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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及其所衍生的貨運塞港、中國清零封城、美國勞工抗爭，加上美中

對抗及俄烏戰爭的地緣政治因素，以及關鍵物料短缺、能源價格攀升、貨幣寬鬆

造成的通膨、天災等複合衝擊，對全球科技產業供應鏈產生重大的衝擊，造成十

幾年來拜全球化所賜，以經濟效益分工而成的綿長但有效益供應鏈斷鏈，其衍生

的衝擊，對缺乏天然資源以及以外貿為主的臺灣經濟體而言，實不可等閒視之。 

供應鏈韌性指的是企業在面對各項突發事故、衝擊及破壞時，不應該僅限於

思考成本及效率，而是要具備能迅速應變與恢復營運的能力。在現代的世界，沒

有一個新興科技產品能從原物料挖掘、採集、研發、製造、銷售等，從頭到尾由

一家企業單獨完成，事實上都是經由全球分工來共同完成。全球供應鏈韌性之嚴

厲挑戰，主要來自於俄烏戰爭，俄國作為世界第三大的能源出口國，歐盟約有 40%

的天然氣及約 27%的原油採購從俄國進口，歐盟各國對俄國天然氣和原油，實施

禁購與禁運，以懲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然此作法卻導致歐盟各國發電成本暴增

數十倍，又譬如俄烏兩國的大宗食品如小麥、玉米、與葵花子油，分別佔全球市

場 29%、19%、60%，促使糧食價格大幅上漲。 

另一個供應鏈的主要挑戰來自於美中兩大國的持續對抗，以爭取主導權與全

球供應鏈的高端價值利益。2008 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中國開始崛起，在經濟、

金融和科技等領域帶給美國許多威脅，為保護本國產業，美國開始對中國發起貿

易戰、關稅戰、金融戰、科技戰等，並進一步禁止高階晶片及設備輸入中國，同

時要求盟國比照辦理，更於 2018 年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加強對新興和基礎技

術出口管制，與加嚴管治實體清單等作為。此外，美國處於價值鏈高端，能從商

品及服務中獲取高利潤，‟十億雙襪子換不來一架波音飛機”一說中，顯示了中國

製造之超低利潤。藉由低階產品製造委外到開發中國家生產，讓先進國家人民得

以享受到好的生活。中國從低端價值鏈邁入中端專注製造，再跨入高端高科技產

業，譬如華為 5G、世界領先等，在以規格為秩序的架構中，逐步侵犯到美國在地

緣和經濟的規則，已開發國家恐怕其未來無法持續享受到高利潤，故美國持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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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中國 5G(華為)，實施卡中國脖子的策略，美國為保護國內供應鏈安全，更限制

臺灣半導體售予中國等。 

疫後供應鏈短鏈化、區域化、多供應鏈等可能發展趨勢，美國及歐盟等先進

國家無不開始審慎檢視本國的供應鏈風險，並各自發展出一套關鍵供應鏈的分析

理論架構及政策工具，期望儘速提升其供應鏈韌性，以維護自身國家安全。 

臺灣數十年受益於全球化供應鏈，如今面對美國、歐盟、中國及各國的全球

供應鏈重組的政策，臺灣又該如何因應，或可從風險、利潤、發生之嚴重性以及

發生率來評估。譬如搭乘飛機，墜機嚴重性高但發生比率低，又譬如新冠肺炎，

傳染性高故發生風險高，前期死亡率 5-6%，嚴重性高，所以採取預防措施

(preventive action)，如戴口罩、不聚會不聚餐等，以避免發生，如果不幸發生的話，

則採取應急措施(contingency action)，購置氧氣機、服用清冠中藥等。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析範疇廣泛，故本專題報告先從概述全球供應

鏈的形成談起，讓讀者對全球供應鏈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接著再從新興科技產業，

譬如半導體、5G、電動車，國際化、複雜、冗長的產業供應鏈及其發展情境之角

度切入，並從中歸納出產業供應鏈中，材料、技術、製程等過度集中於某國或少

數企業掌握之威脅，同時探討產業在面對多變及複合風險以及氣候變遷之危，憑

藉著企業過往經驗及科技的助益，找出政府與企業協力的永續之道。 

本專題報告得以出版，首先必須感謝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

中心劉大年主任應允擔任本議題召集人，以及每位特聘專家，包含中經院區域發

展研究中心楊書菲副主任、顧瑩華研究員、丁心嵐助研、吳舒婷輔研、史惠慈研

究員、吳玉瑩助研；WTO 及 RTA 中心李淳資深副執行長、顏慧欣副執行長；綠

色經濟研究中心溫麗琪主任、林俊旭副主任，以及力歐新能源公司陳子昂執行董

事等，共同研究與協助撰稿，讓一切順利完成，在此一併致上萬分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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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在美中經貿長期對抗及 COVID-19 疫情蔓延之下，全球的地緣政治及全球化

的效益分工有著重大變化，各國政府及企業也意識到以成本與經濟效益做為考量

重點所建構的單一供應鏈，對國家安全及產業營運產生重大風險；美國基於國家

安全理由，提出「去中國化」及「去中心化」的思維、行動策略及規範下，全球

供應鏈產生重大變革，演變成為一個世界、兩套各別以美中為代表的系統，成為

疫後供應鏈新常態。應對全球政治經貿的新常態，為確保未來國家經濟與產業的

穩定發展，同時亦為各自企業的生存競爭，短鏈布局、多重供應鏈架構、區域化

供應鏈等，美國、歐盟及各國紛紛盤點各自的關鍵原物料及供應鏈體系，研析可

增進供應鏈韌性的策略與作法，強化國家或產業在面對已知或未知的衝擊或干擾

時，能夠快速恢復企業經營的能力。 

臺灣是一個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體，在全球多項產業供應鏈中扮演一定的功

能，在許多領域甚且是舉足輕重的要角，面對未來國際政經局勢的變化與天然災

害的可能衝擊，且加上綠色經濟與數位科技浪潮洶湧而至，臺灣無法置身事外，

造成的衝擊不容小覷，如何掌握國際最新脈動，並有效因應此變局，無論是在政

府政策、產業佈局等皆需進行審慎的評估及適時調整，以確保臺灣在國際供應鏈

中的地位，甚為關鍵。 

本研究探討後疫情全球供應鏈在複合風險衝擊之下，產業供應鏈將發生的變

革，並進一步分析與我國經濟發展關係密切產業的供應鏈，未來可能發生的轉變、

影響與衝擊，期望以提供政策相關之研究結論與建言，作為本研究希冀達成之最

終目的。基於此，本研究為使涵蓋面向更加完整，從產業、政策及前瞻等三方架

構進行探討，除了全球供應鏈總體發展趨勢之外，將探討供應鏈重組最明顯的新

興科技產業，如半導體、5G 及電動車。接下來聚焦在國際政策面，主要分析美國

及歐盟對其供應鏈的檢討架構及考量，以及推動供應鏈改革、重組的政策工具，

除了經濟面向之外，也會著墨於非經濟面，例如印太戰略等。前瞻面向則主要分

析未來影響供應鏈的兩大因素，數位科技及因應氣候變遷發展。數位科技能提升

供應鏈的效率與韌性，而氣候議題的碳中和則是供應鏈綠色轉型的最主要壓力來

源。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專題報告總共分為九章，第一章「全球供應鏈總體發展趨勢」，首先就全球

供應鏈發展情勢做一概述，說明已開發國家、新興工業國家及開發中國家在全球

產業價值鏈之進程與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檢視當前全球供應鏈面臨的衝擊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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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諸如美中對抗、新冠病毒擴散全球與疫情反覆、俄烏戰爭、淨零碳排、能源

