ud
n.com/news/story/7338/4968874 
72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與第一代半導體材料矽（Si），和第二代半導體材料砷化鎵（GaAs）相比，第三代

半導體材料（也稱為寬能隙半導體材料）的碳化矽（SiC）或氮化鎵（GaN）具有更好的物理和化學特性，

同時具有開關速度快、尺寸小、效率高、散熱迅速…等特性。檢自：https://www.hermes.com.tw/%E7%AC
%AC%E4%B8%89%E4%BB%A3%E5%8D%8A%E5%B0%8E%E9%AB%94%E6%9D%90%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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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門，營造「華爾街東進」風潮，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標準2035」為15年內，成為科技標準制定的計畫。知識經濟的時代下，

誰握有科技、關鍵技術，有能力制定技術之標準的國家取得世界科技發展的主導

權，若無統一之標準將難以達成企業間之分工、合作，例如中國大陸的華為握有

5G技術之許多專利，其他國家或公司將難以在專利迴避設計上避開華為布局之地

雷，但是，5G的基礎建設將影響後續5G的應用，因此，各國又被迫與中國大陸攜

手合作，一旦掌握這樣的技術標準制定權，將擴大影響中國大陸對於世界的控制

力。 

八、外部因素的影響 

除了前述幾項與美中科技戰直接有關的因子外，仍有許多外部因素影響著美、

中及全球的發展，以下僅就2020年較明顯之COVID-19及政治因素簡單說明。 

(一)COVID-19 疫情的影響 

美中科技戰中的意外因子「COVID-19」，猝不及防地席捲全球、增添變數，

根據美國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大學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的紀錄73，截

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為止，全球已累計確診病例 59,128,645 例、死亡人數高達

1,395,658 例，其中，美國疫情仍在快速變化發展中，美國境內確診案例 12,414,292

例、死亡人數 257,651 例，確診及死亡人數排行榜美國均為第一。中國大陸確診

人數為 92,204 例、死亡人數為 4,742 例。 

COVID-19 的出現、川普總統對疫情之忽視及處理不當，不僅僅影響至其競

選連任總統之選票，也影響到民生經濟，失業率恐會飆升，對於後續美中之協議

影響也有待觀察，情勢的變化可能使協議無法達成預期效果。此波疫情正好使川

普總統藉機轉移焦點、將一切責任推給中國大陸，疫情縱為短期事件之影響，卻

難謂無對於長期科技戰之影響力。 

(二)政治變化的影響 

美中科技戰的戰火綿延，除了科技本身的競爭外，國與國間政治變動對於主

政者政策的推動方向也有絕對的影響力。如中國大陸於 2020 年 6 月通過香港《國

家安全法》，此舉造成美、英等國聯名批中，美國採取取消香港優惠地位，不准高

科技技術輸出到香港，並要對國安法草擬執行人員入美簽證有所限制，然香港本

身產業特質主要在服務業、金融業，不是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影響不大，此舉之

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中國也因此欲再對美報復，雙方你來我往，造成本就

敵對的雙方更加水火不容，也讓美中科技戰何時能落幕更難以確定。 

 

                                                      
73 COVID-19 Dashboard by 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SSE)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HU). Retrieved from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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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中科技戰情境因素 

影響美中科技戰的要素有許多，故本節將上一節有關美中科技戰之本質的分

析，歸類要素包括：科技創新能力、智慧財產的數量與品質、研發成果的保護與

應用、企業升級與商業模式調整及外在環境變化之因應等逐一討論，最後再歸納

整理聚焦可能主導美中科技戰爭的面向。 

一、科技創新能力 

科技創新能力為企業發展的重要關鍵，擁有創新的能力才能在所屬領域中持

續引領技術的發展，甚至取得技術領域中的領頭地位可以進一步決定市場未來發

展方向。科技創新之能力為最終左右美中科技戰演變之關鍵因素，尤其科技產業

分工精細且專業，產業鏈遍布全球，掌握關鍵技術的國家將更具影響力。以下就

5G系統、手機、AI、先進製程及設計晶片用軟體等領域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發展情

形分述之。 

(一)5G 系統 

5G產品的運作體系係由基地台（無線接取網路或稱RAN）、核心網路、傳輸

網路、無線網路、應用網路等幾個部份再加上終端設備所串連而成的。其中的基

地台又主要包含基頻單元（BBU：Baseband Unit）、遠端無線單元（RRU：Remote 

Radio Unit，處理射頻電磁波）、網路與天線（Antenna）等四大部份。這部份是5G

運作上很重要的基礎建設，也是一般所稱華為全世界最為領先的部份。有關這個

領域，過往4G技術主要的集成廠商為華為、中興（ZTE）、Nokia、Ericsson，而現

今的5G技術則須再加上韓國三星，韓國的廠商在5G設備上始加入戰局，有策略性

的發展5G74。故5G目前主要集成設備大廠為華為、中興、Nokia、Ericsson、三星，

華為、中興在專利申請數量上皆名列前茅，它們在此領域深耕並佔有一席之地。

反觀美國則是缺乏集成廠商，Cisco主要是傳輸，但是沒有涉入無線傳輸的領域，

雖曾經計劃與Ericsson合作，但沒有成功，因為Ericsson不願意被收購。不過，晶

片領域倒是美國主要的強項，該國有高通、博通、德州儀器等晶片廠商，雖然皆

涉及5G相關技術，但卻不是集成商。 

至於前述的核心網路，也是5G運作上很重要的部份，特別是電信機房，它負

責處理很多方面的運作，例如：使用者是否合法？有無欠繳電話費？帳單金額為

何？資料將轉接至哪個無線網路？手機的網路連結為何？手機如何連結傳統家

庭電話？等。其硬體部分，包括如：CPU（中央處理器）、FPGA（場域可編程邏

輯閘陣列）、DSP（數位訊號處理器）等三個重要的處理器75。這些相關的技術則

                                                      
74 三星聯合 NEC 聯手搶占 5G 市場 進擊華為、中興（2018 年 10 月 22 日）。全天候科技。檢自 https://k
knews.cc/zh-tw/tech/8z9l6zg.html 
75 Hightech（2019 年 1 月 3 日）。處理器的種類：CPU、GPU、MCU、DSP、MPU 各是什麼？｜數位積

體電路 IC 介紹。知識力。檢自 https://www.stockfeel.com.tw/%E8%99%95%E7%90%86%E5%99%A8-cpu-
gpu-mcu-dsp-m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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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於美國的手上，若川普總統禁止英特爾的中央處理器、FPGA以及德州儀器

的DSP出口，則中國大陸短時間內沒有可以派上用場的替代品。目前中國大陸對

於中央處理器的解決方案是改以Risc-V替換，然而此種以自由軟體為基礎的處理

器，短時間仍是無法達到英特爾處理器的效率。有些專家，認為中國大陸在這方

面至少落後美國5年。 

2019年4月3日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委員會（Defense Innovation Board, DIB）

發布了《5G生態系統》，詳細闡述5G對於美國市場綜合重要性。一個月後，美國

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以阻止華為在5G領域的快速發展，而華為在美國極限打壓下

啟動「備胎計畫」，開始尋求可替代美國供應商的方案。76 

另一方面，美國亦積極尋求替代華為的方案，在2020年初定下二項方案，其

一由美國企業出面，希望有機會收購Nokia或Ericsson，以彌補美國通信基礎建設

市場的空白；但Nokia透過協力廠商與金融機構的協助，拉升股價並防止被惡意收

購；Ericsson本身實力還算強勁，沒有給美國留出收購的空間。 

美國其二方案是發展全新的技術，其電信商希望以傳統基地台設備，搭配開

放式虛擬化無線存取網路（Open Virtualized Radio Access Network，簡稱 Open 

RAN）的解決方案77，來平衡成本結構，削弱華為對於全球電信運營商的影響力。

2020年2月5日川普政府召集頂級運營商和技術公司探索開放無線接入網Open 

RAN，與AT&T、戴爾和微軟合作開發5G軟體。5月6日高通、英特爾等31家全球

科技巨頭組成聯盟，呼籲美國建立開放的5G網路系統。 

原本歐洲電信基地台設備市場由華為主導，因華為設備主打高性價比與即時

在地服務，其市占率還高於歐洲本土設備商瑞典Ericsson、芬蘭的Nokia。各國遲

遲無法排除華為電信設備的原因，在於之前4G基地台已使用太多華為設備，若將

Ericsson或Nokia的5G設備套用在華為設備上，技術整合非常複雜、可能需要重新

設計，成本很高。不論是華為、Ericsson、Nokia，其電信基地台設備的網路系統

架構，都是自行設計，不同供應商的設備要整合在一起有難度。加上原本4G基地

台設備投資金額就相當高，如果5G又更換設備供應商，那麼，設備投資成本勢必

進一步拉高。由於每一次行動通訊世代更換都可能會面臨設備系統的整合問題，

因此，如果5G沒有擋住華為，日後要在6G設備排除華為的難度，可能會更高。 

早期整個行動網路建置與大型基地設備都是採用封閉設備，如今為了控制5G

                                                      
76 C 君科技（2020 年 5 月 8 日）。替代華為？Open RAN 究竟是何方神聖，讓特朗普如此青睞。百度。檢

自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
2%3A%22news_9693594780207883146%22%7D 
77 傳統的華為、Nokia、Ericsson 等通信設備供應廠商提供的通信設備，從出廠到搭建都自成體系，相互

之間無法串聯使用，即華為的通信硬體和軟體在 Nokia 網路體系上無法工作，如蘋果手機一樣，從硬體到

系統都來自蘋果自家生產，別的手機廠商用不了。而 Open RAN 模式則像極了小米模式，晶片可以是高

通或聯發科的，系統可以是 Google 的，湊到一起也可以用，減少對供應鏈廠商的依賴性。 
MoneyDJ（2020 年 8 月 25 日）。歐美 5G 導入 Open RAN，新商機 2021 年發酵。科技新報 （TechNe
ws）。檢自 https://technews.tw/2020/08/25/5g-open-ran-busines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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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建設成本，開放架構已經成為電信營運商的新選項。而開放架構的訴求，

就是讓部分產品開放其他業者進入、共同參與基地台建設。例如日本樂天在取得

5G頻段後，已採用NEC設備並加上開放架構來做為整體行動網路規劃。英國

Vodafone也考慮開放架構，並將開放架構用在鄉村地區（因城市已有實體5G基地

台建置，但鄉村建置和維護成本有限），以提高採用開放架構意願。德國電信在柏

林也特別針對開放架構解決方案做認證跟兼容解決方案。美國Dish也宣布要採用

開放架構。AT&T、Verizon針對開放架構亦都有相關布局。對於台灣網通廠商來

說，Open RAN可能是新的機會，78鴻海集團在第五代行動通訊（5G）標準的專利

技術，已經宣告1,465案，全球排名第9，可望搶攻5G開放架構帶來的設備新商機，

並在積極研發6G，為未來做準備。 

不過Open RAN雖可能成為未來無線通訊市場的主流模式，但目前技術尚未

成熟，華為美國市場首席安全官說過，Open RAN新技術相比供應商模式落後2年，

不利於市場對於5G的急切需求。 

美國電信標準組織（ATIS）2020年11月中宣布，蘋果公司加入6G行動通訊技

術標準組織「Next G Alliance」，目前成員由Qualcomm、Facebook、Interdigital、

微軟、美國和加拿大主要電信業者、Google、Intel、Ericsson、Nokia、Charter、

Cisco）、Intel、HP、LG、Mavenir和MITRE等11家知名企業，但華為和中興被排除

在外，主要是受到美方禁令影響。在5G網路技術發展中，由三星、Nokia、LG、

華為、中興等公司的專利數量佔最大比重，並主導5G連網技術規範的發展。美國

政府在2019年新成立的對外金融投資合作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執

行長博勒（Adam Boehler）2020年8月曾指出，美國將透過「跨越式發展」投資6G。

成立6G聯盟是強化美國在未來無線網路技術發展的主導地位，建立完整6G網路

發展藍圖，及制定6G網路使用規範與預算，進而加快技術標準化與商用。79 80 

(二)手機 

手機是中國相較具有競爭力的領域，一般而言，手機裡的元件比起其他伺服

器來說，是較易製造的，中國目前在技術上是達到可以脫離倚賴他人的程度，雖

然高階手機的處理器需要較為先進的製程技術，但是海思、華為都可以自己設計

處理器的晶片81。目前手機處理器是採用ARM的中央處理器82，華為、海思、蘋果、

                                                      
78 蕭君暉（2020 年 11 月 26 日）。創新論壇／劉揚偉：5G 開放架構 帶來新商機。經濟日報。檢自 https:
//udn.com/news/story/7241/5044209 
79 康彰榮（2020 年 11 月 17 日）。美國 6G 大聯盟 華為、中興被排擠。工商時報。檢自 https://www.chin
atimes.com/newspapers/20201117000210-260203?chdtv 
80 楊又肇（2020 年 11 月 17 日）。蘋果、Google 與 Intel 加盟美國 6G 聯盟 預計制定未來發展策略。聯合
新聞網。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086/5020552 
81 唐子晴（2020 年 5 月 4 日）。擊退高通！華為海思手機處理器稱霸中國 晶片大廠掀洗牌效應。數位時
代。檢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7549/huaweis-hisilicon-overtakes-qualcomm-chinas-top-smartphon
e-processor 
82 ARM 最初是英國 Acorn 公司設計的一款低功耗 RISC 微處理器，全稱 Advanced RISC Machine。ARM
處理器擁有體積小、功耗低、成本低等特點，十分符合移動設備以及廉價電腦的需求，用 Acorn 公司自己



美中科技戰發展情境分析與我國產業政策之挑戰 
 

58 

三星、聯發科都買其設計圖來製作晶片。美國可能採用技術含量多寡的手段（微

量原則）來禁止華為、海思採用ARM的晶片，就類似之前美國禁止中國使用

Android系統一般。 

IC設計廠商聯發科在2020年第三季趕在華為禁令生效前擴大出貨，加上中國

手機廠擴大回補庫存，其第三季在中國製智慧型手機的應用處理器（AP）市占率

達44.9％，維持第一大AP供應商地位，高通市占率則為37％，與第二季接近，海

思則是13％（較第二季下滑8.8％）。不過，到了第四季，聯發科受到華為禁令停

供5G晶片的影響，且隨著高通（Qualcomm）高階與低階5G智慧型手機AP皆將量

產出貨，並具價格競爭優勢，市調機構預料，高通第四季在中國的市占率將超越

聯發科。（高通第四季受惠於Vivo、OPPO、小米等為搶攻華為市占而大量採購5G

手機晶片，且高通驍龍875及低階驍龍4350量產時間早於聯發科，兩款手機晶片極

具價格競爭力且性能優於聯發科的天璣1100高階5G手機晶片）。至於美國對中芯

國際嚴加出口管制，但對高通的手機電源管理IC出貨影響不大。83 

(三)AI 

AI是未來很重要的科技，它可能的影響層面非常廣。84依2019年WIPO專利分

析報告研究，AI技術應用領域，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占了三分之一，此

外，49%的AI相關專利都與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相關，另外，成長速度

最快的則是機器人（Robotics）和控制系統（Control Methods）。若就AI的產業應

用領域來看，則依序為電信占15%，交通運輸占15%，生命與醫學占12%，個人裝

置及人機互動技術（Personal Device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占11%，其他

應用的產業則包括：金融業、娛樂業、保全業、工業製造、農業、網路業等。以

現階段來看，自動駕駛技術應該是最接近實用化的部分，且是產業間競爭最激烈

的領域。此外，若就各國主要廠商的發展與應用場域來看，中國大陸的百度公司

專注在深度學習技術上，日本豐田及德國博世（Bosch）公司則專注在交通運輸技

術上，德國西門子、荷蘭飛利浦及韓國三星等公司則專注在生命與醫藥科學的領

域。 

根據有關AI專利申請的統計來看，國家別方面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國大陸及

美國等三國，總計約占了所有AI專利申請案的78%。這三個國家都積極鼓勵AI發

展，投入AI產業應用的資金最豐沛，而且法規上對AI應用也較開放。相較來說，

歐盟對AI應用就顯得較為保守謹慎，專利申請案較少。在中國大陸的申請案，主

                                                      
的話就是「一台售價 500 英鎊的機器，不可能使用價格 100 英鎊的 CPU」。因此 ARM 架構產品被廣泛用

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及各種行業和教育相關產品。Acorn 後來重組為現在 ARM 公司，其核心業務也

從生產晶片及電腦成品，變成 CPU 與 GPU 等相關架構專利授權。檢自 https://kknews.cc/zh-tw/tech/v34gv
2q.html 
83 涂志豪（2020 年 11 月 10 日）。高通、聯發科 爭霸陸 AP 供應商。工商時報。檢自 https://www.chinati
mes.com/newspapers/20201110000234-260204?chdtv 
84 李崇僖（2019 年 10 月）。從專利資訊解析人工智慧創新模式。專利師，第三十九期。檢自 http://lawda
ta.com.tw/File/PDF/J441/A00700039_0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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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中國大陸本身的公司為主，隨著美中貿易戰的持續僵局，有可能出現兩大市

場各自發展的現象（AI科技更為明顯）。85至於廠商方面，則以IBM及微軟兩家公

司申請最多。 

在AI相關企業的購併案方面，有53%是發生在2016年以後，這一點多少顯示

出AI應用是在這幾年才更為確定的趨勢，目前市場上比較大的購併者是美國

Alphabet、Apple、Microsoft等公司。這些購併案大多數是針對新創公司。有趣的

是，這些新創公司並沒有重要的專利資產，具有價值的是人才、數據與營業秘密。

其原因可能在於AI的演算法會持續演變，若想透過專利來保護，恐無法獲得其真

正的價值，反倒是演算法的資料蒐集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部分。86 

自2015年起全球已有超過1萬間AI公司，也吸引37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此次

COVID-19疫情，AI也成為人類對抗病毒的強大武器，它有助於縮減研究時間。顧

問機構Tortoise透過大數據分析，研究全球54個國家或地區的AI競爭力，發布2020

年全球人工智慧指數（Global AI Index87），亞洲共有11個國家上榜，中國大陸以

第2名拿下亞洲第1，台灣則以全球第30名排名亞洲第7（不計中東國家）。Tortoise

以指標分數與國家AI發展狀況，將54個國家分為五個AI發展階段：AI強國、傳統

冠軍、注目新星、萌芽期、初步發展，其中僅有美中被列為AI強國。88 

AI技術上可分成硬體和軟體兩部分來觀察，就發展潛力來說，軟體的部份甚

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為中國大陸近年來培養許多軟體工程師，所以嚴格來說

中國在AI（軟體）方面並沒有落後於美國89。然而，AI也是會需要大量運算的支

援，此一環節又牽扯到CPU（Intel）、GPU（Nvidia）處理器的功能，這一部份則

又是掌握在美國企業手中。若是被美國利用技術含量的方式禁用，則中國發展的

進程將會延後。 

(四)先進製程 

相較於美國與台灣，中國大陸科技創新能力上比較差的是有關半導體先進製

程的部分90，雖然其基礎工業如飛機引擎、火箭、衛星是屬於技術能力佳的領域，

不過這些基礎工業之技術仍與美國有落差。半導體先進製程是台灣最大的優勢，

中國大陸落後台灣至少5到8年，領先的原因包括人才、技術累積、資本投入、商

業模式、與設備商及材料商的緊密合作關係等，才能確保高精度的晶圓廠運作91。

                                                      
85 同註腳 71 出處。 
86 同註腳 71 出處。 
87 Global AI Index。檢自 https://www.tortoisemedia.com/2019/12/03/global-ai-index/ 
88 陳貞樺（2020 年 4 月 20 日）。用 AI 跟死神「抗疫」 台灣實力排名亞洲第 7，我們強在哪？。天下雜
誌，696 期。檢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9902 
89 李開復（2019 年 6 月 20 日）。中國 AI 產業急起直追 美國霸主地位岌岌可危。聯合新聞網。檢自 http
s://udn.com/news/story/12674/3881638 
90 劉佩真（2020 年 1 月 2 日）。國產化拉抬中芯 惟台積電先進製程如虎添翼。工商時報，名家評論。檢

自 https://view.ctee.com.tw/technology/13480.html 
91 整理自附件一座談會綜合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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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美國在此方面亦禁止中國大陸使用含有美國成分之技術，則中國大陸的發展速

度又會更加緩慢。自中國大陸的創櫃板觀察92，中國大陸政府與企業都有意扶植

半導體的設備廠商，其中牽涉到很多的關鍵性零組件，例如精密機械加工、雷射、

EUV等設備廠商。然而，這些關鍵技術並非一蹴可幾，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

開發出來。 

另外，也因為美國封死台積電對華為的五奈米製程晶片出貨之路，可能使華

為的高階手機（需要五奈米級的晶片）成為絕響。半導體五奈米的製程，需要用

到高階的EUV（極紫外光）光刻機，也因此，中國大陸政府把光刻機列為三十五

項被美國「卡脖子」的關鍵技術之首，積極籌組「光刻機國家隊」。高盛證劵特別

關注到中國大陸十四五計畫的半導體相關政策，其2020年7月的報告指出，2025年

中國大陸半導體設備市場規模將達377.4億美元。93 

(五)晶片設計用軟體 

整體而言，雖然中國大陸在某些軟體方面有其相對優勢，然而，在其他的一

些軟體，特別是晶片設計用軟體（EDA Tool）94，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強的公司。

若是晶片設計用軟體遭美國禁用，也會讓中國大陸在晶片設計上卡關。 

從商業模式來看，EDA公司多與晶圓代工廠合作開發先進製程技術，依照製

程別通過代工廠驗證後，EDA公司則可開始接洽客戶，進行設計開發。EDA公司

對於先進製程、PCB、半導體材料、各種新興技術等技術熟悉度都很高，才能提

供客戶完整的系統解決方案。目前EDA市場由美國Synopsys、Cadence、Mentor 

Graphics三家廠商壟斷市占率八成，Synopsys居市場龍頭。EDA產業有三大特色，

包含產業創新力、人才需求高、購併活動興盛等。持續「購併」是擴大市占率與

深化技術層次的關鍵，以Synopsys為例，1986年成立至今陸續購併小型EDA公司、

矽智財公司等不下四十餘家，包含2002年購併當時市占率3名的前達科技（Avant）

正是完整了晶片設計前段到後段的技術，及2012年底購併台灣思源科技（Spring 

Soft），也正是讓台灣少數EDA公司從市場上消失。 

而中國大陸EDA技術實力確實落後國際大廠許多且多為小型業者，僅用於中

低階晶片的設計，以製程來區分，部分成熟產品若採用中低階晶片，且製程為成

熟製程，中國大陸晶片可用自有EDA設計。而高階晶片目前難以自足，技術甚至

落後20年之久。中國大陸半導體廠商透露，在中國非常需要速成、立刻看到成效，

                                                      
92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檢自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xxpl/ 
93 逆襲科技戰 布局「光刻機國家隊」，力拚「第三代半導體」傾注舉國之力，能破「卡脖子」技術難關

（2020 年 11 月 2 日）。今周刊，1245 期，83-86。 
94 EDA 是指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用於晶片設計時的重要工具，設計時工程

師會用程式碼規劃晶片功能，再透過 EDA 工具讓程式碼轉換成實際的電路設計圖，就像是用電腦編輯文

字檔案會使用微軟（Microsoft）的 Word 一樣，EDA 就是開發晶片時 Word，有了 EDA 才有辦法開發晶

片，使用各式工具，以縮短開發時程。 
Money DJ（2019 年 6 月 4 日）。EDA 美國寡占，中國落差 20 年。科技新報（TechNews）。檢自 https://te
chnews.tw/2019/06/04/eda-oligopoly-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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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政府投資的技術項目，因此長時間累積技術的產業相對難發展，加上中國

對於失敗的接受度低，EDA非能立即見效的產業，發展相對緩慢。且中國廠商與

國際大廠的設計平台是否能相容，工程師能否將技術順利轉換與採用，也是未來

能否自給自足的考驗。95 

二、智慧財產的數量與品質 

美中科技戰的本質既為科技創新的競爭，所以如何掌握關鍵技術並以適當的

方式保護以鞏固核心能力與持續發展的優勢，就成為非常關鍵的課題。因此，透

過專利或營業秘密來有效保護智慧財產，就顯得格外的重要。 

2019年USPTO共授予333,530件的專利96。觀察專利申請人的統計，專利數量

最多的第一名是由IBM蟬聯，前幾名皆是耳熟能詳之公司，包含韓國三星、Canon
佳能公司、微軟及英特爾公司等97。 

表 3.1  2019 年申請美國專利數量前 20 名公司98 

排名 公司名稱 專利公告數量 

1 IBM Corp 9,100 
2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6,469 
3 Canon Inc 3,548 
4 Microsoft Technology Licensing LLC 3,081 
5 Intel Corp 3,020 
6 LG Electronics Inc 2,805 
7 Apple Inc 2,490 
8 Ford Global Technologies LLC 2,468 
9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2,427 
10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2,418 
11 Qualcomm Inc 2,348 
12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TSMC Ltd 2,331 
13 BOE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2,177 
14 Sony Corp 2,142 
15 Google LLC 2,102 
16 Toyota Motor Corp 2,034 
17 Samsung Display Co Ltd 1,946 
18 General Electric Co 1,818 
19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AB 1,607 
20 Hyundai Motor Co 1,504 

2018年中國大陸所獲准之公告專利共有240多萬件專利，較2017年的180萬件

公告案大幅增加。從申請日分析2018年所授權公告的專利大多數是2017年所申請

的實用新型或是外觀設計專利，發明專利則多是在2016及2015年所申請的。觀察

                                                      
95 Money DJ（2019 年 6 月 4 日）。EDA 美國寡占，中國落差 20 年。科技新報（TechNews）。檢自 https:/
/technews.tw/2019/06/04/eda-oligopoly-usa/ 
96 2019 Trends and Insigh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ficlaims.com/rankings-trends-2019.htm 
97 2019 Top 50 US Patent Assigne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ficlaims.com/rankings-top-50-2019.htm 
9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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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所有人統計，榮獲榜首的是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國家電網公司，家用電器大

廠美的集團則排行第二，外國公司則以韓國三星集團以及LG集團取得最多的中國

大陸專利99。 

表 3.2  2018 年申請中國大陸專利數量最多前 20 名公司100 

排名 公司名稱 專利公告數量 
1 國家電網 14,080 
2 美的集團 11,043 
3 格力集團 6,174 
4 中國石化 4,777 
5 中國石油 4,531 
6 中治集團 4,452 
7 華為公司 4,017 
8 中科院所 3,959 
9 北汽集團 3,759 
10 京東方司 3,232 
11 三星集團 3,185 
12 清華大學 3,070 
13 樂金集團 2,907 
14 中國鐵建 2,879 
15 浙江大學 2,773 
16 中國建築 2,566 
17 中航工業 2,466 
18 中國中鐵 2,309 
19 小米科技 2,267 
20 騰訊公司 2,253 

2019年4月26日「世界智財權日」，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同步開展「藍天」、「鐵

拳」兩項行動方案，一方面整治不正當專利申請，另一方面加大專利侵權的行政

執法。2019年的多項變革，改變了中國的專利制度與智財行為，讓「重質不重量」

的口號獲得落實。中國大陸在2010至2016年間專利申請規模連年成長，出現連續

7年雙位數成長，但在2019年劃下終點。根據2020年初發布資料，2019年發明專利

申請量為140萬件，比起2018年的154萬件減少了10萬件以上，更是近十多年來的

首次衰退，比率將近10%。101 

在華為的部分，從專利數量的角度觀之，其在5G技術的布局是領先的102。根

                                                      
99 2018 中國專利授權排行榜。檢自 https://synergytek.com.tw/blog/2019/01/02/2018-top-cnipa-patent-assigne
e/ 
100 同前註。 
101 蔣士棋（2020 年 1 月 22 日）。2019 中國專利數據觀察：申請量首次衰退、但行政查處成果顯著。北
美智權報，253 期。檢自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mainland/IPNC_200122
_0802.htm 
102 MoneyDJ（2020 年 1 月 2 日）。全球 5G 專利競賽中國領先，南韓、美國緊追。科技新報。檢自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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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德國專利資料庫公司IPlytics所公布的資料，截至2019年3月止，全球5G標準必

要專利（SEP）申請案中，來自中國大陸企業的件數占了34%；美國則占了13.5%。

若就個別企業所占的比率來看，則華為占了15%；美國的高通與英特爾則分別占

了8.2%與5.3%。從專利數當中，多少可以看出華為的領先狀況。與中國大陸相較，

美國在5G技術發展上有兩大問題，第一為最好用的頻段是軍方使用，但不能於民

用市場上空出來讓美國廠商使用，企業只能開發其他頻段；第二是美國在5G資通

訊上，沒有像華為、Ericsson、Nokia、中興等無線基地台集成設備商。 

三、研發成果的保護和應用 

研發成果的保護和應用關係到國家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及發展策略，研發成

果保護得當，則可以確定核心競爭能力不易被他人偷取或是仿冒，也能透過此能

力創造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而研發成果之運用則與企業營運商業模式有關，適

當的應用可將研發成果轉化成更高的價值。 

不論未來美中是脫鉤抑或合作，專利技術移轉許可的問題將成為連接脫鉤或

是合作的一個紐帶。中國大陸目前在第一階段美中科技戰也簽署了美中貿易協議，

並願意遵守國際規則，此方面可加大智慧財產的重要性。 

四、企業升級和商業模式調整 

美中科技戰對產業與世界經濟皆造成很大的影響，過去幾十年因為全球化帶

來極大的好處，國際經濟體間合作非常密切，資通訊科技產業的供應鏈就是如此，

台灣很明顯受惠於這種正面的影響。美中科技戰可謂美國想要反向操作全球化，

期望藉此扭轉中國崛起的趨勢，卻也因為此一行為，造成了很大的經濟破洞，也

因為它本身還包含了政治的因素，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美中科技戰從大格局來看，美國認為中國已經追上來美國的腳步，故欲遏止

其進步的速度。在遏止的順序上，由於美國判斷中國大陸在人力、物力、財力已

達一定水平，且為世界製造工廠，因此透過加徵關稅展開科技戰的方式將產生幾

個必然結果，其一生產出口降低，其二供應鏈會中斷，因為生產成本提高，若能

成功操作，理論上中國大陸產生金流能力會下降（包含產品賣不出去），下一階段

即可針對科技能力、人才進行阻撓103。 

中國大陸因為科技戰，現階段官方及民間皆達成「什麼都要自己來」的共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晶片，而晶片的發展，不能只有設計，也要有製造。目前大

陸的晶片，有一大部分的製造是來自台灣，若美國斷了台積電的供應，則中國大

陸就需要想辦法自己製造。一些廠商的主要因應方式，是將公司或廠房切割為兩

個或多個公司、工廠，區分成只做美國產品及只做中國大陸的產品兩種，並加以

區隔，有些時候是客戶自己就會提出排他條款的要求。除了工廠依客戶來源分割

                                                      
//technews.tw/2020/01/02/china-leads-in-global-5g-patent-competition/ 
103 整理自附件一座談會綜合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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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有些會依產品輸出地區來做分割，例如：將出口至美國的產品之產線移至

到國外，以避免未來有侵權的問題104。 

五、外在環境變化之因應（如天災、政治選舉） 

價值鏈、產業鏈往往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端看這次 COVID-19 疫情可

知，美中科技、合作關係、產業鏈欲脫鉤是不容易的，美國若是缺少中國大陸的

供給，會導致很多原料的短缺，像是口罩。外在環境變化，如疫情會造成與美中

貿易相互影響，像是藥品、口罩、產品製造都在中國大陸，在國際貿易中，大家

相互依存、互補，又中國大陸是世界工廠，很多產業鏈若因科技戰讓美國國內買

不到民生用品如藥、口罩，就會衍伸成政治危機。雖美中已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但契約簽署的法定效用存在兩種例外情形，其一是天災地變，其二是情勢變更（如

COVID-19 意外產生），美國 COVID-19 疫情如此嚴峻、後續合約的例外情形、天

災或情勢變更、談判籌碼及內容等，都會隨著大環境改變而改變，有關貿易協定

的採購內容也會跟著有所改變（如因應 COVID-19 由採購小麥、大豆變成採購醫

療產品等）。 

美中科技戰將長期持續，且大和解的可能性小，從美國無異議的通過台北法

案的角度觀之，顯見美國對抗中國的決心。從人流、物流、資訊流的角度來看，

兩者合作機率不大，將來的趨勢較有可能為分流，分流之後將各自尋找自己合作

的夥伴。 

第三節 美中科技戰對產業的影響 

美國科技能力整體具領先優勢，一定程度上可掌握美中科技戰的發展方向，

面對「美國行動」上的不確定性面向，美中科技戰可能產生兩種不同的模擬情境，

一為採取溫和抗中的策略，而產生美中雙方科技競合的情境；二為美國採取激烈

抗中的策略，進而藉由科技制裁形成科技脫鉤的局面。此兩種不同的模擬情境對

於產業和智慧財產保護的影響包括：成本增加利潤減少、產業外移或升級、商業

模式轉變、智慧財產制度符合國際標準、掌控關鍵技術參與標準制定、及早全球

布局慎選策略聯盟、高階人才的培育與引進等，以下分別論述。 

一、成本增加利潤減少 

依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於 2019 年提出之《美國對中國關稅的貿易和貿易

轉移效應》報告，報告分析貿易數據後指出，美國加徵關稅後，2019 年上半年中

國對美國的出口額下降了 350 億美元，美中貿易戰對美國消費者的衝擊力度大，

因為關稅增加導致的商品價格上漲絶大部分被轉嫁到美國消費者身上，而中國同

年度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數字不如人意，也佐證了中國經濟受貿易戰衝擊不小這

一事實。美中貿易戰兩敗俱傷，不僅損害了中、美雙方，而且還危及全球經濟穩

                                                      
104 整理自附件一座談會綜合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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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未來的增長105。 

對台灣的企業來說，依據經濟部統計，2018 年整體工廠繳出營業利益 1.3 兆

元，比前一年倒退 5.2%，少賺 726 億元，尤以化學製品業獲利掉最多。主要是

2018年下半年陸美貿易戰興起，導致油價原物料價大跌，造成銷貨與庫存損失106。

另外，依據中華徵信社所公布「2019 年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 TOP 5,000」顯示，

5,000 大企業總體營運在美中貿易戰中爆岀「五壞」受創不輕，包括：營收成長率

為近三年最低、營收成長率連續兩年下滑、營收增加家數創三年新低、獲利呈兩

位數字負成長、營收衰退產業上升近八成107。 

美中科技戰下，全球化的產業鏈都受到影響，不論是加徵關稅或關鍵零組件

進出口受限，已造成明顯的影響，到了最終的消費者市場，仍是要由消費者要吸

收所增加的成本。而對於業者來說，不僅是利潤直接受到影響，因美中雙方時常

會有新的規定、新的限制發布，企業內容光是時時關注、隨時因應，就會增加許

多無形的成本，因此在美中科技戰的持續發展下，面對營運成本增加、營收利潤

減少已是必然的問題。 

二、產業外移及商業模式轉變 

許多國際企業為了避免關稅的影響，企業需重要新尋求合適的設廠地點，像

是越南、台灣、甚至是美國。遷移後要同步重新建立供應鏈或是整體產業上、中、

下游發展環境；又或者企業因為思考重新建構供應鏈時，發現所需之成本、人力

或其他因素造成窒礙難行，此時就需要思考產業升級或是調整商業模式，如本來

以 OEM 為主，則需提升為 ODM 模式以增加自身的競爭力、創造利潤營收，或

是本來有些企業決定移回來台灣設廠，但因設廠成本太高，而決定低階技術轉往

他國、而台灣廠只保留高階技術研發為主。 

三、智財制度符合國際標準 

科技創新與發展，若不能搭配合適的智財保護方式，很容易就會流失競爭優

勢。美國在科技戰中要求中國必須在加強專利法與營業秘密法的修法，以與國際

標準接軌，也是著眼於此。 

面對國際市場愈加競爭，仿冒、山寨產品愈來愈難以生存，企業在科技發展

的過程中更需要做好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管理。對於如專利、營業秘密等之法律

規定、各國執行方式都要有所了解，除了符合當地規定外，更需要能與國際的法

規相融合，促使企業所建立的保護與管理機制更能符合國際標準，才能真正讓企

                                                      
105 BBC（2019 年 11 月 8 日）。中美貿易戰至今誰輸誰贏 聯合國報告有說法。檢自 https://www.bbc.com/z
hongwen/trad/world-50344546 
106 王玉樹（2019 年 11 月 30 日）。工廠獲利年減逾 5％ 少賺 726 億。中國時報。檢自 https://www.chinat
imes.com/newspapers/20191130000521-260110?chdtv 
107 陳怡慈（2020 年 7 月 1 日）。CRIF 中華徵信所：美中貿易戰下 5,000 大企業爆「五壞」。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671292?from=udn-ch1_breaknews-1-0-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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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夠走向國際市場，與其他競爭者抗衡。 

四、掌控關鍵技術參與標準制定 

華為在 5G 通訊的標準著墨很深，其專利數量或市占率都排名全球第一。據

市場調研機構 Dell'Oro 報告指出，2020 年第一季在全球 5G 通信設備市場中，華

為以 35.7％的市占率排名第一。另一方面，研究公司 Iplytics 發布的報告也顯示，

華為是目前全球擁有 5G 專利數量最多的公司，共有 3,147 項 5G 專利，約占比

15.5%，其次是三星電子，共有 2,795 項 5G 專利，排名第三的是中興通訊，擁有

2,561 項 5G 專利108。 

產業標準對電信公司意義重大，業者爭先恐後想讓自己的專利技術被認定是

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的。美國商務部把華為打入「黑名單」後，美國一些科技公

司的工程師就不再參加與華為的合作、發展下一代 5G 網路標準，因為不確定哪

些技術和資訊可以與華為分享，然而這卻可能使美國陷入某種競爭劣勢，因為美

國工程師在標準制定會議上缺席，使華為取得更大的發言權。在這類會議中，與

會專家研商發展通訊協定和技術規格，好讓不同廠商製造的設備能彼此互通、使

運作更順暢109。 

因此產業在技術發展上，最好能掌控關鍵技術，取得專利。除此之外，只有

專利還不夠，更需要從一開始就打造優質專利，如能利用機會參與標準制定，將

自己的專利推動為標準必要專利更佳，才可樹立技術的不可取代性，並在激烈競

爭中取得話語權。 

五、全球布局與慎選策略聯盟 

美中科技戰持續發展下，產業都將面對目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改變與破

碎化，不論是美國、歐洲、中國大陸都積極在推動各自的技術形成標準，而各個

陣營都有各自的盤算。 

世界的局勢變化莫測，除美中科技戰持續發生外，還有其他不確定的因素交

互影響，如今年全球也面對 COVID-19 疫情所帶來的影響，以及近期香港國安法

通過，各國都有不同的回應，造成國際間一連串的效應，致使國際上的合縱連橫

產生一些變化，且時時刻刻在做不同的調整。如當初德國及法國提出希望歐洲不

能過於依賴美國，希望建立自己的策略聯盟，再與其他地區聯盟，在通訊方面則

決定需保持良好關係，又如英國，一開始讓華為加入政府認為屬於 5G 網路的非

敏感部分，並把參與程度限制在 35%以下，並預計讓華為參與建設 5G 通訊網路，

但沒多久卻傳出將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以便在英國脫離歐洲聯盟後，促進與美國

總統川普的貿易談判，接著又因為香港國安法通過後，造成一些更大的變化，英、

                                                      
108 李書良（2020 年 7 月 5 日）。華為 5G 設備市占、專利 全球第一。工商時報。檢自 https://www.chinat
imes.com/newspapers/20200705000154-260203?chdtv 
109 湯淑君（2020 年 5 月 7 日）。保持競爭力 路透：美擬允華為參與 5G 制訂。世界日報，B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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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日、德都在此方面做了一些表態，也間接對於各國是否合作增加了不確定性

的因素，因此國際間聯盟的競合，並非只是單一立場，而是由許多不同的面向互

相角力，在政治上的聯盟不一定與技術上的聯盟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企業在發展時，需要密切瞭解各陣營的取向並時時觀察風向變化，及早

擬定發展的策略，慎選策略聯盟的夥伴，必要時也可能需要保持彈性，在各陣營

比拼尚未分出勝負時，兩邊都要參與，不能只單選一邊，避免最後選錯邊全盤皆

輸，或是也可能兩邊技術都相當，兩個標準同時存在，需要同時有兩套完全分開

的制度搭配兩個陣營的發展。 

六、高階人才的培育與引進 

隨著美國對於移民政策變動與限縮，進一步將影響至高階人才的培育和引進，

美國之所以科技創新能力領先，很大一部分可歸功於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文薈萃，

無論是優秀的人才就讀於美國大學、研究所，又或是藉由引進高階人才之方式，

「留才機制」被視為政府重點政策之一。川普總統將移民之政策作為政策主軸之

一，其中包含「吸引最優良之人才」的面向，嘗試推廣將受過良好教育、英文口

說能力佳的年輕人留在美國，而不再以與美國公民有親屬關係之申請人為優先的

移民制度。 

人才管理顧問公司億康先達（Egon Zehnder）統計，標準普爾 500指數（Standard 

& Poor's 500）的 500 間上市公司中，印度裔的執行長數量高居第二，僅次於美國。

進一步檢視，這些印度裔執行長所屬企業，囊括科技、軟體、金融、消費產業的

領頭羊，例如微軟（Microsoft）執行長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Google 

執行長桑德爾．皮蔡（Sundar Pichai）、萬事達卡（Mastercard）執行長安杰．班加

（Ajay Banga）、百事公司（PepsiCo）董事長盧英德（Indra Nooyi）。不僅如此，

印度人在美國大企業的管理層以及創業比例，也不斷攀升。例如 Google 的 13 位

高階主管，有 4 名印度裔；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4 年指

出，雖然印度裔占美國人口數僅 1%，但他們領導矽谷（Silicon Valley）科技公司

的比例，已超過 25%。110這些 CEO 大多是至美國取得 MBA、Ph.D 學位，擁有專

業以及管理之能力，為取得這些人才，必須及早部署跨領域之高階人才，而不得

短視近利減少外國留學生，川普政府將美中貿易戴上國家安全的帽子，對大學招

生、學術交流、移民簽證、科學實驗室聘用、中國媒體登錄、網路爭議訊息、中

國駐美人員行止，全面進行「反滲透」，涉法案例尚不多，但事實上寒蟬效應已蔓

延111。美國總統川普的移民政策，對於技術保護比以前加強，很多原來在美國工

作的國外移民因此回到自己的國家，甚至也有中國大陸長年在美國發展的半導體

專家，因此被動出走，或是因為中國大陸提供好的誘因而把團隊帶回中國大陸。

                                                      
110 盧廷羲（2018 年 11 月 10 日）。為什麼 Google、微軟 CEO 都是印度人？4 大特質，讓印度「盛產」

執行長。經理人。 
111 黃介正（2020 年 02 月 20 日）。疫病提速脫鉤。聯合報，A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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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這些留學生尤其是中國留學生帶給美國經濟很大的貢獻，如此之限制可能

不利於科技創新能力之發展培養，形成人才之斷層。 

國際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2020 年 11 月發布報

告，2020 年秋季入學美國大學的國際學生減少 16%，赴美教育機構留學的新進國

際學生也比 2019 年驟減 43%，IIE 對全美 700 多所大學和學院調查，其中有近四

萬留學生因 COVID-19 疫情暫緩入學，這給那些財政收入重度依賴留學生，且需

要以此為校園環境引入多元視角的學校帶來極大挑戰。IIE 主席顧德曼（Allan E. 