與關鍵原物料短缺等挑戰。 

接下來的三個章節從新興科技產業，如半導體、5G 及電動車之國際化、複

雜、冗長、以經濟效益分工的產業供應鏈發展情境之角度切入，從而進一步瞭解

目前新興科技產業供應鏈之變革並從中歸納出產業供應鏈材料、技術、製程等過

度集中於某國或少數企業掌握之威脅。且從外部大環境美中對抗推波助瀾新興科

技供應鏈變革中，分析歸納出產業供應鏈面臨貿易保護主義興起之風險，尤其半

導體供應鏈過去的自由貿易與專業分工所面對的威脅已升級成政府政策性主導，

所面對的潛在風險倍增。 

新興科技供應鏈受美中對抗影響層面廣泛且甚為深遠，第五章以蘭德機構的

經濟安全風險分析架構出發，探討美國及歐盟兩大經濟體基於其國家安全的角度

檢討供應鏈架構之重要面向、美歐關鍵供應鏈的進展與調整方向，以及將對臺灣

之影響。第六章進一步分析美國及歐盟推動供應鏈重組之政策工具，歸納美歐推

動之共同重點，例如外資審查之改革、出口管制體制規範之重點領域與方向等，

藉以推動關鍵產業回流國內及重建製造能力以提升關鍵供應鏈安全。 

第七章，針對數位科技發展之高效能與虛擬化等二大趨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

之正向的影響與轉變。全球供應鏈儼然以重組成「一個世界，兩套標準」，雲端化

勢在必行，取得產業發展與安全保護的平衡，是未來主管機關極需思考的重點。

面對全球氣候異常，為減緩氣候變遷，國際上各國紛紛響應綠色新政與承諾碳中

和，國際大廠亦要求其供應商進行碳揭露和轉型，緣此第八章從國際三大政策，

包含碳定價、碳稅與永續金融 ESG 政策談起，接著從跨國企業供應鏈管理方向進

行分析，以及列舉十家國內外企業之轉型政策提供企業做為綠色轉型參考。希冀

企業在面對多變及複合風險以及氣候問題之時，憑藉著企業過往經驗及科技的助

益，在全球氣候中和的發展趨勢下，找出企業永續之道。 

 

三、研究結論 

(一)科技產業供應鏈面臨之衝擊與挑戰 

美中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兩國間的惡性競逐，必然對歷經數十年發展的全

球化產生重大的衝擊；加以過去 3 年 COVID-19 疫情反覆，以及 2022 年初發生

至今的俄烏戰爭與淨零碳排及能源短缺的影響，以比較利益為出發點的全球供應

鏈，面臨從根本上變革的威脅。以下為全球半導體、5G、電動車等科技產業供應

鏈面臨這波多重變因之衝擊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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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導體供應鏈風險分析 

(1)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依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在

2021 年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有超過 50 個環節，在單一

地區就掌握了超過 65%的市占率，其中先進晶片幾乎集中在臺灣與韓國，更

有高達 92%的市占率由臺灣掌握。然而，從整體市場觀察，美國仍掌握核心

的關鍵技術，美國依然是全球先進 IC 設計和半導體設備的領導國家，不僅如

此，亞洲晶片製造商的主要客戶大都來自美國。 

B.市場供需風險 

2020 年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各地的封城措施，擾亂了半導體晶片

的出貨時程；加上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引發了氖氣供應中斷的危機，喚起

了世界各國對於供應鏈過於集中的危機意識。 

另一方面，在半導體晶片的極端失衡之後，世界重要國家紛紛擴增產線，

預計 2022 到 2024 年將新增 58 座半導體工廠，讓整體產能擴增 40%，除了

台積電等前幾名大廠外，其他晶片製造商恐將陷入超大型的泡沫危機。 

C.地緣政治風險 

對於地緣政治緊張帶來的風險，世界各國普遍認為這是單點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造成的問題，解決方式當然是希望世界各地都擁有先進的晶

圓廠和晶片的生產線，以避免任一半導體生產據點發生問題而帶來巨大的國

安危機。 

(2)臺灣半導體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全球半導體產業所面臨的產業結構風險，是全球性，也臺灣半導體產業

面臨的問題，並無法倖免於萬一。 

B.市場供需風險 

在面對未來所有產能開出但全球需求未能同步跟上的情況下，臺灣的半

導體企業將暴露在供過於求的風險之中。對於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而言，由於

競爭者少且在 AI、5G、資料中心等新興需求的快速成長下，產能過剩的風險

較小。但對於其他以成熟製程為主的臺資企業而言，將會受到產能快速擴張

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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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緣政治風險 

全球逾 50%的晶片產自臺灣，若兩岸爆發武裝衝突，不僅對美、中兩國

的經濟帶來影響，整個東亞、東南亞地區也都會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可能

引發區域經濟的衰退，並可能引發長期後遺症，除戰爭風險之外，由美國發

起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也可能對臺灣帶來不利的影響，因為美國最終是想

要擺脫依賴亞洲的目標。相較於日本政府採取邀請台積電赴日設廠，與日本

半導體業者謀求互補、共榮的策略，美國政府多以扶植替代方案的思考模式，

來降低對美國造成的威脅，因此對於美國提出的策略聯盟方案，臺灣必須審

慎思考。 

2. 5G 供應鏈風險分析 

(1)國際 5G 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5G 產業上游的基礎元件，多存在集中度過高的問題，即產品集中於某幾

個企業或國家。企業/國家集中度高的結構性問題，讓 5G 上游零組件在面對

外部衝擊時，顯得更加脆弱。其次，許多通訊設備及其零組件生產高度集中

中國，讓 5G 供應鏈暴露在更多風險中，如中國因疫情採取嚴厲封控措施，

造成零組件短缺與物流中斷，衝擊全球供應鏈。 

B.市場供需風險 

5G 供應鏈上游基礎元件與中游網通設備需求快速發展，而車用電子、電

動車、人工智慧(AI)、低軌衛星、元宇宙等應用領域這些年技術也獲得很大突

破，多樣應用領域同時快速發展，使得高階零組件的需求倍增。其次，因疫

情而衍生的生產停工與上游原物料缺乏，讓高階零組件產能難以快速提升，

無法達到市場的需求。此外，高階零組件所需的第三類半導體材料-氮化鎵

(GaN)，目前仍有技術上的難題，使一致的系統組件和成本結構仍屬不易。 

過去兩年多的 COVID-19 疫情，讓 5G 零組件、終端裝置生產等出現生

產停滯與物流壅塞問題，更讓供應鏈跟不上變化；且 5G 零組件多呈現企業/

國家集中度高的結構性問題，任何天然災害皆可能影響 5G 零組件之供給，

為供應鏈潛在的外在風險。 

C.其他風險 

隨著資安問題與國安議題連結一體，資安認證與資安合規需求日趨嚴格，

也造成供應鏈成本的提升；而近幾年 5G 專利授權及爭議，也開始發酵，專

利授權也衍生出供應鏈成本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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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 5G 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多項零組件的關鍵材料/設備自主性低，且部分零組件臺廠產能過度集中

中國，威脅廠商生產製造的穩定度。 

B.市場供需風險 

零組件廠商積極擴產提高產能過剩風險，而臺廠與陸廠在 PCB 產業的重

疊性高，技術差距持續縮小下，將使臺廠供應商面臨收益降低、客戶轉單等

風險。 

C.地緣政治風險 

「去中化」與「去美化」趨勢，迫使臺廠必須面對產能重新配置或產品

調整之挑戰。未來｢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之發展趨勢下，臺廠面臨 5G 研發

成本上升及選邊站之難題。 

D.其他風險 

Open RAN 架構確實存在商機，然而臺廠在布局 Open RAN 市場時，亦

面臨長期投資提升與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影響，因為目前 Open RAN 架構在

網路性能、安全風險、產業生態成熟度等面向，皆難以與傳統封閉式網路架

構匹敵。 

3.電動車供應鏈風險分析 

(1)電動車國際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國際車廠多採取在主要市場建立完整供應鏈體系以就近供應的策略。同

時傳統汽車供應鏈體系具有生產據點集中於主要市場，且垂直分工、封閉式

等特性，導致部分地區的單一事件便可能造成供應鏈中斷、供應鏈脆弱化的

風險。其次，關鍵零組件掌握在少數國家的廠商之手是另一風險。電動整車

生產或電池製造商及電力驅動系統廠商的布局仍集中於中國、歐洲、美國等

地；而車用晶片、車用記憶體等大多數業者集中在亞洲地區，顯示在車輛產

業供應鏈當中供應商高度集中化的風險。另就電池領域來看，電池供應過度

集中於少數廠商及特定區域，讓斷鏈風險及供應鏈脆弱性大幅提升。再者，

隨著近年來電動車市場大幅成長，以及為提昇消費者體驗而逐漸增加的新功

能等，均加速推動車用晶片的需求，預期未來 10 年內，車用晶片在供給成長

不及需求成長之下，仍會是限制電動車生產成長的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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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臺灣車輛產業結構風險 