Goodman）表示，美國大學從未經歷過如此銳減，但好在該現象應該只是暫時，

希望 COVID-19 疫情結束，當旅行回歸安全，各校就需要應對大量學生返校。中

國大陸為美國國際學生最大的來源國，在 2019 至 2020 學年有超過 37 萬 2,000 人

在美就讀，第二大來源國印度有 19 萬 3,000 學生。自 COVID-19 疫情 2020 年 3

月在美國爆發以來，全美各所大學、教育機構陸續關校、改遠程上課，秋季學期

也多採取全網課或網路實體混合的教學模式，但入學人數整體下滑。112 

美中科技戰持續開打，雖然美中已簽署第一階段協議，但全球更關注的是第

二階段的協議內容，加上 COVID-19 疫情對全球經濟及生活所造成的影響，至今

已陸續看到各國保守主義抬頭，甚至大家都在講全球供應鏈瓦解，未來為了要貼

近市場和消費者，生產將會分散、甚至碎片化，企業以前是成本考量，現在則是

要滿足各地消費者需求要更接近客戶113，要用重新思考定位及布局策略。 

第四節 國際主要經濟體的應對態度 

過去幾年美中間之貿易戰，造成世界經濟大震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

分析，美中貿易緊張局勢所加徵之關稅造成美中貿易減少，但基本上對雙邊貿易

逆差沒有太大影響，卻可能重挫商業與金融市場信心，擾亂全球供應鏈，進而危

及全球經濟成長114。在尚未有 COVID-19 影響全球經濟之前，IMF 已經預估美中

貿易戰將會使全球經濟成長率降低 0.8%115。而受到 COVID-19 之影響，全球經濟

成長路更是可能萎縮 3%116。在此一艱困的經濟環境中，國際主要經濟體與組織

對於美中貿易戰之應對態度如何，即成為一值得研究之議題。 

 

                                                      
112 羅曉媛（2020 年 11 月 17 日）。留學生銳減四成 美國大學收入迎挑戰。世界日報。檢自 https://udn.co
m/news/story/6813/5020774 
113 江睿智（2020 年 5 月 15 日）。台積電赴美投資 蔡明忠：生產將會分散、甚至碎片化。經濟日報。檢

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2820/4567288 
114 Gita Gopinath, & Adil Mohommad. (2019, May). The Impact of US-China Trade Tensions. Eugenio 
Cerutti.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s.imf.org/2019/05/23/the-impact-of-us-china-trade-tensions/  
115 Maggie Fitzgerald. (2019, Oct). Trade war hit to global economy could be as big as the entire econ
omy of Switzerland, new IMF director say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nbc.com/2019/10/17/imf-trade-
war-hit-to-global-economy-could-be-as-big-as-switzerland.html  
116 IMF. (2020, April).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he Great Lockdow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mf.
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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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盟：在中國崛起美國優先中，找到自己謀生之路 

(一)歐盟需要的三個思考 

歐盟面對美中貿易戰，有鑒於其與中國貿易關係密切，且部分國家之科技發

展大幅仰賴中國而非美國，因此需要思考及回應的議題大致可歸納下列三點： 

1. 美國嘗試孤立中國之手段，可能會對歐盟造成極大風險。在此前提下，歐

盟應如何確立自主之貿易政策，將風險影響降至最低？ 

2. 中國為回應美方孤立所採取的貿易政策，會使歐洲面臨何種風險，以及歐

洲該如何面對？ 

3. 歐盟應如何在國際貿易架構下，藉由 WTO 重整的機會，重新思考未來若

遇到類似貿易封鎖之情境應如何因應？ 

探討以上問題前，必須先瞭解 2016 年川普上任後，對於歐盟採取的貿易政

策及兩者間既緊張又合作之關係，才能徹底分析在此波貿易戰中，歐盟所面臨之

挑戰與取捨。 

(二)美歐緊張貿易關係且成員國態度分歧 

儘管歐洲與美國為彼此佔比最大的貿易與投資夥伴117，但自川普 2016 年上

任以來，此一合作關係遭受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之影響而有所波動。其中主因是

美國以國家安全理由，2018 年 3 月宣布對進口到美國的鋼鐵品課徵 25％關稅，

其中歐盟墨西哥與加拿大等主要供應商都在課稅名單中。此舉導致歐洲銷往美國

的鋼鐵品大幅減少，且廉價鋼鐵大幅輸入歐洲，使得歐洲鋼鐵業苦不堪言。此外，

川普亦威脅要課以歐洲汽車與零件 25％關稅，儘管美國與歐盟在 2018 年中達成

休兵共識，並同意就相關議題進行協商，但此一威脅讓歐盟以及平穩已久的國際

貿易體系芒刺在背。根據德國研究指出，若美國真的對歐洲汽車與零件課徵關稅，

將對造成歐洲整體經濟造成衰退與深遠影響118。 

川普之所以會對歐盟，特別是其經濟領袖德國，採取此類強硬手段，主要是

為了平衡長期美國對歐貿易逆差119。川普一則視歐盟為潛在的敵人，另一則又希

                                                      
117 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公布的數據，2018 年歐盟整體對外出口最大市場為美國，佔比達 18%，

中國大陸排名第三，佔比 9%。第二名則是脫歐的英國，佔比 15%。檢自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
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xtra-EU_trade_in_goods  
118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ifo Institut,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an der Universität 
Kiel, Leibniz-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Halle, RWI – Leibniz-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Ess
en (2018), ifo Schnelldienst 19/2018, Gemeinschaftsdiagnose Herbst 2018: Aufschwung verliert an Fahrt
 – Weltwirtschaftliches Klima wird rauer. Verfügbar unter http://www.cesifo-group.de/DocDL/sd-2018-19-1
0-11.pdf . See also Riedel, D., Specht, F. & Gray, J. (2018, September 26). 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s
 warn of recession if trade dispute worsens. Handelsblatt. Retrieved from https://global.handelsblatt.com/f
inance/german-economic-institutes-warn-recession-trade- dispute-worsens-967184 
119 2019 年美國對歐盟之貿易逆差為 1800 億美元，而 2018 年則為 1690 億美元。檢自 https://www.censu
s.gov/foreign-trade/balance/c0003.html。另外根據歐盟統計局 2019 年之資料顯示，在對美貿易上，德國不

論是進口或出口皆排名第一“Among the EU Member States, the three largest importers from the U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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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聯合歐盟一同對抗長久以來之不公平貿易，重建經濟秩序。但多數經濟學家認

為美國貿易逆差並非由於單一國家或經濟體的貿易政策造成，而是必須從總體經

濟觀點檢討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問題。因此針對單一國家或經濟

體進行制裁，並不會減少逆差現象。 

但另一方面，歐盟在美國並未取消對鋼鐵品之高額關稅前提下，持續和美國

進行貿易協商，這與歐盟先前堅持不在「拿槍對著頭」的情形下和美國談判的態

度大相徑庭120。此亦可彰顯歐盟內部對於此等貿易威脅展顯不同的態度與考量。

例如德國考量到若是美國對汽車產業提高關稅，將會造成德國極大影響，因此傾

向於積極協商。但法國的態度則一直較為強硬，認為歐洲終究不可避免會和美國

進行貿易戰爭，現在又何須妥協。 

因此，在面對美中貿易戰時，歐盟的態度饒有興味。對於歐盟而言，中國是

歐盟第一大進口國與第二大出口國121，歐盟執委會在 2019 年 3 月時出具一份針

對歐盟與中國間貿易關係之策略報告122，敦促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採

取 10 項具體行動，以指引未來與中國之合作關係。裡面具體提到 5G 技術與基礎

建設的重要，但也強調此一合作需確保潛在安全議題無虞。 

這也是歐盟一方面願意與美國攜手打擊「不公平貿易」（unfair trade practice）
123，言下之意就是針對中國長久以來對世界輸出之行為，例如中國鋼鐵產能過剩

輸出、國家支持企業在世界攻城掠地、或強制技術移轉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等進行反制。但另一方面，歐盟也不斷調整其身處與美國與中國間之角色與定位，

避免在未來幾年內被迫選邊站，失去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是故儘管歐盟同意川普

對中國的疑慮，也願意和美國攜手合作重整以 WTO 為主體之全球貿易規則，卻

不贊成美國以關稅威脅中國改變行為，並希望保持自身對於全球貿易體制公平、

開放、以規則為基礎貿易體制之承諾。 

與此同時，必須瞭解的是現今的貿易戰，不僅是表象的貿易衝突，更大程度

是基於對技術控制的渴求與掌握124，而其中牽涉的可能是人工智慧、能源與節能

                                                      
d States were Germany (€ 54 173 million), the Netherlands (€ 43 982 million) and France (€ 31 956 
million). The three largest export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ermany (€ 119 397 million), Ireland (€ 
46 687 million) and Italy (€ 45 584 million)”. Retrieved from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
s-eurostat-news/-/DDN-20200311-1 
120 Richard Lough, & Philip Blenkinsop. (2018, March). EU complains of Trump's 'gun to our head' ov
er tariff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eu-reax/eu-complains-of-trumps-gun-to
-our-head-over-tariffs-idUSKBN1GZ14K; See also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538081/EU-acc
uses-Donald-Trump-holding-gun-head-trade-war.html 
121 European Commission. Countries and regions: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s://ec.europa.eu/trade/policy/
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china/ 
122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R/VP contribution to the European Council. EU-China – A strategic out
look. Retrieved from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
egic-outlook.pdf  
12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Joint U.S.-EU Statement following President Juncker’s visit to the W
hite House. 
124 Laura Canziani. (2018, November 14).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a period of



第三章 美中科技戰對科技創新與智財保護的影響 

71 

產品、數位與實體通訊等對未來具有決定權之技術。這才是歐盟各國對於美中貿

易戰各懷鬼胎盤算之故。 

以德國而言，儘管歐盟其他國家對於中國的防禦心越來越強，德國總理梅克

爾（Angela Merkel）仍於 2020 年 5 月的演講中強調，維持與中國的合作對歐盟

而言具有「重大戰略利益」。梅克爾表示，德國將從 7 月 1 日開始擔任為期 6 個

月的歐盟輪值主席國，由 27 個成員組成的歐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將成為重中之

重125。事實上，這是德國一貫態度，包括當歐盟其他國家於 2019 年起，紛紛討論

是否採用中國華為的 5G 關鍵設施之時，福斯汽車集團旗下的奧迪（Audi），2019

年即就宣布與華為進行戰略合作，最大股東為中國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的戴姆

勒（Daimler）汽車，也採用華為的高效能運算技術，其他幾家德國公司，也與華

為攜手進行技術研發。 

再加上 COVID-19 之影響，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初步資料，2020 年 5 月份德

國出口較 2019 年同期衰退近 29.7%，金額達 803 億歐元。至於進口則較 2019 年

5 月減少 21.7%，金額達 732 億歐元。若觀察不同貿易夥伴國，2020 年 5 月德國

對中國出口較前一年同期相對溫和減少 12.3%，金額為 72 億歐元，但同期間對

COVID-19 疫情較嚴重的美國出口則大幅下滑 36.5%，金額為 65 億歐元。在進口

方面，中國大陸是德國 2020 年 5 月最大進口來源，金額為 107 億歐元，較 2019

年 5 月增加 23.4%。同期間自美國進口下降 26.9%，金額為 44 億歐元126。相較於

COVID-19相關限制措施實施前的2月，德國出口及進口分別衰退26.8%及18.2%。

由此一數字觀之，德國於美中貿易戰中傾向中國，也非意外之事。針對 5G 建設

是否排除華為，德國是歐洲少數未決定是否排除華為的國家，據悉內部意見兩極，

總理梅克爾更堅持「不對華為祭出禁令」。但德媒報導，德國政府計劃對 5G 設備

供應商進行政治審查，由情報機關負責判定，此舉可能會大幅提高華為獲得德國

5G 訂單的難度127。 

至於英國，對於 5G 基礎建設是否採用華為之技術反反覆覆一年之後，最終

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宣布禁止使用華為公司 5G 設備的兩階段禁令，第一階段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完全禁止電信運營商採購新的華為 5G 設備；第二階段為

2027 年底前，將華為設備完全從英國的 5G 網絡中排除。事實上於 2020 年年初

時，英國才宣布不會全面禁止採用華為設備。 

                                                      
 great power rivalry.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s.die-gdi.de/2018/11/14/the
-possibility-of-global-economic-governance-in-a-period-of-great-power-rivalry/ 
125 Patrick Donahue. (2020, May 28). Merkel Says EU Has ‘Strategic Interest’ in Working With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5-27/merkel-says-eu-has-strategic-interest-in-
working-with-china 
126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德國 5 月出口跌幅近 30%，德國/駐德國台北代表處經濟組。檢自 htt
ps://www.trade.gov.tw/World/Detail.aspx?nodeID=45&pid=699543 
127 郜敏（2020 年 10 月 6 日）。不對華為放水！德國將對 5G 設備商進行「政治審查」。新頭殼 newtalk。
檢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10-06/47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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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認為128，受到美國制裁之影響，華為將無法

再使用其當前所依賴的技術，需要對其供應鏈進行重大重新配置。因為美國已經

確定禁用華為，並阻止華為繼續使用美國的先進零件與技術專利。而在「確保英

美特殊戰略同盟」的優先上，英國於現實中無法一邊使用華為的服務，同時仍維

持與華府的國安合作與技術分享。因此如果選擇華為服務，那麼英國勢必將被迫

與美國技術分道揚鑣，而英國選擇相信美國的技術成熟度。此外，新的限制使得

將來無法繼續保證華為設備的安全性129。英國政府數位部部長 Oliver Dowden 則

表示禁止華為的行動將產生連鎖反應，並估計該禁令的累積效應將使英國 5G 的

全面部署推遲最多三年，並增加從 4G 升級的成本約 20 億英鎊。 

至於法國國家資訊系統安全局（ANSSI）則於同時宣布，將不會全面禁止使

用華為，而採用有條件且短期的授權許可。但對於尚未使用華為技術的業者，將

「建議」不要使用130。這樣的決定亦不意外，華為 2020 年初才宣布，將在法國投

資兩億歐元建立中國之外第一個大型工廠131。僅管法國經濟財政部長堅稱，法國

對 5G 的立場就是不歧視任何有意參與該項目的電信業者，無論是來自中國還是

美國的企業，都不會有差別待遇，而要以法國自身的安全及戰略的利益作為優先

考量。但如同 ANSSI 局長 Guillaume Poupard 所言，法國的 5G 決策是一個妥協。

「我們必須同時在經濟與主權的考量下發展 5G，要讓電信業者能接受，也要能讓

我們不過度依賴某個設備商或某個國家」。由此可見，法國雖未直接拒絕採用華為

設備，但相較於德國的態度仍十分警戒，並留有極大迴旋空間。 

也無怪美國國務卿 Pompeo 在 2020 年 7 月 24 日發表之美中貿易談話中，直

接指出：「我們不能再假裝華為是一家讓你打電話給朋友的電信公司，華為就是國

家安全的威脅，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並且以未指名但眾人皆知其意的方式指出：

「北約其中一個盟友不為香港捍衛自由，擔心北京會限制他們進入中國市場，這

種膽怯會傷害該國的民眾，就像歷史發生過的一樣，我們不要重複過去的錯誤」
132，普遍認為，這位北約盟友就是德國。 

因此若以 5G 建設為具體案例，可清楚洞悉歐盟各國在美中貿易戰中的歧異

及各自之為難。華為 5G 建設深耕歐洲已久，特別是在特定國家，例如義大利、

波蘭、西班牙等國，再加上歐洲原本即未有單一電信市場，相關基礎建設或頻率

                                                      
128 NCSC. (2020, July 14). Summary of the NCSC analysis of May 2020 US san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csc.gov.uk/report/summary-of-ncsc-analysis-of-us-may-2020-sanction  
129 NCSC, Ian Levy. (2020, July 14). A different future for telecoms in the UK. Retrieved from https://
www.ncsc.gov.uk/blog-post/a-different-future-for-telecoms-in-the-uk  
130 Les Echos, Florian Dèbes. (2020, July 6). Fabienne Schmitt Il n'y aura pas un bannissement total d
e Huawei. affirme le patron de l'Anss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esechos.fr/tech-medias/hightech/il-ny-
aura-pas-un-bannissement-total-de-huawei-affirme-le-patron-de-lanssi-1221434  
131 Sébastien Dumoulin. (2020, Feb 27). Huawei lance en France sa première usine hors de Chine. Retr
ieved from https://www.lesechos.fr/tech-medias/hightech/huawei-va-construire-une-usine-en-france-1180234  
13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peech of Michael R. Pompeo, Secretary of State. (2020, July 23). Com
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
-free-worlds-future/?fbclid=IwAR1mOlO41En7wtjZyIh9gikd_LtT8xV1n7hRJG6T_gRvwxsxu0tZdHAx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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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亦相當分歧，給予華為各個擊破及合縱連橫的大好機會。這也是為何歐盟

執委會在此一議題上，儘管無法過於介入，但不忘提醒各國關於 5G 的考量是「自

主性之考量」133，即攸關各國的主權與國家安全，並要求歐洲各國要按照執委會

所提供之風險評估方法134，評量各國 5G 風險與適合之規劃。 

二、日、韓之應對：一個介於政治與經濟中之選擇 

在美中貿易戰中，另外值得關注的就是日本與韓國之態度。就此，可分為兩

個關鍵因素，首先是 2019 年 7 月開始之日韓貿易戰，由於「內憂」更甚於「外

患」，第一時間兩國對於美中貿易戰都是採取觀望的態度，以先解決自家問題為優

先為考量。但由於不論是美國或是中國，都是日韓重要的貿易夥伴，且美國對於

中國之貿易制裁，也大幅影響到與中國有合作關係之跨國公司135，因此對於日韓

而言，亦是迫在眉睫必須面對的問題。 

第二則是 2020 年 COVID-19 爆發後，兩國領袖為了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安

定，雙方皆有釋出善意想解決，但歷史糾結已久，原本可能透過第三方如美國、

中國透過不同協商管道調停，卻因為美中爭端方興未艾，眼看逐漸有希望趨緩的

日韓貿易戰，又將紛爭再度提交 WTO 尋求解決。此外，由於兩國領袖在 COVID-

19 中都從原本低迷的聲望中重返權力舞台，特別是韓國總統，因此盤算自身政治

利益與外在經濟壓力之考量中，應選擇靠攏中國或美國，變成為一難解的議題。 

(一)日韓間之「近火」 

2019 年 7 月底爆發日韓貿易戰，日本突然宣布將針對日本出口到韓國的重要

半導體、面板關鍵材料採取新的管制措施，包括聚醯亞胺、光阻劑、氟化氫。此

一舉動主要歸因於日本與韓國長期的歷史紛爭，以及透過對南韓的強硬態度，試

圖提升內部選舉氣勢。尤有甚者，日韓貿易戰在 2019 年 8 月採取第二階段制裁，

日本政府在召開閣僚會議並通過新版「出口貿易管理令」後，將南韓移出簡化出

口手續的白名單。將韓國移除白名單國家後，除了上述三項關鍵原料外，只要是

為了安全理由，日本經濟產業省可隨時指定品項進行出口控管。而此兩階段制裁

對韓國的經濟命脈半導體產業，有直接深遠的影響136。 

南韓政府強烈表達不滿之際，亦在同年 9 月將日本從南韓的出口優惠國名單

中剔除，同時向 WTO 提請爭端解決程序。此外，更進一步宣布，同年 11 月後將

                                                      
13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26 March 2019 on Cybersecurity of 
5G networks (C/2019/2335 final). 
134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Jan 29). Cybersecurity of 5G networks - EU Toolbox of risk mitigati
ng measures. Retrieved from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cybersecurity-5g-networks-eu
-toolbox-risk-mitigating-measures  
135 此一研究顯示中美貿易戰後，日本主要跨國企業股價與營收受影響下跌之情形。 
136 Samuel M. Goodman, Dan Kim, & John VerWey. The South Korea-Japan Trade Dispute in Context: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hemicals, and Concentrated Supply Chains. Retrieved from https://usitc.
gov/publications/332/working_papers/the_south_korea-japan_trade_dispute_in_context_semiconductor_manufa
cturing_chemicals_and_concentrated_supply_chai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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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續約象徵美日韓軍事同盟的「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此外，

南韓政府與企業也積極將前述關鍵原料在地製造化，希望降低對日本進口的依賴
137。 

然而，在美方擔心 GSOMIA 終止因此積極介入調停之壓力與韓國在 WTO 撤

告之影響下，2019 年 11 月日本開放光阻劑出口，並且於 12 月日韓重啟談判。就

在以為兩國貿易戰有趨緩之勢時，2020 年 6 月時，南韓政府決定重啟 WTO 爭端

解決程序，來證明日本出口管制措施違法與不當。 

此一日韓間的內部貿易戰爭對於美國的影響在於以下幾點，首先由於

GSOMIA 對於美國持續監控中國與北韓活動，與建構亞洲防線有重要軍事意義，

美國自然竭盡所能從中協商。此外，為了能與中國國有企業相抗衡，美國希望確

保日韓市場導向的跨國企業能夠正常運作，避免中國企業竊取智慧財產權，如美

國智庫資訊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所建議，建立堅強美歐亞洲等三方協議共

同抵抗中國新版重商主義式之創新，才是目前當務之急138。因此可以想像美國並

不希望見到日韓間僵持不下，而使其競爭者之中國企業得利。 

(二)傾向於美國的政治選擇或傾向中國的經濟選擇 

基於以上背景，對於日本而言，衡諸平衡區域策略與區域經濟間下的美中貿

易戰，是件極為困難的挑戰。就區域策略而論，一方面美日安保條約（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Treaty）於 2020 年邁入第 60 年，此一條約基本上建構日本戰後之外

交與國防政策，美國對此一條約之盤算與變化，皆會牽一髮動全身，另一方面日

本首相安倍自 2007 年開始提出的自由開放印太策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ies），亦被視為日本抵禦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與軍事擴張。 

但就貿易與經濟的考量，即便在 COVID-19 之影響下，若以 2020 年截至 6 月

為止，不論是在出口或是進口，中國仍是排名第一139，就出口量而言，整體比上

年同月減少 26.2%，但對中國持平，且是美國的 1.7 倍。 

這也難怪前日本首相安倍會直言，雖然美中關係緊張，但日本將維持與兩個

大國的關係。他強調日本與美國結盟的重要性，也強調與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進

一步合作的重要性。儘管普遍認為，與美國的合作會傷害日本的產業與經濟發展，

但基於國防安全考量，日本不可能完全對美國要求杯葛中國之行為說不，但也不

可能完全與美國同步，阻絕自身經濟發展140。 

                                                      
137 Korea JoongAng Daily. (2020, June 28). With judo move, Korea flips script on 3 key materials sag
a. Retrieved from 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0/06/28/business/economy/semiconductor-trade-ba
n-japan/20200628182000432.html  
138 Nigel Cory, & Robert D. Atkinson. (2020, Jan 13). Why and How to Mount a Strong, Trilateral Re
sponse to China’s Innovation Mercantilism. Retrieved from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0/01/13/why-and
-how-mount-strong-trilateral-response-chinas-innovation-mercantilism  
139 Ministry of Finance. Trade Statistics of Jap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in
dex_e.htm  
140 Satoshi Sugiyama, & Jesse Johnson. (2020, June 7). Japan threads the needle as U.S.-China anim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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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韓國，由於美中兩國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與矛盾相互交織，經濟矛

盾在短期內難以解決，若貿易摩擦導致全球貿易減少，加上 COVID-19 之影響，

將給韓國經濟帶來影響，特別是外在環境嚴重不確定之情形下，可能帶來 GDP 下

滑、出口萎縮、生產惡化、韓元貶值、失業攀升之挑戰141。以 2019 年而言，美中

兩國在韓國整個出口中的比重分別為 27%和 12%，因此在大幅仰賴中國之經濟利

益下，相較於日本，韓國更難服膺美國而對中國說不。但基於接連而來的日韓貿

易戰與美中貿易戰，不啻為敲醒韓國政府一記響鐘，進而更加積極推進出口多元

化，開拓新興市場，盡可能降低美中貿易糾紛的負面影響，並動用一切可用手段

為經濟注入活力。 

三、東協：危機還是轉機的觀望 

至於東協，中國與東協國家除了歷史上之淵源之外，實際外交與經濟上之密

切合作起步甚晚。中國與東協國家之自由貿易協定於 2003 年簽訂，2010 年生效，

自此雙邊貿易大躍升，東協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從 2003 年之 590 億美

元，增長成 2019 年之 6440 億美元。對東協而言，若以 2018 年之資料觀之，三

大出口國則分別為中國（17.2%）、歐盟（10.2%）與美國（11.2%），進口國為中國

（20.5%）、歐盟（9.2%）與日本（8.4%）142。從此一數據可清楚見到東協與中國

的關係遠大於美國，且佔比甚重。因此若是中國經濟成長會受到美中貿易戰之衝

擊，對東協影響不可謂之不大。但有趣的是，根據東協 2019 年對成員國進行之調

查，超過 70% 之調查對象認為應對中國一帶一路政策保持謹慎態度，以免陷入

中國的債務陷阱143。可見東協國家對於在該地區具主導地位的中國，頗有與虎謀

皮之感。 

對美國而言，東協是美國與日本同為主張之自由開放印太策略中的關鍵核心。

維持東協國家主權獨立，並能自主進行貿易決策且與其建構策略聯盟，有重要軍

事上意義。因此，美國並未希望或要求東協國家選邊站，但為了確保東協國家能

夠為自己國家利益挺身而出，而非於經濟上或政治上全然仰賴中國，美國必然不

會撒手不管。 

但美中貿易戰真的會使東協國家能從中獲利，例如接收供應鏈或市場與資金

移轉？有部分國家例如越南，對於美國出口確實有成長，許多國際級大公司例如

Fitbit、Sony、Google 及 Apple 皆宣布將會移轉其中國產線至其他國家，特別是

越南144。但是否真的如此樂觀，仍是要取決於東協國家目前軟硬體建設與製造能

                                                      
y hits new high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6/07/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
japan-us-china-animosity-shinzo-abe/#.X0FOCC08Vao 
141 李曉雲（2019 年 6 月 13 日）。面對中美貿易戰，韓國因應策略。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心。檢自 https://spark.stpi.narl.org.tw/public/article/show?id=4b1141d26bd550d4016c26ee9abb1385  
142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9). ASEAN Key figures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seanstats.or
g/wp-content/uploads/2019/11/ASEAN_Key_Figures_2019.pdf  
143 Impac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ASEAN. (2019, January). ASEAN Focus, Issue 1/2019, 11.  
144 Selena Ling. (2020, March). Roundtable: Southeast Asian Bracing for the US-China Trade War. 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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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挑戰。誠然許多大公司尋求將工廠從中國移轉到東協國家，但根本起因並非

全然基於貿易戰之故，而是中國內部勞工薪資攀升與勞動力減退之影響，因此早

在貿易戰開始前，這些公司已經於東協布局完成或接近完成。再者，東協國家是

否能夠全然承接中國之產能仍有質疑，特別是部分國家軟硬體之基礎建設並不完

備，短期內很難強化產能，或是已接近產能上限145。因此，對東協國家而言，若

要吃得到美中貿易戰之大餅，必須先行建置完整之軟硬體建設並強化產能，強化

勞工素質與勞動力，並建構一個友善商業活動之市場環境，才有可能逐漸取代中

國世界工廠之地位。此外，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是針對任何妨礙美國優先之國

家進行檢討，越南也列名其中146。因此對於東協國家而言，美中貿易戰是危機還

是轉機，仍在未定之天。 

以各國而論，緬甸（36.3%）、寮國（26.3%）、越南（22.1%）與印度（18.1%）

是與中國貿易關係最密切者，而越南（12%）、菲律賓（10.5.%）、柬埔寨（10.2%）

與馬來西亞（8.9%）則是依賴美國貿易的前四名147。若根據東協 2020 年對成員

國針對其對於美中貿易戰之態度所為之調查148，東協國家 41.4%的調查對象擔心

此兩國貿易戰會使世界經濟局勢邁向衰退，25.8%則擔心此一貿易戰會將東協國

家一刀兩斷成傾中或傾美。而在關於美中貿易戰是否會對區域經濟產生影響的問

題上，超過一半的調查對象認為短期或長期會產生負面影響，但亦有將近 22%的

調查對象認為有短期或長期的正面影響，可見確實東協各國有可能產生前述傾中

或傾美之選擇。因此針對建議東協國家應有之應對，高達 48%的意見認為反而應

加強東協國家之團結與聯繫，31.3%認為不應選邊站，而 14.7%認為尋求結盟第三

者。綜上所述，和同樣由多數國家所組成之歐盟相比，東協國家似乎更傾向於以

內部區域團結來面對大國間之紛爭，避免「掃到風颱尾」。 

四、自由貿易協定 

2012 年 11 月第 21 屆東南亞國家協會峰會宣布談判開始，歷經 8 年，最終簽

署國家由東協 10 國（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

新加坡、馬來西亞）與中國、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等共 15 國，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共同構成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 

印度於中途退出，主要擔心低價中國大陸製商品、澳洲和紐西蘭的農產品（例

                                                      
AN Focus, Issue 1/2020, 5. 
145 Cissy Zhou, & Finbarr Bermingham. (2019, May 8). Indonesia, Malaysia to benefit with Vietnam str
uggling to cope with China trade war exodu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
omy/article/3009245/trade-war-pushing-companies-china-vietnam-experts-warn-they  
146 The Guardian. (2019, June 27). Trump warns China is 'ripe' for new tariffs and suggests Vietnam c
ould be nex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jun/27/trump-warns-china-is-ripe-f
or-new-tariffs-and-suggests-vietnam-could-be-next  
147 Impac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ASEAN. (2019 January). ASEAN Focus, Issue 1/2019. 
148 ASEAN Studies Centre.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n: 2020 Survey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
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pdfs/TheStateofSEASurveyReport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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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乳製品），會對印度本土產業造成衝擊；RCEP 成員國仍願意對印度敞開大門，

歡迎其隨時「回心轉意」。 

據估計 15 個國家，總人口逾 20 億、經濟規模達 26 兆美元，在全球 GDP 和

貿易額，占全球 3 分之 1 左右。RCEP 目標是在生效後 20 年內，逐步取消成員國

之間高達 90%的進口關稅，預期可降低成員國進出口企業的經營成本和風險。

RCEP 進一步統一區域內貿易規則與消除關稅障礙，預計 10 年內零關稅貨品涵蓋

率將達到 91%，149RCEP 章節內容涵蓋貨物貿易、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服務

貿易、投資、電子商務、政府採購、智慧財產150等 20 個章節。RCEP 簽署需要超

過 9 個 RCEP 參與國國會批准同意後，RCEP 即達成生效條件。生效後除部分項

目立即實施零關稅外，其餘項目在未來 10 年內降至零關稅（允許部分商品超過

10 年）。此次 RCEP 並非憑空產生，而是繼承原先四個「東協+1」的規範，包含

承諾最惠國待遇、禁止業績要求、未來開放程度不能倒退與採用負面表列方式進

行（無表列禁止項目，視為自由開放）。 

RCEP 實施統一的區域累積的原產地規則，有助提升 RCEP 國家區域產業鏈

分工效益：由於先前以簽署的貿易協定的原產地規則並不統一，例如：印尼企業

生產的自行車，能在與日本的自貿協定下享有關稅優惠，卻可能由於有些零部件

的進口源不符合與韓國的自貿協定的標準，而無法在出口韓國時享受關稅優惠，

而未來貿易的中間產品可以來自 RCEP 的任一個國家，因此有助區域內的產業鏈

分工。 

RCEP 將為各國企業帶來更大的市場、更便宜的原材料（生產成本）進口，

提升產業競爭力，各國也會有更多低價消費品進入、擴大消費規模，最終促進區

域內經濟共同成長。以 2004 年中國大陸與東協 FTA 簽署為例，雙方貿易總額不

斷增加，2020 年東協甚至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貿易協定有助各方經濟成長，

產生巨大的「貿易創造」效應。 

RCEP 拓寬了對服務貿易和跨國投資的准入，採用負面清單模式加大投資開

放：允許關鍵生產要素之一的「人力」臨時入境，為跨國投資活動投資提供便利，

RCEP正式生效意味著區域內經貿活躍度將會提升，對外資金吸引力進一步上升，

有助區域各國進入資本支出上行週期。 

此前 RCEP 參與國間已經有多個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 FTA、日韓 FTA 仍處

於談判階段。目前中日韓間僅存在「中韓 FTA」（2015 年生效），本次協議最大特

點為間接達成中國、日本、韓國間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議，讓未來中日韓 FTA、

中日 FTA 將以 RCEP 現有基礎下繼續談判。151 

                                                      
149 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http://fta.mofcom.gov.cn/ 
150 西柚（2020 年 9 月 19 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智慧財產權部分（全文）。知識產
權界。檢自 https://mp.weixin.qq.com/s/0aSHXPFy0z9a82jQwh3UWQ 
151 MacroMicro 財經 M 平方（2020 年 11 月 20 日）。全球最大貿易協定 RCEP 簽署，台、印、日、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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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 RCEP，中國大陸可和貿易夥伴國，共同建立自由貿易網絡，藉此對

抗美國總統川普大力倡導的貿易保護主義。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報導認為，

RCEP 有助擴大中國在此貿易協定涵蓋範圍的經濟影響力，猶如為北京當局參與

更高規格的貿易協定鋪路。中國大陸商務部資料顯示，RCEP 簽署後，中國對外

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將達 19 個，自貿夥伴達 26 個；透過 RCEP，中國大陸和日

本建立自貿關係，是首次與世界前 10 大經濟體成員簽署自貿協定，將使中國大

陸及其自貿夥伴的貿易覆蓋率增加至 35%左右，152並希望早日啟動中歐自貿、中

日韓自貿等談判。153 

2020 年 11 月 20 日習近平在北京以視訊方式出席 APEC 經濟領袖會議表示，

將積極考慮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堅決維護和平穩定，堅定捍衛多

邊主義，堅持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支援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多邊

貿易體制，促進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全面落實亞太經合組織互聯網和數位經濟路線圖，

促進新技術傳播和運用，加強數位基礎設施建設，消除數位鴻溝，各方分享數位

技術抗疫和恢復經濟的經驗，宣導優化數位營商環境，相互成就、互利共贏的發

展平台154。美國總統川普在則發言指出，美國將致力於從疫情之下恢復經濟，並

透過經濟成長促進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川普與其他領袖通過「2040 年布城願

景」（APEC Putrajaya Vision 2040），使自由和公平貿易成為未來 20 年 APEC 議程

重點。155 

 
  

                                                      
鍵影響！。經濟日報。檢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5029725 
152 林信男（2020 年 11 月 16 日）。什麼是 RCEP？台灣沒加入恐被邊緣化？4 個 Q&A 讓你看懂全球最大

貿易協定。今周刊。檢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2011160022/%E4%
BB%80%E9%BA%BC%E6%98%AFRCEP%EF%BC%9F%E5%8F%B0%E7%81%A3%E6%B2%92%E5%8
A%A0%E5%85%A5%E6%81%90%E8%A2%AB%E9%82%8A%E7%B7%A3%E5%8C%96%EF%BC%9F4
%E5%80%8BQ&A%E8%AE%93%E4%BD%A0%E7%9C%8B%E6%87%82%E5%85%A8%E7%90%83%E6
%9C%80%E5%A4%A7%E8%B2%BF%E6%98%93%E5%8D%94%E5%AE%9A 
153 陸貿促會：加緊推中日韓自貿協定（2020 年 11 月 25 日）。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
33/5041092 
154 賴瑩綺（2020 年 11 月 20 日）。習近平：積極考慮加入 CPTPP。工商時報。檢自 https://ctee.com.tw/ne
ws/china/373903.html 
155 參加 APEC 與習近平螢幕同框 川普發表談話：促進印太繁榮（2020 年 11 月 21 日）。自由時報。檢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35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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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業界在科技戰下的因應經驗 

高科技一詞包含很廣也很難定義，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可泛指資

訊技術、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領域。30 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相當成功，台

灣不僅成為全球電子、資訊和通訊等高科技產品的研發、製造與營運的重鎮156。

但生物工程及相關的生技醫藥企業卻相對停滯不前。本章將探討資訊技術和生物

技術/製藥衛生產業這兩類型產業為主。 

全球經貿因美中貿易戰受到衝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 2019 年

10 月《世界經濟展望》，2019 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是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

以來最低，全球兩大經濟體的貿易爭端已使全球籠罩在波濤巨浪中，使全球經濟

產業供應鏈面臨重組的危機，貿易戰前期的關稅措施已使傳統勞力型密集產業加

速移出中國大陸，後期的科技戰則使涉及敏感技術之企業開始評估產業鏈外移之

可能性。各國企業一改過去中國製造的模式，將對中國進出口和整體經濟帶來衰

退的影響，過去台灣產業「台灣接單、中國生產、出口美國」模式也受此影響，

以及其他與貿易戰相關跨國產業如通訊、半導體、5G 等重新評估其布局。 

國際貨幣基金（IMF）2020 年 10 月 13 日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上調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為-4.4%，高於原估的-5.2%（修正後數字），美國為  

-4.3%，中國成長 1.9%，台灣成長率預估從原估的負 4%上修至零；我國主計總處

於 11 月 27 日已上調 2020 年經濟成長率為 2.54%。IMF 預估 2021 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為 5.2%，台灣則預料將成長 3.2%，中國年為 8.2%，美國則由 4.5%下修到

3.1%。IMF 指出上修 2020 年預估成長率的原因，為大部分先進國家第 2 季經濟

表現優於預估；但 COVID-19 疫情再起導致各國持續推動社交距離措施，延後經

濟活動重啟的時間，拖累下半年景氣。IMF 審慎表示，全球經濟只會漸進式復甦，

警告在 COVID-19 疫情退潮前，全球經濟仍將面臨成長不均。157 

世界各國為了防堵疫情進一步擴散祭出的防疫措施促使國人降低經濟活動，

這也使得各產業受到巨大衝擊，各國政府皆在有效防止疫情蔓延與恢復經濟活動

間兩難。本章主要以資通訊產業及生技產業為主，聚焦在產業界如何因應美中貿

易戰，以及 COVID-19 的爆發是否產生更多變數，以下各節分別探討中國大陸、

台灣及國際產業界的因應策略。 

第一節 中國大陸資通訊產業影響與應對之道 

美中貿易戰自2018年開打至今，雙方祭出一連串的關稅措施，2019年5月川普

簽署針對2,500億美元商品開徵關稅，雙方關稅戰自此升溫，且美方攻勢升級，除

                                                      
156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8）。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問題與對策。檢自 https://www.npf.org.tw/2/18308 
157 編譯任中原（2020 年 10 月 14 日）。IMF 上修全球經濟成長率 台灣為 0 成長、大陸 1.9%。經濟日報。

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493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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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祭出關稅措施外，更將技術圍堵的核心聚焦在華為。 

2020年1月美中雙方終於簽署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使貿易戰稍稍趨緩，但自

2019年12月從中國大陸爆發的COVID-19，一連串封城及停工等防疫政策，使中國

大陸2020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出現負成長，疫情擴散全球更加速了全球產業鏈的

變化，在與美中貿易戰的磨擦影響下，製造業過去集中布局中國大陸的「世界工

廠」模式，可能逐漸轉為「區域製造」模式，這些都將成為中國大陸振興經濟之

隱憂。以下分析中國大陸產業的影響與衝擊以及因應之道。 

一、 產業影響與衝擊 

(一)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整體產業的衝擊 

1. 關稅制裁策略 

中國經濟成長動能自 2018 年第一季開始逐季減弱，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數

據顯示，2019 年第三季及第四季的經濟成長率皆為 6.0%，創下 28 年以來最低水

準，中國經濟成長呈現放緩趨勢158，顯然與美中貿易戰有關。 

關稅戰開打後，首當其衝的是加徵關稅清單上產業類別的出口企業，出口被

視為中國經濟成長的三大指標之一，中國大陸出口貿易額 2019 年有 7 個月年增

率呈現負數，全年年增率僅有 0.5%，較 2018 年的 9.9%是大幅度的下滑159。對美

國市場高度依賴的中國大陸民間出口企業，因受成本及售價上升影響，面臨產品

競爭力減弱、營收下滑等威脅。 

事實上受到關稅戰衝擊的產業，已經到了不分產業的地步，從美方第一波生

效的 500 億商品中針對「中國製造 2025」中受益項目，以及 2019 年 5 月提高到

25%的 2,000 億美元產品項目，主要包括電子、機械、車輛、自行車、石化、鋼

鐵、工具機、手工具、塑膠、螺絲螺帽等；到同年 8 月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第四

波課稅清單，總計 3,798 項、近 3,000 億美元之產品，將加徵 10%關稅，清單內

容幾乎涵蓋美國尚未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之產品，以民生消費品及電子產品為主，

包括成衣、鞋類、玩具、手機及筆電等160，所有業別產品無一倖免，對於布局於

中國大陸的各大品牌商風險及成本提高，如蘋果公司已要求其代工廠進行成本評

估，將其部份產能從中國大陸轉移到東南亞161，將加速全球供應鏈重整。 

2. 技術圍堵策略 

為避免美國關鍵技術因出口及外國投資而外流，川普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簽

                                                      
158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資料。檢自 http://www.stats.gov.cn/english/PressRelease/202004/t20200420_17
39811.html 
159 中國大陸海關總署公布資料。檢自 http://www.customs.gov.cn/ 
16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0）。美國對中國大陸 301 措施大事記。檢自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
tail.aspx?nodeID=4015&pid=636907 
161 科技政策研究中心（2019 年 06 月 22 日）。蘋果考慮 15%到 30%產能遷出中國大陸，首選印度和越南。

檢自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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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2019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2019 NDAA），並將外國投資和出口管制之審查

合併規定，分別為《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加強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權力，將其審查範圍擴大

至外國投資對美國不具控制力的併購案，藉此限縮中國對美國公司的投資，只要

涉及特定產業之關鍵技術的交易行為都必須受到審查，且規定商務部必須每 2 年

報告中國在美國投資情況，並必須針對投資類型是否與「中國製造 2025」計畫有

關進行分析；《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則限制美國關鍵科技產品對中國的出口。美國

政府採購名單亦排除華為和中興等企業之產品，若美國政府認為其他企業製造的

產品，可以合理被認定是外國政府所擁有或控制，也將被列入禁用的名單中。 

中國大陸在 2015 年公布「中國製造 2025」計畫，目的是透過網路化、數位

化和智慧化，促進勞力密集產業升級、朝高附加價值產業鏈發展，以成為高科技

強國，華為即是此計畫具體推動五大工程之一的核心企業。隨著智能科技、先進

通訊技術和半導體技術扮演著支持產業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誰先在該技術領域

中取得領先地位，即能主導未來科技發展和標準制定，5G 通信技術是美中科技戰

中重要的競爭項目。 

川普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發布行政命令表示，宣布國家緊急情況，禁止交易

涉及由外國敵意對手擁有、控制、受其管轄或指導的人設計、研發、製造或供應

的資訊和通訊技術或服務；之後美國商務部於同月 22 日頒布禁令，將華為及旗

下 68 家位於其他 26 國的附屬機構一同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並嚴禁美國企業

供貨給華為，僅針對部分企業發放「臨時許可證」，並給予針對華為現有產品和設

備的支援給予 90 天寬限期。與此同時，美國也不斷表示華為可能在北京當局脅

迫下監控或干擾外國的系統網路等等聲明162。 

美國商務部的禁令頒布後，Google 的 Android 作業系統服務便暫停與華為的

業務往來163，導致華為於 2019 年 9 月 19 日推出的新機 Mate30 系列成為華為首

個沒有安裝 Google 專用程式的主打旗艦機種。Android 應用程式無法支援，使得

華為需把重點轉向中國內需市場，海外市佔率將下滑。 

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國商務部針對華為頒布新禁令，除非獲得供貨許可，禁

止半導體製造商將含有美國軟體和技術的產品出貨給華為，進一步限制華為在海

外使用美國技術研製半導體的能力，也等於切斷華為海外半導體貨源，即使晶片

是在南韓或甚至是在中國大陸工廠製造，只要也用到美國技術，就是不能賣給華

為164。 

                                                      
162 國際中心（2020 年 02 月 13 日）。美：華為有「後門」 暗取全球機密。聯合報，A10 版。 
163 BBC 中文網（2019 年 05 月 20 日）。谷歌遵從禁令和華為「分手」 Gmail、YouTube 和 Chrome 撤離

華為手機。檢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48331889 
164 張文馨（2020 年 05 月 16 日）。美封殺華為 台積電也受限…新規阻全球晶片製造商供貨。世界日報，

A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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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台積電於禁令頒布前一天宣布將在亞利桑納州投資 120 億美元設廠，製

造 5 奈米先進晶片，美國的做法即是封殺中國大陸先進晶片來源，順勢將台積電

納入掌控，意圖重整全球晶片生態，藉此封鎖中國大陸，美中科技戰再升級165；

禁令頒布後台積電已停止接受華為新訂單，此舉壓縮台積電供應華為晶片的空間，

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中國大陸最大晶片代工廠中芯國際，雖皆為華為的晶片

供應商，但華為如果要用七奈米晶片還是只能依靠台積電，此次頒布的禁令將成

為致命傷，華為能否從設計、製造、封裝皆不倚賴他人技術將是關鍵。 

現在美國在關鍵領域的競爭採取延緩中國大陸進入競爭領域地位的措施，因

為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發展無法被中斷，只能中斷其供應鏈，最重要的就是關鍵技

術之供應。 

(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簽署帶來的改變 

美中雙方過去歷次談判重點領域為擴大採購、智慧財產權保護、強制技術移

轉及非關稅貿易壁壘，此次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內容則是聚焦在中國大陸市

場開放及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本次貿易協定重點彙整於表 4.1。 

表 4.1  美中貿易戰第一階段貿易協定重點166 

七大重點 內容簡述 
1. 中國大陸承諾擴大對

美採購 
中方承諾，以 2017 年進口額度為基準，未來兩年將多出至

少 2000 億美元，第一年要採購 767 億美元，第二年 1233 億

美元。 
當中包括 320 億美元的農產品、379 億美元的服務、524 億

美元的能源產品，以及 777 億美元的製造業產品（飛機、機

械和鋼鐵等）。  
2. 完善智慧財產權保護 協議涵蓋營業秘密、製藥智財權、地理標示、商標，及對侵

權與仿冒行為之執法等。 
3. 禁止強制性技術轉讓 中方將完善技術轉讓制度，並同意取消以強制手段要求外國

企業技術移轉。 
4. 開放金融服務 中方允許美國金融服務提供商申請牌照。 
5. 市場導向匯率機制 美中雙方均承諾遵守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各項原則，避

免操縱匯率，達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原則並避免競貶本國

貨幣。 
也因此美國將中國大陸移出貿易操縱國之列。 

6. 雙方均未承諾撤銷關

稅 
美方未取消對價值 2500 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品的 25%關稅，

中方也保留對逾 1000 億美元美國製商品所加徵的報復性關

稅。 
7. 執行面 雙方協議爭端解決程序。 

                                                      
165 社論（2020 年 05 月 20 日）。美國出狠招 等於逼台積電打擊華為。世界日報，A5 版。 
166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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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為本次協定主要義務方，因協定中大多數的規範美國現

行法均已落實，擴大進口的適用對象亦僅限於中國大陸，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執行

面成效如何將主導本次協定的成敗與否，過去談判經驗顯示，當中國大陸未能兌

現承諾時，如何要求其履行義務是很大的問題，因此依據協定第七章規定，美中

雙方須各自成立「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辦公室」（Bilateral Evalu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Office），每季定期舉行會議，監督履行協定承諾事項，並合作解決與本

次協定相關之爭議。 

至於美國最在意關於中國大陸政府對於國營事業補貼的部分，和對於敏感技

術限制到中國大陸的問題皆未於本次協定中解決，這些和加徵關稅將留待第二階

段的談判167，但隨著 COVID-19 全球肆虐，現今蔓延到美國、重創美國經濟的情

況，川普將矛頭指向中國大陸，指稱其隱匿疫情、須對疫情擴散負最大責任，美

中雙方你來我往的唇槍舌戰讓關係急轉直下，川普更於 2020 年 7 月 10 日表示，

不考慮與中國大陸進行第二次的貿易協定，但第一階段的協定仍完好，並敦促中

國大陸持續落實協議168。 

(三)COVID-19 帶來的衝擊 

2019 年 12 月武漢市爆發 COVID-19，中國大陸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公告，COVID-19 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並於 1 月 23 日開始實施武

漢市「封城」，後續已超過 80 個城市實施封城或封閉管理，即關閉機場、車站等

交通管道、限制市民出行、和社區封閉式管理等做法，2 月 10 日北京、上海也宣

布進入封閉式管理，以防止疫情持續擴大，然此措施將造成運輸、物流、零售的

困難，並引發人、貨斷流影響。短期內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運輸、觀光、娛樂、

零售消費等受到疫情擴散及中國大陸政府防疫管制措施而明顯下滑，封城與開工

延期的防疫命令，使衝擊面從消費端擴大到生產製造、甚至重創整體供應鏈體系，

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影響，中國大陸 2020 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6.8%，創近 30

年來歷史新低169。 

先前美中貿易戰已讓中國大陸產能遷移海外的話題浮上檯面，如今 COVID-

19 全球擴散，中國大陸的資訊不透明、國際各方因為疫情損失而向中國大陸施壓

等等，風險分散的概念使國際品牌大廠轉移中國大陸據點於境外生產，可能加速

產業鏈的外移與群聚人才的外流，進而減緩中國大陸產業發展速度。 

主要 EMS 廠在美中貿易戰時期，為躲避因貿易戰而生的關稅以及降低未來

可能的風險，將部份產能移往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但中國大陸產能普遍仍有 7 成

                                                      
167 林祖嘉（2020 年 01 月 28 日）。美中貿易協議 台灣如何因應。中國時報，A11 版。 
168 張文馨、林汪靜（2020 年 07 月 15 日）。不考慮二階段協議 川普: 美中第一階段貿協仍完好。聯合報，

A5 版。 
169 李忠謙（2020 年 04 月 17 日）。風傳媒，中國大陸經濟應聲倒地：2020 第一季 GDP 衰退 6.8%，近 
30 年來首次負成長。檢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53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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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現今疫情影響，後續的海外產能布局策略不會走回頭路，仍會照計畫進行；

相較 EMS 廠快速反應轉移的腳步，電子零組件廠主要在經過此次疫情打擊後，

歐美廠商才開始進一步檢討以「中國為中心」供應鏈模式，加上歐美客戶對於非

中國大陸布局要求越來越明確，且以涉及資料傳輸的敏感科技廠商最為積極，電

子零組件廠正展開新一波遷移170。 

根據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國須向美國購買足量的製造業產品，但中國

國有租賃巨頭國銀金融租賃宣布，有鑑於疫情影響下，當前航空市場動態不斷變

化，決定調整波音 MAX 的訂單，終止波音 29 架未交付 737 MAX 飛機的購買及

交付，這筆訂單至少價值 29 億美元，對已因飛航安全疑慮遭客戶縮減 737MAX

計畫以及受疫情影響而經營困難的波音公司陷入困境，美方質疑中國沒有落實美

中貿易採購協議171。 

原先在 2020 年 1 月決定讓華為有限度的參與 5G 網路建設的英國政府，在疫

情過後態度大轉彎，英國政府決定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路建置，電信商自 2021 年

起不得採購華為的 5G 設備，且須在 2027 年年底前完全移除既有的華為設備，此

舉象徵英國不再為平衡與中國大陸關係而對國安問題模稜兩可，改採更接近川普

的強硬反中路線172。 

現今不論是美中激化或是疫情影響，都使許多國際大廠警惕，將供應鏈全部

設置在中國大陸以方便供應當地龐大市場的策略越來越不可行、風險意識升高，

遷出中國大陸將成為主要趨勢。 

二、 產業應對之道 

(一)擴大內需市場 

中國大陸在十九大後採取「新型全球化戰略」，其基本脈絡正是要由「外向型

經濟體制」走向「開放型經濟體制」。所謂「外向型經濟體制」，係指過去長久以

來中國大陸高度依賴外貿市場，採取生產代工、從事服務外包等模式來賺取外匯，

藉以換取經濟成長。但在「開放型經濟體制」型態下，中國大陸需更大幅度開放

市場，吸納全球商品流入，推升內需市場持續壯大，透過實施全面小康的政策目

標提振內需消費，再輔以進口開放策略，提升對全球市場及商品定價的影響力，

讓中國大陸得以由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173。 

中國大陸國務院接連於 2019 年 8 月分別提出六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及 20 條

                                                      
170 MoneyDJ（2020 年 04 月 23 日）。《DJ 在線》道別中國大陸製造，檢視電子/傳產供應鏈遷徙動向。檢

自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e39c890f-e939-4621-80fb-19fdd32c61ed&c=
MB010000 
171 中砍 29 億美元波音訂單 恐讓美質疑未落實貿易採購協議（2020 年 04 月 23 日）。禁聞網。檢自 http
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baitai/20200423/1317956.html 
172 陳韋廷（2020 年 07 月 20 日）。追隨川普追殺華為 英難切斷陸勢力。聯合報，A10 版。 
173 吳佳勳（2019）。貿易戰下，由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看供應鏈的可能變化。載於劉孟俊（主編），貿易

戰下，中國大陸經濟轉型（頁 21-26），經濟前瞻第 186 期。台北市：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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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費信心政策措施，以加速推動結構性改革，中國大陸各部委密集提出多波

促消費政策，重點聚焦於汽車、綠色智慧商品、農產冷鏈，以及鼓勵夜間經濟和

假日消費等商業行為174 175，以消費政策結合產業需求，再利用其龐大市場的消費

動能創造產業成長空間，用以對應美中貿易戰尚未完全解除之壓力，逐步減少對

外貿的依存度。 

此外，中國大陸亦持續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將市場向外延伸，尤其在美

中貿易戰持續下，不僅是在陸外資紛紛向外撤離，外向型陸資企業也同樣面臨著

另覓海外生產基地的壓力，此現象具體表現在近一年來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投資比重不斷增加，且成長速度快於對外投資的平均值，而透過中國

大陸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持續成長，規避美國貿易戰的同時，也

助長了中國大陸對該投資地區乃至全球經貿的實際影響力176。 

(二)持續發展 5G 通訊設備 

中國大陸預計透過三大電信商在 2020 年底開通 60 萬座 5G 基地台177，日前

中國移動在內的中國大陸三大電信商披露數據顯示，至今已開通逾 15 萬個基地

台，中國移動開通數量逾 8 萬個，並已在 3 月 6 日時啟動 5G 建設二期招標，中

國聯通與中國電信也聯手推進基地台建設。同時積極參與海外的 5G 基礎建設，

雖華為遭美國抵制，但 2019 年全年華為在全球銷售 5G 支援設備和設施市占率仍

達 28%178。 

(三)華為的應對之道 

1. 產業鏈外移 

為了規避美國的制裁，華為鼓勵供應商將生產業務遷至海外，除了創辦人任

正非表示，打算將旗下電信研發中心自美國搬至加拿大外，華為正計畫在歐洲設

廠生產 5G 設備、設立製造基地179，雖然成本較高，但面對美國不斷向歐盟國家

施壓禁止華為在歐盟境內營運，當地設廠或許可以贏得歐洲更多的信賴。 

歐盟表示，建議其會員國可以限制或禁止高風險 5G 廠商供應 5G 基礎建設

核心零組件，事實上歐盟提出的方案與英國允許華為有限度的參與 5G 的做法非

                                                      
174 江泰傑（2019 年 08 月 27 日）。中國擴大開放腳步 一口氣推出六自貿區。鉅亨網。檢自 https://news.c
nyes.com/news/id/4372164 
175 李仲維、沈婉玉（2019 年 08 月 28 日）。「做最壞的打算」中抗美拚內需 祭刺激消費 20 條。世界日
報。檢自 https://lynx691052.pixnet.net/blog/post/228146561 
176 Special report China’s Belt and Road. Return to centre. China’s flagship foreign policy is a way to 
put itself at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once again, writes Dominic Ziegler. The Economist. (2020 Februar
y). 8th, 3-10. 
177 楊日興（2020 年 03 月 11 日）。陸 5G 基地台 年底拚 60 萬座。工商時報。檢自 https://www.chinatime
s.com/newspapers/20200311000299-260203?chdtv 
178 Stefan Pongratz. (2020, March 2). The Telecom Equipment Market 2019. Dell'Oro Group.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elloro.com/the-telecom-equipment-market-2019/ 
179 季晶晶（2019 年 12 月 04 日）。美：華為鼓勵供應商外移規避制裁。聯合晚報，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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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相似，歐盟一直在華為的 5G 領域主導地位與美國提出的安全疑慮之間尋求平

衡，此一建議將是否禁止華為的最終決定交給會員國，歐盟執委會的中性建議提

供歐盟國家躲避美國要求的機會，而華為對這種非針對特定廠商的指導性文件表

示歡迎180。 

2. 提高庫存 

美中即使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但為應對仍可能被完全隔離美國技術的新

制裁風險，華為搶著為核心電信設備事業囤積長達一年量的外國供應元件，且要

求亞洲供應商配合拉高庫存，並將重心轉向路由器、基地台等戰略性業務，華為

全球採購預算約為七百億美元，正把更戰略性的 4G 和 5G 路由器、開關、基地台

業務庫存大幅拉高，列為比其智慧型手機營運採購更為優先，因智慧型手機需要

進口較多元件，相較之下，囤積電信設備業務的元件容易得多181，不過華為也趕

在美國決定升級禁令前，向台積電追加近 7 億美元的訂單，其中五奈米主要是生

產華為下一代旗艦手機晶片，七奈米強化版則是生產 5G 基地台處理器182。 

3. 自主創新研發 

根據華為公布的 2019 年年報揭示，截至 2019 年底華為持有全球 85,000 多件

有效授權專利，且堅持每年將 10%以上的銷售收入投入研究與研發，近十年累計

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人民幣 6 千億元。 

海思是華為旗下的晶片設計公司，2020 年推出麒麟晶片，是透過安卓的開源

系統完成，華為有意透過開源系統、開源晶片的方式，突破美國針對其的技術圍

堵，例如華為也開始推出鴻蒙系統，因為開源晶片是大家都可以測試的，屬於共

同研發，不僅可以加速創新、尋找國際合作夥伴，同時也可以解決美國控訴晶片

不安全的問題。 

此外，有鑑於華為受貿易戰影響的前車之鑑，未來美國政府或許可能用同樣

的手法對中國大陸其他的廠商，海思也開始探討以及準備未來供應非華為的國內

廠商的可能性。 

華為消費者業務 CEO 余承東更於 2020 年 4 月 9 日表示，華為已經可以完全

不用來自於美國的器件。「現在華為手機裡面不僅僅有國產器件，也有日韓和美國

的器件，但是我們可以不用美國器件，因為我們做到了完全替代。保持少量的器

件，也是和美國企業保持合作關係，幫助他們創造價值。」余承東進一步表示，

現在國產器件多一些，是因為美國制裁造成的，本來美國器件用的很多，現在減

少了，仍繼續使用是為了與美國供應商保持合作關係，如果美國進一步發動制裁，

                                                      
180 胡夢瑋（2020 年 02 月 05 日）。生產 5G 設備 華為在歐洲設廠。聯合晚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
/story/6811/4323205 
181 楊芙宜（2020 年 1 月 26 日）。美管制新規將出柙 「華為們」剉咧等。自由時報，A4 版。 
182 簡永祥（2020 年 05 月 19 日）。華為趕在限令前 砸 7 億美元追單。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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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產業都將是一個非常大的破壞183。 

除解決 5G 網路問題，華為另外一條路是積極打造汽車界的安卓（Android）。

華為內部網站心聲社區 2020 年 11 月 25 日刊出，華為不造整車而是聚焦 ICT 技

術，成為智慧網聯汽車的增量部件提供商，破除外界對其跨足整車市場的疑慮，

避免重蹈手機產品被安卓封殺的慘痛教訓。184 

4. 發出強硬聲明以及法律救濟途徑 

面對各國政府質疑華為 5G 設備的可能資安問題，華為創辦人任正飛在多次

面對國際媒體的訪問皆強硬表示，華為是一個獨立的商業公司，在網路安全及隱

私保護上與客戶同一陣線，絕對不可能去危害任何國家或任何人；2019 年報亦揭

示華為用最先進的技術保護消費者隱私，致力成為建構消費者信任的隱私保護品

牌。 

繼 2019 年 3 月 7 日華為針對美國 NDAA 第 889 條的合憲性向美國聯邦法院

提起訴訟後，12 月 5 日華為起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請求法院判定針

對華為的限制銷售條款違憲，表示 FCC 沒有給予華為就相關指控進行反駁，已違

反正當程序原則，也認為 FCC 並沒有任何證據或合理的理由支撐其決定185。 

5. 出售次品牌榮耀 

2020年11月17日華為發布聲明，榮耀次品牌誕生於2013年，始終面向年輕人，

堅持中低階價位，7年間發展成為年出貨量超7千萬支的網路手機品牌，在產業技

術要素不可持續獲得、消費者業務受到巨大壓力的艱難時刻，決定整體出售榮耀

業務資產，對於交割後的榮耀，華為不佔有任何股份，也不參與經營管理與決策。

收購方是由30多家榮耀代理商、經銷商聯合組成的深圳智信發起收購，是榮耀相

關產業鏈發起的自救行為，讓榮耀通路和供應商能夠得以延續186。好處是華為取

得人民幣千億規模資金延續其他業務，華為與榮耀相關供應商、經銷商得以延續

業務，現時法律下榮耀應可採購美系供應商產品，及華為晶片庫存可生產更多華

為品牌手機。壞處是華為不再持股，流失品牌控制權、人才與金雞母；華為電信

端及5G業務被封鎖狀況仍無解；缺乏華為的榮耀，是否為消費者接受；美系供應

商恐觀望不會積極供貨給榮耀，股東深圳國資委背景，美國政府或有進一步制裁

等。對台廠影響，大和資本則認為，華為出售榮耀（或美國放寬華為禁令），將使

華為供應鏈絕處逢生，台灣華為供應鏈利多187，但小米、OPPO、vivo訂單可能因

                                                      
183 中國新聞組（2020 年 04 月 11 日）。華為：為了「照顧他們生意」 才用美國器件。世界日報。 
184 林宸誼（2020 年 11 月 26 日）。華為手機意外復活 但命運會從此改變嗎？。經濟日報。檢自 https://m
oney.udn.com/money/story/12989/5047033 
185 林則宏（2019 年 12 月 06 日）。華為再告美國政府違憲。聯合報，A13 版。 
186 林宸誼（2020 年 11 月 17 日）。華為聲明：產業鏈自救 讓榮耀通路得以延續。聯合報。檢自 https://u
dn.com/news/story/7333/5020861 
187 華為手機復活 台鏈利多（2020 年 11 月 26 日）。經濟日報。檢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
612/504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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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加劇而下滑。188 

(四)中國大陸 COVID-19 疫情趨緩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數字統計，2020 年國內疫情相較全球其他國家已經趨緩，

4 月 8 日 0 時起武漢市解除封城，更是象徵性的表示中國大陸境內的疫情已經走

到了盡頭189。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表示，從總體上看，儘管疫情

對在陸外資企業造成一定影響，但中國大陸沒有也不會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情況。

外國投資者持續看好中國大陸，根據中國美國商會 2020 年《中國商務環境調查

報告》，儘管目前美國在華企業面臨 COVID-19 疫情等一些問題，但從長期來看，

中國大陸仍會是大多數在華美資企業的重點市場。事實表明，中國大陸仍然是外

商投資興業的熱土，截至 4 月 14 日，8,700 餘家外資重點企業中，復產率超過 70%

的共佔 72.8%，中國大陸華南地區 98%的日資企業已恢復生產，開工率達到 100%

的企業佔 41.1%，開工率為 80%至 100%的企業佔 42.3%190。 

2020 年 3 月隨著疫情趨穩、企業復工復產及內需回暖三因素帶動下，當月中

國大陸進出口有所好轉，中國大陸 3 月進出口年減 0.8%，出口降幅收縮至 3.5%，

進口年增 2.4%，3 月指標均高於預期，且隨著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定的逐步落地，

雙邊經貿出現一些積極因素，尤其部分商品自美進口出現良好勢頭，如大豆、豬

肉、棉花等191。 

2020 年 10 月中國海關總署公布數據顯示，第三季中國進出口總額達 8.8 兆

人民幣，年增 7.5%，其中出口 5 兆人民幣，年增 10.2%，進口 3.8 兆人民幣，年

增 4.3%。第三季進出口總值、出口總值、進口總值均創下季度歷史新高。數據顯

示 2020 年前三季，中國與東協、歐盟、美國、日本、韓國進出口總額分別為 3.38

兆人民幣、3.23 兆人民幣、2.82 兆人民幣、1.61 兆人民幣、1.45 兆人民幣，年

增率分別達 7.7%、2.9%、2%、1.4%、1.1%。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表

示，中國出口從 4 月份開始，連續 6 個月正成長。前三季累計成長 1.8%，表現超

出市場預期。主要支撐因素一是防疫物資拉動出口成長 2.2 個百分點；二是宅經

濟產品拉抬出口增長 1.1 個百分點；三是中國復工復產順暢推動出口訂單增加192。 

(五)自由貿易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 RCEP），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共計

                                                      
188 楊日興、李娟萍（2020 年 11 月 18 日）。華為賣榮耀 台廠大利多。工商時報。檢自 https://ctee.com.tw
/news/china/371863.html 
189 蔡敏姿（2020 年 04 月 08 日）。武漢解封 台廠五成復工。經濟日報。檢自 https://money.udn.com/mon
ey/story/5604/4475300 
190 中國新聞組（2020 年 04 月 17 日）。沒「疫」外 中 Q1 對美出口降 23.6%。世界日報，B6 版。 
191 羅印沖、蔡敏姿（2020 年 04 月 15 日）。中美貿易總額 首季大降 18.3%。世界日報。 
192 江泰傑（2020 年 10 月 13 日）。外貿好轉 第三季中國進、出口同創下歷史新高。鉅亨網。檢自 https:/
/news.cnyes.com/news/id/453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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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個亞太國家正式簽署完成，自貿易戰開打以來，為對抗美國的關稅壁壘以及貿

易保護主義，中國便高度關注且希望能加速 RCEP 的談判。 

在經濟層面上，RCEP 除了作為涵蓋範圍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更有著較

其他 FTA 更大的包容性，例如貨品交易、服務、投資、經濟與技術合作、智慧財

產權、原產地規則、競爭與爭端解決等議題，對未來區域創新發展和公平競爭有

重要作用。193在 RCEP 的框架下，中國和東盟之間在投資和貿易方面會更加開放、

更加便利，更由於周邊國家之間文化相近、地緣相近，RCEP 所形成的制度性合

作的推動作用，這些都會使得中國和東盟之間經濟關係更加緊密。 

面對美中科技戰帶來的供應鏈重組，中國與東盟間的關係有替代也有合作。

其中，半導體產業在美國加強對中國制裁的同時，中國從東盟進口同比增長24％、

出口同比增長 29％，中國企業將生産基地轉移到東盟也推高了貿易額，2020 年

東盟一舉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僅半導體就拉動中國對東盟貿易增長率提高

了 3.2 個百分點194。此一結果亦顯示部分產業雖然轉移，但整體產業鏈是轉不走

的，中國企業到東南亞以及周邊的國家投資，將中下游的生產環節轉移到這些國

家，核心環節仍留在國內，透過將核心零部件設備出口至越南以及其他東盟國家，

利用當地相較國內更廉價的勞動力加工組裝成成品後，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以避

免美國對中國產品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RCEP 簽署後將增加對簽署國家進入自由市場，也可以減輕中國政府強調的

內循環經濟壓力，中國企業得以找到新的出路，不必僅依靠內部消費求生，全球

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正逐步回升195。未來可以預見因大量貿易投資壁壘被清除，

中國與簽署國家間的貿易和投資將持續增加，替中國的產業發展注入動力；中國

或可藉此與日韓進行高科技產品的交流，減少對美國市場和技術的依賴，在產業

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透過加強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互補。 

三、 小結 

美國2020年5月針對華為頒布的禁令，要求晶圓廠不得在為華為製作晶片的

過程中使用美國製設備及美國技術，此舉看似打中華為痛處，但經濟學人分析此

舉反而可能使美國晶片製造產業外移196，因華為的手機與基地台組裝是外包給別

的廠商，例如台積電製作的晶片是直接送到該負責組裝的公司，並非送到華為手

上，組裝後的成品亦直接配送給華為的客戶，因此有些律師分析，若新的禁令沒

有涵蓋到寄給第三方而非華為的產品，只要華為從整個採購、生產到配送的過程

                                                      
193 紀錦玲、蔡佳敏（2020 年 11 月 15 日）。RCEP 超級經濟圈自貿協定成形 6 大重點一次了解。中央
社。檢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11150115.aspx 
194  原田逸策（2020 年 7 月 15 日）。東盟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日經中文網。檢自

https://zh.cn.nikkei.com/china/ceconomy/41295-2020-07-15-08-51-51.html 
195 徐子軒（2020 年 11 月 19 日）。世界朝東協傾斜？史上最大自貿區 RCEP 的「低標大贏家」。轉角國
際。檢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5027812 
196 天下雜誌（2020 年 05 月 26 日）。打不倒的華為？半導體「去中國化」最終可能反成「去美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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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不接觸到被美國列為名單的技術及設備，則有機會閃避禁令；又此項規範因

半導體產業足跡遍及全球導致執行上有其困難，美國的法律很難去約束整個產業，

而部分半導體設備在中國境內已出現以標榜不需要擔心美國「出口管理規範」即

「無EAR」的行銷手法，而美國設備製造商亦可能以將專利移往美國之外的方式

規避現在的抗中限制，川普政府試圖讓半導體去中國化的結果，最終可能使產業

去美國化。 

中國大陸COVID-19疫情相較2020年初已趨緩，各地工廠紛紛故復工，4月時

復工率已達到90%以上197。中國大陸4月製造業產值較去年同期上揚3.9%，但另一

方面，零售業銷售額則較去年同期衰退7.5%，除此以外，餐飲業銷售額仍較去年

同期大減31.1%，儘管與3月的衰退46.8%相比已有起色198，由此可見，經濟復甦

應是漸進的，並非外界原先所謂「V形反彈」的預期，如《彭博》的經濟學家Chang 

Shu表示，政府可以強力推動工業生產，尚且需要6週至8週的時間才能恢復正常，

那服務業跟消費等可能會花上更長的時間，因為需求端要隨著災情逐漸得到控制，

市場情緒回歸平穩，消費、投資等需求才會得以釋放，從而帶來經濟的回升。 

第二節 台灣資通訊產業處境與因應 

本節主要敘述台灣的產業，如何受到美中科技戰的影響，分為間接影響與直

接影響，間接影響是指在台灣的公司受到中國大陸的廠商以及在大陸的台商（這

兩者都直接受到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之影響，而直接影響是指在台灣的公司直接

受到美國方的影響（例如：2020年台積電被要求去美國設廠）。 

一、 台灣受到的直接影響 

(一)台灣地位的提升 

過去台灣、美國、中國大陸處於三方貿易關係，貿易形式通常為美國企業於

台灣下訂單，再轉由勞力密集、生產成本低之中國大陸生產，近年來中國大陸的

快速崛起，也使得台灣提升價值的能力下降，以及三角貿易關係中的重要性降低。

自美中科技戰開打後，跨國企業為了分散風險，其因應的方式之一就是移轉或收

掉中國大陸的工廠，而以代工為主的台灣，或許有機會取得額外代工的生意，也

因此，美中科技戰對台灣而言，可能是新的機會。 

台灣地位的提升，可從資金的回流及外資直接投資之指標來觀察。根據經濟

部的統計資料，台商於 2019 年年底的回流資金已達台幣 7,000 億元，約 230 億美

                                                      
197 陳孟朔（2020 年 3 月 31 日）。大陸財經：中國工信部宣布華為全面復工，富士康整體復工率 93.7%。

財訊快報。檢自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A4%A7%E9%99%B8%E8%B2%A1%E7%B6%93-%
E4%B8%AD%E5%9C%8B%E5%B7%A5%E4%BF%A1%E9%83%A8%E5%AE%A3%E5%B8%83%E8%8F
%AF%E7%82%BA%E5%85%A8%E9%9D%A2%E5%BE%A9%E5%B7%A5-%E5%AF%8C%E5%A3%AB
%E5%BA%B7%E6%95%B4%E9%AB%94%E5%BE%A9%E5%B7%A5%E7%8E%8793-7-013001865.html 
198 中國經濟復甦慢 彭博：其它國家恐也如此（2020 年 5 月 16 日）。自由時報。檢自 https://ec.ltn.com.tw
/article/breakingnews/316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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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規模，預計能為台灣創造近 6 萬個就業機會199。另外，台灣同期批准的外國直

接投資（FDI）亦有 79 億美元之多，與 2018 年相比整整增加了 9.37%。台灣是全

球代工產業鏈相當重要的一員，產業鏈中有將近 40%是屬於科技業、資通訊業；

這些產業在美國也是占比將近 30%的主流產業200，台灣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確

保未來台灣在美中之間取得不易被取代的地位。 

(二)生產基地的移動 

透過貿易、關稅上的相互牽制，各國政府在政治上的角力，一路延伸至企業

的競爭，也從全球化供應鏈發展成區域化製造的現象，生產成本低廉、大量勞動

人口已非企業的唯一考量，風險分散帶動生產基地的移動，短期內台灣廠商雖可

能受有轉單效益的正面影響，但也會被迫轉移生產基地而增加成本。根據經濟部

盤點，未來可能要密切關切的產業包含：網通設備、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工

具機零組件、石化及塑膠原料等產業，以及資訊終端產品，包含電腦、伺服器、

手機、電視等，中長期須趁勢布局美中兩國以外的生產基地與積極開發當地市場。

一般來說，台商和中日韓的企業相較彈性，企業更具韌性，若能結合自身優勢，

並與國際、東南亞廠商聯盟、加盟或投資，甚至與美商在美中以外的市場合作、

拓展市場，則將有助於分散風險，將危機化為轉機。201 

(三)原物料價格、設備投資需求下降 

2019 年的報導指出，經濟部完成全國工廠校正，確認營運中工廠有 8 萬 8784

家，比 2018 年微增 1.9%，但是 2018 年整體工廠繳出營業利益 1.3 兆元，卻是倒

退 5.2%，比前一年少賺 726 億元，尤以化學製品業獲利下降最多202，就是因為油

價原物料大跌，造成銷貨與庫存損失。 

(四)台灣對美國及中國大陸進出口受影響 

全球貿易受美中科技戰的影響，不少企業需要於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游移、

選邊站，2019 年台灣出口至美國成長 17.2%，順差增加 50.7 億美元，聯合國貿易

暨發展會議（UNCTAD）甚至認為台灣是最大受益者；但其實與美交好的結果，

可能就是損失與另一方-中國大陸的好處，事實上，台灣對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出口

減少 4.1%，使得貿易順差減少 89.2 億美元203，因此，若總計台灣 2019 年對於美

                                                      
199 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9 年 12 月 27 日），投資臺灣三大方案帶動破 300 家、達 8400 多億投

資。檢自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8333 
200 TN Choice（2019 年 12 月 16 日）。美中貿易戰：台灣 30 年來難得的轉機？。財經新報。檢自 https:
//finance.technews.tw/2019/12/16/great-chance-of-taiwan-between-us-cn-trade-war/ 
201 蘇孟宗（2018 年 10 月）。台灣產業因應之道：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產業的影響與機會。台灣銀行家雜誌，

第 106 期。檢自 http://service.tabf.org.tw/TTB/Article/Detail?aID=171 
202 王玉樹（2019 年 11 月 30 日）。工廠獲利年減逾 5％ 少賺 726 億。中國時報。檢自 https://www.chinat
imes.com/newspapers/20191130000521-260110?chdtv 
203 尹啟銘（2020 年 1 月 10 日）。膨風經貿成績 好意思嗎。中國時報。檢自 https://tw.news.yahoo.com/%
E8%86%A8%E9%A2%A8%E7%B6%93%E8%B2%BF%E6%88%90%E7%B8%BE-%E5%A5%BD%E6%84
%8F%E6%80%9D%E5%97%8E-2010131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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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事實上是減少，所以並非如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所稱

的受益者，反而可能亦是科技戰下受害者。2020 年 1 至 8 月我國對美國出口成長

6.2%，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成長 12%204。 

(五)台積電的因應 

縱然晶圓代工製造非劃時代的技術，然而晶片卻是電腦產品、通訊產品與消

費性電子產品等多樣應用領域所不可或缺。台積電擁有各個國家皆垂涎三尺的先

進製程技術，與中國大陸、美國關係又密切，在美中科技戰情勢緊張之下，其夾

在兩大強國之間，要如何應對進退自然成為眾所關注之焦點。 

台積電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投下震撼彈宣布赴美興建 5 奈米 12 吋晶圓廠，

它將是全美第一座最先進製程的晶圓廠，同年 11 月 18 日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Phoenix）市議會通過台積電的開發協議。台積電將在當地投資 120 億美元興建

5 奈米晶圓廠，最快 2021 年初動土興建，2024 年進入量產。鳳凰城將由市府資

金提撥 2.05 億美元，用於改善道路及水源等基礎建設，但關鍵的美國聯邦政府及

亞利桑那州政府的補助金額則尚未揭露任何消息。台積電預計 2021 年起的 9 年

投資 120 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設立月產能 2 萬片的 5 奈米晶圓廠，未來 5 年創

造 1,900 個全職的工作機會，美國聯邦政府及亞利桑那州政府的補助，是台積電

去美國設廠的關鍵。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曾表示，台積電到美國設廠會找台積電

大聯盟（Grand Alliance）供應鏈合作夥伴一同赴美，並會為合作廠商爭取美國政

府補助，同屬大聯盟的設備或廠務等合作夥伴，亦陸續表達將跟隨台積電赴美投

資的意向，除可望爭取到台積電美國廠的合作項目外，也有機會進一步爭取英特

爾、美光等當地半導體廠的新生意。台積電則想利用此機會招募到全世界最頂尖

的科技人才，惟該公司強調，最核心的技術研發仍會留在台灣。205 

有外界推測台積電此舉為美國與中國大陸開戰的重要籌碼，無論是美國欲阻

擋華為，或是美國半導體自給率，關鍵皆在於台積電的技術和態度206。台積電於

美設廠對於其生產成本、競爭力非佔有優勢，對於美國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完整

性卻是一大勝利，台積電赴美設廠可能仍然期待應能換得供貨華為的管制放鬆，

以保有兩邊收入的槓桿平衡，然而，目前美國並未有任何妥協，宣布使用美國軟

體和技術的外國半導體製造商未獲美國許可下，不得供貨與華為207，在在顯示面

對美中科技戰，企業如何在分散風險下取得最佳利益為重要課題。 

台灣半導體業產值 2020 年可望挑戰 3 兆元大關，台積電如火車頭約占 45%，

台積電每年超過 5,000 億元資本支出及數以千億計的採購規模，造就特有供應鏈

                                                      
204 我國貿易統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檢自 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375 
205 涂志亮（2020 年 11 月 20 日）。台積 5 奈米廠赴美 定案。工商時報。檢自 https://ctee.com.tw/news/tec
h/373345.html 
206 蔡靚萱、黃靖萱、吳中傑（2020 年 5 月 20 日）。火線上的台積電：一份關鍵報告，揭密台積電倉促赴

美真相。商業周刊，第 1697 期，封面故事。 
207 聯合報社論（2020 年 5 月 22 日）。台積電避險求利蔡英文卻孤注一擲？。世界日報，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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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也為制定世界級的品質、技術、環保、勞動等規範與標準，無形成為台

灣產業升級一股強大拉力。原本在半導體材料、化學、設備、矽智財與廠務是美、

日、歐外商壟斷把持，但在台積電高舉供應鏈「綠色化」與「在地化」下，除外

商供應鏈積極來台投資，許多台廠也逐漸扮演要角，帶動供應鏈獲利能力大躍進。

就連與 IC 設計相關的全球 IP（矽智財）公司，也在台設立辦公室，儼然圍繞台

積電形成 IP 生態圈。台積電相關措施包括：協助製程技術提升，2020 年台積電

輔導 45 家供應鏈改善製程與品質，預計 2030 年目標累計 145 家；綠色用電接軌

國際，台積電輔導 12 家年用電 500 萬度以上供應商節電，2030 年目標為累計節

電量 15 億度；在地化讓台廠受惠，間接原物料在地採購比重達 59%，2030 年目

標為 64%；跟台積電每年交易 3 次以上、下單超過 500 萬元以上的供應鏈家數有

1300 家，後段設備在地採購比重達 34%，2030 年目標為 40%，例如：半導體靶

材領域蹲 10 年的台南市光洋應用材料科技公司，始終在後段封裝徘徊，2020 年

首度打進台積電先進半導體製程靶材，成為台積電大聯盟一員。208 

根據報導指出，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認為現在趨勢為全球供應鏈瓦解，未

來為了要貼近市場和消費者，生產將會分散、甚至碎片化，所以台積電去美國設

廠，除了國防機密外，與此趨勢是一致的。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表示，推動數位轉

型的世代下，未來經濟發展將以消費者為中心，對於全球化，從過去成本考量轉

為滿足各地消費者需求、客製化、接近客戶，同樣也會產生在地設廠的效果。廣

達集團創辦人林百里則表示，美中貿易戰發生以後，對廣達影響最大，例如廣達

消費型產品必須在低價市場設廠，但是像雲端或人工智慧產品則須在美國、歐洲、

中國、台灣等各地布局，且當生產變得碎片化，好的地理位置才能達到最好的供

應模式，一旦生產標準化、自動化及 AI 化後，無論何處皆可生產209。因此，台積

電迫於壓力於美設廠，並非全然壞事，仍可能將此挑戰轉為契機，找到最適生產、

供應的模式，從上述業界人士的觀點而言，亦對於台積電於美設廠表示樂觀。 

另外也有傳言，台積電受邀至日本合作設廠，然日本與美國之情況有所不同，

美國畢竟擁有龐大的市場需求、科技實力強及政治影響力，即便設廠成本高，業

者還是有誘因設廠；日本方面則是市場較小，沒有足夠的內需市場，恐將難以吸

引廠商進駐210。對此，未有官方證實消息，然而卻顯現出台積電先進晶片技術能

力是兵家必爭之地，台積電甚至可透過至日本設廠繞過美國封鎖華為的箝制，亦

不無可能。 

 

                                                      
208 牽動 1300 家供應鏈、3 兆半導體產值的升級大戰 台積電逼出的真本事（2020 年 11 月 9 日）。今周刊，

1246 期，70-83。 
209 江睿智（2020 年 05 月 15 日）。台積電赴美投資 蔡明忠：生產將會分散、甚至碎片化。經濟日報。檢

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2820/4567288 
210 林文彬、萬千華（2020 年 7 月 20 日）。改變策略突圍 日邀台積設廠 專家：晶片內需不及美國招商不

易。蘋果日報，B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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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產業受到的間接影響 

(一)台商回流、回台設廠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經濟部總計審查通過 162 家台商回台投資211。資誠發

布《第 23 屆全球企業領袖調查報告》指出，53％的全球企業領袖對未來一年經濟

前景感到悲觀，較去年的 29％大幅增加212，故企業必須發展更具優勢的商業模式，

以達到持續成長與獲利的目標。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發表了一項關於美

中貿易戰的研究報告，文內除了呈現中國大陸與美國截至目前為止的貿易波動，

也涵蓋 2019 上半年在美中貿易戰的轉單效應下，各國取代中國大陸，對美國出

口額的增長。而統計結果指出，台灣對美出口額增加了 42 億台幣，其中大部分商

品為辦公室機器與通訊設備，也就是中國受創最嚴重的產業213。 

由於華為處處皆遭美國封殺，因此，該公司必須一邊建立自己生產之能力、

建構完整生態系自給自足，一邊尋找多元管道的供應商，以避免美國的制裁而受

影響。亦有報導表示華為供應鏈高階主管認為趨勢是要求許多供應商把其生產移

至中國，因為在中國生產零件是最安全的方式，另外也要求台灣印刷電路板製造

商欣興電子、南亞科技協助在中國大陸建立新的產能，新金寶集團也為華為正在

湖南岳陽興建新生產區214。由此可見，不僅僅是台商回流、在地設廠，中國大陸

的策略也期望能將產業鏈拉到本地，以避開他國制裁的風險。 

(二)供應鏈分散、重組 

從供應鏈來看，中國主要從南韓、日本、台灣進口中間產品，中國製造的中

間產品主要出口目的地是南韓和日本，其次為印度和越南。台灣、南韓將中間產

品出口至中國大陸的依賴程度最高，超過四成的相關出口產品目的為中國；越南

對來自中國的中間產品依賴程度較高，超過三成的中間產品進口來源為中國215。

也因為許多產品來源為中國，在美國微量原則的政策下，將列入加徵關稅的名單

中，企業必須因應此一現狀，將供應鏈打散重組，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進一步分

散風險。COVID-19 疫情的散播，更是加速了供應鏈之分散，觀光業、科技業、

製造業受到衝擊216，削弱全球企業與中國長久以來的緊密關係，帶給全球企業不

                                                      
211 洪凱音、王莫昀、黃有容（2020 年 1 月 22 日）。去年 GDP 上修至 2.73％ 四小龍之首。中國時報。檢

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122000442-260110?chdtv 
212 資誠發布《第 23 屆全球企業領袖調查報告》：53%企業領袖對全球經濟前景感到悲觀 創歷史新高。檢

自 https://www.pwc.tw/zh/news/press-release/press-20200121.html 
213 陳妍伶（2019 年 12 月 02 日）。「台灣成中美貿易戰最大受惠國」是短視的說法。上報。檢自 https://w
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76481 
214 楊芙宜（2020 年 1 月 26 日）。美管制新規將出柙 「華為們」剉咧等。自由時報。檢自 https://ec.ltn.co
m.tw/article/paper/1348144 
215 戴瑞瑤、黃有容（2020 年 2 月 11 日）。陸若斷鏈衝擊台韓越。經濟日報。檢自 https://money.udn.com/
money/story/5612/4335080 
216 丁學文（2020 年 2 月 19 日）。丁學文：天色漸漸光的台灣機會。中時，言論專欄。檢自 https://ww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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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立刻重新架構供應鏈管理的啟示，自此失去全球信任的中國，難以再與全球