臺灣由於市場規模小，國產車廠及其零組件廠生產的固定成本高，採購

原物料議價能力差；且臺灣汽車整車廠受制於國際母廠，汽車零組件廠受制

於技術合作對象，決策能力偏弱，海外市場拓展不易。其次，臺灣產業以硬

體設備之研發生產見長，軟體及整合型人才短缺。 

4.小結 

當前全球科技產業供應鏈面臨的衝擊與風險主要可歸納為兩個面向，一為來

自於外部，一為來自供應鏈本身結構；而外部因素又以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這項

因素不論從時間、深度與廣度三個維度來觀察，影響可能都是極為深遠。 

(1)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 

美中貿易衝突除了對在中國及美國生產的企業、當地消費者及美中兩國經貿

表現產生直接影響外，也波及世界其他國家，造成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並促使全

球跨國企業生產基地移轉，改變國際產業供應鏈布局。 

美中在科技領導地位及世界霸權地位的競爭更是激烈。美國企圖從經濟、貿

易、技術及供應鏈等各種面向上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同時避免被中國超越，並企

圖完全阻絕中國科技業者透過第三方管道間接取得美國半導體技術及產品。 

2021 年就任的拜登總統延續川普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 (Strategic 

Rivalry)」，並且修正川普時期採取單邊主義對抗中國的作法，企圖在全球經貿體

系及供應鏈上孤立中國。 

(2)特定供應鏈環節在地理或供應商上的高度集中 

從歐美對關鍵領域供應鏈的盤點分析報告可以看到，特定供應鏈環節在地理

上的高度集中，被視為是造成全球供應鏈脆弱的根本原因。特定供應鏈環節高度

集中單一地區，易使供應鏈受天災人禍、基礎設施故障等風險影響。此外，供應

來源有限的獨占或寡占市場，亦容易因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使供應鏈陷入中斷，

也被視為是造成全球供應鏈脆弱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半導體為例，當前由於臺灣

存在複雜的兩岸關係，可能持續在美中對抗下受到威脅，使得全球供應鏈面臨不

確定風險，從而不論美國、日本、歐盟或是中國，都全面加速晶片自主政策，企

圖在半導體領域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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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然災變與地緣政治外影響供應鏈運行兩因素 

1.數位科技發展及全球氣候中和發展 

(1)數位科技發展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數位科技產業依據其特性及應用別，可區分為資訊業、網通業及軟體業等三

大次產業。在後疫情時代及數位經濟下，全球資訊業、網通業及軟體業將呈現高

效能、大頻寬與虛擬化的發展趨勢。 

數位科技協助供應鏈的效率與韌性平衡發展，以下僅列出數位科技可以協助

供應鏈提升效率與韌性的相關技術： 

 物聯網（IoT）：利用 RFID 或感測器的物聯網解決方案可以即時的蒐集、

追蹤與分析數據，可以更快地偵測供應鏈並進行預警。 

 區塊鏈（Blockchain）：利用區塊鏈技術可以提供跨公司供應鏈成員，在

可信任的狀況下進行數據交換，以提升整體供應鏈的透明度。 

 數位雙生（Digital Twins）與模擬技術：數位雙生技術可以創建虛擬環境，

以蒐集數據並進行模擬預測，進一步提供企業最佳化行動建議。 

 預測分析：預測分析利用大數據、機器學習技術可以進行各種分析，以計

算適當的效率、成本、彈性等。預測分析還可以根據歷史經驗進行事先預

測，以提前進行各項風險管理。 

 雲端平台：透過集中式的雲端平台，可以將數據分享、交換或進一步提高

供應鏈的透明度。 

 人工智慧（AI）與自動化設備：電腦視覺、自然語言等認知型人工智慧技

術結合自動化設備，能同時達到效率與韌性。 

(2)全球氣候中和發展對供應鏈之影響 

近年為了減緩氣候變遷，各國紛紛宣示 2050 淨零碳排目標，並積極推動「碳

邊境調整機制」、「碳排放交易市場」、「永續金融」等經濟手段政策，期望驅動企

業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同時，也成為企業進一步要求供應鏈轉型的最主要壓力來

源。在碳中和承諾下，碳稅、碳關稅、金融機構的資訊揭露、以及供應鏈管理為

企業轉型帶來壓力；而供應鏈規範從過去較寬鬆的環保要求，轉變為更具體、強

制性的規範要求；其次，除了既有採購商的轉型壓力，供應商尚須面對來自氣候

倡議所形成的聯合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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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國家推動供應鏈重組之政策工具 

當今全球供應鏈面臨巨大風險，各國政府遂紛紛提出強化供應鏈韌性及自主

性之相關政策及措施。以下為全球主要國家與地區之相應作為。 

1.主要國家之外資審查改革趨勢 

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2011 年 11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

間，至少有 13 國引入新的外資國安審查機制，並有 15 個地區對其現行審查機制

提出至少 45 項修正法案。對外人投資敏感產業或關鍵基礎建設提升審查要求的

國家，旨在避免外國人透過投資行為取得關鍵技術或是控制關鍵基礎建設。 

2.美歐提升出口管制之重點領域與方向 

美國為了尋求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的平衡性，維繫國內產業能量，更為保有

全球的技術領導地位，因此將傳統的出口管制工具進一步運用到對於「軍商兩用」

的先進技術之控管，一方面維持美國技術的領先性，他方面也將正式展開與中國

的強權對抗。 

3.雙邊與區域供應鏈合作之重點與架構 

針對供應鏈的未來發展，各國也意識到全球化與產業分工細緻之演變下，單

靠一己之力無法改變大局，因此拜登政府上任後，已開始與盟友展開雙邊或區域

性合作，推進美國「經濟聯盟」的概念。此外，早於這些地緣政治緊張情勢之前，

中國實際上也早就展開培育其本土關鍵產業供應鏈佈局的思維。 

4.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政策 

近年來美國、歐盟及中國等都發起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政策。歸納美歐推動

的共同重點，一是依據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科技發展方向，認定對其經濟有重大意

義之關鍵產業。第二則為分析供應鏈安全，最後則是透過供應鏈改組分散及推動

關鍵產業回流國產化及重建製造能等方式提升關鍵供應鏈安全。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面對全球國際經貿環境快速變化，國際供應鏈風險攀升，如何避免臺灣更陷

於地緣政治風暴的中心，確保於國際經貿體系供應鏈的樞紐位置，實有賴大家共

同努力，並掌握以下幾項原則：  

(一)臺灣必須更加明確我國產業發展政策及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定位，致力於先進

技術部署及擴大臺灣的產業優勢，以在不利的地緣政治局勢中，穩固跨國企

業來臺/在臺投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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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應該要提供國家資源，投入研發下世代半導體的製造技術研發，參考發

展類似歐洲跨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的作法，在臺灣設立跨國跨領域

研發中心。 

(三)針對不同的產業，臺灣應擬定不同的產業發展政策及供應鏈布局策略。 

(四)政府實有必要通盤考量半導體未來在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應扮演的角色，如

何持續維持並擴大臺灣半導體的國際優勢，同時讓半導體成為有助於臺灣下

世代創新應用產業發展的活化劑。 

(五)臺灣業者在 5G、電動車等領域的全球參與深度普遍不足，臺灣關鍵零組件

掌握度不夠，整體產業發展走向亦不夠明確。基於此，政府必須儘速明確發

展方向，慎選深耕領域，集中資源來強化優勢，才有機會在全球供應鏈中掌

握關鍵一環。 

(六)為持續吸引國內外投資，持續完善基礎建設，解決五缺的問題，及加速法

規、制度國際接軌，刻不容緩。 

(七)確保臺灣自身的能源安全及充裕的綠能供應，擬定碳中和及能源轉型路徑

圖，加速數位及綠色雙轉型，並推動智慧電網、儲能設備等能源相關產業的

發展。 

(八)臺灣產業位處國際供應鏈的一環，受到來自客戶的壓力，政府相關單位，宜

持續提供國內廠商教育訓練、擴充第三方查證量能、更新與完整國內資料庫

係數、建置資料蒐集與資訊共享平台。 

(九)新興科技產業快速輪動下，一國高階人才，尤其是 STEM (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技術、Engineering 工程、Mathematics 數學)人才的質與量將成為

成就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臺灣除了要積極培育本土人才外，更要強化對

國際優秀人才的招攬，充分利用全球資源來擴充臺灣的人才庫。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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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供應鏈總體發展趨勢 

楊書菲1 

一、全球供應鏈形成與發展  

全球供應鏈形成主要源自於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的分割及

分散。所謂的價值鏈是指一個產品從構思到最終消費者使用及其後續服務，整個

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企業活動，包括設計、生產、行銷、分銷和向最終消費者提

供支援服務等多種活動。任何商品和服務都擁有自己的價值鏈，可以集中在一個

地點完成，也可以分散在不同地點實現。價值鏈中的活動可以由一家公司獨自完

成，也可以分散由幾家(供應商)公司共同完成。 

隨著運輸便利性提高及網際網路的興起，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及充分利

用全球各地之資源，跨國企業開始讓價值鏈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在最適合該階段的

國家完成，並決定是透過內部交易(製造)還是外部交易(購買)來完成，促使外包

(outsourcing)及生產分割/分工(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等活動蓬勃發展，並改

變了全球貿易及投資型態。圖 1.1 描繪一簡化的全球供應鏈，顯示從零組件的生

產、最後的組裝到最終產品的銷售，乃是由多個國家共同完成的。 

註：1 為最終製成品；2、3、4 表製成 1 所需的中間財；5、6、7 表製成 4 所需的資源投入。 

資料來源：Todeva & Rakhmatullin (2016). 