企業建立緊密關係，台灣的特殊性可能可以建構成為一個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 

(三)台灣淪為美中手中之棋子 

美國國務卿龐培歐 2020 年 2 月的演說又六度提及台灣，被報章媒體堪稱自

1971 年季辛吉密訪北京，啟動美中關係正常化，四十九年來最與台灣「掛鉤」的

公開高層談話217。自台灣的觀點而言，成為鎂光燈焦點固然不錯，但是更值得憂

心的是美國將台灣視作籌碼，恐將引發北京政府的不愉快，再加上 COVID-19 疫

情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導致各國不得不實施封鎖，或是減少人的流動性，加速各

國之間的合作產業斷鏈，台灣自難跳脫夾在兩大強國之間的手掌，使得兩岸關係

面臨比以往更嚴峻的考驗。 

三、 台灣廠商與政府的回應 

(一)以軟體開發為優先的綠色產業升級政策 

Beyondbond 財務科技投資顧問公司執行長洪哲雄博士提出：「如果國外回流

資金投放產業由半導體轉移到金融業，由於人員需求量相對上升近六成，也就是

12 萬個工作機會，創造的 GDP 產值也相對提高。更有甚者，如果全部投到軟體

開發業，那麼多創造的 25 萬工作就可拉抬超過 1%國內產值成長。」218自此出發，

獎勵軟體開發優惠政策將成為最佳的產業升級辦法，可產生最佳效益，這樣的產

業升級政策，必須自培養人才著手，除了本土培養教育人才之外，亦可積極引進

此類軟體菁英進階人才。 

(二)培養、引進軟體產業進階人才 

目前全球有關人工智慧及自動化趨勢不斷上升，而連結這些相關軟體產業的

進階人才將成為未來產業升級的關鍵，各國皆在針對進階人才的培養及引進下功

夫，台灣為人口與天然資源有限的海島型國家，經濟需高度倚賴外需，因此人才

與產業的國際鏈結非常必要，比起人才培訓，更應該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例如

推動都更、長照、投資青年就業、托育新制與單身青年及婚育家庭租金補貼等政

策，快速吸引並引進人才，以成功搭上世界的趨勢。 

(三)善用多元財務避險措施219 

美中貨幣政策將牽動全球匯率市場波動，廠商需留意匯率市場波動，大廠更

應該善用多元財務避險措施，以降低不確定性之匯率損失風險。在全球高度不確

                                                      
hinatimes.com/opinion/20200219003645-262104?chdtv 
217 黃介正（2020 年 2 月 20 日）。疫病提速脫鉤。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4357021 
218 TN Choice（2019 年 12 月 16 日）。美中貿易戰：台灣 30 年來難得的轉機？。財經新報。檢自 https:
//finance.technews.tw/2019/12/16/great-chance-of-taiwan-between-us-cn-trade-war/ 
219 資誠公布之「中美貿易摩擦對台灣及大陸企業的影響」。檢自 https://www.pwc.tw/zh/publications/topic-
tax/assets/trade-war.pdf 



美中科技戰發展情境分析與我國產業政策之挑戰 
 

96 

定性風險不斷提高下，政策上除協助廠商海外布局分散風險外，亦有必要擴大輸

出入保險規模，協助業者強化因應風險的韌性與能力220。 

(四)調整布局策略，隨客戶或市場需求重新布局 

台灣雖然沒有廣大的內需市場，但是台商的目標市場都可以成為最大之準內

需市場，擴大內需消費與投資是穩住經濟波動的最佳解方，政府應加速協助業者

強化以台灣為全球製造生態系核心的布局策略，將研發、生產中心留在台灣，在

地化建立自動化生產工廠，並考慮海內外台商工廠實施智慧機械應用之獎勵措施

與財務相關法規修訂。 

(五)創造高附加價值生態系 

企業透過併購，可加速供應鏈轉移、建立在地化之生產線，或是透過加強跨

國管理能力，加速智慧製造加速自動化，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以建立競爭優勢。

另外可考慮結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協同國際領導廠商及在地廠商進軍東南亞及

其他新興市場，降低供應鏈過度集中、過度倚賴中國大陸之風險，並進一步以使

用者為核心、打造具高附加價值的生態系，以因應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之

挑戰。 

(六)打造產學研合作共創模式之環境 

在製造業生態系調整之際，政府可以積極協助打造台灣產學合作、技術移轉

與商業化之友善環境，善用台灣產學研合作之型態，將研發基礎實力與優質的創

新科技人才留在台灣，並加速優化國內投資環境及法令規範，吸引海外業者在台

投資。221 

第三節 對兩岸生技產業的影響與因應策略 

在美中科技戰中，美國與中國大陸在資通訊產業實力相當，但兩個國家在生

物技術/製藥衛生產業領域實力差距甚大，美國是不折不扣的老大，但中國大陸生

技產業還在發展階段仍有許多進步空間，完全沒有威脅美國老大的本錢，只佔了

產業鏈下端的市場，高端的企業完全無法與美國比較，而台灣只是想分國際市埸

的一杯羹而已。美國生技產業雖然穩佔世界創新堪稱市場盟主的地位，但對國際

各國還是很有狼性，其目的不外乎擴大及保護已有市場。其他國家坐觀虎鬥，如

何因應是每個國家都要考慮的重要生存策略。 

本節將聚焦於生技相關產業。生技醫藥衛生產業包含生技藥物、傳統化學藥

物、醫療器材、醫療診斷等等。因篇幅關係，本節不包含其他生技產業如食品保

健、農業生技、漁業生技、花卉產業等，而專注於生技藥物、化學藥物、醫療器

                                                      
220 劉孟俊（2020 年 2 月 14 日）。武漢肺炎悶經濟 台灣怎突圍。蘋果新聞網。檢自 https://tw.appledaily.c
om/headline/20200214/YLZ4IDAKOKJ66XVSIKIVDNJOQY/ 
221 蘇孟宗（2018 年 10 月）。台灣產業因應之道：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產業的影響與機會。台灣銀行家雜誌，

第 106 期。檢自 http://service.tabf.org.tw/TTB/Article/Detail?aID=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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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醫療診斷等產業，因為該產業最具代表性也是發展中國家最為嚮往、佩服、

期望的產業。 

一、生物科技產業的特性 

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除技術研發外，因為與人類的生活與健康息息相關之故，

又更多了法規、政策面的管制，與其他科技產業最大的不同，其發展與政府政策、

科技本身、法規、智慧財產等四項要素皆密不可分，對於科技已成熟的高度發展

國家，以及科技發展中國家，其發展軌跡與致力發展的目標不同，高度科技發展

國家通常透過強勢手段致力於維持其領先地位，而科技發展中國家則是希望盡力

提高其在產業領域中的地位，因此政府政策的扶植、法規等制度的建置常常成為

其必然的手段。 

(一)高度科技發展國家：極力保持絕對領先的地位 

美國在 19 世紀中期並不是唯一的科技經濟強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卻取得強權地位，最明顯的戰績是打擊蘇聯，控制德國及日本。在生技醫藥更因

製造盤尼西林（青黴素，Penicillin）供應全球，開拓抗生素的大門而成為霸主，

至今仍是全球在市場上，創新創業、資金融資、智慧財產權、法規管理、人才培

育等高度領先國家，更對其他國家以強勢的外交手段，維持其霸主地位。 

美國對於中國透過「中國製造 2025」補貼企業、強迫外商技術移轉，並指控

其竊取他國高端技術等行為，除提高關稅外，亦頻頻祭出相關防堵措施，包括把

對手置於 301 條款的觀察名單加以恐嚇。最新美國的 2020 年 4 月的特別 301 報

告，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負責，合作夥伴機構則洋洋灑灑，包括州政

府、司法部、農業部、商業（包括國際貿易管理局和專利商標局）、勞動、衛生與

公共服務（包括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土安全（包括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移民

和海關執法局)、國家智慧財產權協調中心及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還承認智慧財產權執法協調員辦公室及美國版權局的貢獻。在準備該報告時，

更從美國駐各國使館、美國政府機構及「感興趣的利益相關者」徵集了大量資訊。

該報告的草案是通過跨機構貿易政策人員委員會的特別 301 小組委員會制定的，

而生技醫藥產業更是該報告最重要的保護主題。 

(二)高科技發展中國家：極力提高生技醫藥產業的地位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獨自生存，一定要互通有無，各有所求，理論上絕對

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各師各法，市場互利互惠。2004 年，《Nature Biochemistry 自

然生物化學》首次對發展中國家的健康生物技術創新進行並列比較222，文中研究

了 7 個成功的健康生物技術部門在發展中國家的案例，該 7 個成功的健康生物技

術發展中國家為：中國大陸、古巴、印度、巴西、南韓、南非和埃及。文中每個

                                                      
222 Thorsteinsdóttir, H., Quach, U., Daar, A. et al. (2004). Conclusions: promoting biotechnology innovat
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at Biotechnol 22, DC48–DC5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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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都面對不同的優點與困難及不同開發程度，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每個國家

政府部門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每個案例都詳細說明每個國家的健康生物技術

領域的優勢、特徵（政府，研究機構和大學，行業，公眾認知）、發展挑戰及成功

關鍵的因素。透過這種分析各國生物技術部門的方式，更確立成功發展的核心因

素，也點出各國在繼續和維持醫療保健生物技術發展方面面臨的共同挑戰。 

儘管此研究的 7 個國家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並且擁有不同成熟度的公

司，以下幾點是成功建立健康生物技術部門的關鍵因素： 

1. 關注當地衛生需求 

初步分析表明 7 個案例研究國家中主要發表的文章都與本國健康問題有關，

關注當地衛生需求，並進一步利用在國內已經實施的技術與產品去解決國際上的

問題，是鼓勵開發衛生產品最有前途的方法。 

2. 成功是多形式的 

擁有強大科學基礎的國家比較容易成功，將研究成果迅速產品商業化、公司

私營化及國際化，透過提供地區所需產品快速地自給自足並獲得經濟利益，是很

好的成功模式。 

3. 成功是建立在教育和衛生系統的基礎上 

運行良好的衛生系統對於生物技術的發展很重要。通過與衛生系統的聯繫，

研究人員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創新思路，並將衛生系統用於測試，臨床試驗和最終

產品的商業化。衛生系統對生物技術創新的貢獻息息相關。 

4. 政府支持 

所有證據都指向重視生物技術並持續支持其發展是一個極重要關鍵。生物技

術是一門科學密集型領域，需要大量時間和金錢進行投入才能產生效益。因此，

政府政策長期的支持與連貫性對於促進該領域至關重要，政府為該領域的發展制

定明確的政策與表述、宣傳和執行。政府及投資者也需提供支持，鼓勵專業人員

回國貢獻所學，激勵措施包括建立實驗室所需資金、科學家創業協助、提供生技

企業經濟鼓勵措施等。事實證明，政府的支持是造就生物技術優勢的關鍵因素。 

5. 專業領導 

各國健康生物技術發展的共同主題是，某些專業人士在推動國家發展健康生

物技術方面發揮了領導的作用，除了政府官員、專家，還來自大學公共研究系統

及商業部門。這些專業人士都有遠見，很早就了解技術的發展潛力，並顯示出獨

創性和決心，以克服在促進這種新技術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各項挑戰。 

6. 定義利基領域 

由於技術開發資源有限，將工作重點放在特定利基領域，確定並利用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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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和本地知識，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應優先考慮特定領域並依靠其現有優勢

進行開發。可以用相對較低的研發成本並大大增加其成功率。 

7. 緊密的聯繫 

緊密的聯繫和積極的知識交流對於進行創新至關重要，鼓勵創新系統中不同

機構間的合作和資源共享。有些國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有強大領導者在

技術的發展中發揮了先鋒作用。應鼓勵專家、企業、政府、衛生機構和其他相關

產業者緊密聯繫，促進知識交流。 

8. 企業創建 

私營公司對於整合健康生物技術的各種知識來源，並將其研發成果轉化為產

品和服務至關重要。惟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缺乏融資機制和資金，促進新創企業的

創新和可持續性。因此政府政策的重心是促進新創企業形成，並鼓勵研究機構將

研發成果成立新創公司。因此，政府政策在鼓勵新創企業在這一領域的發展方面

發揮極大的作用。 

9. 智慧財產權 

政府立法鼓勵對私營部門在健康生物技術方面的發展發揮了極重要作用，所

有發展中國家都需要在比較寬鬆的專利法制環境下，才容易提供對現有技術和品

牌產品進行反向工程以及創造低成本仿製藥的機會。 

印度是名副其實的仿製藥大國223。2017 年全球 7 大仿製藥公司中，印度就佔

了兩席，是全球仿製藥最大的輸出國，有近 3,000 家仿製藥企業，生產了全球 20%

的仿製藥，並出口到世界各地。印度仿製藥價格是專利藥的差不多十分之一，效

果卻不相上下。源於印度政府對仿製藥的大力支持。1947 年，印度獲得獨立。印

度醫藥市場 80%以上都被跨國藥企控制，藥價的高昂與印度經濟的疲弱、居民的

貧困形成鮮明對比，尤其是國外治療癌症的藥品價格，高達印度人均收入的 30 倍。

1970 年印度獨立後的第一部專利法律《專利法》出現，規定對食品、藥品只授予

工藝專利，不授予產品專利，藥品專利保護自此被廢除，讓藥品價格負擔得起。 

隨著產業成熟度的提高，印度和其他國家必須準備好採用更嚴格的專利制度，

1990 年代中期後，印度製藥企業開始投資新藥研發，冒著更多的研究密集型和昂

貴的創新產品開發風險。印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的智慧財產權協議

（TRIPS），專利制度與國際接軌，印度醫藥企業作出相應調整，包括合併、研發

投資增加、對原有生產設備進行升級，專利及藥品相關專利數量快速增長，促使

產品可出口到更多新市場，也與研究機構、具有研發能力的國外公司建立戰略聯

盟。2007 年 Ranbaxy 與 Zenotech 建立聯盟，獲得抗腫瘤產品線的全球銷售權；

                                                      
223 印度仿製藥神話背後：對國際規則的利用和抗爭（2018 年 7 月 10 日）。澎湃新聞。檢自 http://finance.
sina.com/bg/economy/economy_indu/thepaper/2018-07-10/doc-ivmaerni76565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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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Dr. Reddy’s 成爲默克公司兩種藥物在美國的授權仿製合作伙伴，並促使

跨國企業對印度市場的興趣增加。 

未能在生物技術領域建立創新能力的國家會很難成功，因此鼓勵商業化和發

達的私營部門是應對這一挑戰的重要途徑。 

(三)發展中國家應從自身條件發展特有的地位 

前項的案例報告提供強而有力的價值及借鑑的經驗，即發展中國家的政府、

企業、科學界，可以成功地建立生物技術能力，以增加其人民的保健產品的可獲

得性，並為其經濟發展提供機會。發展中國家可以積極利用健康生物技術的潛力，

改善其人民的健康狀況，從而減少全球健康不平等現象。然而，要充分認識到生

物技術的潛在利益，仍需要多年一致而持續的努力和獨創性。 

綜合上述所言，高科技發展中國家如果想提高生技醫藥產業的地位，其中 4

個要素至為重要： 

1. 政府支持（包括法規法律質的提升及國家政策有效的鼓勵） 

2. 國內及國際性的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3. 創新創業領導人及團隊的重要性 

4. 關注當地衛生需求及進一步利用相同技術去解決國際問題。 

能夠好好把握這 4 項要點，是鼓勵開發衛生產品重要因素，提高發展中國家

成功地建立健康生物技術的能力。 

二、中國大陸生物醫藥等（含高科技）產業過去 10 年的發展 

高科技發展中國家如果想提高生技醫藥產業的地位4個要素至為重要，其中

首兩個均與政府有關。中國大陸政府在過去10年對生技醫藥等產業的鼓勵政策、

發展成果及隱憂。中國大陸政府的改革已將科學體系確定為該國現代化和經濟發

展的中心，這些改革包括了開始將國家從集中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政策，

儘管這些改革使中國大陸的健康生物技術創新體系站穩了腳跟，但早期研發組織

和活動的重組，各種行為者之間的聯繫甚至政治和法律環境的促進仍在不斷變化，

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大陸將產品從實驗室推向市場做出了很多的持續努力，但

成效不彰。 

(一) 中國大陸的生技醫藥產業在創新及全球市場上貢獻比例仍然非常少 

中國大陸早期接收了低端產業鏈中高環境污染的原料藥化學工業，是發展中

國家成長最多的國家。然而，中國大陸人口及市場雖然廣大，但經濟並未能平均

發展，只能算是新興發展而為潛在的市場，但高成長市場及潛在可能性仍有極大

吸引力。中國大陸的高端生技醫藥業者初期仍只聚焦於他們非常熟悉的國內市場，

備受國家有形或無形的保護而安於國內的發展；國際市場則集中在低端生技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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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產品，如原材料、原料藥、低中階醫材等。甚至技術要求比較低的學名藥，

在品質上也無法達到國際水準，仍是山寨產品，以量及模仿為主。新藥及高端醫

材當然也都是「Me-Too」為主，雖然偶然有些出類拔萃的公司，如中國醫療器械

龍頭廠邁瑞醫療(Mindray)，2019 年全球排名 34224進世界大公司之林，只是例外

少數。另外少數有能力的中國大陸海歸派，也都是專注經營中國大陸本土的市場，

有意無意的忽略國際市場，再加上政府法規單位效率低落及保護主義，早期官員

貪污及食安等問題，更是拖累了中國大陸國際化的步履。 

(二) 中國大陸在推進生技醫藥產品的分水嶺 

2015 年以前，中國大陸生技醫藥產業乏善可陳，產業缺乏創新及自主的研發

能力，大部份研發都始於國家研發機構，直接由國家研發團隊拿到藥品的批准然

後才轉授權藥廠去生產，研發能力並沒有轉移，藥廠只是淪為製造及行銷的機器。

藥品亂象不斷，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多年來生技醫藥產品審批的停滯與

混亂，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亂象，終於在當時的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局長鄭筱萸的死刑而結束，他的罪名包括在審批藥品和醫療器械過程中受賄、擅

自降低審批藥品標準、虛報藥品資料等225。 

鄭筱萸死刑後，引起中國大陸生技醫藥產品審評的一連串批評及思想的改革，

也成為生技醫藥產品進入國際的基礎。2015 年初，中國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總局（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CFDA）的總局長由畢井泉擔任，

外界對於這位商業管理而沒有醫藥專業背景的新局長有很大的好奇和期待，在他

經過兩年多的改革實踐，正視多年沉痾，明確企業作為責任主體的身份，監管方

逐漸退回至規則制定者的角色；逐步建立以風險為主的藥品監管體系，強調事中、

事後管理；明確鼓勵創新、提高藥品質量的政策取向，嚴懲違法違規行為；逐步

建立公開、透明的溝通機制，強調業界和社會參與；加速與國際監管標準接軌。

並聘任於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簡稱 FDA）任職多

年的何如意博士為臨床首席科學家。CFDA 連兩年發出兩百多號文件，寬嚴相濟、

對正目標，絕非以往之雷大雨小。在實際操作上，其中最受矚目的影響，是帶來

最重要的臨床試驗監管的變革。畢井泉在位近三年，2018 年卻因長春疫苗案問責

而引咎辭職，但他的影響卻是基礎性226。 

畢井泉建置食藥監管系統取得豐碩的成果，解決許多長期未解決的難題，完

成許多過去未辦成的大事。總結畢井泉執掌下的新時期 CFDA 監管思路的五個特

                                                      
224 全球醫療器械 100 強出爐，7 家中國械企上榜！（2020 年 2 月 28 日）。檢自 http://www.anytesting.com
/news/1918773.html 
225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今天上午被執行死刑（2007 年 07 月 10 日）。中國共產黨新聞。

檢自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371/5969158.html 
226 變革者畢井泉的黯然告別（2018 年 08 月 17 日）。新浪香港。原標題：變革者畢井泉，insight 醫療情

報局。檢自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180817/0/2/2/%E8%AE%8A%E9%9D%A9%E8%80%85%E7%
95%A2%E4%BA%95%E6%B3%89%E7%9A%84%E9%BB%AF%E7%84%B6%E5%91%8A%E5%88%A5-9
140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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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明確企業作為責任主體的身份，監管方逐漸退回至規則制定者的角色；逐步

建立以風險為主的藥品監管體系，強調事中、事後管理；明確鼓勵創新、提高藥

品質量的政策取向，嚴懲違法違規行為；逐步建立公開、透明的溝通機制，強調

業界和社會參與；加速與國際監管標準接軌。最為人樂道的是 2015 年 7 月 22 日

公告中國大陸藥物開展臨床試驗資料自查核臨床試驗數據227。722 事件以一種看

似殘酷、兇狠的手法，將中國大陸漏洞百出的藥品監管體系徹底地暴露在世人面

前，而揭開滿目瘡痍的正是監管者自己。這輪改革直接催生了中國大陸本土的創

新藥熱潮，也徹底改變中國大陸醫藥行業的評價標準，並建立臨床實驗數據在國

際審評監管單位眼中的可信性，其內容如下： 

1. 大破大立的法規改革 

允許境外企業和科研機構在中國大陸開展全球未上市藥物一期臨床試

驗；取消在中國大陸進行臨床試驗案例數之行政要求，接受境外臨床試驗

數據；鼓勵在中國大陸進行國際多中心藥物臨床試驗，鼓勵各中心倫理委

員會認可其他單位之倫理審查，不必重複審查。 

2. 簡政放權、透明效率 

授權中國大陸藥品審評中心（CDE）做出藥品臨床試驗審批決定；明

定研發各階段和 CDE 具約束力之溝通會議，如一期臨床試驗前、二期臨床

試驗後、註冊申請前等。經倫理委員會同意和 CDE 會議溝通後申請的臨床

試驗案，受理之後 60 個工作日，法規單位沒有給出否定或質疑的審查意見

即視為同意，申請人可按照遞交的方案開展臨床試驗。改革藥品臨床試驗

樣品檢驗制度，由中檢所實質化驗要求，日後可改為書面審查申請人提交

之檢驗報告。人事方面，兩年間中國大陸 CDE 團隊人數大增，以應付沉重

的工作量。 

3. 嚴查重罰 

自 2015 年 7 月 22 日公告中國大陸藥物開展臨床試驗資料自查核臨床

試驗數據，核查前先公告查核企業及藥品品種，十天內企業若依自行查核

結果選擇主動撤案者不查不罰，在醫藥行業掀起一陣狂風巨浪。根據一份

公開的調查報告，當次藥物臨床試驗自查涉及 1,622 個品種。其中，申請人

提交自查資料的註冊申請為 1,094 個，占 67%；主動撤回的註冊申請 317

個，占 20%；申請減免臨床試驗等不需要提交的註冊申請 193 個，占 12%。

殘酷的數字也展現了國家汰弱留強，提升企業能力的決心228 229。 

                                                      
227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於開展藥物臨床試驗資料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 年 7 月 2
2 日），2015 年第 117 號，簡稱 117 號公告。 
228 賽柏藍（2017 年 1 月 5 日）。又有 14 個藥品面臨自查「割肉」！。檢自 https://kknews.cc/finance/renry
54.html 
229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2015 年 8 月 29 日）。國家食藥監總局關於藥物臨床試驗資料自查情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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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重罰方面，則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 63 號文定案，重罰機構外，也

重罰自然人，如藥品申請權利人、臨床試驗機構直接管理者、研究者、臨

床試驗合同研究（CRO）直接責任人，除公告黑名單、一定期限內取消藥

品臨床試驗及註冊申請外，對蓄意造假者，三年刑期，如已上市造成健康

危害者，十年刑期甚或死刑，這些作為都強烈的表示國家整頓醫藥企業的

決心230。 

4. 鼓勵創新、國際醫藥法規協和會（ICH）接軌 

中國大陸對創新新藥上市申請優先審查，給予數據資料市場獨佔專屬

權，建立專利連結制度（Patent Linkage，中國大陸稱專利「鏈」結）231，醫

保也將優先採購。中國大陸 CFDA 已於 2017 年 6 月 2 日通過 ICH 成員國

申請，表示藥品法規監管未來將快速向國際規範趨近，鼓勵創新藥品研發

的國際化，也將在國際法規科學上，取得參與規範制定之發言權。 

中國大陸創新的新藥研發行業面臨重新整合洗牌，對中國大陸本土生

技醫藥企業是進入撤案重新規劃或重罰伺候，人人自危的嚴冬，但也是對

本土產業尋求出路，加入國際競爭的一大推動力。對國際大藥廠或以國際

研發規格自我要求的中國大陸新藥研發公司，卻是在品質、效率與法規合

理要求下的理想天堂，研發與法規監管環境必將產生質變，亦可逐步將中

國大陸納入全球新藥臨床研發與投資的價值鏈。 

(三) 創新醫療與智慧財產改革與獎勵 

嚴查重罰配合適當的鼓勵是相輔相成的，智慧財產權是國內及國際保護是最

重要的手段之一，本文中第二章中有詳細的論述。鼓勵所有高科技的創新，近年

來較大幅度的智慧財產改革，主要開始於 2015 年發布之「國務院關於新形勢下

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開始，其中也包含提升傳統領域的中醫藥；

加強新領域創新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如植物新品種、生物遺傳資源等。在 2016

年發布之任務分工中，提昇傳統資源附加價值則由商務部、文化部、國國家衛生

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負責；新領域創新成果的智財保護則由科技部、農業部、林業

局、知識產權局負責。而智慧財產侵權行為懲罰的部分，負責醫藥品審查的食品

藥品監管總局也在其中，並引進專利連結等機制論。 

2016 年所發布「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總體方案」，針對特定區域推廣

一年期智慧財產管理的試點，加快藥品等領域過期專利技術的有效應用，包括透

                                                      
告（2015 年第 117 號）要求。 
230 賽柏藍（2017 年 1 月 5 日）。又有 14 個藥品面臨自查「割肉」！。檢自 https://kknews.cc/finance/renry
54.html 
231 「專利連結」（Patent Linkage）制度通常用於規範須引據他人試驗資料的後進藥品（例如：類新藥、

學名藥、生物相似藥、動物用藥品等）。該制度允許原廠或專利權人面對這些競爭藥品時，有提早進入法

院、開啟專利爭端、阻擋可能侵權產品上市販售的機會。 
何謂藥品專利連結？。檢自 https://www.wispro.com/tw/2019/04/22/patent-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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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專利分析等手段，輔助新劑型、新複方等改良型類新藥研發之商業策略，或進

行學名藥（中國大陸稱為仿製藥）研發之迴避設計。 

2017 年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的原料藥、藥品製劑、醫療器械規模分別為 39、

12、58 億美元，其中以醫療器械最為大宗232，醫療器械是生技醫藥產業裡面比較

容易切入的產業，也是中國大陸優先獎勵鼓勵的產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高性能醫療器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未來發展的重要產業之一。其後一連串的國家部署，都加速推進了醫療器械科技

產業發展，如《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健康中國 2030 規劃綱要》、《十三五

醫療器械科技創新專項規劃》等。 

醫療器械是國民健康產業之一，即使一項符合專利創新定義的醫療器械，也

必須符合嚴格的審批程序才能進入市場。為鼓勵科技創新，中國大陸針對醫療器

械審批程序做了特別的安排，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批程式（試行）》，針對具有中國大陸發明專

利、技術上具有國內首創、國際領先水準，並且具有顯著臨床應用價值的醫療器

械設置特別審批通道。為深入推進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醫療器械創新，國家

藥監局於發布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查程序》。對比

以往的審查流程可以得知，專利法內所規定的新穎性和創造性，對於醫療器械能

否獲得特別審查是個重要的指標233。 

2016 年，配合十三五規劃的發布，國務院亦發布了「十三五國家知識產權保

護和運用規劃」，主要希望解決過去中國大陸專利量多，但品質尚待提升的問題。

其中，除再度重申將研究修正智財法規保護遺傳資源及中醫藥、建立新藥/新疫苗

/新醫療器材領域智慧財產保護長效工作機制，也聲明針對生物醫藥推動專利導航

產業發展和智慧財產鑑價。根據 IQVIA 公司報告，2019 年全球藥品市場規模約

為 1.25 兆美元，以美國、歐洲五國（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及西班牙）、日

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南韓為代表的先進國家，約為 8,216 億美元，約占全球

藥品市場的 66%。以中國大陸、巴西、印度及俄羅斯為主的藥品新興市場，2019

年藥品市場規模為 3,577 億美元，約占全球藥品市場的 29%。234 

中國大陸雖已建置新藥開發的審查程序，並已核准多項新藥上市，然因國民

所得與歐美無法相比，為滿足國內醫療需求，藥品的使用仍以學名藥為主，因此，

其雖為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但因學名藥的普遍使用，而成為全球最大學名藥市

                                                      
232 藥渡（2018 年 4 月 13 日）。中美貿易摩擦敏感期 關稅加征對中國醫藥產業影響掠影。檢自 https://kk
news.cc/finance/6bv5g9q.html 
233 國家藥監局（2018 年 12 月 26 日）對程式進行研究修改，於近日發布了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

《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查程式》及醫藥行業政策大梳理（2015-2018 更新版）。檢自 https://wenku.baidu.c
om/view/b4336e47590216fc700abb68a98271fe900eaf61.html# 
234 經濟部工業局（2020 年 7 月）。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第 9-10 頁。檢自 https://www.biopharm.org.tw/i
mages/2020/Biotechnology-Industry-in-Taiwan-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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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依據 Fitch Solutions 公司調查，2018 年全球學名藥市場約為 3,222.4 億美元，

中國大陸仍穩居全球最大學名藥市場，其市場規模約為 853.3 億美元，與排名第

二的美國，其市場規模 700 億美元之差距也逐漸擴大。反映出中國大陸隨著所得

持續提升及各項醫療改革的推動，帶動學名藥市場的成長，其成長率達到 9.2%；

美國學名藥雖受惠於專利藥物之專利權期限屆滿，核准上市學名藥也超過 1,000

個，但受到買方市場對價格有主導優勢，壓抑學名藥市場的成長，使得成長率僅

有 1.2%。日本、印度及德國則分居第三至第五位。235 

中國大陸製藥公司積極拓展國際市場，並向美國 FDA 提出新藥或學名藥的

上市申請。2019 除中國大陸百濟神州公司（BeiGene）研發治療淋巴瘤的新藥

Brukinsa®獲得美國 FDA 核准的第一個新藥，石藥集團歐意藥業公司開發的高血

壓用藥 Conjupri®亦獲美國 FDA 核准上市。另外，2019 年共有 86 個學名藥取得

美國 FDA 核發的 ANDA 藥證，包含 74 個處方藥、13 個獲得暫行性核准。當中

又以復星醫藥集團獲得 16 個最多，其次為南通聯亞公司的 12 個，顯示中國大陸

學名藥廠商的產品開發能力逐漸提升，對我國學名藥廠商而言，亦將面臨更多競

爭對手。236 

美國為全球最大醫材市場，2019 年美國醫療器材市場規模為 1,740.2 億美元，

占全球醫療器材市場比重達 43.1%。西歐地區為全球第二大市場，2019 年西歐市

場占比為 23.7%，受到美中貿易戰連帶影響其核心產業的發展及出口，導致經濟

發展趨緩，使得 2019 年德國下滑至全球醫材市場第三大國。2019 年中國大陸醫

療器材市場規模約為 276 億美元，為全球第四大醫療器材市場，在亞洲則是僅次

於日本的第二大醫療器材市場。 

中國大陸 2019 年 3 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時指出，將持續深化

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繼續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保障水準，

保障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同時提升遠端醫療網路，大力發展養老，特別是社區養

老服務業，對在社區提供康復護理等服務的機構給予稅費減免，並深化大數據、

人工智慧等研發應用。2019 年 7 月發布《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 年）》，積極

推動「互聯網+醫療健康」和執行「健康中國」政策，積極推動醫療互聯網診療諮

詢服務險。237 

2020 年 10 月 29 日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238提出，將全面推進健

                                                      
235 經濟部工業局（2020 年 7 月）。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第 22 頁。檢自 https://www.biopharm.org.tw/im
ages/2020/Biotechnology-Industry-in-Taiwan-2020.pdf 
236 經濟部工業局（2020 年 7 月）。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第 23 頁。檢自 https://www.biopharm.org.tw/im
ages/2020/Biotechnology-Industry-in-Taiwan-2020.pdf 
237 經濟部工業局（2020 年 7 月）。2020 生技產業白皮書，第 27-31 頁。檢自 https://www.biopharm.org.tw
/images/2020/Biotechnology-Industry-in-Taiwan-2020.pdf 
238 詳見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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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國建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

深入實施健康中國行動，完善國民健康促進政策，織牢國家公共衞生防護網，為

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239「十四五規劃」將以「內循環」為基礎，打

造「雙循環」的發展格局，其中擴大內需政策造就的「大消費」族群，包括食品、

飲料、交通、建材等行業；改革社保、完善收入分配涵蓋的生物科技、製藥、醫

療、醫材、長照、養老等領域都將是未來的發展商機。240 

三、兩岸生技產業受美中科技戰之影響及因應策略 

(一)美中生技醫藥醫材診斷產業未來展望 

2018 年始美中貿易戰一直在逐步升級，對大豆，太陽能電池板，鋼鐵等產品

加徵關稅，但很特別的是對醫藥產品等生物技術的關稅態度卻很模糊，仿佛兩國

間沒有什麼大的影響。據統計，2017 年，中國大陸規模以上醫藥企業主營業務收

入為 2.98 萬億元，醫藥出口額累計為 150.84 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同期醫藥製造

業整體營業收入的比重小於 3.5%，出口規模整體占比可說是非常小，中國大陸醫

藥產業主要依靠國內市場消費帶動，美中互加關稅對美國弊多利少。目前，中國

大陸進入國際市場的醫藥產品以原料藥、中間體及基礎耗材為主，製劑出口的企

業並不多，美國現在是中國大陸化學原料藥第二大出口國。根據商務部海關的數

據統計，2017 年中國大陸對美出口的原料藥、藥品製劑、醫療器械規模分別為 39、

12、58 億美元，總體來看醫藥工業的出口產品還處於產業鏈的下游水平。美中雙

方都很聰明的不將人類健康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241。 

因為過去中國大陸生技產業技術層次不高，且內需市場廣大，不需考慮國際

市場，所以到國際發展的意願不高，故此次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的生技產業實

際影響不大。但仍可以發現一些變化，如美國希望將原料等上游產業搬回美國，

中國大陸希望增加更上一層的技術發展，及定位未來生技產業在國際的走向。中

國大陸雖然現在技術層次不高，還算不上老二，但希望可以往上提升，故政府相

關政策持續推動升級，往國際市場走。 

貿易戰是經濟老大與正在興起而有威脅的老二必然爆發的戰爭，以目前生物

技術/製藥衛生產業而言，美國是不折不扣的老大，而中國大陸現在還遠遠不算是

老二，並沒有威脅老大的本錢，但目前美中貿易戰此領域不開戰並不等於老大不

會繼續欺負老三、老四，也不表示老三、老四不會韜光養晦，以備未來有本錢時

決一死戰，這是不是一個長久戰，只能拭目以待。 

                                                      
239 「十四五」規劃: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2020 年 11 月 3 日）。香港文匯報。檢自 https://www.wenwei
po.com/a/202011/03/AP5fa15966e4b0fbfd25369590.html 
240 曾俊豪（2020 年 11 月 5 日）。搶「十四五」商機 桂台會推兩岸大健康產業合作。ETtoday 新聞雲。

檢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105/1847436.htm 
241 藥渡（2018 年 4 月 13 日）。中美貿易摩擦敏感期 關稅加征對中國醫藥產業影響掠影。檢自 https://kk
news.cc/finance/6bv5g9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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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生技醫藥業產業的近況及對目前處境因應策略及挑戰 

高科技發展四個要素至為重要，以下分從此 4 個要素來看台灣未來的挑戰： 

1. 政府支持（包括法規法律質的提升及國家政策有效的鼓勵） 

美中的政府都有強烈的意願及實際行動去保護及培養本國企業，包括

法規法律質的提升及國家政策有效的鼓勵。台灣在法規政策方面被生技企

業垢病已久，政府無法大破大立的改革與法規的鬆綁，只能以「不能圖利

廠商，防弊而不能興利」回應，殊不知這是保證創新科技成功獎勵的基本

法則，闖入世界市場的敲門磚。 

2. 國內及國際性的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美中兩國可以說是當今智慧財產權雙霸主，在質方面中國大陸尚有不

如人意之處。台灣經過多年努力，在量方面似是績優生，但在智慧財產權

的管理應用及商業化方面的成績仍有努力空間。 

3. 創新創業領導人及團隊的重要性 

美國在創新創業領導人及團隊是毫無疑問的強者，世界頂尖的大學及

研究院教育機構，是吸引全球頂級人才的熔爐，創業與經理人才是每個國

家必爭的資產。中國大陸與台灣有很多留在海外的儲備人才，但如何吸引

這些技術或商業管理級的頂尖領導人回歸才是致勝關鍵。台灣要如何能吸

引人才、培育新的人才、保留現有人才，讓這些人才能夠發生作用，才是

國家將來及對政府主要的助力。 

4. 關注當地衛生需求及進一步利用相同技術去解決國際問題 

此問題與前面 3 個問題息息相關，對中國大陸而言，COVID-19 疫苗

的發展正好說明這些成功因素的重要性，至於能否帶動其他醫藥產業尚待

觀察，但其標竿性是不容置疑的。台灣生技公司雖然有些成果，但都還未

能出現在國際性能有影響力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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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產業的因應策略 

在美中科技戰之下，除中國大陸與美國本身的企業會受到影響之外，不少其

他國家的廠商，也會因這一波全球供應鏈重整以及科技主導權之爭而受到波及。

這些受影響的廠商也需要思考如何回應目前的情勢與未來可能的變化，一方面希

望不會得罪中國大陸或是美國，另一方面則從中找出更清楚的回應策略與市場定

位。而他們所採取的因應策略與作法，同樣有可能給我國廠商帶來不利的影響，

或是帶給我們新的機會。因此，值得我們多加留意。 

 考量到產業鏈與科技（特別是 5G 相關）的關聯性，本節主要就歐盟與東北

亞地區的情況來加以探討。其中，歐盟主要以北歐、英國及德國為主（所關心的

是當地電信營運商在通訊基礎建設 5G 電信設備廠商上的選擇）。東北亞地區則以

日本及南韓為主（所關心的是日、韓企業之產業鏈的遷移之相關議題）。 

一、北歐（諾基亞、易利信） 

芬蘭的諾基亞（Nokia）與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雖然在終端手機的市場

上，已經失去了其主導的角色，但是，在通訊基礎建設 5G 電信設備方面則仍有

其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全球基地台設備的市場，主要就是以華為、諾基亞與易

利信等三家電信設備大廠為主，且這三家大廠的市佔率達七成以上242。也因此，

他們之間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競爭。 

 美國的禁運令與禁購令促使華為需要更積極地去布局美國以外的地區，並採

取更激進的方式，包括：中國大陸本身及 EMEA（歐洲、中東與非洲，Europe，

Middle East & Africa，簡稱 EMEA 地區）。也因為市場的重疊及不少廠商需要選

邊站的關係，兩者與華為間有了更激烈的競爭。在中國大陸市場方面，由於中國

大陸政府基本上會促使電信商優先支持華為，因此，諾基亞與易利信的發展空間

勢必會受到排擠，甚至必須逐漸退出中國市場。諾基亞被要求所有產品及設備不

能有任何中國大陸設備在裡面，且所有主動元件設備都不能有中國大陸的才能進

美國，因此其對大陸 5G 的前期投資恐將無法回收。至於易利信，則傾向於跟中

國大陸合作，所以該公司在 2020 年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的 5G 標案中約可拿到 10-

12%的份額。 

 至於其他的市場方面，由於有些地區的政府與電信商，受到美國對華為禁令

與安全性關切的影響，而採取放棄華為系統轉而使用諾基亞及易利信的系統，因

而在 2018-2019 年間，多少可以看到華為市佔率的下降（29.5%27.5%）；諾基亞

（23.0%24.5%）與易利信（28.5%30%）市佔率的上升。當然，兩家公司也有

其需要面對的問題，例如：如何加速布建與替換原來已架設好的基地台，及技術

研發與建置成本上如何跟上華為的腳步等。 

                                                      
242 拓墣產研（2019 年 9 月 16 日）。禁中令使 Ericsson 與 Nokia 市佔回升。檢自 https://technews.tw/2019/
09/16/ericsson-and-nokia-market-share-re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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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 

英國全國性電信營運商英國電信（BT）在其移動與光纖網絡中，一直高度依

賴華為，該營運商承認，據估計：華為約佔英國電信 4G 設備的 3 分之 2，芬蘭諾

基亞則佔據剩餘的部分。2020 年初，英國電信估計：若在未來 5 年內，限制華為

供貨將造成五億英鎊的損失；若是全面禁止，則可能使這一數字翻倍。英國電信

執行長 Philip Jansen 警告表示，若是過早將華為從英國電信網絡中刪除，可能會

導致全英國大規模的服務中斷243，他進一步表示：「如果真的要完全禁止華為，在

理想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 7 年的時間（或至少 5 年來處理好）」。另外一家英國

電信商沃達豐（Vodafone）主管也向英國政府表示，將華為從英國電信網絡中移

除將需要耗資數 10 億英鎊。 

儘管有上述的重大損失估計以及來自美國情報機構對於國家安全風險的警

告，英國於 2020 年 1 月仍允許華為有限度參與 5G 網絡建設，在獲得一個情報機

構批准的情況下，華為設備部署不得超過 35%，當時英國首相曾宣稱：「我不反

對華為在這個國家投資，英國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但我不希望看到國家關鍵的

基礎建設以任何方式被潛在敵對國家的供應商控制」。但後來在美方施壓下，英國

政府在 2020 年 5 月轉變立場，計劃禁止英國電信商使用華為設備，並計劃在 2023

年將華為排除在 5G 網絡之外。2020 年 7 月 14 日，英國政府宣布將禁止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再從華為購入新的 5G 設備。而現有的華為 5G 設備，也將

在 2027 年之前完全退出英國。此一規定將納入其「電信安全法案」，並要求業者

遵循244。由於英國政府無法保證與華為交易的安全性，再加上美國制裁的重大性

變化，使得英國政府在對華為 5G 設備的立場有了轉變。 

三、德國 

不少資訊顯示，美中貿易戰的結果，德國會是主要受惠的國家之一。例如：

巴克萊（Barclays）銀行的經濟學家 Christian Keller 認為，歐盟的德國與法國，將

可能是美中戰役下「美國替代」的贏家，特別是汽車與化工產業。奧地利中央銀

行總裁 Ewald Nowotny 認為，儘管美中貿易戰對歐洲的影響可能有負也有正，不

過「貿易轉移」可能是當中很明顯的益處，亦即美國持續的貿易壁壘，將可能使

許多國家的貿易關係轉向歐洲245，例如：中國可能擴大與歐洲的貿易及往來，或

在技術上有合作。事實上，美中貿易戰開打後不久，大陸總理李克強就在 2018 年

7 月 11 日出訪德國，和德國簽署了一份價值 200 億美元的大單，更和德國總理梅

                                                      
243 凌郁涵（2020 年 7 月 13 日）。英國電信：過快對華為 5G 設備設限，恐導致大規模斷訊。鉅亨網。檢

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505945 
244 許光吟（2020 年 7 月 14 日）。英國宣布：5G 網絡停止使用華為設備。鉅亨網。檢自 https://news.cnye
s.com/news/id/4506363 
245 陳秀宜（2019 年 6 月 19 日）。若美中貿易戰持續，這兩個歐洲國家將受惠。鉅亨網。檢自 https://new
s.cnyes.com/news/id/434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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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爾站在一起，表態堅決維護自由貿易與 WTO 的精神246。兩個國家聯合對抗美

國的態勢十分明顯。 

 而整個德國對於美中貿易戰的回應，或許多少與其總理梅克爾對川普的態度，

以及過往德國與中國大陸及美國的關係有關。相較於法國總統馬克宏以及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德國總理明顯表達對於川普「衝突戰略」的不安，梅克爾實事求是、