圖 1.1、簡化的全球供應鏈示意 

                                                      
1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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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12)認為全球供應鏈及跨國產業鏈興起的原因主要在於貿易成本及

運輸成本的降低，而這些成本的降低，基本上與下面三種力量有關：(1)資本流動

自由化和放寬部門管制，特別是金融業及運輸交通業的管制；(2)貿易和投資的進

一步開放，降低外國企業之進入門檻，此一方面加劇了國際市場的競爭，另一方

面也讓跨國企業在各國間的移動及全球運籌更加便利及具有彈性；(3)資訊和通信

技術(ICT 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網際網路的興起，讓跨國企業之供應鏈管理機制

更順暢，同時也大幅降低了全球供應鏈的整合難度與成本。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全球供應鏈的興起可視為是企業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而

調整自身戰略決策和行為的結果。隨著市場進入壁壘的取消，地域和國界的概念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已經變得模糊不清。資本移動的加速和生產要素流動性的增

強改變了一國傳統的專業化模式。此外，愈來愈多的生產活動可以基於比較優勢

在全球拆分，讓更多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參與全球價值鏈，以致於已開

發國家的許多企業開始尋求透過產品差異化和提高技術含量來增強自身競爭優

勢；而其較低階的產品或是舊的營運模式則透過 FDI 或是委外生產/經營(或稱離

岸外包，offshore-outsourcing)的方式轉移至開發中國家(如圖 1.2 所示)。 
 

 資料來源：修改自馬雲俊(2010)。 

圖 1.2、全球產業價值階梯示意 

價
值
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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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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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ICT)產業為全球供應鏈發展最具代表性的產業之一，也是美中貿易戰

及 COVID-19 疫情之後，供應鏈調整最積極、快速的產業。從供應鏈治理模式來

看，ICT 產業屬於 Gereffi, et al. (2005)中所提及的模組型（modular）治理模式。

模組型適用於商品或交易複雜度雖高，但卻可透過資訊交換及知識符碼化來降低

複雜度的全球價值鏈。領導廠商透過標準化及模組化來簡化零件、產品及製程的

步驟，以降低技術複雜性，並由一能力強的系統供應商(turnkey supplier)，依領導

廠商的需求，統籌負責提供整套的模組化商品。此種模式具備快速、彈性及低成

本、低協調性的特性，同時也非常強調跨組織間的連結與資訊交換。 

顧瑩華(2019)將 ICT 產業供應鏈體系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60

至 1970 年代晚期，美國電子大廠為降低生產成本開始對外尋找合適的組裝代工

生產基地。當時的臺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憑藉著低廉的勞動成本，

成為美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首選。透過這樣的投資模式，美國企業逐步建構出跨國

的生產供應體系。在第二階段(1980-1985 年)期間，美國企業逐漸深化與投資地的

供應鏈關係。美國企業建構一套開放系統，將產品規格統一及模組化，發揮經濟

規模，也創造出垂直切割、高度專業分工的全球生產樣態。代工廠由組裝生產開

始，進一步向上延伸至中間財與零組件的生產，開始學習較為複雜的技術，生產

更高階的產品。 

在第三階段(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美國企業的海外營運擴大到

技術合作領域，海外生產漸漸被賦予供應全球市場的重責大任。這些代工廠因勞

力短缺及成本上升開始移往東南亞及中國，尤其是 1990 年代初期，臺商大規模

投資中國，並建立完整的產業鏈，至此美國企業所建立的全球研發、採購與生產

體系大致完成。誠如前面所述，ICT 產業供應鏈的治理模式屬模組式的開放系統，

再加上臺商赴中國投資後，很快完善了當地的產業供應鏈。因此，中國企業憑藉

其廣大內需市場及此開放生產體系，找臺商代工生產，並快速建立自有品牌，同

時在成本及政策引導下，開始培養自己的供應商及代工廠，紅色供應鏈於是開始

崛起，在許多領域不僅成為臺商之競者對手，也逐漸對美國企業造成威脅。 

 

二、當前全球供應鏈面臨的衝擊與風險  

(一)外部衝擊與風險 

1.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 

美中關係在 2017 年川普上任美國總統後產生劇烈變化。為遏制中國崛起及

技術趕超，美國總統川普一改歐巴馬時期的迂迴圍堵策略，而是基於 301 條款調

查結果，認定中國對美國企業或美國產業存在侵權行為，對中國展開加徵懲罰性

關稅的制裁措施，引發美中貿易戰。除此之外，並透過進出口管制、擴大外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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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審查，及人員管制等措施，避免技術外流至中國及降低美國資訊安全及國家安

全受到中國企業、產品、服務之威脅。美中貿易衝突除了對在中國及美國生產的

企業、當地消費者及美中兩國經貿表現產生直接影響外，也波及世界其他國家，

造成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並促使全球跨國企業生產基地移轉，改變國際產業供應

鏈布局。 

美中在科技領導地位及世界霸權地位的競爭更是激烈。美國企圖從經濟、貿

易、技術及供應鏈等各種面向上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同時避免被中國超越，最典

型的案例即是禁止晶片製造業者不得將先進半導體設備及由美國半導體設備、軟

體及技術生產的晶片售予華為、中芯國際等中國代表性科技企業，企圖完全阻絕

中國科技業者透過第三方管道間接取得美國半導體技術及產品。 

2021 年就任的拜登總統延續川普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 (Strategic 

Rivalry)」，持續對中國進行必要的制裁以遏制其不公平貿易行為。但拜登政府修

正川普時期採取單邊主義對抗中國的作法，轉而積極尋求與日本、澳大利亞、印

度、韓國、歐盟等盟友合作，包含推動「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及籌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企圖在全球經貿體系及供應鏈上

孤立中國；以及與英國及澳大利亞建立新的安全夥伴關係 AUKUS，在安全與防

衛能力方面展開合作。 

2.COVID-19 疫情反覆 

2020 年初爆發並蔓延全球的 COVID-19 疫情，對全球供給面及需求面皆造成

嚴重衝擊，並導致全球供應鏈斷供等，較之美中貿易戰局面更顯混亂。以供給面

來看，中國、東南亞等主要生產基地先後因疫情嚴峻停工、停產，以及之後全球

航運缺櫃、塞港等情況，導致全球斷料斷供，部分企業因防護設備不足無法進行

安全生產，或因缺料而被迫停產。就需求面來看，全球各國陸續採取鎖國、封城

或居家辦公，重創消費需求及經濟成長，許多百年老店也不堪虧損，應聲而倒。 

2022 年 3 月，中國疫情重起，且在全球多數國家已逐步走向開放，實行「與

病毒共存」政策之際，仍堅持動態清零，對上海及長三角城市採取 2 個月以上的

嚴格封控措施，當地臺外資企業都一度因為防疫規定而暫停生產，不僅衝擊中國

經濟(中國 2022 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僅成長 0.4%，遠低於預期)，也對國際供

應鏈及全球經濟復甦造成不利影響。截至 9 月中旬，中國仍有 30 多座城市因疫

情處於部分或全部封城狀態。中國為世界工廠，嚴格的清零政策除了對中國國內

企業營運造成影響外，也使全球原料及零組件短缺及價格上漲情況更加嚴重，拖

累全球供應鏈運作。 

COVID-19 爆發及各國為確保國內醫療物資供應無虞而實施的出口管制措

施，造成全球企業面臨斷料、斷供的困境，讓各國政府及企業意識到過度依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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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供應鏈對產業及國家安全可能產生的風險，突顯多元供應鏈及提升產業自主的

重要性。政府政策及企業經營除了考慮成本與效率外，更應將安全性與分散風險

納入考量。 

3.俄烏戰爭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發動侵烏戰爭後，美國聯合各國盟友對俄羅斯實施