少言多做的風格，剛好與川普相反。從私交到公務，梅克爾都是能避就避，不去

衝撞川普，也避免與他同台演出247。因此，多少可以理解到，德國對於美國強烈

制裁中國大陸及華為的作為，不一定會認同，也不一定會充分配合。 

 2019 年 11 月 11 日，德國第二大電信商 Telefonica 宣布採用華為及諾基亞的

5G 設備，部署旗下的 5G 服務，華為和諾基亞在 5G 計畫中將各佔一半的比例248。

2020 年 7 月，德國最大的電信商德國電信也無懼外界對於華為的質疑，仍執意擴

大雙方的合作關係。據德國媒體「商報」的報導，德國電信不僅同意華為使用更

多「不含美國零件」的設備用來建設 5G 網絡，甚至要求華為提供更高級的技術，

以確保其能夠在 5G 領域中保持領先249。這兩個例子顯示，儘管美國一直呼籲各

國考量國家安全，將華為排除在外，不過，似乎德國政府與電信商都不買帳。 

四、日本 

日本、南韓、台灣的廠商在 1990 年代後，基本上都將中國大陸視為降低成本

的生產基地（例如：考量其較低廉的勞動力與較低的環保規範等）。因此，在這一

波因美中貿易戰所引發的產業鏈重整，自然也對這幾個國家造成了影響。日本企

業考量到美中貿易戰短期內不會結束，紛紛希望透過產地的改變，來減少受到的

衝擊。其中，不少使用代工服務的企業，把代工方由中國大陸改至東南亞國家。

例如：日本電子產品代工（EMS）公司加賀電子，在泰國建新工廠，以承接從中

國大陸移轉而來的代工訂單。該公司認為，為免受美中貿易摩擦的影響，客戶的

生產移轉趨勢將擴大。另外，如印刷電路板廠商名幸電子，亦在越南的代工廠進

行投資，希望取得 60%股權並將其子公司化250。其他產業領域的公司，如：日本

化學廠商旭化成，在美國公布制裁關稅清單一個月後即完成了生產地的調整。將

大陸的零組件生產移回日本。機械製造廠商小松，也將部分在大陸的零件生產轉

移至美國、日本與墨西哥等國251。日本政府也砸下百億協助這些廠商進行生產線

                                                      
246 中視新聞（2018 年 7 月 11 日）。中美貿易戰開打 陸笑迎德國給 6 千億大單。檢自 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EBFOK-ObCGA 
247 乾隆來（2018 年 4 月 30 日）。不挺聯軍、外交閃躲，梅克爾為何退縮？。今周刊，頁 90-92。 
248 戴敏琪（2019 年 12 月 12 日）。不甩美國！德國第二大電信宣布與華為合作。新頭殼 Newtalk。檢自 h
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2-12/339336 
249 郜敏（2020 年 7 月 7 日）。無視美國警告！德國最大電信商執意與華為合作。新頭殼 Newtalk。檢自 h
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7-07/432360 
250 日經中文網（2019 年 9 月 11 日）。中美貿易戰給日本代工企業帶來春風。檢自 https://zh.cn.nikkei.com
/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37240-2019-09-11-05-00-30.html 
251 柯玉枝。美、「中」貿易摩擦對東北亞區域經濟之影響。檢自 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
oks/b5bfcf2423aa4218923975baa68fefd4/Section_file/f6b5ae6d434a47a69cfd7d33c4ed42b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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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轉（特別是移回日本）。這些企業在進行產線的移轉時特別提到，一方面需要

考量上游供應商配合移轉的意願，另一方面，也會顧慮到中國大陸的感受。 

事實上，日本早在美中貿易戰爆發之前，為了分散風險、生產在地化，就已

經採取「中國大陸+1」252的策略，縱是如此，日本在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後，與台

灣相同，亦承受來自中國大陸及美國的雙邊壓力。日本政府方面，修改外人投資

準則253、調降公司稅率254，使外國人投資上市公司有更多的限制，引發負面反應；

另將公司稅率從 30%降至 23.4%，使日本企業能將工廠搬回日本，回歸者可以從

放鬆管制和研發的補貼中受益。民間企業方面，日本機具業者的對應方法主要為

轉往其他市場，以森精機械為例，因應需求減少之中國市場，該公司計畫轉攻潛

在需求高的印度市場，策略上擴大天津的工廠並擴大產能，預計增加對印度出口

的加工機具，彌補逐漸減少的中國訂單255；此外，企業如三菱電機改向其他國家

採購，以避開關稅加徵之不利因素。256 

五、南韓 

美中兩國在南韓整體出口中的比重分別達到 27%與 12%257，因此，美中貿易

戰及美中兩國需求的減少，都自然影響到南韓的出口。南韓貿易協會認為，美中

貿易戰開打，使得南韓零組件中間品（指為再加工或轉賣用於別種產品生產所使

用的物品和勞務，如原材料、燃料等）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可能減少 20%。 

 南韓政府已與美國簽訂新的「美韓自貿協定」。企業方面，則亦積極進行各種

回應所需要的投資。例如：三星在知道台積電正式宣布赴美設廠並有意停止供應

大陸半導體晶片之後的一個星期內，即宣布要在南韓國內新建 5 奈米製程的新晶

圓廠。同時，會長李在鎔更親赴西安，視察三星在海外的唯一半導體工廠。且在

回韓國後不久，就宣布加派 300 人至西安，加速擴建西安廠。 

與其他國際產業的因應策略相同，韓國因受到美中戰爭之影響，也著手加速

與他國之合作、分散風險，韓國企業過去 10 年來已經在越南等東協國家深耕，在

韓國總統文在寅「新南方政策」的帶領下，盡力拓展與東協印度等新興市場的關

係258。中長期以產業升級為目標，降低對美國、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度，不僅分

                                                      
252 於中央社（2013 年 7 月 12 日）中國加一策略綠營掀討論的報導中，即澄清「中國加一」概念並非與
中國合作，而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尋找其他國家投資，或找到新的生產基地。 
253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19 年 11 月 07 日）。2019 年 WTO 及 RTA 國際研討會：美中經
貿變局對主要經貿夥伴之衝擊與因應（上）。檢自 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3181
7&nid=126 
254 科技產業資訊室（2019 年 5 月 31 日）。貿易戰造成企業回流，配合政策為何？。檢自 https://iknow.stp
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5633 
255 中美貿易戰之德、日工具機廠商所受影響及因應策略調查。檢自 http://www.tami.org.tw/sp1/bulletin/ot
her/other_1080122-1.pdf 
256 蕭美惠（2018 年 7 月 11 日）。中美貿易戰開打 關稅調高 企業出招應變。工商時報。檢自 https://ww
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11000284-260203?chdtv 
257 中美貿易戰未歇 南韓對中國出口受影響（2019 年 10 月 1 日）。中央通訊社。檢自 https://www.cna.co
m.tw/news/aopl/201909300049.aspx 
258 托克維爾（2019 年 7 月 18 日）。瞭望之窗：台灣與韓國如何共同因應美中貿易戰？。自由時報。檢自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5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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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風險，也拓展新市場。其中韓國政府的作法為在 2020 年預算案中將斥資 4.7 兆

韓元（約 39 億美元）在工業 4.0，主要集中在 5G 產業、數位雙生（Digital Twins）
259、氫產業和人工智慧。政府也重申對中小企業進行數位化的支持，將部份的預

算提供給中小企業，以購買 AI 科技和數位雙生的軟體。260 

第五節 美中科技戰的未來情境 

 美國與中國發展科技戰的情境可以從過往及現階段在科技上的互動狀況來推

測。本節將分別從美方的態度與作為及中方的思維與因應方式，進一步分析美中

科技戰情境的基本方向，並提出在不同的變數下，雙方對抗的情境模式。 

一、美國方的態度、行為與情境方向思考 

(一)川普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與作為 

 川普總統積極展開對華為公司的各項制裁行動，特別是一年多來的主要三波

攻擊。在 2019 年 5 月先透過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規定被美國管制

的商品技術，若有來自美國技術含量高於 25%以上者，在銷售給華為前，需要取

得其商務部的許可（形同對華為的第一波禁令）261。當時台積電因為技術含量低

於 25%而不用遵行此禁令。2020 年 5 月 15 日時，美國川普政府發出了第二波的

禁令，將 25%的技術含量降到了 10%以下，規定主要使用到美國技術與設備（比

重 10%以下）者，若美國企業想販售給華為者，則需要美國商務部的許可（在第

二波的禁令下，台積電即受到了規範）。2020 年 8 月 21 日，美國政府又升高了對

華為的禁令範圍，加列華為遍布於 21 個國家的 38 個關係企業為實體清單，同時，

亦積極防止華為透過第三方（如聯發科、海思等）取得晶片與關鍵零組件。 

 從上述幾波的行動，可以看得出來，此刻的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大陸與華為的

攻勢是蠻激烈的，希望達到全面圍堵、全面封殺的目的。當然，很多人認為美國

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是與川普政權當政有關。也就是說，美中科技戰的未來狀

況，會與 2020 年 11 月美國大選的結果息息相關，因此，以下進一步就拜登對於

中國大陸的態度加以探討。 

(二)拜登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 

 拜登的個性要比川普明顯溫和許多，在其過往的副總統任內，對於中國大陸

的態度明顯轉為親近。他多次強調美中兩大政權基於共同的利益，需要建立穩定、

                                                      
259 蘇文彬（2019 年 9 月 19 日）於「達梭系統：數位分身是未來工廠的重要角色」報導中解釋數位雙生
指的是透過虛擬技術，產生和真實世界物品如同雙胞胎的虛擬世界，瞭解在虛擬體驗中的變化，對真實世
界的可能影響。 
260 陳孟朔（2019 年 8 月 28 日）。國際財經：韓國政府提高 2020 年產業補貼，斥資 39 億美元打造產業 4.
0。財訊快報。檢自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9C%8B%E9%9A%9B%E8%B2%A1%E7%B6%9
3-%E9%9F%93%E5%9C%8B%E6%94%BF%E5%BA%9C%E6%8F%90%E9%AB%982020%E5%B9%B4%
E7%94%A2%E6%A5%AD%E8%A3%9C%E8%B2%BC-%E6%96%A5%E8%B3%8739%E5%84%84%E7%
BE%8E%E5%85%83%E6%89%93%E9%80%A0%E7%94%A2%E6%A5%A 
261 謝富旭、林宏文、馬瑞璿（2020 年 8 月 24 日）。「當川普劍指聯發科」。今周刊，58-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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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合作關係。他也自許是全世界各國領袖中，與習近平私人會面累積時間最

長者（長達 25 小時）。262在其離開白宮之後，他仍深信美中雖仍存在競合，但兩

國的關係絕非零和遊戲。在 2011 年拜登訪問中國後，他投書並提到：「成功的中

國，可以讓我們的國家更繁榮」。 

 不過，隨著美國總統競選活動的展開，川普不斷批評拜登親中，再加上美國

人民因 COVID-19 流行趨於惡化而致反中的比例持續高居不下，拜登對於中國的

發言也漸趨火辣，甚至民主黨內初選的辯論會中以極不好聽的名詞稱呼習近平。

從其他一些報導可以看到拜登對於中國的強硬政策。Brookings Institute 智庫認為

拜登已經跟團隊討論過將關鍵產業鏈移回美國的重要性，且會為了美國安全的考

量，而遵循對中國企業與產品實施禁令的方針263。此外，其長期的重要幕僚 Ely 

Ratner 博士，亦在 2018 年 3、4 月的外交事務期刊中，提出強烈抗中的鼓吹264，

這種聲音在 2020 年 7 月 30 日皮尤民調顯示：美國人中有 73%不喜歡中國大陸的

情形下，顯得更加不可忽視。 

(三)美國兩黨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立場，從歐巴馬的「重返亞太」到川普的「印太策略」，

多少可以看出華府菁英（不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都已脫離擁抱中國大陸的友

善立場。即使拜登當選，仍然會維持「反中」的旗幟，不同的是程度上的差異。 

二、中國大陸的因應與情境方向思考 

 本節是嘗試從幾個面向去理解中國大陸在美國的強勢壓力下所採取的回應行

為以及未來因應美中科技戰的可能方向。從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的起源來看，顯

然中國大陸是比較理虧的，因為其過往的不合理技術移轉要求、國有企業補貼、

智慧財產保護不力等因素。就此「理虧」的情況而言，中國大陸在科技競爭上不

至於採取主動攻擊與挑釁的作法。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整理中國大陸的科技實力

以及其重要官員與企業家的說法。本研究認為科技實力的高低，會影響到主動、

被動與回應的行為。而從後者談話之理解當中則可以知道中國大陸未來的走向。 

(一)中國大陸的科技實力 

中國標杆學習俱樂部在 2020 年 9 月發布了美中兩國在經濟、科技、教育、

文化、軍事等五大方面之實力的比較265。以下就「科技」相關的部分來加以彙整。 

  

                                                      
262 鄭聞聲（2020 年 8 月 24 日）。壓制中國戰略 難有回頭路。今周刊，72-74 頁。 
263 林中斌（2020 年 8 月 11 日）。拜登制中 剛主柔輔 漸趨調適。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
y/7340/4771938 
264 吳崇涵、翁履中（2020 年 8 月 5 日）。抗中不等於保台 川普賣槍不賣命。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
m/news/story/7339/4755989 
265 此中國標竿學習俱樂部的報告，主要是參考歐美的報告，因此，有其一定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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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美中兩國主要科技指標的比較 

指標 美國 中國 備註 
 前瞻科學前 100 篇論

文數 
 PCT 專利（全球占比） 
 研發重點 
 研發經費（占GDP比） 

 
 創新指數的評價 -國

家創新能力 
 

 高科技產品出口 
 智慧財產權進口 

 72 篇 
 

 24.6% 
 生物科技 
 5,738 億美元 
（2.8%） 

 排名第 6 
 

 
 1,530 億美元 
 538 億美元 

 11 篇 
 

 20.3% 
 資通訊科技 
 2969 億美元 

(2.2%) 
 排名第 17 

 
 

 7,479 億美元 
 358 億美元 

 
 
 
 
 以 2018 年計 
 
 2018 年世界智

慧財產組織公布

排名 
 中國大陸之出口

企業中，外資企

業占 70%；美國

占 30% 
 頂尖科學家 
 教育支出占 GDP 比 
 高等教育入學率 

 2737 人次 
 5.2% 
 48.1% 

 636 人次 
 4.1% 
 87% 

 
 
 以 2018 年計 

(二)中國大陸主事者的談話與行為 

 習近平主席在 2020 年 9 月對科學家與科技工作者的談話中提到266：「越是面

臨封鎖打壓，越不能搞自我封閉、自我隔絕，而是要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互

用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其外交部長王毅亦表示267：「面對橫衝直撞、蠻橫無理

的美國，中國將做出堅定又理性的回應」。 

 華為的 CEO 任正非在 2020 年 7 月 29 日-31 日特別訪問上海交通大學、復旦

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校268，也提到了：「這幾年本想好好發揮 5G 領域的

努力結果，但沒想到美國卻一棒又一棒地打來，要致華為於死地」。不過，他也特

別提到：「我們不會記恨美國，那只是一部分政治家的衝動，不代表美國企業、美

國學校、美國社會，我們仍然要堅持自強、開放的道路不變」。10 月 28 日任正非

並表示，中國大陸每年有七八百萬大學生畢業，加上中專生大約有一千萬，聰明

人很多，如果允許差別化教育，就會姹紫嫣紅。一二一齊步走，同質化就缺少活

力，不易產生天才。世界有一個賈伯斯就改變了移動互聯網。此外，在談到開放

和封閉時，任正非稱，「我們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摸到上帝的腳。我們要堅持向

一切先進學習，封閉是不會成功的。」還表示，華為今天遇到的困難，不是依託

全球化平臺在戰略方向上壓上重兵產生突破，而有什麼錯誤。而是設計的先進晶

片，國內的基礎工業還造不出來，華為不可能又做產品，又去製造晶片。最後，

                                                      
266 新華社（2020 年 9 月 11 日）。習近平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網。檢自 http://cpc.people.com.c
n/BIG5/n1/2020/0912/c64094-31858850.html 
267 黃介正（2020 年 8 月 4 日）。北京，安內必先穩外，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475
3368 
268 吳桂興（2020 年 8 月 29 日）。如果有人擰熄了燈塔，我們怎麼航行。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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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寄語稱，「你們今天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棟樑。」269。華為內部網站「心聲社

區」發布創辦人任正非 10 月 16 日在大學一場座談中談話，談到當前中國大陸晶

片產業的問題時表示，問題不在設計技術能力，而是製造設備、化學試劑等方面，

因此中國大陸需要在基礎工業、化學產業上加大重視，產生更多的頂尖人才、跨

領域創新人才，呼籲官方應重視。且認為需要有更多的頂尖人才和跨域創新人才，

才會有突破的可能，目前中國大陸大學教育因專業系科分得太細太多，讓學生很

難跨學科學習，缺乏更廣闊的交流機會，此方面不如美國教育彈性。270 

三、美中科技戰的情境分析 

(一)美中科技戰情境分析的基本方向 

 從前述美國與中國大陸雙方的情況與重要官員及企業家的行為態度，可以判斷： 

1. 依照美國的態度，大致上會有「激烈抗中」與「溫和抗中」的兩種情境。 

2. 中國大陸則較處於被動因應的情況，其因應方式又因美國的行動而可能產

生(1) 激烈反擊；(2) 溫和反擊等兩種作為，有關美中雙方的未來情境概念，

如圖 4.1 所示： 

 
美國 中國大陸 

 主動攻擊  
  主動攻擊  
  被動回應  

 激烈抗中  
激烈反擊 

 溫和抗中  
溫和反擊 

 

圖 4.1  美中科技戰之未來情境示意 

(二)美中兩國近年來的互動 

 從美國總統川普就任之後，即積極展開對中國大陸與華為的制裁行動。儘管

中國大陸不採取主動攻擊的作法，不過，他們對於美國的攻勢，也會有所回應。

因此，若能仔細觀察美中兩國這 2、3 年來的互動，則將對於思考兩國科技戰之未

來情境上有所助益。 本研究藉由次級資料與初級資料（包括訪談）的蒐集，將兩

國近年來的主要作為與互動重點彙整於於表 4.3。 

                                                      
269 任正非：華為目前的困難，是設計出來的晶片國內基礎工業造不出來（2020 年 10 月 28 日）。新浪網。
檢自 https://k.sina.cn/media_m_1684882.htm 
270 林則宏（2020 年 11 月 11 日）。華為創辦人任正非：中國製晶片是世界第一「在台灣」。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500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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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美中兩國近年來科技戰的主要作為與互動 
 美國 中國大陸 

加增關稅與

其對產業鏈

的影響 

數度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增關稅*1 1. 反制：針對美國輸中產品徵收額

外關稅*2 
2. 反制：暫停購買美國農產品以及

對美國輸中工業產品（包括汽車

業與其零組件業）加徵關稅*3-5 

對科技公司

與科技組織

的管控 

將華為等二百多家中國企業（包括其

部分海外子公司）列為「實體清單」
*6，進行各項進出口與交易上的管制 

反制：針對外（美）國企業建立「不

可靠實體清單」制度*7 

對科技、產

品、與市場

等的管控 

1. 白宮宣布禁止美國政府部門購買

華為的設備與服務*8 
2. 否決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的營運

或申請：如中國移動*9、TikTok、微

信等 
3. 扣押華為在美國的部分伺服器與

交換機設備*10 

 

對 關 鍵 科

技、材料、

與零組件等

的管控 

1. 美國國防部增強美國生產稀土礦

的能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11 
2. Google 宣布停止與華為的商業往

來 *12，華為手機無法更新 /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及相關應用軟體 

1. 透過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中國會

將稀土做為反制美國的打壓*13 
2. 中國國家發改委要求嚴厲打擊

稀土的非法開採，並加強其生產

與出口的管制*14 
對科技相關

人力資源的

管控 

1. 加強對科技人力資源的管制：包

括對中國留學生的申請管制及對

赴中國者的安全警告*15-16 
2. 加強對重要人士之管制：如拘押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以及管制香

港特首林鄭月娥在美國的財務案 

1. 要求避免派員赴美*17 
2. 對赴美留學發出留學預警*18 

對智財與資

訊的管控 
1. 美國要求中國做好智慧財產權的

保護（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19 
2. 加強來自中國大陸之郵件與快遞

的檢查*20 

1. 強調會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並嚴懲智財侵權者（美中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 
2. 中國國家發改委要求加強智慧

財產權的保護，嚴禁中國優勢核

心技術外流(部分與稀土有關)292 
3. 華為要求美國威瑞森（Verizon）

公司支付 230 多項專利費用，總

計超過 10 億美元*21 
4. 華為願意授權 5G 技術給一間獨

立的美國公司*22 
與國際聯盟

及國際組織

的連結 

1. 透過五眼聯盟圍堵中國*23-24 
2. 聯合歐盟應付中國的不公平貿易

行為*25-26 

1. 向世貿組織（WTO）提起對美國

不合理加增關稅的訴訟*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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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戰下的

反彈與政策

補貼 

1. 奇異、高威、偉視達、一些農業公

司及美國商會等，紛紛表達對川

普政策的反對*29-32 
A. 造成更多的失業 
B. 提高售價、轉嫁至消費者 
C. 損失世界最大的市場 

2. 透過農業部補貼農民：平息美國

農民對川普貿易政策的抗議（以

及補償一些農民的損失）*33-34 
3. 特准 Apple 公司的 10 項中國製造

零件（輸美）豁免新關稅的申請*35 

 

對未來科技

的投入與相

關政策 

1. 由美國國防部的 DARPA、半導體

研究公司（SRC）及十多家科技公

司等，一起投入 6G 的研發*36 
2. 考量以「衛星」做基站，繞過 5G，

直接升級至 6G*37 
3. Intel 與 Sony 加入日本 NTT 的

IOWN 6G 網絡發展*38 
4. 美國政府在 2019 年 2 月 3 日發表

「美國人工智慧倡議」 

1. 習近平主席特別提到，由於外界

（美國）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

義上升，逼得大陸需要自力更生

（特別是在先進技術方面） 
2. 中國政府在 2017 年 7 月 20 日公

布「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 
3. 華為宣稱將實施「自主科技」方

案，以確保戰略安全與連續供應 
4. 由中國科技部結合科技公司與

大學院枝，宣布啟動 6G 計畫*39 
5. 中國大陸對半導體設計及軟體

提供企業所得稅的減免*40，鼓勵

其積極發展半導體科技 
6. 華為宣稱之前早就採取 5G、6G

技術齊頭並進的策略研發*41 
7. 華為探索以碳基晶片取代矽基

晶片的可能性*42 
本表附註： 

*1. 美 國 之 音 （ 2018 年 7 月 31 日 ）。 川 普 簽 署 總 統 備 忘 錄 將 中 國 徵 收 關 稅 。 檢 自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cantonese-breaking-news-TRUMP-CHINA-TARIFF-20100522-
ry/4310667.html 

*2. 中國商務部新聞辦公室（2018 年 7 月 6 日）。關於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商品加徵關稅的公告。檢自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9/20180902788241.shtml 
*3. 高 善 文 （ 2018 年 7 月 31 日 ）。 中 美 貿 易 摩 擦 深 處 的 憂 慮 。 新 浪 財 經 。 檢 自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marketresearch/2018-07-31/doc-ihhacrce2078686.shtml 
*4. 駐丹麥經商參處（2018 年 6 月 18 日）。丹麥《商報》：丹麥可能會在中美貿易糾紛中受到擠壓中國

商務部。檢自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802171531/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806/2018
0602756513.shtm 

*5. 曹郁芬（2018 年 4 月 5 日）。美中貿易戰開打！川普下令對中國課徵 1.76 兆關稅。自由電子報。檢

自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E7%BE%8E%E4%B8%AD%E8%B2%BF%E6%98%93%E6%88%B
0%E9%96%8B%E6%89%93%EF%BC%81+%E5%B7%9D%E6%99%AE%E4%B8%8B%E4%BB%A4
%E5%B0%8D%E4%B8%AD%E5%9C%8B%E8%AA%B2%E5%BE%B51+76%E5%85%86%E9%97%
9C%E7%A8%85-pW80n7 

*6. 葉兵（2019 年 5 月 16 日）。美國下達華為禁令，中方強烈反制。美國之音中文網。檢自

https://www.voachinese.com/a/Beijing-Huawei-Reactions-To-Trump-Executive-Order-
20190516/4919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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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何書睿（2019 年 5 月 31 日）。商務部：中國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觀察者網-上海。檢自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05_31_503931.shtml?s=zwyxgtjbt 
*8. DAVID McCABE, RAYMOND ZHONG（2020 年 8 月 18 日）。川普政府升級對華為限制令。紐約時

報中文網。檢自 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00818/trump-huawei-commerce-chips/zh-hant/ 
*9. 徐乾昂（2019 年 5 月 1 日）。等待 8 年後，中移動進軍美國突遭全票否決。觀察者網-上海。檢自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5_10_501010.shtml 
*10. 李元宇（2019 年 6 月 22 日）。華為起訴美國商務部：無辜扣押電信設備。觀察者網-上海。檢自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6_22_506606.shtml 
*11. 美國之音中文網（2019 年 5 月 31 日）。五角大廈要求政府撥款減少依賴中國稀土。檢自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pentagon-seeks-to-reduce-reliance-on-rare-earth-metals-from-china-
20190530/4938606.html 

*12. 美國之音中文網（2019 年 5 月 20 日）。谷歌終止與華為的商業往來。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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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 4.3 來看，可以理解到美中兩國在川普政府上任之後的互動、作為與

影響，大致上可以分成 9 類：加增關稅及其對產業鏈的影響；對科技公司與科

技組織的管控（實體清單）；對科技、產品、與市場的管制；對關鍵科技、材

料、與零組件的管控；對科技人力資源與技術官僚的管控；對智財與資訊的管

制；與國際聯盟及國際組織的連結；反彈與補貼；對未來科技的投入與政策

等。以下分別再加以補充說明之： 

1. 加徵關稅及其對產業鏈的影響 

美國川普政府基於「中國大陸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與商業密碼」的理

由，並根據其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數度對中國輸美產品提高關稅（惟

特別提到擬徵稅的產品不包括藥物、特定醫療產品、稀土材料和關鍵礦物），

使得在中國的輸出廠商（實際上包含美、日、南韓、台灣等的外資企業）

紛紛思考在中國的產業鏈之調整。不少企業有了重新調整產業鏈的布局，

將部分的產業鏈、廠房從中國移走（有些會移回自己的國家，有些則移往

東南亞地區。） 

2. 對科技公司與科技組織的管控（實體清單） 

（2019 年 5 月 16 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國家進入

緊急狀態，允許美國禁止「外國對手」擁有或掌握的公司提供電信設備與

服務、其商務部並宣布將華為與其他 70 家公司（後來增加至五百多家）列

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之列，並命令凡是未經批准的美國公司，都不得銷售

產品和技術，給華為及這些實體清單所列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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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亦建立所謂的「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來加以反制，

對不遵守市場規則、背離契約精神、出於非商業目的對中國大陸企業實地

封鎖或斷貨、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列入不

可靠實體清單。 

3. 對科技、產品、與市場的管制 

在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的壓制中，亦包括在美國的中國企業與相關營

運。例如，宣布禁止美國政府部門購買華為的設備與服務。又如：全票否

決中國移動通訊美國子公司所提的在美電信服務之申請。另外，亦藉由名

為「乾淨網絡(Clean Network)」的法案，簽署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國使用抖

音(TikTok)與微信(WeChat)軟體。也計劃切斷中國電信營運與美國電信業者

的網路連接，甚至從海底電纜上隔絕中國網路所有的敵意軟體。271 

4. 對關鍵科技、材料、與零組件的管控 

如前所述，美國對於華為與中國大陸企業的管控，包括硬體設備、APP

軟體等。2019 年 Google 宣布停止與華為公司的商業往來。此舉對華為在海

外的智慧型手機業務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往後華為手機將無法獲得谷歌，

Android 業系統的更新，也將無法使用 Google play、Gmail、YouTube 與

Chrome 等軟體服務。此外，非開源版本的安全更新也將受到影響。272華為

消費性業務部總裁余承東表示：「我們準備好了自己的作業系統，如果無法

繼續使用 Android 系統，我們就準備 B 計畫—備用系統。」至於與國防用

途高度相關的稀土與關鍵礦物，美國國防部亦特別要求能夠獲得新的聯邦

資金，以增強美國國內生產稀土的能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此外，美國

內政部也發布了「關鍵礦物清單」，其中鋰即為其中所列的 35 種關鍵礦物

之一(事實上全世界在 2018 年的鋰離子電池生產，中國占了三分之二)。273 

中國政府透過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中國會將稀土做為武器反制美國無

端打壓的意圖，並奉勸美國不要低估中國維護自身發展權益的能力。中國

國家發改委，也宣示要求嚴厲打擊稀土的非法開採，並強化其生產與出口

的管制。 

5. 對科技人力資源與技術官僚的管控 

2020 年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以及排華情節等，對於中國留學生的申請

有了一些影響。274美國方面核准的政策一變再變。川普甚至想要發動「教

                                                      
271 謝富旭、林宏文、馬瑞璿（2020 年 8 月 24 日）。當川普劍指聯發科。今周刊，頁 58-65。 
272 雷剛、曉查（2019 年 5 月 20 日）。華為突遭谷歌釜底抽薪；官方安卓不再支持華為手機。虎嗅網。檢

自 https://www.mdeditor.tw/pl/2FJx 
273 尹哲（2019 年 5 月 15 日）。開採、加工均受華掣肘，稀土等未見於 3000 億美元徵稅清單。觀察者。

檢自 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9_05_15_501698_s.shtml 
274 洪啟康（2020 年 7 月 16 日）。美國撤回外籍生簽證新規，大陸留學生仍如坐針氈。經濟日報。檢自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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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戰」，擬計劃取消某一些中國研究生與研究人員的簽證，並打算驅逐與

軍隊有所關聯之 7 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275  

當然，類似美國對於中國研究生及研究人員的管制作為，中國強調他

們也可以執行。此外，中國亦對於欲赴美留學以及組織要派員赴美者提出

預警，並提醒他們記得要採取「額外的保護措施」。 

6. 對智財與資訊的管控 

有關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特別是中國大陸方面），在美中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中，已有比較清楚的界定。儘管美中雙方的智財權有正式的協議，

不過，在其他資訊（或營業秘密）的處理上，則雙方或許都會有一些不被

認同的行為，例如：美國聯邦快遞（FedEx）未經許可將華為公司由日本

寄往中國的郵件寄美國檢查，中國政府認為這行為違反了中國快遞業務法

規，透過中國郵政局有關部門對聯邦快遞展開調查。276在智財權保護方面，

中國除了在第一階段協議中有所承諾之外，也多次表達要加強智財保護並

嚴懲侵權者。 

 此外，雙方互動的過程中，亦出現了一些跟智財有關的議題，例如：

2019 年 6 月 12 日華為公司要求美國電信營運想第一大地方電信公司與第

二大電信的服務商威瑞森通訊（Verizon）支付 230 多項專利的費用，總金

額超過 10 億美元，相當於威瑞森公司 2018 年第四季淨利潤的一半。此

外，華為 CEO 任正非亦表示，為了消除大家對安全上的疑慮，華為願意

將整個華為 5G 平台轉移給任何有興趣的一家美國企業，以完全獨立於華

為展開 5G 的製造、安裝、營運。277 

7. 與國際聯盟、國際組織的連結 

在圍堵中國方面，美國政府亦積極與世界各國合作與形成聯盟，以強

化圍堵的成效，包括透過「五眼聯盟」（Five Eyes，FVEY。由美國、英國、

加拿大、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等五個英語系國家所組成）共同防堵，2020 年

8 月也積極邀請日本加入其行動。川普總統積極與歐盟委員會主席會晤，

會後雙方同意共同努力消除非汽車工業品的所在關稅、補貼和貿易壁壘。

同時，也希望歐盟能同意與美國聯手應對中國的不公正貿易行為。 儘

管有上述的行動，但是因川普就職以來所推動的「美國第一」政策，讓很

                                                      
ttps://udn.com/news/story/6813/4706100 
275 江飛宇（2020 年 5 月 28 日）。川普放箭! 美國擬驅逐有共軍關連的大陸留學生。中時新聞網。檢自 h
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528006123-260408?chdtv 
276 王愷雯（2019 年 6 月 1 日）。國家有關部門決定立案調查美國聯邦快遞。觀察者網-上海。檢自 https:/
/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06_01_504022.shtml?s=zwyxgtjbt 
277 小山（2019 年 9 月 13 日）。任正非拋繡球 尋信任華為願把 5G 技術給美國。RFI。檢自 https://www.r
fi.fr/tw/%E4%B8%AD%E5%9C%8B/20190913-%E4%BB%BB%E6%AD%A3%E9%9D%9E%E6%8B%8B%
E7%B9%A1%E7%90%83-%E6%B1%82%E4%BF%A1%E4%BB%BB%E8%8F%AF%E7%82%BA%E9%A1
%98%E6%8A%8A5g%E6%8A%80%E8%A1%93%E7%B5%A6%E7%BE%8E%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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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家對他所領導的美國政府對雙邊及多邊合作中的誠意存疑。278例如：

德國、法國雖然同樣對香港人權問題上採取了一些措施，但在貿易等問題

上並沒有跟隨美國腳步。有些國家則認為美國背棄了戰後自己努力幫助建

構的全球多邊體制。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他認為雙方的會議是「有益的」，

但是他不贊成歐盟與美國達成新的大規模貿易協議。 

 在美國第一次展開對中國 3,000 億美元輸美，第一批加繳 15%關稅措施

正式實施後，中國商務部就此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訴訟。約 2 個

月後，WTO 即裁定中國每年可以對最高達 36 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加徵關

稅。 

8. 美中科技戰下的反彈與政策補貼 

在川普政府所引起的美中貿易戰下，事實上也引起了一些美國企業組

織的反彈，例如：奇異、高威、偉事達及美國商會等，紛紛表達對於川普

政策的反對。有的認為川普對中國加徵關稅，可能造成高達 62.4 萬美國

工作的損失。有的認為會導致美國無緣於世界上最賺錢、成長最快的市場。

有些則認為關稅的增加，會導致美國企業提高產品價格，進而轉嫁到美國

消費者。一些農產品公司則認為，川普的貿易政策，反而帶來了農產品方

面的損失。 

或許因為有關企業的反對與反彈，美國政府在某些行動上稍加做了調

整。例如：美國（貿易代表署）特別批准蘋果電腦公司的 MacPro 電腦中

國製造零件的 10 項新關稅豁免申請，豁免涉及及外部組件、滑鼠、觸控

板以及 MacPro 的一些關鍵內部組件。又如：2020 年 5 月美國白宮與美國

農業部先後宣布，向美國農民提供總計 160 億美元的援助，其中 1 億美元

用於協助進行農業生產者的海外市場開發；14 億美元用於（農業部）購買

中國大陸報復性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 

9. 對未來科技的投入與相關政策 

從這 2、3 年的互動中，美國理解到其在 5G 領域的相關技術發展是

落後於中國的，因此有意加大其在未來、更高端的 6G 通訊領域投資，以

「跨越式發展」超過華為。未來 6G 技術會對戰爭形態、裝備發展、戰場

通訊、軍事實踐等有所影響，因此，美國國防部下屬的高級研究部署

（DARPA）從 2016 年起，與非營利組織「半導體研究公司（SRC）」，以

及十多家科技公司組建合資投資，一起資助 30 多所美國大學進行 6G 相

關的合作研發。（經費上 DARPA 投資約 40%，科技公司則投資 60%）。英

特爾（Intel）則另外跨海與 Sony 一起加入 NTT 的「IOWN」（Innovative 

                                                      
278 BBC News（2020 年 8 月 24 日）。多國聯合「遏止中國」恐因川普「美國第一」政策有所變數？國防

專家：取決於中國態度。風傳媒。檢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97073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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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 Wireless Network）6G 網絡研究，希望有機會爭取未來 6G 的標

準（該組織亦歡迎包括中國企業的加入）。NTT 認為其通訊基礎架構會需

要整合光子學、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與無線分布式計算（Wireless 

Distributed Computing）、甚至是人工智慧。除了以 5G 基站及光纖為基準

的構思，美國在 6G 的發展上，似乎更可能透過以衛星為基礎的無線通訊

網絡。 

中國方面，在一般性科技與大方向的發展上，習近平主席在 2018 年

9 月 26 日考察黑龍江時，特別提到，由於美國單邊主義，貿易保護權上

升；同時，國際上先進技術與問題技術越來越難取得，逼得中國要讓自己

自力更生。中國科技部於 2019 年 11 月 3 日同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

中科院、自然科學基金委等，召開 6G 技術研發工作行動會議。會中 37 名

專家負責 6G 技術研究布局的建議與技術論證，為重大決策提供諮詢與建

議。此外，中國從這兩年與美國的互動中，深刻理解到半導體技術的關鍵

角色。因此，中國財政部於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公告，對符合條件

的集成電路（台灣稱半導體）設計企業和軟體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以鼓

勵中國企業積極投入半導體的研發。公告中提到，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前自獲利年度起計算優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徵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

年按照 25%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為止。 

華為亦多次強調，要實施「科技自立」方案，將國產化備用品「全部

轉正」，確保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與連續供應。在發展特定的科技領域

方面，華為創辦人暨執行長任正非特別提到，該公司很早就已經在 5G、

6G 技術上採併進的策略研發，並對未來 6G 技術取得領先上甚具信心。

此外，在主流的矽基晶片外，華為亦積極探索以碳基晶片（採用石墨烯、

奈米碳管等材料）替代矽晶片的可能性。 

四、美中科技戰的「未來」情境 

 如前所述，本研究認為這次的美中科技戰，中國因為「理虧」與「科技實力

不如美國」，因此，基本上不會採取主動攻擊（請參閱表 4.2 及圖 4.1）。所以主動

攻擊者是美國，中國則被動回應。而在未來仍是美國主動攻擊下，本研究推測美

中未來的互動可能會出現兩種主要的情境：（1）「美國激烈抗中，中國激烈反擊」

與（2）「美國溫和抗中，中國溫和反擊」。 

 在情境內涵的思考上，本研究在之前已將美中這 2 年多來互動（行動與回應）

歸納為 9 個領域：關稅與產業鏈、實體清單與列管科技公司、（本國）科技市場、

關鍵科技與零組件、科技人力資源、智慧財產與營業秘密、國際聯盟與國際組織、

未來科技發展與政策等。本研究認為未來美中兩國在科技議題上的互動（即未來

情境），應該還是不脫離這 9 項議題。不同情境的主要差異，會在於這幾個領域的

廣度與深度（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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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這 9 個領域的關聯性，本研究進一步將其融合與重整為 4 大項：（1）管

制企業與關鍵科技方面；（2）投入未來科技發展與政策方面；（3）管制科技人力

資源與智慧財產方面；（4）運作關稅、國際組織與市場方面。並依此四大項來分

析兩個未來的可能情境。 

(一)「美國激烈抗中，中國激烈反擊」情境 

1. 管制企業與關鍵科技方面 

美國由於持續感受到中國大陸在 5G 通訊領域的領先，以及在未來尖

端科技大力發展的企圖心，同時，也在科技領導優勢、經濟霸權、與國家

安全等方面，都感受到到很大的威脅，再加上大約有 75%的美國民眾反中，

因此，美國決定持續對中國採取激烈的圍堵政策，並不斷地增列中國企業

於實體清單中，對該等企業在關鍵科技與零件上（如：高端晶片、半導體

設計軟體、各種處理器、人工智慧相關技術、Google Android 相關軟體等），

實施嚴格的管制。未經許可下，禁止美國企業將這些科技、產品賣給列管

清單的中國企業。 

中國方面，則有鑑於美國採取激烈的管制措施，也在其重要的武器—

稀土材料與一些關鍵礦物上，採取嚴禁出口的作法，此舉使得美國在某些

民生用品與軍事用品上不得不停止生產。此外，中國大陸也加列不少美國

企業為「不可靠實體清單」，對該等企業進行供應鏈與生產線等方面的干擾

與檢查，也著實讓那些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吃盡了苦頭。 

2. 投入未來科技發展與政策方面 

有鑑於 2018 至 2020 年期間，美中雙方的一來一往，激發了兩國皆對

於未來尖端科技（如人工智慧、6G 通訊、量子計算、物聯網等）的高度關

注與積極投入。 

在 AI 方面，中國早在 2017 年 7 月 20 日發表「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

規劃」。而美國則是 2019 年 2 月 13 日才發表「美國人工智慧倡議」，因此，

後者深感更需要積極投入。基本上美國在深度學習與新演算法的發明較強，

而中國則正好相反，在應用面比較強，但在被美國封鎖之下，只得自己往

發明與研究的路前進，也因為如此，中國有機會提升 AI 的技術水準。279 

至於 6G 的部分，由於美國 5G 的部分落後於華為，特別是基地台方面

的技術，因此，希望在 6G 方面積極努力以迎頭趕上。一般推論，美國可能

會透過其在衛星通訊與低軌道衛星方面的優勢，來思考以衛星取代地面基

地台的可能性。也有人認為美國有可能藉用 SpaceX 創辦人 Elon Musk 所引

導的 Starlink 計畫為核心來做發展。而中國則持續在 6G 方面進行很多產官

                                                      
279 李開復（2019 年 7 月 26 日）。AI 已過發明期，進入應用期，五年後全面普及。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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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的合作。因為中國大陸 5G 的優勢在基地台基礎建設與相關的技術，因

此，很可能其在發展 6G 的主要發展方向會是架構在地面基地台上，並尋求

是否有機會再結合低軌衛星、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技術來發展。 

上述的 6G 和 AI 發展上，由於美國強力對中國的圍堵及阻攔，因此，

未來的發展上很有可能形成了「科技脫鉤」、「兩套系統/兩套技術」的情況。 

至於半導體方面，由於美國在半導體及晶片上，持續對中國與華為進

行管制，因此，中國政府與華為都將半導體領域視為未來自主創新上非常

關鍵的部份。中國政府除了提供租稅誘因與資助企業進行半導體各領域（IC

設計、IC 製造、IC 設備、IC 設計軟體、矽智財等）的研究之外，也藉機會

向台灣及南韓挖角，以加速半導體能力的提升。此外，也希望透過民族主

義與情感面的宣傳，號召在國外的華裔專家回國一起努力。 

3. 管制科技人力資源與智慧財產方面 

美國有鑑於與中國的競爭，除了管制科技、零件流入中國之外，也極

力對於在美的華裔工程師與研究人員（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出生者）加以管

制，儘量不讓他們參與尖端科技或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研究。此外，也加強

對於留美申請者的簽證審查。另外，也持續加強美中往來郵件的檢查。 

而中國方面，為了回應美國的強勢作為，也採取了反制措施，加強對

在華美籍人士的調查與追蹤，另外，也減少美國人赴中留學/遊學的人數。

美中之間科技人員的交流陷入了低潮。 

4. 運作關稅、國際組織與市場方面 

美國儘管這兩年美中貿易戰/科技戰中的加徵關稅政策並沒有得到最正

面的結果（譬如：有些美國企業反對此種作法）。不過，就執行的角度來說，

它的確是比較容易執行的方法，透過此作法，美國政府認為可以改變產業

鏈，並增加在中國之美國公司的「去中國化」程度，趨使一部分的的美國

企業移回美國或轉至其他國家。因此，美國政府決定持續執行加徵關稅的

作法。 

就中國來說，也因為美國持續不合理的加徵關稅，因此，不斷地向世界

貿易組織控訴美國的不合理行為，也多次獲得 WTO 的支持，允許中國在

某些進口中國的美國產品上，採取了加徵關稅的作法，此舉也讓一些美國

產品在中國市場上喪失了競爭力。此外，中國政府亦針對在華的美國企業
280，選擇性地關閉了一些公司（包括製造業與服務業），警告美國意味十足。 

 

                                                      
280 金燦榮（2019 年 5 月 12 日）。中國有三張王牌打贏貿易戰。檢自 https://www.zaobao.com.sg/wencui/po
litic/story20190513-956132 



美中科技戰發展情境分析與我國產業政策之挑戰 
 

126 

(二)「美國溫和抗中，中國溫和反擊」情境 

1. 管制企業與關鍵科技方面 

美國政府透過「實體清單」強硬圍堵中國企業兩年之後，遭遇到很多

國內企業的反彈，他們控訴政府，認為其政策與作為傷害到了美國企業的

利益。此外，一些美國政府主事者也逐漸瞭解到，長期的圍堵政策的確造

成了兩敗俱傷。而且在雙方一來一往當中，也認知到中國在某些關鍵技術

上也是有其優勢的。其內部幕僚群中主戰派與主和派不斷的爭論下，後來

由主和派獲得了勝利。因此，美國政府決定對於中國的管制上，採取較為

溫和的方式。一方面逐漸將實體清單中的管制企業名單減少，此外，也對

於該等企業（包括華為公司）的管制逐漸放鬆。例如：後來允許美國科技

公司將一些比較成熟一點的技術（如超過 10 奈米的晶片與相關技術）賣

給華為。 

中國方面，則觀察到了美國態度的緩和與釋出的善意，也決定暫緩實

施原本將要實施的「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此外，原本考量到若是美國

持續以強硬的態度圍堵中國的話，中國將全面禁止「稀土材料」與「關鍵

礦物」輸往美國。因此，也決定暫緩這樣的管制措施。不過，內部對於此

類的關鍵材料、產量、與相關的製造技術上仍是嚴格地加以管控。 

2. 投入未來科技發展與政策方面 

有鑑於 2018 至 2020 年期間，美中雙方的一來一往，激發了兩國皆對

於未來尖端科技（如：人工智慧、6G 通訊、量子計算、物聯網等）的高

度關注與積極投入。雖然美國在很多關鍵技術的發展上是領先的，但是，

他們也認知到，在某些領域上，中國也有其優勢。在人工智慧方面，美國

於新演算法與深度學習等研究與發明皆有所領先，但是，在某些特定領域

（如：人臉辨識與型態辨識方面）與 AI 的應用（如：交通管理與金融市

場分析）上，則中國大陸是有優勢的。因此，積極開放公部門的資訊給「美

國」企業進行 AI 的應用之外，也願意就某一些領域，尋求與中國合作的

機會。中國方面，或許因為個資保護的制度還沒有那麼健全，因此，在人

工智慧的應用上反而有更多的機會實踐，同時，也從中累積了很多數據（例

如：龐大數目的消費者透過電子支付的方式進行消費與購物）。然而，中

國也知道其在 AI 的前瞻研究與發明方面，仍然落後美國很多，因此，也

希望就這個部分，可以有機會與美國合作。 

在 6G 發展上，原本美國寄望藉用其衛星通訊與低軌道衛星技術的優

勢於 6G 的發展（以低軌道衛星做為基地台），不過，後來發現仍然無法克

服延遲性（大約 20 毫秒）的困難（相較於地面基地台的延遲只有 1 毫秒）。

因此，只得再回到以地面基地台為主、衛星基地台為輔的思維。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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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尋求與中國（特別是華為公司）合作的機會。也因為此合作上的需求，

美國並沒有在無線通訊晶片與基地台關鍵元件（如：CPU、DSP、FPGA 等）

上對中國進行管制。另外一方面，中國也因為雙方政治上、經濟上的緊張

態勢較為緩和，同時，美國也釋出善意，也願意授權一部份有關 5G 的技

術，並與美國進行有關 6G 的合作。 

半導體方面，美國仍然在高端的 IC 製程、設計、與設備等方面進行對

中國的管控。而中國因為在之前與美方的互動中認知到半導體的關鍵角色，

因此，傾全國之力，在其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有關半導體全方位（從設計、

製造、設備、檢測軟體及工具、矽智財等）的產官學研合作研發，並透過

挖角台灣、南韓與美國華裔的專家，希望四、五年內追上美國的水準。 

從上述美中兩國的未來情境來看，雙方在未來的科技發展上是一種

「科技競合」的態勢。 

3. 管制科技人力資源與智慧財產方面 

在美中雙方政治上、經濟上的緊張情勢較為緩和之下，美國政府對於

在美的華裔工程師與科學研究人員，基本上是沒有特別管制的。唯一的例

外，是有關國防科技及那些會影響到美國國家安全的相關科技之研發，原

則上才會禁止華裔人士的參與（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出生者）。至於申請留

學美國的申請簽證方面，美國主要關注的，還是那些具有國防、軍事背景

的申請者，原則上會對於那些申請者採取較為嚴格的審查。 

至於中國方面，原則上對於在中國之美國籍科技人員，並未採取特別

的管控措施。不過，對於中國領先的技術（如：5G、部分人工智慧技術等）

與關鍵的智慧財產權（如稀土材料的冶煉技術領域）方面，則仍然會在人

力資源與智慧財產權方面有所管控。 

4. 運作關稅、國際組織與市場方面 

美國過往一連串加增關稅的作法，企圖改變在華產業鏈的移動，並達

到「去中國化」的目標。然而，此種作法除了引起中國不斷透過世界貿易

組織（WTO）來進行控訴之外，也引起了很多美國企業的反彈與消費者的

抱怨。所以，美國政府也就在美中雙方關係較為緩和之下，逐步將美中貿

易戰時所加增的關稅，調降至未加增前的水平。惟仍積極鼓勵在華的美國

企業，將其產業鏈與廠房移回美國。另外一方面，也對於原先在美國之中

資企業所遭到禁止的業務或事業單位（如：中國移動、TikTok、微信等），

給予重新發展的機會。 

中國方面，考量到美國逐步調降其所加增的關稅，也同樣逐步調降其

美中貿易戰時所加增於美國商品的關稅。此外，也撤銷了原先想對於那些

要快速撤出中國的美國企業之處罰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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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中科技戰發展之觀察與分析 

本章綜合蒐集資料、專家學者訪談及研究團隊的觀察和分析，對於美中科技

戰爭的發展和對於產業的影響，分為以下幾點來分析： 

一、美中衝突逐步升高，美中科技戰是長期、多方面的戰爭 

美中貿易相關的戰爭，已有向多方面擴展的趨勢，由原先的貿易、科技、智

財問題，擴展到商業秘密、經濟間諜問題，最近又延伸到 Covid-19 疫情的處理，

美國種族示威，香港國安法等，甚至名稱的使用、雙方互相驅逐報社記者、互關

總領事館，讓美中關係快速惡化。 

主要原因在於雙方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不同，長期抗爭互不信任，又因為

領導人的性格差異，彼此相互指責，這種情況與多年前的冷戰時期類似。貿易相

關的科技、智慧財產問題是上述諸多問題的延伸。 

此次美國總統的改選，Covid-19 疫情，貿易交戰等均是重要議題，影響美國

經濟、股票市場及選舉結果甚鉅，有人以為政權更迭可能影響雙方衝突繼續升高

或漸趨緩和，但因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基本上都是反中，衝突完全解除可能性

不高。 

二、美中科技戰是科技實力的實質檢驗（Reality Check） 

美中兩國在此次貿易、科技、智慧財產的對抗中，發現自己科技創新能力、

智慧財產保護、研發成果運用、及對 Covid-19 疫情的因應，都不是自己所想像的

完美，雙方對壘中不時發現自己的缺失和不足之處。因此，雙方在將來，必須對

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之處，誠實檢討提出因應政策。 

中國大陸希望科技自主創新，成為智慧財產強國需要再一段時間的努力。中

國大陸有些學者指出，對科技的應用、5G 通訊及無人機等領域，確實有優勢，但

基礎研究和軟體建設仍無法和美、歐等國抗衡。 

在聯合國的各個國際組織，近年中國大陸取得數個具有領導影響力的重要位

置，但 2020 年 3 月間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秘書長職務，在美國運作下，

由新加坡勝出。 

美國也是一樣，全球大部份的科技領域唯美國馬首是瞻，但川普總統一再強

調的美國優先等政策，並不完全被亞洲及歐洲國家認同。此次對 Covid-19 疫情的

處理，因川普人格特質和政府反應遲緩，暴露了不少缺點。再者，在此次疫情的

發展，發現醫療器材、藥品原料等都要依靠中國大陸的供應。以上種種，對美中

的科技和貿易戰爭都產生影響。 

三、美中科技戰造成產業鏈的斷鏈與重組，從全球主義走向區域主義 

以往產業在建構產業鏈時，從技術研發、生產製造、市場服務、營運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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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的建置，多是以全球的思維進行布局，講求的是分工、降低成本、效率極

大，但在美中科技戰的衝突下，因為種種邊境的管制、關稅的徵收、技術限制、

人才移動限制等等，促使產業發現原有的全球供應鏈出現了「斷鏈」的現象，技

術、人才、原料、產品等都無法順利的流動，如在 5G 技術產業發展中，中國大

陸欠缺晶片完整產業鏈，特別是晶圓製造精密機器及製造技術，美國欠缺主要 5G

通訊系統廠商，國際通訊標準制定實力不足，因而出現互相鉗制、互相「卡脖子」

的情形，美中雙方均欠缺完整產業鏈。而從 Covid-19 疫情的影響中，也可以看出

醫療器材供應鏈受中國大陸控制281。 

因此業者在面對美中科技戰的威脅，為避開加徵關稅或是技術產品限制，紛

紛主動或是被動地出走原來的製造產地，雖然會增加成本，但仍需建置新的生產

基地，連帶促使產業鏈的重組；同時不同市場、不同國家的要求，對於產業鏈上

的業者來說也是新的挑戰，比如欲同時保有美國及中國大陸市場，則需要或是依

據產品、市場、甚至是當地政策法規的要求，將生產基地一分為二。因此，全球

布局的思維已不再是必然，而是需要重新檢視目標市場所在國家或區域的需求與

相關規定，圍繞著目標市場重新打造區域性專屬的產業鏈。 

美中科技戰對於全球價值供應鏈影響，從台灣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大部分

產業都是全球價值鏈的產業。美中衝突主戰場就是科技，中國大陸也想擺脫美國

的箝制可能性，因此中國大陸打科技戰是以牙還牙，但是不踰矩，不會反應過於

激烈，反而是盡量開放市場，辦理博覽會等，目的是希望利用國內市場需求的力

量，讓外商的技術可以深耕在中國大陸當地運營。中國大陸不僅是世界工廠，也

是世界市場，推動新基建後，其市場需求變得不容忽視。未來的新冷戰，是在「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裂解，先從市場需求及力道的影響裂解，現在許多寡

占，市場需求集中於少數品牌，成為美中科技戰的標的。思考集中於生產據點的

移動，需考慮市場需求的重要性因素，考量在中國大陸製造給中國市場，像電動

車品牌特斯拉（Tesla）在中國大陸的價值鏈，與美國的價值鏈型態不同，反應市

場需求力變成全球價值鏈的影響282。Tesla 是「美國製造」最佳代言人，電池生產

到車輛組裝都可在境內完成；而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內燃機汽車遠落後歐美日，

需要透過新的電動車產業來突破技術限制，引進特斯拉產業鏈可養大內部供應鏈，

上海廠除獲免 10%購物稅，並快速獲批核土地及施工許可，從工廠動工到興建到

開工生產只花 10 個月，且多家中國大陸銀行提供融資，打破過去外資車廠進入

中國大陸，得和當地企業合資的規則，成為第一個能在中國大陸獨資的車廠並保

有自身技術。 

 

                                                      
281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2020 年 7 月 7 日）。全美檢測疫情仍失控 紐時分析：中國掌控醫

療器材供應鏈。檢自 https://ibmi.taiwan-healthcare.org/news_detail.php?REFDOCTYPID=0o4dd9ctwhtyumw
0&REFDOCID=0qd2qtdb4jlgt3mm 
282 詳見附件三研討會綜合會議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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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商業行為發展的外在因素複雜而多元，利益所在沒有永遠的朋友 

綜觀看來，不論是世界貿易秩序之維護者 WTO，以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特別

是歐洲、日本與韓國，在美中貿易戰中之角色，皆是試圖在貿易秩序的重新建構

中，找出最能平衡自身利益之謀生之路。 

美國原先對於華為採取強硬的態度，但 6 月美國商務部證實將修改美國企業

與中國華為的生意往來禁令，並邀請後者參加制定 5G 網絡標準的會議，主要在

於華為仍是 5G 技術的佼佼者，在 5G 標準開發方面的貢獻位居世界第一，美國

發現若禁止美廠供應華為半導體技術，反而可能坐大中國大陸自製晶片的發展，

或是因此失去參與制訂標準的機會283。 

英國則是對於華為的態度反覆，一開始其態度與美國不同，認為其技術沒有

安全性的問題，而在 2020 年 1 月決定讓華為「有限度」參與 5G 網路建設中的非

敏感部分，並把參與程度限制在三成五以下，而 7 月卻又宣布英國手機營運商從

2020 年年底起禁止購買任何華為 5G 設備，華為在英國現有的 5G 設備也必須在

2027 年前全部撤換284，期間因為中國大陸通過香港國安法，英國政府也與美國同

聲譴責中國大陸。然而，對英國來說，中國大陸和英國的深厚關係涵蓋各個層面，

包括規模近 880 億美元（約新台幣 2.6 兆元）的貿易關係，中國大陸大筆資金直

接投資與收購英國公司，中國大陸留學生貢獻給英國大學的 21.4 億美元（約新台

幣 633 億元），以及中國大陸參與英國核電廠等關鍵基礎設施計畫等，中國大陸

勢力在英國根深柢固。現在英國突然轉向，能不能做得到、是否值得，還需要進

一步觀察，也有學者指出，英國認為，封殺華為將被華府視為對美國忠誠的舉動，

有助鞏固英國脫歐後，在成形中的英語系聯盟地位，但在美大選即將來臨、在政

治與經濟上都面臨巨大挑戰之際，這也帶來了風險285。英國對華為態度反覆，外

部環境變化以及諸多因素都潛在影響英國的政策走向。 

對於歐盟而言，基於中國大陸經濟實力、與美國間的緊張貿易關係，要歐洲

全然參與美國對抗歐洲之可能性極低。但特定主導國家憂心美國進一步對歐盟採

取報復性關稅措施，又使其對於美國明示暗示希望歐盟切斷與中國大陸之連結不

能視若無睹。此一現象造成過去一年間，歐盟以及成員國之許多政策反覆不已，

是否採用華為系統建構 5G 即為顯例。歐洲 5G 發展因技術專利和價格競爭無法

徹底擺脫華為，但歐盟各國的應對模式皆已傾向「提防」為主。繼英國後，未來

歐盟的 5G 共同協議可望成形，儘管會放任各國自行決定選用華為與否，但不會

背離民主、可信賴、國安考量框架286。 

                                                      
283 謝佩如、陳慶徽（2020 年 6 月 16 日）。川普轉彎了？美中將密會夏威夷，還邀華為制定 5G 標準。商
周三分鐘頭條。檢自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focus/blog/3002808?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
edium=email&utm_campaign=200617bw&utm_term=bigcover&utm_content=01 
284 李京倫（2020 年 7 月 15 日）。開放僅 6 個月 英禁華為 5G。聯合報，A10 版。 
285 陳韋廷（2020 年 7 月 20 日）。追隨川普殺華為 英難切斷陸勢力。聯合報，A10 版。 
286 張孟仁（2020 年 7 月 15 日）。英 5G 髮夾彎 歐盟將學樣？。聯合報，A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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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韓兩國之角色又更為尷尬。雖然能否將日韓放在同一集團中討論，是

有疑慮的。畢竟這兩國由於社會產業結構不同，經濟現況不同，且過去與美國及

中國大陸兩國之牽連歷史背景不同，在面對目前的美中貿易戰，自然有不同考量。

但基本上相較於歐洲在兩個經濟體中之選擇，日韓在此一戰役中，面對的更是可

能動搖政治資本的抉擇。這也是日本首相安倍一直迴避在美中之間如何選擇的問

題，而總是謹慎地表示，日本都會維持與兩個國家的關係，畢竟現今日本政府執

政之穩固性，會深受經濟因素影響。至於韓國，最憂心的即是韓國經濟命脈，也

就是半導體產品為主的南韓半製成品出口，深受此波貿易戰影響，勢必得更加小

心應對美中貿易戰。 

至於東協國家，儘管部分評論認為，東協能夠承接中國大陸產業鏈移出，變

成下一世代的世界代工廠。但對於東協各國基礎建設與經濟市場環境差異甚大，

且如同前所引用報導所言「遠離兩隻大象打架，保命優先」，或許正是道出東協國

家可能有近利，但更憂心長遠風險的可能。畢竟對於小國而言，最好的保護是回

到基於規則和多邊體系的貿易框架或加強區域團結，而非一對一的單邊貿易政策，

因為毫無談判籌碼。 

因此，在此一詭譎的國際情勢中，多數國家並不希望在美中貿易戰中明確選

邊站，因為「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特別是考量到各國內國的政

治勢力與起落，會受到對外經濟、貿易、國際關係之影響，各國執政者在狼與虎

間，與其選擇盟友，不如僅能盡量保守自身利益，或從爭鬥中獲利。換言之，即

是採取以拖待變事緩則圓的態度，來面對美中貿易戰，其中需要琢磨之處，自不

待言。 

另外，在美中科技戰及 COVID-19 疫情雙重考驗下，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

2020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與歐盟、美國的進出口額都出現下減，與東協的雙邊貿易

額也僅成長 2.2%，但兩岸貿易卻逆勢成長 7.8%，成為疫情對中國大陸主要貿易

夥伴中少數還能維持正成長的對象287。投審會公布最新對陸投資資料，1-9 月台

商赴大陸投資金額，出乎預料高達 42.1 億美元，年增 49.4%。兩岸關係緊張，台

商卻無視風險繼續西進投資。顯見兩岸互相依存的關係仍相當緊密。 

不只台商繼續大膽前進中國大陸，2020 年外資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同樣

逐月攀高，已連續 6 個月正成長。根據中國大陸商務部統計，1-9 月大陸實際使

用外資金額為 1,03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5%（未加計銀行、證券及保險等

領域的數據），若只看 9 月數字，年增率更是高達 23.7%。顯示在疫情趨緩下，中

國大陸經濟快速復甦，加上北京當局一系列穩外資、改善經商環境的舉措，讓外

資對其市場更添信心。儘管美中貿易摩擦擴大、全球保護主義升溫、以中國大陸

為主的全球供應鏈開始裂解與重組，固然有部分外資撤出，但湧入資金更多。288 

                                                      
287 林則宏（2020 年 7 月 15 日）。關係惡化 兩岸上半年貿易仍成長。聯合報，A9 版。 
288 兩岸投資往來的畸形現況（2020 年 10 月 30 日）。旺報。檢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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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各個例子來看，美中貿易與科技戰爭受到外部環境的變化，影響程度

不一，包括 COVID-19、美國種族人權示威抗爭、人民對川普處理疫情的不滿，

中印邊境糾紛外，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東南海及東海的軍事演習、中國大水災、

美國下令中國大陸關閉休士頓領事館及川普連任民調大幅落後等。除了商業考量

外，有更多是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干預，或是透過政治的干擾而追求商業利益、

國家安全，在在說明影響商業行為發展的外在因素複雜而多元，利益所在沒有永

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敵人。 

五、美國總統大選後對抗中國大陸路線不變，但會調整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也將直接影響美國接下來對於中國大陸科技戰的態度與執

行方式。依據學者分析，美國社會 2020 年面對三股負面趨勢，包括失業率已達

20%僅次於 1933 年大蕭條的 25%、而 COVID-19 疫情惡化，同時 5 月底又因非

裔佛洛伊德死於警虐造成社會動盪不安，選民不滿情緒上升，各大報報導陸續指

出原來支持川普總統的族群已轉向民主黨拜登，加上川普團隊內部亦有批評自家

人的聲音，因此認為川普連任選舉可能面臨土崩式敗選289。 

拜登（J. Biden）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年底總統大選脫穎而出，在拜登

指稱中國大陸濫用科技與法律威脅民主與人權、蔑視國際秩序，又明指中國大陸

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下，拜登入主白宮，未來任何與中國大陸有密切貿易

往來的國家，即便在商業利益上與美國沒有衝突，恐怕也將被美國排除在合作名

單之外，甚至視為是國家威脅。「美國須領導世界以承擔既存的威脅」不僅是民主

黨人的普遍共識，更是保守派共和黨人的觀點，這代表著美中之間不僅將在經濟

上脫鉤，在國際政治上也將走向對立。儘管過去民主黨主張開放市場，對中國大

陸友善，但在近年來諸多爭議事件影響下，民主黨對中國大陸的信任已逐漸流逝。

若檢視拜登的政策清單，甚至可發現拜登與川普的對中政策有其相似之處290，因

此無論年底美國總統大選是由川普連任，或者是承襲歐巴馬時代的拜登晉升大位，

美國對中政策方向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只是激烈抗中或是溫和抗中的差別。依

拜登勝選感言及媒體分析291，對內以 COVID-19 抗疫、振興經濟是上任優先事項，

對外認為關稅手段讓美國農民、製造業及消費者損失，中國大陸確實是需要處理

的「問題」，但戰術是加強在亞洲的關係與聯盟，改採多邊方式、合作且有效的戰

略。 

「2020 彭博創新經濟論壇」開幕式，有美國「外交教父」之稱、高齡 97 歲的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籲拜登必須盡快重啟美中關係，達成不論發生其他任

                                                      
20201030000126-260502?chdtv 
289 林中斌（2020 年 7 月 15 日）。川普恐土崩式敗選。聯合報，A13 版。 
290 工商時報社論（2020 年 4 月 15 日）。拜登出線將啟動美中關係新局？。工商時報。檢自 https://view.c
tee.com.tw/economic/18805.html 
291 拜登時代 對台紅利、中美關稅、華為禁策略全解析（2020 年 11 月 16 日）。今周刊，第 1247 期，86-
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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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衝突，都不會選擇軍事衝突的共識，美中應建立制度，讓雙方領導人都信任的

代表保持聯繫，否則將陷入關係緊張終至爆發衝突的道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

強調，拜登應制定框架與北京建立建設性關係，「沒有多少國家願意加入缺少中國

大陸的聯盟...各國不會希望加入冷戰式聯盟」。 

川普執政 4 年紛亂複雜的時期，亞洲各國對美國的看法和美國自我定位都發

生改變，美國對國際事務和此區域的關注縮小，「美國優先」帶來長期影響，未來

拜登即使要調整亞洲政策，要做到區域國家能信服也需時間；不僅是新加坡和亞

洲國家，即使在歐洲，也有一些國家希望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如歐盟就正嘗試與

中國大陸簽訂投資協議292。美國國民經濟委員會前主席、前川普政府經濟政策顧

問 Gary Cohn 表示，對於拜登政府改善美中關係的前景感到樂觀，因為拜登懂得

美中是相互需要的，兩國可以逐步改善雙方關係，讓更多的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大

陸，讓更多中國大陸的產品進入美國。而創新工廠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指

出，雙方需要在比較容易合作的領域取得一些小的勝利，比如抗擊疫情、應對氣

候變化、農業解決方案等，通過這樣的進展來證明中國大陸是可信的夥伴和競爭

者；美中兩國可以優勢互補，中國大陸有世界上最完善的製造業及最大的市場，

美國有世界上最強的研發能力和最好的大學，中國大陸的資料和市場，加上美國

的知識，雙方可以取得良好的成績。293 

2020 年 11 月 24 日拜登任命外交老將首席外交顧問、前副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擔任國務卿執行拜登競選政見，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將美國重

建為可信任的盟邦，並重新加入川普退出的國際協議和組織，包括巴黎氣候協定、

伊朗核協議和世界衛生組織。美中關係將是布林肯的最大挑戰。拜登在競選期間

已表明，不會與中國大陸全面對抗，也不會在經濟上與大陸脫鉤，並會在氣候變

遷、防疫和防止核子擴散方面，與中方合作。布林肯將聯合盟邦，與中國大陸展

開新的競爭關係。布林肯 2020 年 7 月在哈德遜研究所論壇上表示，不會強迫個

別國家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選邊站，而是會透過多邊機制，促進貿易、科技投資

和人權。294 

六、中國大陸要成為技術及製造強國需完善專利法及保護營業秘密的法律 

就中國大陸的專利法及保護營業秘密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之發展，中國大

陸方面除少數大型企業如華為集團外，大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初期則多無

智慧財產保護的觀念，須由中國大陸政府做成決策，提供各項補助，鼓勵企業朝

該方向，企業才會跟上來，且幾乎都是靠政府出錢方進行專利的保護，實質上對

                                                      
292 諶悠文（2020 年 11 月 18 日）。李顯龍指 鮮少國家願加入反中聯盟。中國時報。檢自 https://www.chi
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118000442-260118?chdtv 
293 21 世紀經濟報導記者（2020 年 11 月 19 日）。基辛格、李顯龍、方星海、李開復等探討拜登當選後的

中美關係。創新工場。檢自 https://mp.weixin.qq.com/s/oX76iX9-sZR0SQKkyfscFA 
294 田思怡（2020 年 11 月 24 日）。布林肯將任美卿 蔡曾晤談。聯合報。檢自 https://money.udn.com/mon
ey/story/7307/503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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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競爭力或人類的進步似無關聯，固其只能稱之為「專利大國」而非「專利強

國」；其商業秘密保護之情況則更行落後，大部分的中國大陸企業均毫無商業秘密

之概念，更甭提如何進行保護採取各項合理保密措施，許多企業的商業秘密係竊

自同業，或重金挖角希冀跳槽的員工能攜來原公司的研發成果，而不思自己投入

人力、時間及費用自行研發，此即為國外詬病最深之處。對此，中國大陸在專利

法及保護營業秘密的相關法律已陸續有相關的修法，特別是此次各界關注的第四

修正草案中執法部分，除司法外尚有行政執法部分，此為中國大陸之執法特色，

固也發揮其既有之功效，惟不經司法辯論程序之執法過程，特別在專利或營業秘

密之精華，多已包覆在科技產品之內，對此隱藏其內不易為肉眼所觀察之特性，

如僅以行政之執法手段未免粗糙，值得檢討。另外，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

產權專庭已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掛牌成立，根據其一年半來的運作，似有類

似美國第 13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之模樣，加之最高人民法院本可頒布指

導下級法院有關知識產權判決的「意見」或「注意事項」，其要形成統一專利法律

見解的目標，應是指日可期。 

未來中國大陸可能出現部分生產或少數產業鏈外移，或是業者選擇回歸母國，

但不會是產業鏈、供應鏈的整體遷移，因為這種做法不符合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

和規模經濟原則且中國大陸在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加上強勁的內需市場優勢，未

來中國大陸仍將維持製造業競爭優勢。但是，技術和製造要在國際上領先，必須

有完善而符合國際標準的專利法和保護營業秘密的相關法律。 

七、台灣產業可從美中科技戰爭學習定位、產業鏈及市場 

台灣過去業者習慣遵循歐美主流規格之代工，但是當美中分流之後，必須配

合中國大陸進行另一套系統之代工。而面對產業鏈的重組，台灣業者研發能力相

對於中國大陸較強，應從事研發、強化設計，將高附加價值的技術或產品留在台

灣，而面對客戶的訂單，則可能需要因應客戶合約之限制或要求，將團隊做切割，

一部分團隊留在台灣、一部份留在中國大陸，或是區分為兩套系統，保持中性以

符合不同陣營的需求。未來的市場趨勢為軟體服務帶動硬體製造，硬體製造再帶

動衍生性的 IT 等等，因此應大膽投資、擁抱失敗，奪得投資好團隊的先機。對於

未來需有策略性思考、大膽投資、大格局之戰略與手段，基於此再進行專利布局，

先從專利數多的國家申請做防禦性目的布局，迅速找到戰略夥伴，最後才能進軍

其他市場。 

八、美中科技戰未來情境：激烈抗中 v.溫和抗中 

依本研究第四章第五節所述美中科技戰兩個可能的未來情境來看，其情境內

涵上大概又可以簡化為兩個主要的議題：(1)未來的科技發展；與(2)有關科技、人

才、市場、智財等的各種管控。在前者有關未來的科技發展上，美中兩國因為過

往貿易戰/科技戰當中，都深刻領悟到先端科技的重要性，因而都對未來的先進科

技發展保持高度關注並積極投入。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對半導體的發展又格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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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在未來情境的發展上，情境一：「美國激烈抗中、中國激烈反擊」將有可能導

致美中雙方「科技脫鉤」並衍生成「兩套系統/技術/標準」的情況。情境二：「美

國溫和抗中、中國溫和反擊」則將會帶來各種「科技競合」的情況。 

至於各種管控方面，情境一：「美國激烈抗中、中國大陸激烈反擊」，將會導

致雙方皆採取激烈的、嚴格的、排他性的管控措施。情境二：「美國溫和抗中、中

國大陸溫和反擊」，則會引導美中雙方做出選擇性的管制/解除管制措施。 

至於對於台灣的影響方面，本研究認為這兩種未來的可能情境，將會分別對

台灣企業之「產業鏈的移轉與重新部署」、「關鍵零組件的取得與價格」、「重要的

人才磁吸與流失」、「智慧財產權的管制與授權」、「未來科技的方向與『選邊站』」

等方面有所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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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美中貿易戰爭已由原先的貿易、科技、智財問題，擴展到商業秘密、經濟間

諜問題。同時，美國限制中國大陸科技發展的動作越來越明確，尤其在 5G 及半

導體的技術與設備方面。中國大陸也在受到技術限縮之後，更加地了解自己的缺

失和不足，科技自主創新成為未來發展的必要道路，也代表了重視智慧財產保護

將成為改革的趨勢。 

產業面則是將從全球分工追求成本最小化、效率極大化的營運思維，加入了

科技競爭甚至是地緣政治的考量，隨之而來的邊境的管制、關稅的徵收、技術限

制、人才移動限制等等，促使產業發現原有的全球供應鏈出現了「斷鏈」的現象，

美中都需要確保各產業的產業鏈的完整，才能避免技術落後的窘境。台灣業者習

慣遵循歐美主流規格，但是當美中分流之後，必須配合中國大陸進行另一套系統

之代工，面對產業鏈重組，台灣業者應更深入研發、強化設計，將高附加價值的

技術或產品留在台灣，才有辦法面對不同陣營的需求，調整生產製造的策略。在

擬定企業的發展戰略時，需同時將專利布局納入規劃，中小企業建議尋找戰略夥

伴，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抗衡國際大公司。 

雖然美中抗衡格局已經形成，但程度上可能會隨國際情勢的演變而不同，本

研究提出兩種情境，情境一：「美國激烈抗中、中國激烈反擊」將有可能導致美中

雙方「科技脫鉤」並衍生成「兩套系統/技術/標準」的情況。情境二：「美國溫和

抗中、中國溫和反擊」則將會帶來各種「科技競合」的情況。這兩種未來的可能

情境，將會對台灣企業之「產業鏈的移轉與重新部署」、「關鍵零組件的取得與價

格」、「重要的人才磁吸與流失」、「智慧財產權的管制與授權」、「未來科技的方向

與『選邊站』」等方面有所不同程度的影響，詳細分析請參照第四章。 

兩強爭霸下，國際上其他的經濟體包括台灣都在尋求貿易秩序的重新建構中，

找出最能平衡自身利益之謀生之路。歐盟、日本、韓國、台灣在政治軍事上以美

國馬首是瞻，但在中國大陸是各國不可或缺的市場，小心應對雙方的壓力，盡量

避免選邊站是目前國際主要經濟體的態度。至於東協國家則是站在被動的角色，

並試圖承接自中國大陸移出的產業鏈，變成下一世代的世界代工廠，則是他們期

望發展的方向。 

2020 年是很特別的一年，COVID-19 疫情下，台灣防疫有成，競爭力強的半

導體業等創下營收與獲利的歷史新高，這樣的成果顯示持續強化自身優勢對於突

破美中競爭的漩渦是一條必走的道路，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石化等傳統產業對於

支撐國家發展也是必須的，例如製造口罩的熔噴不織布不虞匱乏奠基於石化業上

下游的完整；供應台積電等電子廠的化學原料也有台塑、長春等廠商。因此，除

了半導體業之外，政府也應重視其他產業的發展與升級，讓本土產業鏈可以更加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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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本專題報告所探討的成果，針對政府、企業及學研單位提出相關建議： 

一、對政府的建議 

(一)減少對大陸經濟上的依賴，經貿採取多元而彈性的策略 

在美中科技與貿易對抗中，台灣採取的是聯美抗中的政策，但兩岸在經貿、

產業鏈、旅遊業、大學、境外招生等，均有相當程度的依賴關係。2020 上半年台

灣出口到大陸、香港約佔 42%，全年台灣從中國大陸賺取的外匯預計高達美金千

億。又因為川普落選，美中關係勢必會有所調整，因此政府在政策和策略上也需

改變。釜底抽薪之計是切斷對中國大陸經濟上的依賴，但短期間可能性不大；另

一方面則是調整抗中政策，如新加坡總經理李顯龍的談話，向「聯美和中」略為

傾斜，同時逐步減少對大陸經濟上的依賴。 

    美中科技貿易戰，問題複雜而多變，新問題層出不窮，美國政府的政策常前

後不一致，對國際組織的決議並不必然接受，甚至退出。許多國家為因應二大國

的壓力，大都採取模糊及彈性的策略。英國、歐盟、東協、日本、韓國等在美中

戰爭中的策略可以參考。這些國家儘可能保持中立，在不同的議題如技術、產業

採取不同的立場。反觀五眼聯盟諸國，因立場上已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策略上

較無彈性，引起中國的反彈及成為報復的優先對象。 

(二)因應拜登對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的調整 

    拜登上台，勢必需要修補與盟國之間的關係，並調整政策，台灣在美國新政

府上台後，也必需儘快評估對台灣可能造成的影響，在外交、產業、金融、貿易

等各方做適當的調整。蔡總統在國慶演說中提出三個經濟戰略：全方位投入供應

鏈重組，打造國際資本、人才及數位技術匯聚重鎮，落實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

外界看法認為大方向正確，但需配套落實。工商團體也紛紛提出建議如簽訂自由

貿易相當的協定，對中國大陸釋出善意，恢復兩岸對話。 

(三)加入區域經濟貿易協定 

目前政府推動新南向 18 國多數和中國大陸經貿方面有著密切關係，尤其東協

10 國和中國大陸簽有自由貿易協定。而日本除了是 RCEP 及 CPTPP 等大型區域

經濟整合重要成員，具有相當影響力，亦是台灣對外貿易最大逆差來源。為了強

化台灣產業供應鏈提升產業競爭地位，及在供應鏈重組合作發揮主導力量，或為

縮減台日貿易逆差、引進技術，進一步加強台日經貿關係，創造加入區域整合的

機會，政府應權衡主客觀情勢及利弊得失，考慮將北向日本列為比新南向優先的

政策。295建議政府應效法星國加入 RCEP，未來也可同步加入 CPTPP，在兩個同

心圓裡，左右逢源，美中台經濟保持等距關係，方為上策。 

                                                      
295 尹啟銘（2020 年 11 月 17、18 日）。尹啟銘／新南向不如轉北向。聯合報。檢自 https://udn.com/news/
story/121739/5020642?from=udn-catelistnews_ch2 及 https://udn.com/news/story/121739/502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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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研發投入，提升自我尖端科技能力，創造優質智財，相信數據及專家意

見，重興利輕防弊 

    台灣在此次美中戰爭中是獲益者，也是受害者。半導體產業是在國際上頗受

肯定，晶圓製造獲利甚豐，但因川普政府種種制裁手段，只要利用到美國的技術

及生產都受到限制，無法自由輸出、販售，或選擇合作對象。其他產業便無法在

國際上取得領先地位，生物科技產業在疫苗、新藥等尚無法和先進國家抗衡。 

針對美中貿易戰，從政府之角度，所應提供的不應該僅是鼓勵扶植產業回流

與轉型，而是更應積極於整體產業鏈布局、研發、創新及製造之能力，且應重視

尖端技術之研發，才能在貿易戰的洪流中有站穩的能力。長期的辦法是繼續不斷

選擇具有競爭力的領域大量投入研發經費，取得大量優質關鍵性專利；一者爭取

加入國際技術標準，再者做為國際技術合作的資產。 

(五)台灣生技醫藥產業政策執行面大力調整 

每一個國家的國情不一，而會對目前處境而因應策略有所不同，台灣目前的

優點如下：人民教育及文化水準高，勤奮努力，有些資源豐富，但有些卻極度缺

乏。生技醫藥業大部份為低端學名藥，當中也有小部份為新藥開發成功例子，但

絕對不能稱為生技醫藥大國，而需要質及量的增強。至於國家政策大方向也算明

確，但執行面卻支離破碎。法規面更是多頭馬車，疊床架屋，以保護為主。公務

員仍保持小做小錯，不做不錯的想法，而非鼓勵創新，勇往直前。以生技醫療法

規國際接軌而言，台灣是亞洲最早參考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精神，建立

符合 ICH 法規環境的國家，其中包括臨床試驗的體系與制度。但反而是成為本土

企業的絆腳石，而非發展高科的中心支持機構。面臨中國大陸加入 ICH 所展現全

面性國際化的企圖心，加上其龐大的臨床受試者群體與市場，台灣勢必面臨極為

嚴峻的競爭情勢。整體而言，台灣除加速檢視相關法規環境加以改進外，值此推

動台灣醫藥品查驗中心行政法人化為「國家藥物審查中心」之際，應思考並規劃

如何賦予其自主負責之作業權利，促其提升審查能力至與歐美法規單位並駕齊驅

的層次，此部分可謂目前當務之急。 

對台灣政府的生物科技政策及法規單位，生技業者列出目前政府在人才、團

隊、資金、政策等的實質上的保護和支持仍需努力，提出意見296簡列如下： 

1. 建議政府對生技醫藥界全力的支持，尤其是人才、團隊、資金的支持和在

政策上和實質上的保護和支持。 

2. 希望生技產業的研發與財務中心能夠設在台灣，把握良好的地理位置與機

遇，放眼全球。 

3. 建議政府能幫助業界將技術、智慧財產商業化，在專利主張權利時可以有

                                                      
296 摘錄自本研究生技場次專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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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協助。 

4. 生技醫藥業的研發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因素，法規對生技醫藥界是最重要的

命脈，期望政府能有更加透明及有彈性的法規配套措施。 

5. 政府政策、科技研發、法規制度、智慧財產等四項皆密不可分。而影響生

技產業四大要素中，影響最大的是政府政策，再來是法規，商業模式也是

個影響因素。生技產業可以延伸很多區塊，希望政府及產業能創新及開創

新的商業模式。 

6. 透過政府計畫能幫助創造更多實質績效的國際曝光及合作的機會。 

7. 中國大陸生技產業多希望與台灣長期合作，同時也是台灣生技產業近年進

步快的原因，此為台灣過去幾十年來創造的價值，建議政府不要放棄發展

中國大陸的生技市場。 

8. 目前大家舊觀念「健康產業（包括醫院等）在台灣無法營利」是很嚴重的

問題，希望政府能向社會推廣正確的觀念，健康產業營利賺錢後，持續投

入研發、提高健康照護品質等正向循環，促進全體人民健康才有幫助。 

總括而言政治的意願（包括法規法律質的提升及國家政策有效的鼓勵）及

落實政策、予以產業實際鼓勵是最優先、最重要的因素，落實後其他因素將可

迎刃而解。目前台灣的生技產業對政府政策協助相當失望，但企業也不能因而

自暴自棄，雖然台灣過去也有許多單打獨鬥而成功故事，但在現代這個打群架

的高科技企業，成功可能性只會愈來愈少，故業者更是迫切需要政府的幫助。 

二、對企業的建議 

(一)熟知美國的智慧財產、營業秘密、競爭法等遊戲規則 

我國企業對於智慧財產、營業秘密與競爭法可能之風險，常有對於情勢誤判，

或是過度輕忽法律專業之情形。2020 年 6 月惠普（HP）控告廣達集團旗下廣明

光電違反托拉斯法的案件恐遭受美方重罰297，整間公司可能不保，即為明例。儘

管個案並非本研究關切重點，但從該案中，可清楚看到，美國除了會利用貿易政

策施壓外，反托拉斯法以及相關智慧財產權訴訟，更是保護市場並嚇阻部分外國

企業之重要利器。而這一切皆是為了清楚傳達一個訊息：一切必須遵守當地國的

遊戲規則。我國企業多數對於美國貿易相關法制遊戲規則不熟悉，在攸關公司存

亡的訴訟中，評估重心不但沒有放在訴訟應為之抗辯，反而以自己身為代工廠之

角色誤信可全身而退，進而拒絕和解。殊不知，在美國反托拉斯法的遊戲規則下，

被告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被告間無求償權以及三倍損害賠償之巨大威脅、及因而

衍生的訴訟雙方和解動機、和解時機影響及不和解的龐大風險等，都成了造成最

                                                      
297 看廣明、惠普和解戲碼 「過來人」教台企如何避踩反托拉斯法紅線（2020 年 6 月 23 日）。今周刊。

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39/465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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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果的駱駝稻草。 

因此在美中貿易戰下，我國若是要選邊站，藉此斷開與中國大陸間之貿易牽

連，與美國有更近一步的貿易合作與依存，就必須十分清楚美國貿易與法律的遊

戲規則及可能風險，而不能再以中小企業代工廠的思維面對美國。政府也必須積

極協助提升與調整企業認知，不然未來類似案件只會不斷重蹈覆轍。 

(二)企業依據自身發展策略，提早布局並保持彈性 

  在美中科技競爭之中，台灣因與美國、中國大陸都有往來，因此處於一個微

妙的位置，面對全球化經濟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區域經濟，企業可能的做法一

是選邊站，另一則是腳踏兩條船，進行多重的布局，跨國企業可能需要同時適應

不同聯盟的體系。因此企業應該要思考自己的發展策略，提早布局，並且保持彈

性，而不是單純的選邊站或是跟著政府的腳步走，先建立長期的發展目標，而據

此進行商業模式檢視與調整。 

(三)大型企業需增強高端研發能力與強化法律風險評估 

大型企業因為有能力、有經費，應該提升自我境界，最關鍵的即是增強高端

研發能力與強化法律風險評估。在此一美中貿易戰中，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研發

與製造能力，成為各方爭取的關鍵戰場。除了因為技術能力超前，難以找到可取

代之對象，更重要的是，在智慧財產權布局上十年磨一劍，透過完整布局，讓其

他人不得越雷池一步，亦很難發動攻擊。後者將會在未來刀光劍影的貿易戰中日

漸重要，不論是能否參與標準之制定或是如何確保在保護主義下的技術交流，都

會成為大型企業必須事先盤點及分析之議題。 

(四)中、小型企業：轉型及跨業整合 

我國中小型企業，則必須尋求轉型及跨業整合。若考量到未來世界貿易版圖

可能重組，大型企業為了規避貿易戰引發之風險而將生產製造地區化，台灣必須

積極參與區域合作的前提下，過去一卡皮箱跑天下的台灣中小企業主，應該回頭

思考代工或製造市場是否會被其他區域夥伴瓜分，還是能夠進一步主導其他較為

落後區域之發展。其中之關鍵，就在於中小企業是否能適時搭上數位轉型的浪潮，

包括組織、流程、技術、人才等調整，例如利用將 AI 導入工作流程使營運流程優

化等。並且透過投入資金研發，或與其他產業合作，重塑自身優勢，思考新的商

業模式，才能在此一貿易戰與疫情引發之動亂中，找到重生契機。 

(五)利用台灣的優勢，與世界合作 

面對美大選後的兩岸新局，台商可以把握中國大陸十四五規畫和雙循環戰略，

切入新基建等項目，因為台商主要是生產關鍵零件，美中都需要，既賣美國市場，

也和中國大陸廠商合作開發大陸市場。如以影響最大的外銷美國傳統產業為例，

有一家製造金屬家具的台商，被課徵的關稅達到 25％，靠著和客戶分配關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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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法，2020 年外銷美國業績依然成長。中國大陸的「雙循環」，一方面擴大內