貿易、金融、能源、運輸、技術、個人等層面的經濟制裁，亦有許多知名企業響

應制裁措施，暫停在俄羅斯之相關業務並關閉在俄羅斯的工廠。其中與產業影響

較相關的政府制裁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如禁止對俄羅斯出口軍事、電子、電腦、

半導體、戰略物資等；持續擴大將俄羅斯重點企業納入實體清單；取消俄羅斯最

惠國待遇；將俄羅斯自 SWIFT 剔除等。 

隨著俄烏衝突升級及歐美對俄羅斯制裁持續加碼，引發全球商品價格飆升，

促使通膨進一步惡化。另外俄烏戰爭也導致部分金屬、稀有氣體及汽車零件、化

肥等產品斷供、物流受阻、能源短缺，令全球供應鏈危機雪上加霜。 

4.淨零碳排及能源短缺 

淨零排放及能源轉型漸成為不可逆的趨勢，但此趨勢除促使全球供應鏈重新

洗牌外，也可能導致部分國家在過渡期間產生電力供應不穩，影響企業生產的問

題。渣打銀行 2021 年發布的《零碳倒數計時》報告對全球 400 家跨國公司淨零

轉型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96%的跨國公司計畫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

放，且 78%的跨國公司表示，在 2025 年前，會將碳排成效不佳的供應商替換掉，

其中 15%已經開始行動2。 

另外，中國近年來已數次因減碳目標、氣候異常等因素而採取強制限電措施，

導致企業停產/限產，部分專家預言，中國未來的限電措施恐成為常態。而歐洲對

俄羅斯能源的高度依賴，導致其因俄烏戰爭深陷能源危機的風暴中，不僅可能導

致歐洲經濟衰退，也將提高未來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 

(二)特定供應鏈環節在地理或供應商上的高度集中 

全球政經情勢變化突顯出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從歐美對關鍵領域供應鏈的

盤點報告分析可以看到，歐美報告把特定供應鏈環節在地理上的高度集中，尤其

是關鍵原料供應環節以及生產製造環節兩部分，視為是造成全球供應鏈脆弱的根

本原因，認為特定供應鏈環節高度集中單一地區，易使供應鏈受天災人禍、基礎

設施故障等風險影響。此外，許多尖端產品、材料、工具和設備都需要長期進行

                                                      
2 Standard Chartered (2022), Carbon Date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lanning to cut suppliers by 2025 for 

failing to curb carbon emissions, https://www.sc.com/th-en/2021/06/08/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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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投資，形成供應來源有限的獨占或寡占市場，亦容易因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

使供應鏈陷入中斷，也被視為是造成全球供應鏈脆弱的根本原因之一。 

以半導體為例，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及半導體產業協會(SIA)於 2021 年

聯合發表之「強化不確定時代下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報告及美國公布之「百日

供應鏈檢視」報告，在過去全球自由貿易的環境下，半導體產業形成一個高度專

業分工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各區域及各國根據其相對優勢在供應鏈中發揮不同的

作用，彼此相互依賴。美國在研發密集型活動中處於領先地位，包括電子設計自

動化（EDA）、核心智慧財產權（IP）、晶片設計和先進製造設備等；日本在半導

體材料競爭力強；荷蘭的 ASML 是全球唯一一家有能力生產頂級 EUV（極紫外

光）光刻機的廠商；至於半導體晶圓製造及封裝測試環節，全球則有七~八成產量

集中在東亞，其中記憶體以韓國生產最多，占全球 44%；而邏輯晶片則以臺灣生

產最多，尤其是在 10 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晶片方面，台積電的全球市占率高達

九成(詳圖 1.3 及圖 1.4)。 

2021 年年初全球車用晶片大缺貨，半導體的重要性受到各國政府高度關注。

針對全球車用晶片大缺貨，美、日、德等國向臺灣求援一事，國際重要財經媒體

彭博指出，世界依賴臺灣半導體已到達危險程度，且由於臺灣存在複雜的兩岸關

係，可能持續在美中對抗下受到威脅，使得全球供應鏈面臨不確定風險，從而不

論美國、日本、歐盟或是中國，都全面加速晶片自主政策，企圖在半導體領域自

力更生。 
 

資料來源：Varas et al. (2021). 

圖 1.3、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分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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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包含分離式元件、類比 IC、光電元件及感測器。 

    2.包含以色列、新加坡及世界其他國家。 

資料來源：Varas et al. (2021). 

圖 1.4、2019 年全球晶圓製造產能區域分布 

 

除了半導體之外，稀土及關鍵礦物的供應鏈安全也受到美、歐、日等國的高

度重視。稀土及關鍵礦物對資通訊、電動車、航天、國防等高科技製造業及潔淨

能源相關產業發展至關重要，而中國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上的主導地位是先進

國家面臨的最大戰略脆弱性之一。美國在「百日供應鏈檢視」報告中指出，中國

藉由國家主導、非市場干預措施，關鍵礦物及物資的全球產量占比極高，且全球

關鍵原材料及製成品的加工與組裝產能也多集中在中國。Nakano (2021)指出，在

太陽光電產業方面，中國占全球矽晶圓製造產能的比重高達九成；占多晶矽及模

組製造產能的比重也在六至七成。另全球有約八成的鋰離子電池在中國製造。 

 

三、主要國家強化供應鏈韌性的政策  

美中經濟及科技對抗長期化、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及氣候變遷等使全

球供應鏈面臨巨大風險，斷供斷料致影響國家安全的擔憂在各國蔓延，各國政府

遂紛紛提出強化供應鏈韌性及自主性之相關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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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點關鍵供應鏈脆弱性，確保戰略物資供應穩定，降低戰略依賴 

1.美國 

美中經濟對抗長期化及 COVID-19 疫情在各地蔓延，各國政府意識到供應鏈

中斷對國家安全及經濟安全可能產生的風險，遂開始針對國內關鍵產業供應鏈進

行脆弱性盤點。主要國家為維護關鍵產業供應鏈靭性而採取不同篩選機制與方

法，其中美國採「由上而下」的檢視方式，先由政府指定最具戰略性之關鍵產業

供應鏈，再進行後續研析，主要包括半導體、高容量電池、關鍵礦物、藥品、國

防、公衛與生物製劑、資通訊、能源、運輸、農產與食品等十個產業。 

歸納造成美國供應鏈脆弱的主要原因普遍在於本土製造能力不足及採購來

源高度集中。在半導體方面，美國主要供應脆弱環節在於半導體製造與封測嚴重

依賴亞洲資源，尤其先進邏輯晶片高度仰賴臺灣。資通訊硬體產品亦面臨類似的

問題，美國國內缺乏生產 ICT 相關產品的完善生態系，不僅最終產品海外生產比

重高，重要零組件如印刷電路板(PCB)、路由器和顯示器(LCD)等也都高度集中在

亞洲生產，增加供應鏈中斷的風險。另外，目前美國許多關鍵礦物、原材料及物

資，以及材料精煉與加工等都高度仰賴進口，特別是自中國進口，如攸關清潔能

源轉型的太陽能電池、鋰電池等產品國內製造能力不足，且原料仰賴單一國家進

口，不僅影響美國在電動車電池及醫藥品的發展，這些產品也可能成為中國鉗制

美國的軟肋3。 

美國未來強化供應鏈韌性的作法包括：(1)透過激勵措施，支持國內投資與生

產，重建美國製造及創新能力；(2)加強研發及基礎研究，強化勞工培訓與引入；

(3)發揮政府作為關鍵產品採購者與投資者之作用；(4)支持多元化、安全和對社會

負責的外國供應鏈的形成和投資；(5)與盟友及夥伴合作，增加原材料的多元獲取，

減少全球供應鏈中的脆弱點。其中為增強國內半導體及電動車電池製造能量，拜

登政府已分別通過《2022 年晶片法》(CHIPS Act of 2022)及《通膨削減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前者提供半導體產業 500 億美元以上的資金支持

(詳後面分析)，後者則針對新購電動車提供最高 7,500 美元稅額減免，但要求電動

車、電動車電池零件及其關鍵礦物原料必須一定比例在美國或美國 FTA 締約國進

行提煉、加工、製造或組裝。 

                                                      
3 The White House (2021),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

review-report.pdf; The White House (2022),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A 

YEAR OF ACTION AND PROG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Capstone-

Report-Biden.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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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盟 