需，一方面仍持續加強外銷，台商可以藉著「一帶一路」，向歐洲、非洲、東南亞

等地擴銷，而瞄準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台商，應建立品牌和通路。298 

台灣在兩雄相爭之下，生技產業的生存之道，可以發展新的商業模式，卡入

其內外循環之中，開始跟中國大陸合作是一個好選擇。中國大陸的崛起因為快速，

所以比較虛弱的地方，可以由台灣提供，中國大陸的研發、產品品質發展會需要

其他國家提供，但是因為其他國家防堵，所以是台灣的機會。雖然中國大陸越來

越進步，但是其在國際化上，因為與其他國家之間缺乏信任，所以也可以由台灣

在外循環中站出來，透過某些形式合作，由台灣代表中國大陸銷售、保證產品品

質，卡入外循環之中，獲取其利益。因應部分，建議為政府政策、科技研發、法

規制度、智財應該要能創新、重視商業模式，對人才、團隊、資金、政策上全面

支持及保護。299 

(六)跨國專利資產運營的衝擊與調整300 

中國大陸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崛起，不容忽視，在中國大陸的專利的布局，受

到許多國家政策的保護，包含政府補助。以前台灣企業只有在美國比較多的專利

風險，但是從 5G 時代，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製造基地相對是會受到中國大陸

專利的威脅。中國大陸法院會做出影響全球標準專利的運作，台灣法院卻面臨不

知道如何審理標準必要專利的問題，應當反過來參考其他國家作法。 

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對專利運營的策略，應該要以美中專利作為布局，以專

利的品質、價值用人工智慧量化去取代專利數量的指標，專利是組合機制，很多

技術領域都非常的短，迭代式的技術組合要考量生命週期申請，以「攻擊專利」

為主，從不同權利人、專利品質的方式打擊。數據平台也是很重要，專利是在有

限度的資料內處理，現在是 Open Data，需要更多資料分析，以智能分析為工具去

分析，控制競爭者的風險。 

台灣專利的數量在降低，應該要超前部署，以專利品質和價值取代專利數量，

現在專利的品質就是短時間內可以知道是否有效、可被實施，另外整個生命週期

要做專利組合的配合，因為每個人的訊息是同步的，智能分析而言，不同年度研

發可以有什麼發展，都可以一目了然，整個專利家族，哪些是長期被引用，馬上

都可以察覺，以前找侵害者，需要很前置作業，但現在的工具發達，在系統上面

的操作，是相對便利的。 

 

                                                      
298 許昌平（2020 年 11 月 5 日）。生產中美關鍵零件 台商兩頭賺。中國時報。檢自 https://www.chinatime
s.com/newspapers/20201105000505-260110?chdtv 
299 詳見附件三研討會綜合會議紀錄摘要。 
300 詳見附件三研討會綜合會議紀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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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學研機構之建議 

(一)積極協助培育我國所需的人才 

人才培育的投資即是未來產業發展與創新的基礎，但目前台灣在人才培育的

部分，因為制度無彈性，沒有競爭力的薪資和條件，導致高教人才出走，反觀鄰

近的香港、新加坡、南韓、中國大陸等，大學教師的薪資都高過台灣301，甚至也

有學校認為學校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於內容，而是外在制度的僵化，包括教育部

的管制、各種法條和內部制度的框限，讓學校「好像穿著緊身衣在打國際戰役，

有時苦於無法施展，有時只能挨打而難以還手」302，因此建議應該要加強投資高

等教育，才能提升台灣未來的競爭力，而培育的人才則需包括：科技創新之開發

人才、智財相關管理之人才及高階跨領域管理之人才等。 

(二)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 

    川普上任後，對移民、留學生、國際交流的政策做了重大改變。加強取締非

法移民，減少留學生及訪問學者名額，對在學、研機構及高科技任職的科學家、

工程師加強營業秘密的管控，甚至以經濟間諜法起訴一些教授和工程師，雖然後

來法院判決無罪，但已造成寒蟬效應。美國知名大學國際合作計畫，不敢接受國

外捐款，特別是來自中國。這些措施，對科技創新能力造成嚴重打擊。 

台灣學研各界應利用機會積極爭取國際重要研究計畫。不論美國是激烈抗中

或溫和抗中，台灣都應持續加強與國際的合作，提升國際的能見度。 

(三)落實學研分工合作 

    台灣面積不大，天然資源有限，未來研發經費投入受到前瞻計畫、防疫、經

濟、軍購等影響，勢必受到限制。因此，產、學、研必須就自己的核心能力，落

實分工合作。學、研機構對基礎及應用科技的研究，要有明確的任務分工，對相

關聯的技術要互相合作，以免經費的浪費。 

    以 5+N 的技術領域為例，領先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或跨校校團隊，應給予充

分而長期的研究經費，讓他們可以有長期的規劃以利展現績效，同時培育高階研

究人才。 

    生技、製藥、疫苗等領域更是如此，研發期間長、經費投入經費龐大、風

險高，需要慎選某特定領域或某一階段的技術，以便增加成功的機會。 

  

                                                      
301 馮靖惠（2020 年 7 月 15 日）。高教沒錢 奢談品質。聯合報，A6 版。 
302 蔡惠萍、馮靖惠（2020 年 7 月 8 日）。高教困境 管中閔：台大像穿緊身衣打國際戰。聯合報，A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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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I、資通訊產業專家座談會綜合紀錄摘要 

一、 美中貿易戰發展及未來趨勢 

(一)貿易戰之本質 

美中貿易戰的本質為智慧財產權、創新科技的戰爭，涉及大數據、資通訊等技術資

源，而非單純之貿易戰。 

(二)貿易戰之發展 

1. 美中貿易戰將會是長期的影響、具結構性的改變，而非僅僅為短期之影響。 

2. 過去幾十年受益於全球化之發展，國際經濟的合作非常密切，資通訊產業的供應鏈

就是如此，美中貿易戰對世界的經濟會有很大的打擊，涉及經濟、政治的因素，造

成了很大的經濟缺口。 

(三)貿易戰之未來趨勢 

1. 所有國家皆會面臨選邊站的決定與風險。 

2. 美中貿易戰最終和解之可能性小，未來的趨勢將會是美中分流，並各自找尋合作夥

伴，例如美國即無異議通過台北法案等。 

3. 美中貿易戰將不利於所有人，美國會失去市場及生意，美國公司亦不支持產業鏈斷

鏈的結果，然而美國兩黨的態度皆相當強硬，可以預測美國內部應該是不太會因為

政黨而對中國大陸之態度有什麼變化。 

4. 中國大陸由政治共產體制統合管理資源會是相當大的優勢，雖然如此較不利於創新，

然若歐美國家將中國大陸逼到必須自主創新之情況，中國大陸將更快速發展。 

5. 美中貿易戰有生產出口降低及供應鏈中的地位被取代的必然結果，因為生產成本提

高，理論上中國產生金流能力、產生財富的能力會下降（包含產品賣不出去），下一

階段再將科技能力、人才遏止。 

二、 美中科技領域之優劣勢、策略方向 

(一)5G 

1. 華為從專利布局面而言有優勢，不同於美國公司為了財務上的錢而努力，華為是為了

理念而奮鬥。 

2. 美國 5G 對美國軍事先天有利，但民用市場上無法提供美國廠商使用，企業只能開發

其他頻段，又無民間設備廠商，因此嘗試和愛立信、諾基亞、思科合作但未果。 

3. 5G 產品包含核心網路、傳輸網路、無線網路、應用網路，再加上終端。4G 主要集成

廠商為華為、中興、Nokia、Ericsson，5G 則再加上韓國三星。故 5G 目前主要集成設

備大廠為華為、中興、Nokia、Ericsson、三星。美國缺乏集成廠商，Cisco 主要是做傳

輸，但沒有無線傳輸，晶片商高通、博通、TI 等都與 5G 有關，但不是集成商，只是

其中的組成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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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導體 

1. 美國技術上仍領先，尤其是製造。 

2. 強制脫鉤對於中國大陸負面影響相當大，然而在社會主義之下，可以很快地彌補差距。 

3. 美中貿易戰之後，中國大陸一致達成晶片設計與製造都要自己做的共識，因為美國對

出口管制的美國技術含量門檻（微量原則）由現行廿五％調降至十％，範圍擴大到包

括非科技產品，即便是台灣廠商的台積電，只要有用到美國技術的產品，可能也會受

到出口管制的影響而不得出口，因此若美國出口管制斷了台積電的供應，中國大陸還

可以自己製造。 

(三)自動駕駛 

1. 中國大陸是延伸式的水平創新，競爭優勢在於生態系的完整性及強大官僚系統的推動。 

2. 歐美是零到一的跳躍式競爭，美國以市場為導向驅動創新。 

(四)創新創意的策略方向 

1. 中國大陸是 top down，最大的優勢為由政府主導，且政策一貫。 

2. 美國是 bottom up，由市場驅動，沒有國家領導，但是企業的力量大，例如臉書、亞馬

遜、谷歌等。 

三、 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及其因應之道 

(一)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的處境及影響 

1. 貿易戰對中國大陸並非全為負面影響，長期而言，提供中國大陸一個評估自身技術缺

口的機會。 

2. 中國大陸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概念仍很薄弱。 

3. 最壞的處境將是美中脫勾，則中國大陸在網路硬體、核心技術、精密儀器都面對很嚴

峻的問題，必須想辦法做一部份的替代，但目前還沒看得出來有系統性的在做轉換或

是產業政策出現。 

4. 較好的情境是因其全球化的供應鏈，美國還希望能與中國大陸做生意，但是就會產生

技術、智慧財產制度性的全面改革問題，否則美中合作之希望會破滅。 

(二)中國大陸的因應之道 

1. 中國大陸有許多措施，例如逾十一萬億的投資投入創新，包含新基建、研發政策加

碼等措施；另外，中國大陸有很完整的大數據可以運用、發展。 

2. 建構一個完整的生態系。 

3. 強大的官僚系統，從市場面使法令解除、得以執行；從資金面自中央調度資金、成

立創投；另外，鼓勵競爭，例如自動駕駛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漢都有陣營，再

加上大學舉辦比賽，以大環境著手。 

4. 中國大陸對一些網路公司參股，在危機時刻政府可以有發言權。 

5. 中國大陸一致達成晶片設計與製造都要自己做的共識，甚至連軟體的部分，華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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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鴻蒙系統，以因應若是美國斷了技術之供應，則中國大陸還有自主的 IC 與系

統可作應變。 

6. 將公司或廠切割為兩個，區分專做美國市場及專做中國大陸的市場，或是因應客戶

要求簽訂之排他條款（不能幫客戶的競爭對手代工），除了工廠分割外，甚至還有依

地區的分割，如輸出至美國產品的工廠設在國外。 

7. 因應系統廠商之移動，配件廠商也必須跟著移動工廠，但若為包裝出貨之廠商，就

必須移到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以防止美中貿易戰下課徵較高之稅。 

8. 為因應 IC 科技管制之問題，ODM 代工廠設計時，會依照客戶之意思優先選擇中國

大陸廠商之晶片設計，過去是優先選擇美商、台商、陸商，現在則為優先使用陸商、

台商，最後才是美商。 

9. 中國大陸針對專利申請費有補助，且陸續培養自己之品牌，例如安可創新原先是幫

美國品牌做代工製造，但是因為有經營自己的品牌，已經可以以此品牌打入 apple 
store 的銷售通路。 

10. 中國大陸引進慣標系統，類似台灣資策會的 TIPS 系統，將企業智慧財產的管理形成

國家標準，營業秘密方面已經有開始修法等等之作為，但是執行面上仍有問題。 

11. 華為還有一個策略是利用開源系統、開源晶片（麒麟就是安卓的開源軟體）。RISC-
V process 是美國主導的開源系統，華為現將其晶片開源，此開源晶片大家都可以測

試，所以算是共同研發，可以避開資訊安全之問題，也可以尋找合作的國際夥伴。 

四、 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的影響與因應 

(一)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的處境及影響 

1. 台灣受惠於全球化的經濟合作，美中貿易戰對台灣最大的影響在於必須選邊站，由於

台灣倚靠美國的技術和市場、中國大陸的市場，若是被迫選邊站，個別企業兩邊討好

的結果仍與和平合作的結果與得到之利益有所落差。 

2. 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條件不同，即便台灣政府有補助政策等，但是缺水缺電的基礎問題

仍無法解決，大部分製造業往越南、東南亞投資，再派陸幹、台幹等，因此台灣的製

造業發展性較低。 

3. 因為製造業之於服務業仍然重要，且台灣製造的機具設備品質、精準度高，雖然生產

量已非過去能相比，但是中國大陸仍有此需求。 

4. 受美中貿易戰之影響，只有少量多樣之高附加價值產業會移回台灣，大部分產業仍是

往越南、東南亞移廠。 

5. 中國大陸扶植自己之廠商，如 VCS、京東方、光谷、長電，可能會對台灣的公司形成

挑戰。 

6. 台灣在晶片設計、晶片製造如台積電、聯發科等可能於產業鏈的角色：台積電是晶片

廠、設備廠的上游廠商、聯發科在手機晶片中有競爭力，其他 IC 設計等廠商也有支

援國外大廠，所以也有一定的角色在其中。 

(二)台灣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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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過去業者習慣遵循歐美主流規格之代工，但是當美中分流之後，必須配合中國大

陸進行另一套系統之代工。 

2. 對於未來需有策略性思考、大膽投資、大格局之戰略與手段，基於此再進行專利布局，

先從專利數多的國家申請做防禦性目的布局，迅速找到戰略夥伴，最後才能進軍其他

市場。 

3. 未來的市場趨勢為軟體服務帶動硬體製造，硬體製造再帶動衍生性的 IT 等等，因此

應大膽投資、擁抱失敗，奪得投資好團隊的先機。 

4. 台灣研發相對於中國大陸較強，應從事研發、強化設計。因應客戶合約之限制等，可

將設計團隊做切割，一部分團隊留在台灣、一部份留在中國大陸。 

五、 其他經濟體的態度 

(一) 歐洲國際經濟體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考量，3G、4G 的時代，歐洲是聯中抗美，5G
時代是聯美抗中，自對華為的態度，從不斷的換邊站，至 GDPR 的頒布才較有政策

性，美國透過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主導，為了制衡美中，歐洲在 5G、6G 從 GDPR 下

手制衡各界。 

(二) 就自駕車領域，歐洲看重永續持續的交通行為應該如何建設，講究公共運輸為社會

補助的行為，以人民為主，強調的是由自動駕駛如何帶動人民移動的便利性，由此

出發，在科技自動駕駛中，對於科技的布局，歐洲的態度與美中有很大的不同。 

(三) 在國際聯盟機構中，仍是美中對抗的場面，例如 WIPO 的秘書長由新加坡人當選是

透過與美合作，而中國大陸則結合一些非洲小國、亞洲、一帶一路的國家等。 

(四) 因應客戶要求稅收之問題，大部分皆將工廠移至越南，並派台幹、陸幹培養當地人

員，慢慢提升其良率與效率。 

(五) Ericsson 因美中貿易戰之影響，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是受益的，成為中國大陸市

場以外的優先選項，但相對在中國大陸的市場是受害的，以往外國廠商取得相對高

很多的比例，因為中國大陸以中國廠商為優先，華為、中興成為最大競爭者。 

六、 COVID-19 疫情對美中貿易戰、企業之影響 

(一) 疫情為外部事件，但是美中貿易戰是長期事件，此為結構性的問題，將會造成未來

面對不同環境的深遠影響。 

(二) 因疫情恐慌而改變的消費習慣是短期衝擊，歐美跟亞洲的習慣不同，所以在疫情的

影響上是須待觀察的。 

(三) 旅宿產業受疫情影響衝擊大，然企業可在此時點開始布局、投資，收購一些體質較

差，但是地點住宿條件好的旅宿以因應。 

(四) 疫情與美中貿易戰相互影響，美國如藥、口罩、產品製造都在中國大陸，若因美中

貿易戰，讓美國國內買不要藥、口罩，就會衍伸成政治危機、沒照顧好人民。 

七、 對於政府政策之建議 

(一) 台灣廠商必須中國大陸與美國雙邊兼顧，長期而言，無法脫離中國大陸市場，應淡

化政治因素，與中國大陸合作向東南亞進軍，或是聯手日本、韓國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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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應特別重視研發、產業升級，積極投資於未來的科技趨勢、鼓勵創新。 

(三) 企業經營者之心態應改變，再往下扎根透過教授推動企業投資、創造、大型布局的

心態。 

(四) 應特別注意美國出口管制之發展，以及營業秘密的發展。 

(五) 得自雲端資訊進入金流端來思考企業的商業模式，例如透過 5G 的基礎建設發展更

大商機的服務，而不是僅靠 5G 的基礎建設獲利；另外，得進一步於量子電腦此一

方面的布局。 

(六) 應了解不同國家的性質，例如中國大陸市場大、但法治相對不安定，美國的法治和

政策是相對穩定，但是與其智慧財產權較難與其抗衡。 

(七) 應改善低薪環境、激勵機制以留住人才。智慧財產是腦力集中又無污染的綠色產業，

比方說專利交易、專利許可、專利移轉等行業沒有太多實體成本移轉或者汙染，新

加坡、香港很早就訂為其發展方向，台灣的位置比新加坡好，若在智財產業上有稅

法、人才優惠政策，發展會比新加坡容易很多，又靠近日本、韓國，與美國關係不

錯，很有機會成功發展此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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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生物科技產業專家座談會綜合紀錄摘要 

一、 中國大陸與美國科技領域的比較 

(一)美中兩國科技領域的優劣勢 

1. 製藥產業 

中國大陸以發展學名藥和仿製藥、別人已成立 target therapy 的藥為主，雖然缺乏創

新，但因為內需市場夠大，可以支持生技產業的發展，這樣的商業模式為著重提供給中

國大陸的市場，如此可以合理化中國大陸於製藥產業的發展，但也因此成為阻礙追求發

展創新藥物的動力和能量。 

以製藥而言，中國大陸是從仿製到新創的過程，階段性特別明顯，最典型的代表為

恆瑞，將仿製藥走向新藥。 

2. 醫材產業 

中國大陸的醫材產業多以測量型醫材如體溫計、血壓計、血糖機等為主，同樣缺乏

治療性質的醫材，在生物科技的產業裡面，最重要的兩點為新藥的開發及治療用的器材，

例如心導管帕金斯症治療用晶片，如果台灣也想走血壓計，就只能去中國大陸設廠，不

過中國大陸近年來倒是有在醫療耗材心導管的研發上有進展。 

中國大陸的醫材與 digital health，與台灣的公司比起來，優勢在於製造，例如上海

微創、邁瑞等公司的製造非常具世界優勢，回頭看 COVID-19 的發生，世界都回頭跟中

國大陸要呼吸器、血氧機與口罩，可發現中國大陸的優勢在於製造，包含美國不願意自

己生產製造的產品都移至中國大陸代工，因此中國大陸主要的優勢為製造和市場，但與

美國相比，美國不但市場大、科技也領先，中國大陸的大環境、資本市場並非一蹴可及，

無法短期內與美國同等進步。 

3. 診斷 

診斷部分中國大陸則有如土匪市場，一切皆是短、明、快，例如製造 COVID-19 檢

測即是抄襲其他公司，但因為此產品生命週期短，兩年換代，等權利人主張權利時，就

換下個產品即可，物聯網的思維下，做檢測試劑相當厲害。 

綜合而言，中國大陸目前的優勢有三個，一為整合能力，各行各業全方位競爭，二

為中國大陸人運用資本的能力強，此為普遍台灣企業較弱的地方，三為其商業模式很厲

害。中國大陸目前的劣勢為政治（疫情已控制下來），政局不穩為最大問題，經濟面反而

還好。 

(二)美中的策略方向與未來趨勢 

1. 美國的策略方向與未來趨勢 

美國生技醫藥發展策略以開發創新藥物為主，經常以中小企業進行前階段的研究開

發，待產品經過臨床前以及人體臨床驗證後，由大型製藥公司進行授權或併購加速後端

開發上市，此亦為美國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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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部分，專利為藥物的一個成分，可將發明透過中國大陸 PCT 到美國、歐洲一些

國家申請。台灣某生技公司最近發現專利沒有被美國公告、沒有收到 Office Action，在

釐清狀況過程中發現，美國 USPTO 有關 IDS（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以前

只要將先前技術通知，現在要求所有文件皆需翻譯才能通知，因此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

資料，現在持較審慎保守的態度。 

2. 中國大陸的策略方向與未來趨勢 

(1) 策略-推動創新、保護主義： 

由於中國大陸生技製藥產業看似發展進程快，但是目前尚未看到具創新的藥物或具

治療性的高端醫材產品，多為學名藥、小分子原料藥，新藥部分比較少。中國大陸公司

良莠不齊，中國大陸政府也了解這個問題，近幾年也有推動創新，像是細胞治療的部分

即是屬於前端技術，也有許多海外歸國的學者想要投入新藥的部分，只是相對而言，仍

是落後美國許多。 

中國大陸很多與生醫有關的產業，限定外資不能進入，專利部分，IND（Investigational 
New Drug）需要很多文件，例如有一個產品在做白蛋白質，中國大陸卻不核准專利，幾

年後中國大陸三家公司就有學名藥，此為中國大陸的政策，保護其產業，為了將價格壓

低讓老百姓付得起醫療費用，所以保護主義極強。 

自中國大陸而言，在醫藥創新與投資大會中，發現中國大陸學者皆著重於開放讓國

外新藥進入，學者才有辦法創新，但是希望外國新藥進入中國大陸速度快，必須法規配

合，所以在 2018 年法規修改，接下來要做一致性評價，對於新藥較有經驗，才得以讓

新藥發展更為快速。客觀而言，中國大陸有些研發相當新穎，但也需要透過台灣取得新

藥，因此台灣公司產生一些技術轉移的機會。 

(2) 趨勢-跟隨主流市場、進口替代： 

中國大陸的技術不夠成熟，是因為發展趨勢為跟隨主流市場，大品項、大品種的主

流產品，當主流市場還未飽和，就沒有其他心思看其他高端市場，等此市場飽和再做提

升。中國大陸未來十年的機會為進口替代，希望一切使用中國本地產品取代海外進口，

原本海外欲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已不容易，現在進口替代，更是讓進口產品不受歡迎，台

灣企業若無法在中國大陸落地，將難以生存，目前做得最好的是外資企業阿斯特捷利康。 

中國大陸學名藥、仿製藥市場雖然很大，但其實不見得如此，因為中國大陸現在也

有類似台灣的健保制度，利用與藥廠談價格的方式讓藥成為保險用藥，所以無論是學名

藥或是新藥，價格皆壓低，學名藥現在也只剩以前的 30%左右，實際上獲利空間也蠻小，

現在中國大陸確實為次於美國的藥品大市場，但大部分都是仿製藥，而沒有新藥的創新。 

二、 美中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的影響與因應： 

(一)科技戰對中國大陸產業的影響 

美中貿易戰為第一波、科技戰為第二波、第三波為軍事及其他，科技戰與貿易戰對

於中國大陸會有負面影響，像是海外歸國的學者較不易回中國大陸，因此科技較不易流

通，包含中國大陸的千人計畫，很多台灣生技專家都被網羅，對生技研究會有所影響。 

從美中科技戰與 COVID-19 中，可知中國大陸掌握全世界的生產，包含學名藥與檢

體，目前美中貿易戰中，原料藥部分沒有受到影響，因為中國大陸掌握 20%的供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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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了避免藥物的缺乏，在此方面並沒有列入關稅障礙中控制，即便是印度的原料藥，

也因為中國大陸生產的更便宜，由中國大陸供應。 

(二)中國大陸政府、廠商的因應之道 

1. 法規修訂 

以智財角度而言，分成專利範圍保護與資料的保護，最重要的是取得藥證上市、

取得上市許可，上市許可則依賴臨床試驗評斷有效性與安全性，品質為重，以往中國大

陸因為重視內需市場，因此較不重視法規部分，但目前中國大陸的藥事法有大幅修訂，

已達台、美、歐洲的國際標準，此一情形對台灣有利，表示台灣可以到中國大陸做臨床

試驗，而此試驗可以獲得國際認可，只是目前合格之臨床試驗機構較少，所以中國大陸

對於新藥或是新器材研發方面的做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 

2. 創新發展 

台灣某生技公司主要以授權新技術研發的產品為主，以前在調查新案時會專注於美

國（美國為主）或歐洲，但現在也會觀察中國大陸有些超過台灣技術的研發，可知中國

大陸也有慢慢往創新發展的方向前進。 

3. 引進專利連結制度 

2018 年五大藥廠在專利期間於中國大陸上市，就被仿製學名藥抄襲，政府單位卻許

可，引起討論，因此在美中科技戰中，中國大陸同意引進專利連結制度，通知原廠專利

申請狀況，故中國大陸的法規發展部分值得注意，另外若中國大陸有依照國際的臨床法

規進行臨床試驗，中國大陸新藥創新發展會較快速。 

三、 美中科技戰對台灣產業的影響與因應 

(一)科技戰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台灣傳統產業或以外銷中國大陸市場為主的產業影響較大，例如傳統產業或是電子

業零件外銷中國大陸市場，在當地進行組裝後銷往美國的商業模式影響最大。 

從外國技術移轉、在台灣建立團隊，主要市場就是瞄準中國大陸，例如牙科在廣東

珠三角地區，很多低端、中端牙科都是出口到美國，美中關係緊張對於牙科影響大，十

年前無法想到疫情的發生，將台灣某牙科生技公司布局、供應鏈打亂，長期的計畫因此

失敗。 

對台灣的影響，整體而言為機會，較多中國大陸的公司對台灣有興趣，因為美國影

響相對小，台灣公司因此取得中國大陸的機會，然而，這樣的合作也是不容易的，不過

短期而言是正面的。新藥發展部分，也是台灣公司的機會，因為耗時長、風險大、技術

成分高，中國大陸的廠商不見得願意投入，當國際藥廠將前階段新藥研發放給一般生技

公司時，若結果符合預期，就會將此藥或公司併購取得，對台灣中小型新藥公司而言，

是機會可以加強與美國的連結。 

(二)台灣企業的困境 

新藥公司的定義由工業局推出認定標準，台灣某公司主力即便為新藥公司，但是申

請新藥研發補助認定卻被拒絕，因為無法得到被拒絕的原因，因此走入行政訴訟一途。

在訴訟過程中得知，新藥公司定義中需要取得世界專利賣到全世界，行銷世界與取得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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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兩件事，此一事件反映出承辦人員不夠瞭解智慧財產權的意義，且目前該公司新藥

只取得亞洲授權，承辦人員認為不夠自主性與主導性，然即便授權合約中寫明在授權區

域內，該公司可以自主決定依照現狀與疾病、人種特性決定做何種臨床試驗及發展方向，

但是承辦人員認為因為不是全世界，因此沒有主導性，此一結論為公司已經在賺錢，沒

有虧錢的情況下，沒有理由申請新藥研發補助。故政府在欲扶植新藥公司時，應明確方

向扶導新藥公司成長，目前新藥公司認定後的輔導程序缺乏，只有租稅優惠，所以此一

方面很需要政府協助。另外就是法規上的協助，應該根據新藥法規審查還是醫材的法規

審查做臨床試驗，會有時間上的耽擱，故公司在新藥研究申請上與法規適用上受挫，在

風險高的情況下，又難以執行臨床試驗。 

另外台灣某生技公司有國發基金的投資，然而其所派出的董事代表不夠瞭解製藥產

業，且身為大股東有其利益維護，但是公司經營面也有其利益承諾考量，公司政策因而

無法執行，希望政府在投資上，應該要扶植產業思考，而不是作為大股東的立場思考。 

某生技公司在與學校、國衛院研究合作發展上，與國衛院無法討論授權事宜，因為

其為國家投資單位，因此其研究只能學術面上考量，僅能發表不得有智財權的討論，雖

然公司有些投資於研究，但是臨床試驗的資料卻無法提供，此一情況對於企業界的成長

有很大的阻礙。 

(二)個別企業的作法 

企業應該重新檢視依存中國大陸的比重，如果產品是以全球為銷售市場，且具有高

度競爭力，則較不受影響，經營團隊再決定企業的經營方向時，應思考國際政治的變化。 

台灣某生技公司總部設立於台灣，子公司設立於美國，從產品開發時起即以全球為

市場，以研發具國際競爭力和價值的創新藥物為宗旨，因此美中關係的改變對於該公司

在於新藥開發和未來全球藥物市場上市銷售的計畫沒有影響。 

對台灣某生技公司而言，有美國和中國大陸兩個體系，美國公司的產品曾兩次試著

取得公司的授權，但沒有取得就自行生產，因此有提起美國公司的侵權訴訟。另外還有

再談授權和收購，甚至還有律師事務所幫忙做 portfolio 的分析，中國大陸則是考慮要去

合併或是授權中國大陸的市場，若希望與美國或是中國大陸合作，智慧財產非常重要，

中國大陸現在智慧財產的執行也比以前好。 

以原料藥來看，所有原料藥皆是從中國大陸進口，某生技公司大約有 30%從中國大

陸進口，其他從歐洲、印度進口，價格上雖然差很多，但公司採取分散來源避免單一來

源問題，但在其他公司而言，因為中國大陸的太便宜，對於其依賴性太高，美國也發現

這個問題，因此希望將一些重要的原料藥搬回美國生產，但是就此點是較難的，畢竟流

程上、環境成本污染等相對高昂，因此只有最關鍵的原料藥會遷移，其他應該是尋找第

二來源，此一部分台灣佔有一定地位，台灣有好幾家藥廠，若加上美國關鍵原料藥配合，

台灣可以成為中國大陸與印度以外的第二來源。包含日本、歐洲，大多希望把進口的原

料藥移到印度，因為印度有生產能量，只是中國大陸的生產成本更低，以降低過度倚賴

中國大陸之風險。 

另外在商業模式應特別思考，像是台灣某生技公司有個在沙漠中種植的寄生植物，

在取得寄生植物前，需有寄主，寄主植物可以治理沙漠，衍生出好的商業模式，可以賣

寄主植物，所以台灣就是要找的自己的利基，從此項目有許多研究，所以於此，寄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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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為是救地球，所以有政府補助少千萬，因此可以種植的沙漠全部拿去利用，以提高

當地的生活水準，接下來將原料賣給直銷公司出口原料，做成三種中藥，將食品出口，

賣到日本，就是要把錢賺回來，要利用台灣的能力、所有資源做這件事。 

四、 對政府政策的建議 

(一)政府全力支持 

生技公司的發展不易，尤其是沒有營收的新藥公司更是艱難，在開發創新藥物的道

路上，除了要人才、團隊、資金的支持，更需要的是政府在政策上和實質上的保護和支

持。 

以這次美國政府面對 COVID-19 為例，美國國衛院動員所有國家資源和資金扶助任

何可能成功開發的藥品、疫苗和檢測試劑，Gilead 藥廠所開發的老藥瑞德西韋，由美國

國衛院 NIH 協助其進行一項二期人體臨床試驗，儘管數據顯示，無法顯著降低死亡率，

但還是以提早三成恢復時間拿到美國 FDA 的 EUA 緊急使用授權，成為 COVID-19 重症

患者的 standard of care 藥物。除了動員所有行政上的資源，實質上沒有天花板的資金補

助也可以看到美國政府的決心，像是隸屬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HHS 旗下的生物醫學

先進研究與開發局 BARDA，從三月初以來已經投入逾 25 億美元（約 750 億台幣）協助

各大製藥公司加速研發疫苗和相關療法，包括分別贊助阿斯特捷利康製藥公司（AZ）和

嬌生公司（J&J）各 12 億美元和 10 億美元、贊助 Moderna 生物技術公司 4.83 億美元加

速疫苗開發，BARDA 剛在四月也贊助羅氏大藥廠 2500 萬美元，用於加速期 IL-6 抑制

劑治療 COVID-19 患者人體臨床試驗。台灣某生技公司也獲 BARDA 通知進入二輪口試

簡報，有機會獲得贊助而成為美國國家隊，但是明明為台灣公司，應當也要有機會成為

台灣之光。 

(二)研發中心設在台灣 

這次美中貿易與 COVID-19 疫情中，台灣看到一個小小的契機，此契機不是因為國

家口罩隊的發生而躍上世界舞台，走國際路線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思考，身為台灣公司，

發現其實我們不必離開台灣，雖然以醫材與牙科來看台灣的市場真的太小，但是中國大

陸因為疫情封城的結果，也無法將製造的東西送到全世界，故可將研發中心設在台灣，

把握良好的地理位置與機遇，放眼全球。 

(三)將技術、智財商業化 

台灣雖然重視智慧財產，但是政府對於專利的支持還是不夠的。很多技術來自研究

機構，如工研院的技術與廠商合作時，若遇到問題，應該要積極防禦，希望廠商願意被

授權將技術商業化，但是現在卻不是如此。如果在中國大陸或是美國訴訟，政府應該要

有所支持，主張權利應該正面，當談授權時，往可以成功移轉為目標，移轉時也不能附

加很多條件稀釋專利的價值，遇到訴訟時，可以做為共同原告、盡量提供證據，研究機

構、學校申請智慧財產應積極防禦、主張權利或積極商業化，而不是附加許多條件讓廠

商不知如何運用、交易，應當更重視商業化、產業面，保持權利的完整性，專利部分要

在國際上可以行使才有價值，期望政府在專利主張權利時可以有更多的協助。 

(四)更加彈性的法規 

COVID-19 亦同，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最重要的是診斷與檢驗，韓國動作很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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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至日本、其他國家，但是台灣因為 FDA(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認為

應按照一般 IBD 的程序，必須花上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因此台灣有緊急輸入、進口，

但是沒有國內自己的產品，主要是醫學界對於產業的概念較薄弱，沒有辦法發展國內，

第一為台灣沒有法規支持，第二為台灣沒有檢體，確診（最重要）、住院、解禁檢體全部

掌握於 CDC（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手中，產業方面無法取得做臨床 validation。後

來於 3 月 26 日推出專案製造，緊急狀況下可以輸入、專案製造，指定兩家美國廠商的

模擬檢體，業者須花三禮拜去美國買模擬檢體、補做實驗，台灣檢體太少難以取得，需

要五個陽性五個陰性，但陽性檢體無法取得齊全，雖然產品與韓國同步推出，但是其他

難以做到需費時六個月（量產與品管所需時間）的產品，因此失去將檢測產品賣到美國、

歐洲、日本市場的機會，故我國於法規上需有所調整。 

(五)重視商業模式 

政府政策、科技本身、法規、智慧財產四項皆密不可分。影響生技產業四大要素中，

影響最大的是政府政策，再來是法規，技術較非問題，另外，商業模式也是個影響因素。 

對於台灣企業的建議為台灣企業難以與中國大陸對接的原因為台灣當初預想的市

場為歐美市場，若期望至中國大陸發展，一開始立項時就應事先預想客戶的需求為何。 

生技產業部分主要是觀察商業模式，生技產業可以延伸很多區塊，不止醫療產業、

農業，Healthcare 延伸至醫療服務業，未來生技產業與醫療健康產業切割開創新的商業

模式。 

1. 新藥製藥產業 

現在的商業模式多靠政府出錢，自主研發、民間產業能力強，應做早期研發，與各

大廠商競爭，台灣的研發成本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在此一情況下，應該要將研發計畫以

智慧財產保護，早點放給國際藥廠看到，參照其他國家的做法，其為早期就在談贊助，

研發出來的結果就由贊助人優先取得授權，美國現在經濟較不景氣，研發減少，造就台

灣的機會，此為新藥製藥產業。 

2. 醫療器材 

台灣前途無量，例如用大數據紀錄天氣變化，保險公司會相當有興趣，但是這需要

資本來贊助研究計畫，減少賠率，因此找到贊助相當重要，醫療器材台灣已經在轉型，

像是廣達、台達電等，皆欲進入醫療器材的領域，此為台灣的強項，需要英文期刊中有

台灣的研究計畫，以讓國際看到，建議台灣有英文方面的 healthcare 研究。 

3. 醫療服務 

此一方面政府政策錯誤，診所或是醫院不能用公司組織，就難以產業化，此會限制

台灣的醫療服務國際化發展，預防醫學產業，應該要讓民眾有所概念，不能因為宗教原

因而不接種疫苗，台灣在此一方面做得不錯，卻沒有被國際看見。 

4. 安養照護產業 

台灣有優勢，應該要能全面發展 healthcare，台灣現在缺少的是商業模式，不缺少科

技產能，在商業模式中 income model 最為重要，例如網際網路台灣講了三四十年，但是

uber、Airbnb、Facebook 都在美國發生，台灣問題在於商業模式與科技沒有連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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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多佔 20%，其他 80%是市場在哪裡、從哪裡賺錢的商業模式問題。 

(六)創造國際曝光的機會 

對於政府的建議為在美國 BIO 展時，會有團體在大展台灣區擺攤，此處觀展人大多

為華人或是中國大陸人，但大藥廠較常去研發創新區尋找產品，而不是在台灣區域，因

此在研發創新部分，政府是否可以給這些團隊一些機會與國際藥廠交流，在台灣與美國

關係較好時，應該讓台灣可以進入美國公司，多一點交流、多一點曝光，因為以台灣的

研發能力而言，較能與與美國接軌，且台灣法規與美國亦相近，此處可以讓台灣中小型

公司有曝光機會。在 phaseⅡ部分台灣公司財力不足，需要與國際藥廠合作，若在台灣在

phaseⅠ達到成績，且有機會曝光，才有機會繼續發展。 

對於新創醫材也是如此，台灣在小型醫材也是一個研發能量相對高的地方，此處缺

乏的是整合能力，也許此處可以透過政府計畫的形式促進合作，讓不同產業可以整合，

台灣新創醫材公司很有機會在國際市場與國際接軌，但事實上，醫材、新藥較常將市場

置於美國歐洲，若市場在那裡，則需要政府給予助力，多在國際場合曝光。 

(七)對中國大陸政策 

美國從學校到公司都各有策略，現在學校絕對不接受中國大陸的 research funding，
分析原因為習近平曾經說所有企業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句話傳播全世界，大家都

認為所有企業都是共產黨下面的企業，因此情勢越來越嚴重，可能的解決方案為中國大

陸一定要轉變，台灣可以促使其改變，但是台灣兩個政黨無法將中國大陸人民分開處理，

中國大陸企業其實非常喜歡台灣，喜歡台灣的生活方式，也是台灣進步快的原因，此為

台灣過去幾十年來創造的價值，所以要在這方面發揮，希望兩岸政策可以注意到這件事，

另外，中國大陸市場絕對不能放棄，14 億人口的市場並非共產黨的，應該要想辦法做到

這件事。 

(八)建立、推廣社會的觀念 

Healthcare 在台灣不能營利是很嚴重的問題，會影響到整個產業發展，此概念不能

全部怪罪政府，最終抵抗此概念的皆為醫界，醫界對於產業的不了解影響整個產業的發

展，醫院不是一個產業，無法獨立經營也無法投資，沒有辦法創造經濟價值，除非從不

同商業模式操作，若是可以推動這樣的概念，改變整個社會對於醫療不能賺錢的既定想

法，才能發展產業。 

對於台灣政府的三個建議，一為保護國內企業，台灣 GMP 不被國外承認就不能出

口，後因協調替代方式才得以解決，因此若希望出超大過入超，只能多輸出，目前中國

大陸為順差，若台灣希望可以改善入超，應多出口，公司若要國際化，應跳脫台灣渺小

的環境、官僚體系，需要透過國外的投資帶到國外去。二為專利、制度、法規不能對國

內廠商如此嚴格，而對外人寬鬆。三為藥物制度審批制度雖已有改善，但還要更加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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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美中科技戰發展與我國產業面臨之挑戰與機會研討會 

綜合紀錄摘要 

時間：202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三）9:00-17:00 

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蔣碩傑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 75 號）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技社 

一、 前言 

美中貿易戰為開端，即便是貿易戰緩和，科技戰仍會持續進行，因此應當注意科技

戰這方面的發展。其中，為爭取西歐進步國家的認同，智慧財產權法律方面的保護很重

要，中國大陸在智慧財產（中國大陸稱之為「知識產權」）上有很大的進步與改進，在

這樣的發展之下，我國產業面對世界的變化，也須祭出因應之策略。 

2020 年相當奇特，例如疫情，全球超過五千萬人確診，為美中科技與貿易戰、美國

總統的選舉增添很多變數，按照 IMF 估計今年全球經濟衰退預估 4.4%，在這樣的情境

下，台灣因為疫情控制得當，工廠並未停工，對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出口都有增加，預計

我國之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一點六百分比。 

台灣似乎於不穩定中找到自己的路，看到貿易戰、科技戰讓全球世界改變，誰都不

願意放棄中國大陸市場，也不願跟美國分開，因此，從全球化走向區域性、在地化，需

長時間的準備。現在的科技戰，美國技術上仍有優勢，中國大陸則是利用便宜的方式切

入，因此，美國必須預防性壓制。美國在壓制同時，也在擴大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利益，

利用微量原則，以事先核准的方式，讓美國企業可以跑在前頭。科技戰中，美國在中國

半導體市場提升，運用壓制擴大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利益，然而，另一方面，美國也用獎

勵機制，擴大美國境內的投資與補助，美國以兩方面鞏固其在科技上的利益，因為半導

體龐大的利益是沒有人放棄的，所以可以預期科技戰將持續。 

二、 第一場 

(一)美中科技戰對科技創新與智財保護的影響 

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重視，於兩岸有簽署智慧財產協議。經濟發展過程中，起步階段

較不重視智慧財產權，台灣也經歷過此一階段，美中貿易戰的關鍵之一，就是美國指控

中國大陸盜取智慧財產權。美方為了保護專利，根據 301 條款、實體清單制裁華為、中

興等等跨國企業。短期而言，中國大陸必須自主研發，例如自主研發晶片，中國大陸發

展「十四五」規劃，聚焦保護工程、半導體及生技產業，以擺脫受制於人的不利益。其

中成功的案例，例如衛星定位，擺脫美方 GPS，自主發展商機，可以對外租用。中國大

陸一方面受制於美國，一方面也因為自身需求，不僅通過新的專利法、提高罰款金額，

外商投資也規定不得強制技術移轉，整體而言，智慧財產重視的程度及政府能介入的程

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美中科技戰爭涉及之相關問題及對兩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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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是科技和智慧財產權的比較，無形智慧財產的掌握是決勝負的關鍵，最

重要的就是創新能力，智慧財產數量和品質多才能支持創新能力，智慧財產數量和品質

又基於研發的保護及運用，研發成果保護好才可以促進產業和學界的合作，除了技術產

生方面，企業本身的商業模式需要改正，企業的產品服務升級和商業模式調整都是很重

要的因素，因為科技的培育結果是基於人才之基礎，另外還有人和外在環境的變化都是

重要的影響因素。總而言之，創新能力、智慧財產數量和品質、研發的保護及運用、企

業的產品服務升級和商業模式調整、人才培育、外在環境變化等六大因素會影響科技戰

爭或智慧財產權的競賽。 

1. 科技戰的時間軸 

2018 年 3 月起，美國主要武器是 301 關稅。2019 年 5 月，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

BIS 將華為與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規則 EAR 名單，以微量原則，限制使用美國技術、

設備佔 25%以上的產品出售給中國大陸，特別是華為，需經過美國的審查。2020 年 1 月，

美國通過重要法規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FIRRMA），中國大陸併購美國公司即

使沒有取得控制權，美國的審查會拒絕中國大陸的併購。2020 年 1 月，美中達成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貿易戰爭暫時有緩解。但是 2020 年 5 月，美國商務部調整外國直接產品

規則，限制華為取得美國技術及軟體製造產品，限制華為取得美國廠商所製造的晶片。

從 2020 年 5 月開始，貿易戰又加劇，事實上外國直接產品規則修改 4 次，針對華為透

過關係企業跟美國的半導體廠買晶片，在 2020 年 8 月將華為的 38 家關係企業全部納入

實體名單之內，並全面禁止販售，又禁止美國廠商替華為代工。另外，在 9 月份中國大

陸開始反擊，商業部發布「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盡量對外國實體貿易的投資活動予

以限制，10 月份中國大陸通過出口管制法，可以看到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勢力在 2019 年

5 月份之後，有比較激烈的現象。 

2. 影響科技戰之因素 

美中貿易戰涉及的問題，包含科技創新與智慧財產權的競爭。然而，中國大陸的科

技成果相當驚人，PCT 申請數量在 2019 年已達到 61,000 件，速度相當快速，雖然其科

技水準仍比不上美國，但是中國大陸的優勢在於可以快速集結資源、快速扶植發展特定

領域之企業，「中國製造 2025」及「中國標準 2035」整個智慧財產權的提升計畫，讓目

標變成可能。另外，研發成果的保護和應用，美國強烈要求中國大陸要取消強制技術移

轉，在第一次貿易協議，中國大陸其實做了相當多的妥協，所以中國大陸並不是不害怕

美國的威脅與競爭。從全球化的產業鏈走向區域化主義，過去，設廠以成本作為考量，

但是現在有許多其他考量因素，特別是重要目標市場，必須打造區域性專屬產業鏈，例

如醫療、稀土、資通訊產業的安全供應鏈，這些皆涉及美中貿易戰是否持續。最後是外

在環境的影響，現在最大的環境改變是 COVID-19 疫情，疫苗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最先

研發出疫苗的國家就可以讓人民率先回到工作崗位。美國總統大選也是外在影響因素，

一般而言，雖然拜登當選，或許會比較傾向多邊主義，不過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不會太

大變化，無論是川普或是拜登當選都會繼續對抗中國大陸，差別只是拜登會比川普有秩

序的施行對中國大陸之限制。因為 5G 技術的產生，讓上述所有因素皆加劇世界貿易關

係，因為 5G 相當強調應用面的技術，中國大陸的應用面又是其強項，不僅基礎建設好，

應用面也強，在掌握 5G 技術上，甚至可以制定標準，擴大中國大陸對世界的控制，美

國為鞏固其地位，而對中國大陸持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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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的因應之道 

台灣目前因應作法是分成兩塊，對於中國大陸市場及美國市場，此一作法不見得是

長久之計，因為美國對於此做法進一步限制。除此之外，台灣經濟部投審會修正在中國

大陸投資及技術合作辦法，以因應中國大陸技術的竊取，將提供改為轉讓或授權，明確

把轉讓也納入限制範圍。除專利之外，還有積體電路布局，將積體電路布局納入轉讓或

授權範圍限制，同步取消商標和著作財產權比較非科技技術發展的限制。中國大陸為了

解決台積電赴美設廠等問題，傾國家之力發展半導體，在現今的基礎之上，軟硬體結合、

跨部會合作機制是關鍵。縱使國家隊在經濟學角度是不鼓勵的，因為其並非有效率的資

源配置方式，但是面臨現在的變局，國家隊、公私協力為不得不的趨勢，因為中國大陸

補助規模龐大，為了讓台灣業者發展，必須也使用公私協力方式，在半導體研發上達到

一定程度經濟規模，以因應中國大陸的威脅。 

(四)中國大陸創新及科技研究成果保護與經營-關於專利及營業秘密之進展 

創新是世界各國提升競爭力的要素，中國大陸在科研結果有相當長足的進步，中國

大陸號稱自己是世界的兩個 100 萬，包含世界第一個年發明量突破 100 萬，以及第三個

國內有效發明突破 100 萬件的國家。智慧財產權須給予適當的保護，中國大陸體現到的

是自主創新、智慧財產強國與國際接軌，在此政策指導下，制定了戰略綱要。 

1. 中國大陸的政策面 

中國大陸在政策面上以國家領導人為依據，特別要在營業秘密（中國大陸稱之為「商

業秘密」），中共黨政部門與國務院辦公廳發表強化知識產權的意見，對於智慧財產權

政策的走向，10 年內皆在此意見中，這些保護不外乎為加強平台基礎建設，基礎平台的

建設為大數據的建立、監督管理部分，也擴大中央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力道，例如將專

利複審委員會，改成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於專利在全國執法部分由中央領導，否則

行政執法以地方為指導。為健全涉外溝通，並達成國人與外國人保護相同，特別強調一

帶一路要達到國內國外有相同保護。智慧財產權申請維權速度較慢的部分，建立所謂快

保護的環節。在嚴保護部分，不但民刑責任與行政處罰較為嚴格。在構建知識產權大保

護部分，加強監督控制，同時也連結、擴大保護面。 

2. 中國大陸的法律面 

法令修改方面，科研創新與科技成果發展最重要在於智慧財產保護與接續之經營，

除了著作、商標以外，中國大陸現在最重視的就是專利與營業秘密的保護。中國大陸法

律的修正重點，反映其政策面，包含同保護、快保護、嚴保護。申請制度相關保護將外

觀設計延長保護期間為 15 年，另外也開放部分外觀專利的審查，同時將審查速度加快。

實施專利運用方面，有了開放許可的制度設計，當雙方在資訊不平等的狀況下，專利權

人願意開放其專利，符合條件、付錢就可以使用專利。關於落實政府職能方面，中國大

陸將原本為地方權限，改以中央主導。強化保護部分，除了導入開放許可外，也增加對

於民事賠償的規定，關於故意侵權情節重大者，拉高賠償額範圍至 5 倍，由法官判斷。

其他還包含藥事連結、施行日期及條號變更等修正。 

關於營業秘密，中國大陸並無單獨立法，我國除了民事救濟規定外，也有刑事處罰，

也包含檢方刑事如何執行，但是中國大陸對於營業秘密的保護在於反不正當競爭法之中，

直至 2017 年才將營業秘密納入智慧財產權的客體，並將第 9 條營業秘密要件秘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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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價值、合理保護措施，去除實用性的要件。美中貿易戰的壓力下，中國大陸又修正

相關規定，將故意侵權情節重大者之損害賠償金額提高到五倍，並擴大營業秘密的定義、

增加侵犯營業秘密的情形、擴大責任主體範圍、提高賠償及處罰的修正，還有舉證責任

導致的規定。這些都呼應政策面上之同保護、快保護、大保護還有嚴保護。相關制度的

落實與執行，法規與政策相當明確，但是在落實之前，仍無特別意義。 

3. 中國大陸的執法面 

中國大陸執法分成司法執法與行政執法，擴大中央代理地方執法，司法執法上有智

慧財產法院（中國大陸稱之為「知識產權法院」），將法院區分為民事、刑事、行政審

判庭及經濟審判庭，經濟審判庭為經濟合同法、工業產權包含專利、商標、反不當競爭

等範圍，以智慧財產法院使審判可以提升。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新設知識產權法庭，希望

帶領中國大陸的審判系統，於智慧財產權可以有所改革及進步，像是互聯網法院等，讓

智慧財產權的最終法院可以匯集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做為最終法院，可以統

一法律見解、提出指導性判決。 

三、 第二場 

(一)台灣疫苗開發的挑戰與機會 

從台灣的角度，疫苗是重要產業，因為台灣經濟規模小，所以花錢買比較容易，但

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國不是 WHO 的會員國，所以建立疫苗產業更是重要。 

生技產業有三個主要層面，研發、臨床試驗、商業量產。過去都強調研發階段，但

是並不是研發之後就可以成功，臨床試驗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最困難更是量產，要垂直

整合三階段才能發展此一產業，若只有停留在研發，就只是取得專利賣掉，不會產生產

業。GCP Good Clinical Practice 及 GMP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是國際規範，臨床試

驗要根據 GCP，由主管機關檢核，並向第三者執行，若違反此原則，整個實驗需要從頭

來過，不但是金錢也是時間的損失。GMP 是生產方面嚴格的規範，雖然 GMP 是國際規

範，但是各國皆保有審查 GMP 的權利。在這樣的情形下，台灣面臨的機會如下： 

1. 學術機構、研究機構：中研院、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各大學有醫學教育的人才，

同時有高水準的醫學教育以及醫療服務。 

2. 全民健保和醫療網：醫療服務提供相當完整。在從事研究、大數據取得是我國

的優勢。 

3. 法規制度與世界接軌：施行細則、GMP、GCP 等等台灣最早跟世界接軌，CDA
（藥品查驗中心）的成立就是為了要與世界接軌，以向世界拓展解決台灣市場

太小的問題，雖然我國法規與世界接軌，但是在法規上我國於他國都嚴格。 

4. 智慧財產權方面：國外廠商與我國合作較為放心，因為我國願意尊重，所以其

他廠商願意談合作。 

5. 技術人才：因為醫學教育的高教育水準，生產時需要的高階技術人才，我國人

才技術是充裕的。 

6. 品質：一批二三十萬劑，若是有一個不良品，整批丟掉，在此一情下，與我國

合作的廠商較為安心，且有時程規範、不偷工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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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外經驗：在研發公司、大生技公司工作多年後，將海外工作經驗帶回台灣，

此一方面也是我國的強項，其他國家並無這麼多海外經驗的人才。 

8. 語言能力：所有文件、合作對象的文件、GMP 查廠、產品、研發過程都是使用

英文，查廠時員工需要當場使用英文回答問題，此處是日本較弱的部分。 

上述所有機會都是台灣獨有的條件。 

從國光的歷史可以看到，團隊的經營到與世界最大的法國賽諾菲合作，核心技術、

廠區擴建，生技公司需要 10 年以上長期經營才有結果。所以產業面臨的挑戰在於台灣

的市場小、資源有限、政府政策不明，應該要分散或集中之政策需要更為明確。另外，

也有社會觀念的分歧，若是著重於金融市場操作，並不會有長期經營 10 年的結果，若

是要做產業，也另有策略。關鍵領域人才仍是不足，品管、生產、國際法規、臨床試驗

的設計人才，包含談判技巧、商業模式仍有缺口。目前國際競爭激烈，國際大廠資源雄

厚，各國皆有保護市場之機制，台灣的市場最為開放，日本的市場就不容易進入，會有

技術障礙的限制；中國大陸則是不准許臨床試驗，必須在自己的國家取得藥證之後，才

可以做臨床試驗，拖延的時間高達 3 年、5 年，以方便自己的生產製造時間較有餘裕。 

(二)美中科技戰產業界的因應經驗：AI、資通訊產業、生技產業 

情勢發展、了解潮流之後，最重要的是產業界應該如何因應。管理學界流行「BBA，
即綜觀全面來觀察」，最表面上是武力、航空母艦、飛彈、導彈、潛水艇，但是背後支

持因素可能為金融、資金，或取得正當性、民主、自由、人權的形象。 

(三)探討跨國專利專利資產運營的衝擊與調整 

區域製造中心、技術出口管制、供應鏈的重組、5G 的標準必要專利也是值得注意，

我國佔不到 2％，中國大陸佔 30%遠大於美國與歐洲，5G 的標準必要專利對於中國大陸

非常有利。從中反思，可得到下列幾點啟示： 

1. 科技戰非以前以母國的專利作為起始點跟首要點：在專利的作業方式勢必需要

有所改變。 

2. 從母國專利延伸到外國的專利品質及作業：日本專利而言，將專利給予翻譯社

翻譯會降低專利的品質。 

3. 著重專利之攻擊面：過去從防衛專利思維要改變。 

另外，中國大陸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崛起，不容忽視，在中國大陸的專利的布局，受

到許多國家政策的保護，包含政府補助。以前台灣企業只有在美國比較多的專利風險，

但是從 5G 時代，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製造基地相對是會受到中國大陸專利的威脅。

中國大陸法院會做出影響全球標準專利的運作，台灣法院卻面臨不知道如何審理標準必

要專利的問題，應當反過來參考其他國家作法。 

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對專利運營的策略，應該要以美中專利作為布局，以專利的品

質、價值用人工智慧量化去取代專利數量的指標，專利是組合機制，很多技術領域都非

常的短，迭代式的技術組合要考量生命週期申請，以「攻擊專利」為主，從不同權利人、

專利品質的方式打擊。數據平台也是很重要，專利是在有限度的資料內處理，現在是Open 
Data，需要更多資料分析，以智能分析為工具去分析，控制競爭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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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專利的數量在降低，應該要超前部署，以專利品質和價值取代專利數量，現在

專利的品質就是短時間內可以知道是否有效、可被實施，另外整個生命週期要做專利組

合的配合，因為每個人的訊息是同步的，智能分析而言，不同年度研發可以有什麼發展，

都可以一目了然，整個專利家族，哪些是長期被引用，馬上都可以察覺，以前找侵害者，

需要很前置作業，但現在的工具發達，在系統上面的操作，是相對便利的。 

(四)美中科技戰產業界的因應經驗-以半導體產業為例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的事後必再有，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貿易戰、科技

戰等，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因此在策略上要有耐心、謹慎、做好準備，從法律觀點

做好法律遵循；數據處理方面要建立各方面資訊；在數據保護方面，要取得例如 ISO 的

認證等。美中科技戰，從 2025 中國製造、軍民融合政策，大大提升美國的警覺，透過實

體名單的提升，並利用出口管制方式，越管越多，特別對於軍用的，在民用的遮掩下拿

給軍用，並針對華為實施直接產品原則。總而言之，EAR 為美國出口管制的措施，美國

境內品項、源於美國的品項，用微量原則、直接產品原則將範圍無限擴大。每個公司都

有一個方向，要慢慢準備往那一個方向前進。 

(五)美中科技戰產業界的因應經驗-從創業及金融的角度 

因應美中科技間的對峙，金庫資本主要協助台灣找到新的解決方案。希望透過運作

平台，協助臺灣傳統產業，包括科技產業，跟全世界所謂的獨角獸，或者新創企業對接。 

1. 電動化世代 

現在世界局勢相當混亂，美中進入新冷戰時期，川普打破中國全球供應鏈，對於台

灣而言卻是機會，像是供應斷鏈、全球股市的泡沫、保護主義的興起、疫情失控等。過

去金控資本是逆向思考協助台灣企業站出來、利用全球資本連結，將台灣推到國際。之

後學會跟獨角獸對話，找到接地氣的企業。現在，電動出行是未來，未來是 e-mobility 的

世代，所以要結合服務、電動化、智慧化，新產業因此而生，未來應該會是公共交通工

具、掌握數據，切合使用者需求的世界。 

(1) 傳統產業：面臨傳統市場激烈競爭、對新興市場卻步、不擅於商業模式創新、

難投入新技術領域、不善於利用資本轉型。對傳統的供應鏈企業，應轉變思維，

提升技術整合的能力，或者即時調整業務的組合，推動傳統業務的數位轉型，

更重要的是利用資本整合和聯合開發的方式，加速技術轉型的申請。 

(2) 新創：過度依賴融資，持續發展的能力不足，像是國際化視野不夠，要轉變傳

統經營理念，借助資本力量共創生態系。 

2. 其他市場拓展 

東南亞的數位逆勢成長，疫情結束之後，讓不接觸服務、醫藥資源的配送會有相當

之成長，故應當跨業整合 5G 應用，超前部署生態平臺。印度因為人口基數很大、需求

龐大，加上政策支持，電動出行會是台灣的機會，另外，在地製造的需求，當地鼓勵國

際廠商落地、結交海外夥伴。疫情期間，經濟活動進入寒冬，各方產業都在招募人馬，

所以這是整合最好的機會。最後，台灣面對美中科技變化，最重要的是聯手他人、共創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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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場 

(一)美中科技戰情境模擬與未來發展 

台灣如何去國際發展是問題意識，新常態（New Normal）、破壞式創新（Destructive 
Innovation），及「二十八十」原則是二十的技術及八十的創新營運模式，應當重視創新

營運模式，走向世界。另外，應當注重的是醫療服務，醫療服務不只是非營利，應有營

利事業的概念，醫療服務是可以發展的產業。 

(二)美中科技戰爭未來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概念，代表的是將情境帶進競爭上的分析，不確定性高時，應要納入情境

的影響。美國這一兩年的態度較為強勢，川普透過第一波 25%、第二波 10%、第三波禁

令限制科技產品的銷售，拜登一般認為比川普溫和許多，但是因為美國競選再加上反華

比例的上升，所以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轉為強硬，再加上重要幕僚鼓吹強烈抗中，所以

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故華府兩黨都脫離友善中國的情境。 

1. 中國大陸的態度 

中國大陸的態度上自知理虧，像是不合理技術移轉要求、對智慧財產保護不足、及

對於國有企業不當的補貼，從整體的科技實力，中國大陸還是稍微輸美國。從中國大陸

重要官員的談會中，可以看出習近平主席比較被動，面對美國採開放、容忍美國圍堵的

政策，但是若是太過分，則有強硬的態度。原則上，任正非認為美國開放態度是不變的，

所以在思考情境時，僅需考慮美國主動攻擊的情形，中國大陸是被動回應。如果美國激

烈抗中、中國大陸會激烈反擊，若是美國溫和抗中、中國大陸會溫和反擊。這一兩年美

國與中國大陸互動狀況，可以看到未來兩國競爭的情況，與關稅、產業鏈有關，美國若

增加關稅，中國大陸也會進行相對的反制。 

2. 不同領域的情境分析 

科技產品的管制是一個領域，另外還有材料等管控，像是中國大陸的稀土就是很好

的武器，還有人才管控、智財、資訊管控、國際聯盟。科技戰下，會有反彈及補貼的情

形，未來對於半導體、5G 技術能力，5G 會是核心中的核心。管制企業與關鍵科技方面，

美國若是激烈抗中，強烈圍堵、增加實體清單，中國大陸則會是嚴禁稀土材料及關鍵礦

物出口。投入未來科技方面，量子電腦上美國較為優勢，中國大陸是人工智慧及理論的

投入，美國則會比較投入人工智慧的應用，取得大數據。中國大陸特別會更重視半導體，

從製造到設計晶片的發展。人力管制方面會管制到郵政、營業秘密的管制。 

3. 對於台灣企業的影響 

但是美國若是溫和抗中，中國大陸也會比較溫和反擊，像是減少實體清單等，投入

未來科技方面，美國某些科技可能會向中國大陸尋求合作機會，像是人工智慧。在管治

人才方面可能也會比較緩和一些，關稅方面可能會持續降低，但是鼓勵美國企業移回美

國。簡而言之，在考量美國的情境，可能是美國激烈抗中，導致科技脫鉤的情形，形成

兩套系統、技術、標準，但是若是溫和抗中，有些地方會有科技競合的情況。此兩種情

境，會對台灣企業產生一些影響，像是產業鏈布局，關鍵零組件的取得與價值，人才的

流失、智財的授權及選邊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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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主要經濟體對於美中科技戰的應對態度 

國際經濟體在美中科技戰就是扮演串場的工作，想要安全渡過這一關。WTO 自身

難保，其為美中貿易戰的延伸，可能會有結構性的變革、有無效率的地方，所以其對於

美中的態度較不重要。美歐之間的貿易關係其實是緊張的，成員國態度也分歧，對歐州

實施課徵關稅與制裁行為，德國較為積極協商，法國較不願意妥協，歐盟在美國對於沒

有取消關稅情形之下，歐盟採取「不接受美國槍對著頭」的談判，歐盟執委會出具對於

中國大陸之策略報告，包含確保資訊安全的重要性，表示願意跟美國攜手打擊不公平，

但同時也要選邊站，否則會失去跟中國大陸的合作關係。 

1. 歐盟經濟體態度 

歐盟內部對於貿易威脅會有不同態度。德國認為維持與中國大陸合作是有重大戰略

意義，從疫情來看，今年五月的出口，與去年同期衰退很多，在這樣的情形下，歐盟會

傾向中國大陸是不奇怪的。新的資訊安全法令會對新的基礎建設、華為有更近一步的限

制。英國是分成兩階段的禁令，網路安全說優先考量與美國的國家安全技術分享，因此，

英國選擇相信美國的技術成熟度、捨棄華為。法國則宣布不會全面禁止華為，而是採用

有條件且短期的授權許可，並建議沒有採用的業者不要使用，雖然法國沒有直接拒絕華

為，但是，反觀德國是比較警戒的。 

2. 日韓經濟體態度 

日韓考量日韓貿易戰及疫情影響，日本管制出口至韓國的半導體及面板關鍵材料，

韓國也踢除日本出口優惠國名單、不再續約 GSOMIA，美國則積極介入調停，認為

GSOMIA 有監控中國、北韓的重要意義。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大陸則是有戒慎的態度，但

是沒有談判籌碼。所以建議我國提升我國創新能力，對於智慧財產營業秘密及競爭法規

定，需要評估，並熟悉美國規則。 

(四)美中科技戰爭未來發展與因應策略 

美中戰爭不是只有貿易、科技，後來是創新、國防、區域相關，甚至還有天災，疫

情、火災、水災都在影響美中科技戰。 

UP Geoffrey Garrett 認為歸根究底是科技創新領先的競爭，駱家輝則認為關稅無用

論，最後還是由最終端消費者付大部分費用，美國全國事實上都一致反中。另外，就是

跟川普的人格特質有關，過去的總統大部分都是有政治經歷，但是川普在政治上沒有人

脈，只能東拼西湊，無法長期經營。回歸美中科技戰的本質，是技術創造、智慧財產、

貿易出入超平衡、移民政策、連任壓力、世界霸主地位的競爭、天災人禍，拜登當選之

後，會有變化的是移民政策限縮、總統連任壓力、外部環境影響及川普人格特質。總體

觀察美中衝突，美中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能力，美國其實沒有很多原物料、製造業，此

一狀態必然帶動產業鏈的變動。 

因此，對於我國政府的建議是要經濟上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採多元彈性的策略。

政治上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因應拜登對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的調整，另外，提升專利

的品質、提升自我尖端科技能力。對於學研建議，應該要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美國

現在不敢跟中國大陸合作或是接受中國大陸的捐款，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議題，所以是我

國的機會。落實學研分工合作，且長期經營、長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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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圓桌會談 

(一)政府政策與因應作法 

疫情發展下，科技有其新的模式，科技傳產的表現是相當兩極化，因為遠距上班上

課的需求提高，通訊產品的出口是增加的，同時貿易摩擦之下，華為有拉貨，所以可以

看到出口的表現有不一樣。國內的固定資產，兩年前因為美中貿易的摩擦，台灣廠商注

重資安，開始帶領廠商，伺服器先回台灣，接下來包含交通運輸、自動化光學、伺服器

的機殼等也都一波又一波回台投資。政府提出三大方案，包含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台灣

企業根留台灣、以及對於中小企業的投資，光是海外台商投資就有兩百多家，這三個方

案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兆以上的投資，現在仍陸續有投資台灣的審查。 

供應鏈的移動，有些移動到東南亞國家，有些移動到墨西哥，甚至是與捷克有三個

MOU，對於智慧機械、新創有相當多的合作模範。從伺服器的產業而言，移回台灣的效

率提升，人數可以有相當多的精簡，原因為智慧化的導入，有效控管更多的機台，良率

也可以從 95%提升到 98%。網通業也是如此，因為有資訊安全的問題，銷往全球市場的

通訊產業在台灣建立起產線。我國與國際的合作部分，因為我國有很好的硬體優勢，軟

體開發上由於做了 Human Talent 的訓練，所以不管是在 AI 或是大數據，在數位轉型上，

美國的夥伴也願意在台灣加碼採購、加碼投資。除了實體採購金額之外，也有更多外商

制度的交流，訓練工程、管理制度達國際水準。 

另外日本在供應鏈上，也與台灣有所討論，包括疫情全球挑戰、效率與風險及經濟

發展，在全球經濟發展上可以全球化再升級、供應鏈的移動。日本與台灣相同，也有補

助廠商回國的做法，同時在供應鏈上分散。遠距加速數位化，供應鏈重組及再地化，效

率掛勾「韌性優化」。台灣在推智慧製造的轉型中，推行 Smart Machine Box，核心資料

的蒐集，對於數位經濟、數位轉型較有利。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繼續有 AI、IOT 2.0
版，更是推出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在這樣模式中，可以做得更為標竿。每個產業導

入 ICT，加速數位轉型及設計加值，使得附加價值提升，另外也要求回台廠商做智慧化

產線，無論是入料、製程或是 AIOT、入庫倉儲皆有許多 ICT 導入，打造高階製造中心。 

(二)學界研究及建議作法 

中國大陸從四方面挑戰美國主導地位，包含軍事、技術、經濟、核心價值等等，美

國所用的各種手段，貿易戰限制經濟、技術戰限制技術、軍事戰互相威脅及核心價值的

對峙，顯現科技戰只是一部分，反應全球老大想延緩老二成長的現象。 

美國要限制中國大陸成長，影響到我國重要產業，像是生物科技、人工智慧電腦等，

面對各不同產業的移動，產業分成四個問題：在哪裡製造，中國、中國以外的製造，及

要賣給誰，分成中國及中國以外的市場。 

(1) 中國以外製造賣給中國以外市場（A）：是最好開拓、比較自由，在某些特定

領域必須據地為王，像是半導體、封裝、晶圓代工等產業，與全球競爭，策略

上強化出口、爭取轉單、擴大市佔率。 

(2) 中國以外製造要賣給中國（B）：跨過邊境和税，但是要避開被美國管制，策

略上要生產中高階產品，以利與中國大陸製造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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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製造賣給中國市場（C）：除了專利保護之外，中國大陸會利用其力量介

入經營權，將台灣籍的老闆排除在外，尤其是 5G 的採購，需要同時兼具西方

世界的標準及中國大陸之制度才能夠生存，策略上應該要各自形成生產體系，

研發能量保留在台灣。 

(4) 中國製造賣給中國以外市場（D）：現在都在外移，將產能分散他地。 

接下來再細分高戰略地位及中低戰略地位產業，高戰略地位是美國最為關心，中低

戰略地位是美國較不關心的，例如賣腳踏車。Ａ群組的高戰略，例如台積電，應協助其

領先地位，與半導體的光電研發、產業配合、嘗試新方法，全球多元布局。在中戰略地

位上 A、B、C 群組盡量要全球開放性合作，B、C 群組的高戰略地位較為棘手，此處應

該要發展如何保護技術的技術，保護 Know-how 和 Know-why，像半導體廠就是配方不

落地，生產完即撤出，或生產設備台灣製造。 

1. 中國大陸市場力的影響： 

美中科技戰對於全球價值供應鏈影響，從台灣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大部分產業都

是全球價值鏈的產業。美中衝突主戰場就是科技，中國大陸也想擺脫美國的箝制可能性，

因此中國大陸打科技戰是以牙還牙，但是不踰矩，不會反應過於激烈，反而是盡量開放

市場，辦理博覽會等，目的是希望利用國內市場需求的力量，讓外商的技術可以深耕在

中國大陸當地運營。中國大陸不僅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推動新基建後，其市場

需求變得不容忽視。未來的新冷戰，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裂解，先從市

場需求及力道的影響裂解，現在許多寡占，市場需求集中於少數品牌，成為美中科技戰

的標的。思考集中於生產據點的移動，需考慮市場需求的重要性因素，考量在中國製造

給中國市場，像是電動車品牌特斯拉（Tesla）在中國大陸的價值鏈，與美國的價值鏈型

態不同，反應市場需求力變成全球價值鏈的影響。 

2. 一個世界兩套系統： 

未來供應鏈的調整，不能完全從生產據點移動開始，應該要考慮廠商之間如何合作

的情形，廠商有跨國生產的分布，配合生產限制。例如旭榮紡織，不能採購新疆的棉花，

也不能跟類似客戶來往，只能在市場下做不同品牌供應鏈。研華的區域性製造，首先要

解決模組化生產步驟，作為電子零組件的百貨公司，強調的是 logistic as a service。另外，

一個世界兩個系統，此在過去產業即為常態，通訊產業 3G、4G，過去有好幾套作業系

統，但是作業系統層次始終為美國掌握，例如 Andriod、IOS，忽然之間，美國迫使中國

大陸在系統上獨立，必然伴隨軟硬體持續性的投資及資安問題。一個產業兩套系統對於

台商的挑戰是增加很多軟體的研發，並通過資安的認證，我國政府在於資安認證需有所

協助。 

(1) 以 AI 而言： 

美國在演算法上有優勢，但是中國大陸因為應用的維安要求較低，所以容易搭配各

種演算法，在社會上做很多應用，美國防堵中國大陸的演算法應用時，開始迫使中國大

陸自己投入研發，所以中國大陸做基礎研究及商品應用解決方案，就是垂直應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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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導體部分： 

台積電到美國投資，表示美國對於台積電的期待是 for USA in USA，在某些領域的

競合中，挑戰在於中國大陸市場需求有一定影響力，中長期而言，中國大陸尋求去美化，

只不過中間採用台灣、韓國的人才。 

(3) 5G 方面： 

華為之所以受制，牽涉至產品架構問題，而美中各有所長，產業標準包含基礎網絡、

中介軟體及服務平台、終端設備、應用等等的影響力，在國際標準認證，中國大陸的確

走在前端，可是長期而言，作業系統及服務平台並不佔有優勢，美國利用在半導體箝制

的力量，可抵制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包括 EDA tool 也都是多方管道。 

未來雙方的爭執點應該在應用方面，美中突顯出的議題包含產品架構、標準之爭，

透過市場競爭所形成的標準（de facto）的爭執。 

(三)生物科技、醫藥產業之討論與建議 

因為疫情關係，美國從生技產業最大的國家，變成疫情最大受害者。美國在原料藥

有相當優勢，中國大陸因為資源關係，舊藥是中國大陸的領域。然而，中台兩國家在生

物技術和醫藥上產業皆有問題。 

1. 台灣在生物科技及醫藥產業的優勢 

台灣在新創研發很厲害，但是後續卻是發展不利。台灣生技醫藥業有兩項好的地方，

一為技術的創新，但是後繼商業化、法規方面並沒有太多發展空間；二為英文好，在國

際合作方面也比中國大陸好。 

2. 中國大陸在生物科技及醫藥產業的發展 

相對而言，中國大陸過去 30 年，中國大陸法規則是相當混亂，例如毒奶粉、疫苗

造成許多死亡，可是 5 年前，中國大陸有發現一些問題，最大的改變是「十四五」計畫，

其中中國大陸提出的計畫是內循環及外循環，過去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大，對於外國市

場是較不重視的，但因為政策關係，所以也不得不往外走。另外就是關鍵核心技術不得

被堵住，中國大陸在生技醫藥方面的確是容易被「卡脖子」的領域，因此轉而重視此領

域。中國大陸的變遷，在 2015 年法規改革之後，已經少有偽造數據情形，所以專利連

結、Patent Extension 等制度都是為了健全醫藥環境，發展生技，且因應世界環境也推出

內與外循環策略。 

3. 台灣的生存之道 

台灣在兩雄相爭之下，生技產業的生存之道，可以發展新的商業模式，卡入其內外

循環之中，開始跟中國大陸合作是一個好選擇。中國大陸的崛起因為快速，所以比較虛

弱的地方，可以由台灣提供，中國大陸的研發、產品品質發展會需要其他國家提供，但

是因為其他國家防堵，所以是台灣的機會。雖然中國大陸越來越進步，但是其在國際化

上，因為與其他國家之間缺乏信任，所以也可以由台灣在外循環中站出來，透過某些形

式合作，由台灣代表中國大陸銷售、保證產品品質，卡入外循環之中，獲取其利益。因

應部分，建議為政府政策、科技研發、法規制度、智財應該要能創新、重視商業模式，

對人才、團隊、資金、政策上全面支持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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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化工廠經驗之分享 

在工廠中最缺乏的是人力，因此做自動化生產、關燈化生產，導光板是一個不標準

化的行業，很難做自動化，導光板可以有很多運用，當台商面臨戰局，事實上並沒有選

擇，只能到各地設廠，中小企業沒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可以到世界各地。在面臨斷鏈化、

區域化，先回到台灣做智慧化工廠、智慧化關燈，對於環境犧牲最少，可以複製到歐美

國家，這是面臨戰爭之下，無論到哪裡，模組化、智慧化工廠用最小人力就可以面對這

個戰爭。 

(五)數位經濟發展與建議 

1. 本質為科技戰，具有脈絡及延續性，將持續發展： 

以台美關係而言，台美在數位經濟對話中，已經往數位經濟走，需建構可被信任網

路，而產生資訊安全的問題等。台美經濟繁榮的對話，包含智慧財產都是手段，當發生

脈絡時，需關心美國、中國大陸的態度及做法，在多邊地緣政治下，未來經濟發展 APEC
網際網路數位發展經濟藍圖，牽涉到基礎建設、軟硬體的發展，需透過此架構回應到我

國的政策。 

2. 貿易戰情報戰及資訊戰、核心關鍵本質：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科技智財、經濟間諜法會有所利用。因應 Clean network，5G 未

來網路架構、開放網路、open rem、基礎建設，還有 Clean cloud、clean path、clean cable
等，需自資訊、資安角度觀之，將產業建置好。 

3. 資通訊產業帶動數位轉型的共振定型： 

整個經濟典範在轉型，企業專網等，並不是單純 e 化，還要開創新的價值、發展新

的商業模式，像是智慧醫療，產生新型態商業模式。 

4. 供應鏈發生重組： 

因為涉及商業模式的轉變，系統整合的工作很重要，要結合當地需求，其應用不亞

於生產製造重組的重要性。 

5. 網路治理及數位發展： 

議題是同時發生的，除了具備問題意識、分散風險、超前部署的觀念，因為解決問

題方式產生改變，可以透過網路滲透各行各業，所以要透過網路治理，其產生之數位人

權、法規都是很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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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 

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 

  為正確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規定，結合審判實際，制定本解釋。 

  第 1 條  權利人應當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明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具體內容。不能

明確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駁回起訴；僅能明確部分的，可以判決駁回有關不能明確部

分的訴訟請求。 

  權利人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請求變更、增加其主張的商業秘密具體內容的，人民

法院可以准許。權利人在第二審程式中另行主張其在一審中未明確的商業秘密具體內容，

對方當事人同意由第二審人民法院一併審理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一併裁判。 

  被訴侵權人請求在權利人明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具體內容後，再進行證據交換、質

證的，人民法院應予准許。 

  第 2 條  權利人主張的商業秘密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不為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

普遍知悉且不容易獲取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

不為公眾所知悉。 

  對為公眾所知悉的資訊進行整理、改進後形成的新信息以及由出版物公開或者通過

媒體、展會、網路等方式公開的資訊，符合前款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資訊不為

公眾所知悉。 

  第 3 條  權利人主張的商業秘密具有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市場價值，能帶來競爭優勢

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具有商業價值。 

  生產經營活動中形成的階段性成果符合前款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成果具有

商業價值。 

  第 4 條  與科學技術有關的結構、原料、組分、配方、材料、樣式、工藝、方法或

其步驟、演算法、資料、電腦程式及其有關文檔等資訊，可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

條第四款所稱的技術資訊。 

  與經營活動有關的創意、管理、行銷、財務、計畫、樣本、招投標材料、資料、客

戶資訊等，可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經營資訊。 

  第 5 條  對特定客戶的名稱、位址、聯繫方式、交易習慣、交易內容、特定需求等

資訊進行整理、加工後形成的客戶資訊，可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四款所稱的

經營資訊。 

  當事人僅依據與特定客戶之間的合同、發票、單據、憑證等或者僅以與特定客戶保

持長期穩定交易關係為由，主張該特定客戶資訊屬於商業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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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條  權利人應當舉證證明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以前所採取的相應保密措施。保

密措施應當與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重要程度等相適應。 

  商業秘密共有的，各共有人均應當採取相應保密措施。 

  對於相應保密措施的認定，人民法院可以綜合考慮下列因素： 

  （一）商業秘密載體的性質； 

  （二）權利人保密的意願; 

  （三）保密措施的可識別程度; 

  （四）保密措施與商業秘密的匹配程度; 

  （五）他人通過不正當方式獲取商業秘密的難易程度。 

  第 7 條  權利人採取的相應保密措施，可以包括下列情形： 

  （一）簽訂保密協定或者在合同中約定保密義務； 

  （二）通過章程、規章制度、培訓等方式提出保密要求； 

  （三）對能夠接觸、獲取商業秘密的供應商、客戶、訪客等提出保密要求； 

  （四）以標記、分類、隔離、封存等方式，對商業秘密及其載體進行區分和管理； 

  （五）對能夠接觸、獲取商業秘密的電腦設備、電子設備、網路設備、存放裝置、

軟體等，採取禁止或者限制訪問、存儲、複製等措施； 

  （六）要求離職員工登記、返還、刪除、銷毀其接觸或者獲取的商業秘密及其載體，

繼續承擔保密義務。 

  第 8 條  權利人提交初步證據證明，對所主張的商業秘密採取了相應保密措施，且

被訴侵權人有管道或者機會獲取商業秘密，侵犯商業秘密的可能性較大的，被訴侵權人

對該商業秘密已為公眾所知悉或者其不存在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承擔舉證責任。 

  被訴侵權人主張其通過研發、受讓、許可、反向工程、承繼等方式獲得被訴侵權資

訊的，應當舉證證明。 

  第 9 條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三款所稱的員工、前員工，包括法人、非法人組

織的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具有勞動關係、人事關係的其他人員。 

  第 10 條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所稱的保密義務，包括在合同訂立、履行過程中

以及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後，當事人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承擔的保密義務。 

  未在合同中約定保密義務，但根據誠信原則以及合同的性質和目的、交易習慣、締

約過程等，被訴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在合同訂立、履行過程中獲取的資訊屬於權

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的保密義

務。 



附件四 

171 

  第 11 條 被訴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或者明顯違反公認的商務邏輯，獲取權利人的商

業秘密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的以其他不正當手

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 

  第 12 條  經權利人合法授權獲取商業秘密後，在保管、使用商業秘密時因故意或

者重大過失導致該商業秘密被他人獲取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

條所稱的披露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 

  第 13 條  人民法院認定員工、前員工是否有管道或者機會獲取權利人所主張的商

業秘密的，可以考慮與其有關的下列因素： 

  （一）職務、職責、許可權； 

  （二）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單位分配的任務； 

  （三）參與和商業秘密有關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具體情形； 

  （四）是否能夠或者曾經訪問、接觸、獲取、控制、保管、存儲、複製商業秘密及

其載體； 

  （五）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 

  第 14 條  被訴侵權資訊與權利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不存在實質性區別，且對商業

秘密的使用沒有實質性影響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被訴侵權資訊與商業秘密屬於反不正

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所稱的實質上相同。 

  人民法院認定是否實質上相同時，應當綜合考慮下列因素： 

  （一）被訴侵權資訊與商業秘密的異同程度； 

  （二）所屬領域的相關人員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是否容易想到該區別點； 

  （三）公有領域中與商業秘密相關資訊的情況； 

  （四）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 

  第 15 條  將商業秘密直接或者經修改後用於生產經營活動或者根據商業秘密調整

有關生產經營活動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所稱的使用商業秘

密。 

  第 16 條  經營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侵犯商業秘密，權利人主

張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七條確定侵權人的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員工、前員工違反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約定，侵犯權利人主張的商業秘密的，權利

人可以選擇依法主張違約責任或者侵權責任。 

  第 17 條  當事人以涉及同一被訴侵權行為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刑事案件正在審理

為由，請求中止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一般應予支持，但權利人

請求保護的資訊不構成商業秘密或者根據在案證據足以認定被訴侵權人未侵犯商業秘

密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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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 條 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刑事訴訟程式中形成的證據，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

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審核。 

  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或者其他人民法院保存的與被訴侵權行為具有關聯性的證據，

當事人及其委託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應當

准許，但可能影響正在進行的刑事訴訟程式的除外。 

  第 19 條 被訴侵權人為維護公共利益、制止犯罪行為，向行政主管部門、司法機關

等披露相關商業秘密，權利人主張其承擔侵權責任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第 20 條 被申請人試圖或者已經披露、使用、允許他人使用權利人所主張的商業秘

密，不採取行為保全措施會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人民法院可以

在權利人提供擔保後裁定採取行為保全措施。 

  前款規定的情形屬於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所稱情況緊急的，人民法

院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 

  第 21 條 權利人申請採取行為保全措施的，應當在申請時明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具

體內容，舉證證明對商業秘密採取了相應保密措施。 

  第 22 條 被訴侵權人證明權利人請求保護的資訊不屬於商業秘密或者不存在侵犯

商業秘密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被訴侵權人的請求裁定解除行為保全措施。 

  因侵權行為導致商業秘密為公眾所知悉，裁定解除行為保全措施不足以消除侵權人

因侵權行為獲得的不正當競爭優勢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解除保全。 

  第 23 條 權利人請求判決侵權人返還或者銷毀商業秘密載體，清除其控制的商業秘

密資訊的，人民法院一般應予支援。 

  第 24 條 技術資訊系權利人技術方案的一部分或者侵犯商業秘密的產品系另一產

品的零部件的，應當根據被侵犯的技術資訊在整個技術方案的比例、作用或者該侵犯商

業秘密的產品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實現整個成品利潤中的比例、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侵

權賠償數額。商業秘密系經營資訊的，應當根據該經營資訊對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所獲利

潤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侵權賠償數額。 

  權利人請求參照商業秘密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確定侵權賠償數額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據許可的性質、內容、實際履行情況、侵權人的過錯以及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

因素確定。 

  第 25 條  權利人依據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造成的損失或者違法

所得，在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中請求確定其因同一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受到損害的

賠償數額的，人民法院應予審查。 

  第 26 條  在權利人已經提供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的初步證據，而與侵犯商

業秘密行為相關的帳簿、資料主要由侵權人掌握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責令侵權人提

供該帳簿、資料。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實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權

利人的主張和在案證據認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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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條 對於涉及當事人或者案外人商業秘密的證據、材料，當事人或者案外人書

面申請人民法院採取保密措施的，人民法院應當在證據交換、質證、庭審等訴訟活動中

採取必要的保密措施。 

  當事人違反前款規定的保密措施，擅自披露商業秘密或者在訴訟活動之外使用或者

允許他人使用在訴訟中接觸、獲取的商業秘密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構成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第 28 條 侵犯商業秘密糾紛第一審民事案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

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但法律、司法解釋另有

規定的除外。 

  第 29 條 侵犯商業秘密糾紛第一審民事案件，由被訴侵權行為實施地或者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轄。 

  被訴侵權人以電子入侵等資訊網路手段侵犯商業秘密的，由實施被訴侵權行為的終

端或者伺服器所在地，保存商業秘密的終端或者伺服器所在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管轄。 

  本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被訴侵權行為實施地、伺服器所在地、被告住所地難以

確定的，由權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第 30 條 人民法院審理涉外侵害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對權利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的歸屬和內容、侵權行為、侵權責任作出認定。 

  第 31 條  人民法院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民事案件，適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的

法律。被訴侵權行為在法律修改之前發生、持續到法律修改之後的，適用修改後的法律。 

  第 32 條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

准。 

  第 33 條  本解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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