歐盟的供應鏈盤點同時兼具「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其中「由下而上」

是透過完整貿易數據識別進口脆弱性產品，但認為只有落在攸關歐盟利益的關鍵

產業的脆弱產品，如攸關健康安全、能源安全，及綠色與數位轉型者，才具有進

一步進行討論的意義；而「由上而下」則是選擇原材料、活性藥物成份、電池、

氫、半導體、雲和邊緣計算、稀土與鎂、化學品、太陽能電板、網路安全、IT 軟

體等重大領域進行深入檢視。 

歐盟確認了 137 項高度依賴進口的關鍵產品，約占歐盟進口品項的 2.6%，進

口總額的 6%，以中國（52%）、越南（11%）和巴西（5%）為前三大進口來源。

若就產業別來看，最大類別是原材料、加工材料和化學品，其中有 99 項如鈹、

鈷、銻、鋰、鋁、鎢酸鹽、鉻、鎳、鉬、錳、鐵合金、鋼和各種化學產品，可被

歸類到能源密集型領域，但對其他產業也可能有重要影響。第二大類是健康醫藥

領域，共 14 項，包括活性藥物成分（APIs 如抗生素、維生素、激素、雜環化合

物）；第三大類是可再生能源、數位和電子領域，共 17 項，包括數位/電子產品如

永磁鐵、蓄電池、電動機、無線電廣播接收機、筆記型電腦和行動電話等。 

針對戰略依賴問題，歐盟提出一系列初步的對策，包括：推動國際夥伴關係

與供應鏈多角化、建立產業聯盟、監測戰略依存性、取得標準制定主導權等。在

建立產業聯盟方面，至 2022 年 9 月中旬，歐盟已發起的聯盟包括「歐洲電池聯

盟」、「循環塑膠聯盟」、「歐洲潔淨氫燃料聯盟」、「歐洲原物料聯盟」、「處理器與

半導體技術產業聯盟」與「歐洲產業數據、邊緣與雲端科技聯盟」、「再生與低碳

燃料聯盟」、「零排放航空聯盟」4。另外歐盟也將運用單一市場緊急應變工具，確

保未來緊急情況發生時，人員、貨物和服務仍可自由流動，強化單一市場的韌性。 

3.日本 

日本則是於 2022 年 2 月通過《關於整體採取經濟措施推動確保安全保障的

法案》，以下簡稱「經濟安保法」，由四個面向確保日本的經濟安全，即加強關鍵

物資的日本國內供應鏈、加強日本國內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加強對先進重要技術

發展的支持，以及加強敏感技術專利的保護力度。 

在加強關鍵物資供應鏈方面，把半導體、蓄電池、醫藥品及稀有礦物指定為

特定重要物資，授權政府可調查日本相關企業的供應商與庫存，以確保戰略物資

的穩定供應。在確保基礎設施安全性方面，指定資訊通訊、金融、廣電、鐵路和

信用卡等 14 個領域的相關企業必須事先申報採用的管理系統概要及供應商，政

府對網路攻擊導致系統癱瘓及資訊洩露的風險進行審查，並根據需要建議或命令

其變更設備。在尖端技術研發方面，將設立由政府和民間學者成立官民磋商會議，

                                                      
4 https://single-market-economy.ec.europa.eu/industry/strategy/industrial-alliances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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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基金向太空、海洋、量子、人工智慧、生物等領域技術研發提供資金支援。

在加強專利保護方面，將修改國內專利法，仿效美、英等國的專利制度，對於國

家安全敏感度較高的技術專利申請，可以暫停手續和公布，並且限制該申請人將

該技術許可給第三方。相關措施預計於 2023 年起分階段施行。 

(二)提出半導體補助計畫，增加國內/區域內半導體製造能量 

近年因美中科技對抗及 COVID-19 疫情導致的全球晶片缺貨，曝露出半導體

供應鏈的諸多脆弱性。美國、歐盟、日本等在晶片製造競爭力逐漸弱化的先進國

家均把半導體視為關鍵產業領域，先後提出半導體補助計畫，企圖增加半導體製

造能量，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 

1.美國 

幾經波折與利益博奕，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終於

在 2022 年 8 月 9 日由拜登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其中尤以第一部分《2022 年晶

片法案》受到最多的關注。美國晶片法將提供 520 億美元用於設立「晶片基金」

及「晶片國防基金」，前者共計 5 年 500 億美元，授權商務部用於建造、擴建或現

代化美國國內半導體設施之補助及進行先進研發計畫；後者共 20 億美元，用於

微電子之國防研發或相關必要活動。法案亦將針對製造半導體及半導體加工設備

提供 25%的投資租稅優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法案設有護欄(guardrails)條款，

即受領補助之半導體業者 10 年內不得在中國等「受關注國家」(foreign country of 

concern)境內投資 28 奈米以下之半導體廠，否則補助將被全數追回。 

根據美國商務部於 9 月 6 日公布的實施策略，75%的晶片基金，約 280 億美

元，將用於促進先進製程的邏輯與儲存晶片在美生產，可用於補助或合作協議，

或用於補貼貸款或貸款擔保；另 25%，約 100 億美元用於擴大國防、汽車、資通

訊技術、醫療等產業領域之成熟製程晶片生產。此外，也將投入 110 億美元於半

導體產業相關研發，以為美國的半導體生態系統創建一個創新網絡。美國商務部

預計在 2023 年 2 月公布具體的申請指引，並開始開放晶片業者申請補貼。 

除了通過晶片法強化美國半導體製造能量外，拜登政府也持續透過出口禁令

及強化與盟友合作，削弱中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同時孤立中國半導體產業。在

升級對中國的管制方面，美國限制高效能運算晶片與用於生產超級電腦的相關組

件、高階半導體製造設備等出口中國，並將相關產品之管制擴大至外國直接產品，

同時限制美籍人士為中國半導體廠商提供服務等。在強化與盟友合作方面則是邀

請日本、韓國與臺灣組成晶片四方聯盟(Chip 4)，該聯盟的構想是利用美國的晶片

設計能力和核心技術，韓國和臺灣的製造能力，以及日本在材料、電子元件和設

備方面的優勢，構建半導體產業穩定的供應鏈，以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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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盟 

歐盟半導體業雖在特定領域具有不可忽視的實力，但製造能量已明顯不足。

基於此，2020 年底，有 22 個歐盟成員國聯合成立了新的半導體聯盟，17 個國家

簽署《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技計畫聯合聲明》(Declaration：A European Initiative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宣布將於未來 2 至 3 年內投入 1,450

億歐元於半導體產業，支持歐洲的半導體研發，並減少歐盟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

2021 年 3 月歐盟提出「2030 數位羅盤」(2030 Digital Compass)計畫，特別強調晶

片的戰略價值，並點名晶片對於智慧聯網汽車、智慧手機、物聯網、高效能運算、

邊緣運算和人工智慧的重要性，計劃於 2030 年讓歐盟在全球半導體生產的占有

率從 10%提高到 20%，並加速發展 2nm 製程。2022 年 2 月，歐盟推出「歐洲晶

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計畫投入 430 億歐元（約新台幣 1.38 兆元）的公

私資金，提升歐盟在設計及生產晶片的量能，目前已吸引英特爾前往投資設廠。

此外，法案亦提供 120 億歐元用以培養先進技術研發人才，以維持歐盟在半導體

研發領先地位。 

3.日本 

為鞏固日本在半導體材料的領先地位，並解決日本在半導體製造地位流失的

困境，日本政府於 2021 年 6 月公布《半導體‧數位產業戰略》，希望在美中技術

霸權對立、供應短缺下，推升半導體在經濟安全保障上的重要性，得以重振日本

半導體產業。2021 年 12 月 6 日，日本政府內閣會議通過有關支援新建或增建尖

端半導體工廠的《特定高度情報通信技術活用系統開發供給導入促進法》修正案，

並於 2022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將對符合「持續生產 10 年以上」、「供需緊張時

能增產應對」、「先進技術不外流」等條件之企業，提供最高一半金額的設備費用

補貼。日本政府也新設了「尖端半導體生產基礎設施發展基金」，並在 2021 年追

加預算中編列了 6,170 億日圓（約臺幣 1,538 億元）做為支援財源5。 

2022 年 6 月，日本政府給予台積電、Sony 和 Denso 共同在日本熊本縣興建

之晶圓廠(JASM) 4,760 億日圓(約新臺幣 1,059 億元)的補助金，成為首個受補助

個案。該廠將採用 22/28 奈米和 12/16 奈米製程來生產晶片，月產能以 12 吋晶圓

換算約 5.5 萬片，預計 2024 年底開始出貨，主要為日本 Sony 生產 CMOS 影像感

測器，並會建立車用晶片生產線以滿足客戶需求6。此外，日本經產省旗下的新能

                                                      
5 日經中文網(2022-02-23)，「日本半導體支援法 3 月 1 日施行」，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47729-2022-02-23-15-50-21.html；自由財經

(2021-12-06)，「日政府修法助半導體設廠 台積電可望獲千億補助」，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759426。 
6 鉅亨網(2022-06-07)，「日本政府通過台積電熊本廠補助案 最高 4760 億日圓」，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894236。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47729-2022-02-23-15-50-21.html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759426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89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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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也斥資 190 億日圓補貼台積電位於筑波的

3D IC 研發中心7。 

除了邀請台積電赴日投資，報導指出，美日在 2022 年 7 月底召開的「經濟

版 2+2 部長會議」中，針對聯合研發 2 奈米晶片達成協議，兩國將於 2022 年底

在日本設立 2 奈米晶片的共同研發中心，目標最快 2025 年啟動量產，降低對台

積電先進製程的依賴8。 

(三)與信賴夥伴強化跨國供應鏈合作 

美中貿易戰及疫情之後，各國意識到與盟友及夥伴合作共同打造信賴及韌性

供應鏈的重要性，單靠一國之力量，難以確保關鍵技術供應鏈的安全，並有效降

低對中國的依賴。2020 年 9 月，日本、澳洲、印度率先發表「供應鏈韌性倡議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SCRI)」聯合聲明，表示希望透過採購來源多元

化，分散生產基地，以增強印太地區供應鏈韌性，並對抗中國在貿易中的主導地

位。 

美國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宣布啟動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是目前內容相

對具體的合作倡議，包含「互聯經濟」(Connected Economy)、「韌性經濟」(Resilient 

Economy)、「潔淨經濟」(Clean Economy)與「公平經濟」(Fair Economy)等四大核

心支柱。目前 IPEF 成員包括美國、日本、印度、韓國、澳大利亞、印尼、泰國、

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紐西蘭、汶萊和斐濟等 14 國，合計共占全球

GDP 總值約四成。9 月 8 日 IPEF 召開部長級會議，宣示將加強分享供應鏈資訊，

並成立專門的應對小組，以避免半導體等重要原料供應短缺和中斷。各國也將強

化數據流通的透明度，並推動海關程序數位化。 

臺灣雖不是 IPEF 成員，但美國與臺灣於 2022 年 6 月 1 日宣布啟動「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該倡議亦不包括關

稅減讓議題的談判，但倡議之涵蓋議題與「印太經濟架構」略有重疊，預計涵蓋

「貿易便捷化」、「法規訂定原則」、「農業」、「反貪汙」、「協助中小企業貿易」、「掌

握數位貿易所帶來的利益」、「推廣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支持環境及氣候行

動」、「標準」、「國營事業」、「非市場政策及做法」等 11 項子議題。除此之外，臺

美之間尚有「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EPPD)，首屆對話確認半導體領域之戰略合作為優先項目；第 2 屆對話美方強調

雙方應合作解決半導體「供應鏈短期瓶頸」及「確保長期供應鏈多元化及透明化」。 

                                                      
7 遠見雜誌(2022-07-05)，「砸近 5000 億日圓補助台積電設廠，日本到底獲得什麼？」，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1643。 
8 https://asiatimes.com/2022/08/us-japan-reaching-for-a-2-nm-chip-breakthrough/ 

https://www.gvm.com.tw/article/9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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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2 日美國於國際供應鏈部長級論壇(Supply Chain Ministerial 

Forum)後，與全球五大洲計 17 國(大洋洲的澳洲；美洲的巴西、加拿大及墨西哥；

歐洲的歐盟、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荷蘭及英國；非洲的剛果；亞洲的

印度、印尼、韓國、日本與新加坡)共同簽署「全球供應鏈合作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n Global Supply Chains)」，盼於透明、多元、韌性、永

續的合作夥伴關係架構下，共同建立強韌穩健之長期供應鏈，以確保國際貿易體

系及企業順利營運。 

 

四、國際供應鏈調整趨勢與概況  

為因應全球供應鏈所面臨的風險，強化供應鏈韌性，跨國企業在下面幾個原

則下逐步進行供應鏈的調整。首先是「分散原則」，即避免供應來源集中於單一企

業、單一國家、單一地區；其次是「短鏈原則」，即要避免長途運輸可能產生的風

險；第三是「信賴原則」，在地緣政治變化及產業安全重要性日益提高下，國家因

素成為供應鏈夥伴的重要考量，一個可以信賴的供應夥伴要建立在一個可以信賴

的友善國家的前提上。最後則是「數位原則」，一方面是透過數位化工具減少物流

及生產中人與人的接觸，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強化與供應商及客戶的資訊分享，增

加供應鏈的可視性，提高供應鏈可預測性。 

(一)國際供應鏈調整趨勢 

全球產業供應鏈在美中貿易戰及疫情之後出現如下調整趨勢： 

1.分散化生產 

(1)「China+1」布局模式 

美中貿易戰後，為了規避美國的 301 懲罰性關稅，只在中國生產、出口美國

之企業紛紛另尋第二生產基地，打造「China+1」的布局模式，把要輸往美國市場

之產品，由中國以外地區出貨；供中國內需或是非美國市場者，則仍維持由中國

生產。採用這種「China+1」布局模式的企業大部分是為了規避美國的 301 懲罰性

關稅，但對於資通訊品牌廠而言，則主要是為了要降低美中經濟對抗的政治風險。

以蘋果供應鏈為例，蘋果公司將手機生產供應鏈依「中國市場」及「美國市場」

分流，若產品主要是要在中國市場銷售，將由中國企業在地生產；若產品以出口

美國為主，將由臺商企業在中國以外地區生產。針對在中國市場以外銷售的智慧

手機，蘋果將生産重心改為越南及印度，這也使得鴻海、緯創及和碩紛紛加碼投

資越南及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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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岸生產(Nearshoring)及「區域化」布局模式 

COVID-19 疫情突顯生產集中一地及遠距運送的風險，因此上述的「China+1」

布局模式可能不足以讓跨國企業有效降低斷供的風險，因此，如果母國或最終消

費市場的生產成本過高，或為因應長程運輸的不確定風險及高成本，則企業可能

改採近岸生產(Nearshoring)及區域化生產來因應供應鏈風險，通常會選擇鄰近母

國或最終消費市場，且有 FTA 連結的地點來進行投資生產。如美國企業或以美國

為最終市場的企業，即可能優先考慮在墨西哥設廠生產，並利用美墨加 FTA 優惠

關稅來供應美國市場。供應歐洲市場者，則傾向在中東歐之捷克、波蘭、斯洛伐

克等地生產製造。在亞太地區方面，隨著 CPTPP 及 RCEP 先後生效，大幅降低區

域內貿易及投資障礙，形成龐大的市場利益，鄰近中國的東協成員國，也成為跨

國企業分散中國產線點時優先考慮的投資地點。 

(3)回流(Reshoring)布局模式 

在調整供應鏈布局之際，基於投資環境熟悉度、滿足供應鏈或技術條件、母

國政策引導或母國本身為其主要市場（如母國為美國）的考量下，有些企業會選

擇回母國投資。舉例而言，為協助中國臺商因應美中貿易戰衝擊，臺灣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啟動為期 3 年的「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取得良好成效。2021 年

12 月 23 日，為因應中國國內政策及投資環境丕變，再延長該方案三年至 2024 年

底。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有 268 家臺商通過「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審

查，總金額累計達新臺幣 1 兆 832 億元，主要包括網通設備、伺服器、電腦周邊

產品、機械設備、自行車、汽車零件、紡織等廠商。該方案後來又擴大為「投資

臺灣三大方案」，進一步納入「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及「中小企業加

速投資行動方案」。 

COVID-19 疫情又讓各國政府意識到關鍵技術及原料自主可控的重要性，特

別是攸關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技術與原材料及與人民生命安全與健康

相關的醫療產業，各國皆鼓勵醫藥與醫材產品回國內生產。如日本政府於 2020 年

4 月推動「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対策のための國內投資促進事業費補助金(供應鏈對

策促進國內投資事業補助金)」計畫，希望分散日本企業過度集中單一生產地之風

險及完善供應鏈，其中「鼓勵回日本投資強化供應鏈計畫」(Program for Promoting 

Investment in Japan to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提供 2,200 億日圓給生產回流日

本的公司，主要包含兩部分，一是針對過於依賴單一國家的產品、零組件、原材

料的生產廠商，將生產基地遷回日本國內等進行補貼；二是針對生產口罩、酒精

消毒液、防護服、呼吸器、人工肺等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產品的日本國內生產廠

商，及高度依賴國外進口的醫藥品、原料藥等的國內生產廠商，給予生產設備整

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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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COVID-19 疫情促使全球供應鏈為因應貿易中斷而加速調整；而美國對中國

的技術圍堵，以及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出口管制等經濟制裁，

進一步使全球供應鏈因地緣政治變化面臨高度的不確定風險。在全球化的架構

下，基於比較利益法則，各國透過貿易可互蒙其利，提高生產效率。跨國企業也

是基於各國比較優勢將生產活動在全球各地進行拆分，以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國

際競爭力。不過，在美中、美俄等大國角力下，貿易不再僅止於追求效率與利潤，

反而變成為達到外交及安全政策目的時的一種工具。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在 2022 年 4 月的演講中提出了「友岸外包」

的概念，呼籲各國重新調整全球貿易做法，深化理念相近的可信賴夥伴間的貿易

關係，減少與地緣政治對手的貿易，以降低對單一生產國依賴而產生的經濟風險。

「友岸外包」將供應鏈拉入地緣政治競爭領域，並將世界劃分為美國主導的「自

由市場民主國家集團」以及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威權政權集團」。企業在進行貿

易及投資時，首要考慮因素不再是成本效益分析，而是必須先確定交易對象及其

所屬國家是否「政治正確」，是否可靠、可信。 

歐盟相當程度也認同了美國「友岸外包」的想法。歐盟委員會 2022 年 6 月

底通過《2022 年戰略前瞻報告：在新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實現綠色和數位化轉型》

(2022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Twinning th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itions in the new 

geopolitical context)，認為在地緣政治的改變下，歐盟必須加速綠色及數位轉型，

同時強化歐盟的韌性及開放戰略自主性。報告指出，為確保歐盟雙轉型過程中之

關鍵原材料取得的永續及穩定，以及因應技術地緣政治，供應鏈將逐漸轉向更多

元、更可靠，甚至更友好的布局方向9。未來「離岸外包(off-shoring)」可能被「近

岸外包(near-shoring)」、「回流(re-shoring)」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不同

混合型模式所取代10。 

不過，「友岸外包」及「安全貿易(secure trade)」可能對 WTO 多邊貿易架構

形成挑戰，WTO 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即批評「友岸外包」是分裂

世界貿易秩序的一股「保護主義浪潮」。另外，部分開發中國家也對「友岸外包」

提出質疑，認為此將把低度開發國家排除在國際貿易之外11。 

                                                      
9 European Commission(2022), 2022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Twinning th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itions in the 

new geopolitical context, COM/2022/289 final,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4004. 
10 Maihold , Günther(2022), A New Geopolitics of Supply Chains: The Rise of Friend-Shoring, SWP Comment 

2022/C 45, 01.08.2022,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a-new-geopolitics-of-supply-chains. 
11 Maihold , Günther(2022), A New Geopolitics of Supply Chains: The Rise of Friend-Shoring, SWP Comment 

2022/C 45, 01.08.2022,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a-new-geopolitics-of-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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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供應鏈數位化管理 

美中貿易戰及疫情加速全球供應鏈重組，但廠商在製造回流或移轉生產基地

的過程中，常會面臨當地勞動力不足及缺乏規模經濟的問題。為了解決相關的問

題，企業必須加快數位轉型，透過即時數據的分析與解讀，及工業 4.0 新技術的

運用，提高自動化及生產效率，提供快速、彈性、客製化的製造服務。「世界投資

報告 2020」指出，機器人自動化可以降低勞動成本，增加規模經濟，實現分散流

程的重組和回流。數位技術的應用則可以降低生產網路的管理和交易成本，更有

效地協調複雜的供應鏈，並提高中小企業進入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另外，疫情之

後遠距服務可能成為新常態，而這也必須仰賴 AI、AR/VR 等相關技術的應用才

能夠實現。 

而為提高企業供應鏈韌性，避免外部意外對生產造成干擾，企業也必須利用

新的科技，建立供應鏈監測及管理運作能力，如應用科技擷取供應鏈活動運作資

料，並結合流程自動化與人工智慧，強化供應鏈資訊的完整度與可視度；建構雲

端供應鏈生態平台，建立上下游的關聯性與可協作性，加強與供應商及客戶間的

資訊分享，以維持良好的供貨效能等。 

(二)國際供應鏈調整概況 

美國自 2018 年 7 月對中國課徵 301 關稅，至今已迄 4 年時間。今年年中美

國雖曾考慮取消對中國的 301 關稅以抑制通貨膨脹，但最終因收到大量美國廠商

請求繼續實施關稅，而決定延續 301 關稅。美國對中國課徵 301 關稅促使全球供

應鏈進行調整，而 COVID-19 疫情的爆發更進一步加速了調整進程。以下將從

2018-2021 年美國進口移轉變化來觀察供應鏈調整情況。 

就美中雙邊貿易的總體變化來看，2018-2021 年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下滑

6.2%至 5,049 億美元，貿易逆差減少 15.5%至 3,535 億美元，但同期間美國自全

球進口成長 11.6%至 2.83 兆美元，貿易逆差擴大 23.7%至 1.08 兆美元，造成中國

占美國進口比重由 2018 年的 22%下滑至 2021 年的 18%，貿易逆差占比由 48%下

滑至 33%，顯示美國對中國加徵 301 關稅，並沒有解決貿易逆差問題，但確實降

低了對中國的進口依賴。 

若由 301 課稅產品觀察，2018-2021 年美國 301 產品自中國進口金額下滑

24.8%，同期間美國該等產品自全球進口成長 7.9%，造成中國占美國 301 產品進

口比重由 2018 年的 18%下滑至 2021 年的 12%，而 301 產品占中國對美國出口的

比例也由 68%下降至 54%，反映出 301 產品已出現明顯的進口移轉現象。 

2018-2021 年中國在美國 301 產品的進口占比合計下滑 5.4 個百分點，其中

下滑超過 10 個百分點的產業有 8 個，除資通訊與視聽產品外，都屬勞力密集或

低附加價值的產業(詳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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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18-2021 年中國在美國進口市場之市占率變化 

產業別 
進口占比變化 

(百分點) 
產業別 

進口占比變化 

(百分點) 

皮及製品(HS41~43) -25.2 鞋類(HS64) -13.0 

資通訊與視聽產品 -24.3 石料陶瓷(HS68~69) -12.9 

木及木製品草編

(HS44~46) 
-16.5 帽傘(HS65~67) -12.2 

家具(HS94) -15.6 紡織(HS50~60) -10.3 

註：資通訊與視聽產品按財政部貿易統計分類計算。 

資料來源：筆者計算。 

美中貿易戰後，越南等東協國家被視為是供應鏈移轉的最大受惠地區，2018-

2021 年美國 301 產品自東協進口金額成長 53.6%，占美國進口比重上升 3.3 個百

分點，表現優於墨西哥(成長 11%，增加 0.4 個百分點)及印度(成長 32%，增加 0.5

個百分點)。東協國家中又以越南表現最好(成長 97.4%，增加 1.7 個百分點)，其

次依序是泰國(成長 50.6%，增加 0.6 個百分點)、馬來西亞(成長 45.6%，增加 0.6

個百分點)及印尼(成長 27.7%，增加 0.2 個百分點)。 

就產業別來看，2018-2021 年東協因轉單效應或供應鏈移轉在美國 301 產品

的進口占比上升最多的前三大產業為家具(HS94)，上升 14.5 個百分點，主要由越

南出口(在美國進口占比增加 9.5 個百分點)；皮及製品(HS41~43)，上升 12.5 個百

分點，主要由柬埔寨出口(增加 7.2 個百分點)；資通訊與視聽產品，上升 9.2 個百

分點，主要由越南(增加 6.3 個百分點)及泰國(增加 2.2 個百分點)出口。另外，泰

國在家用電器增加(3.1 個百分點)及印尼在鞋類 (增加 2.1 個百分點)，也都有不錯

的出口表現。 

臺灣在臺商回臺投資及轉單效益帶動下，近年對美國的出口亦大幅成長。

2018-2021 年美國 301 產品自臺灣進口金額成長 72.9%，在美國進口占比上升 1.2

個百分點至 2.7%，其中資通訊與視聽產品金額增加最多(183%，171 億美元)，在

美國進口占比上升也很顯著，達 8.8 個百分點。電動自行車及運動用品/器材在轉

單效應及疫情因素影響下，在美國的進口占比分別上升 16.1 個百分點及 7.3 個百

分點。另手工具及小五金(H82~83) 亦享受明顯的轉單效應，在美國的進口占比上

升 2.7 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個別資通訊與視聽產品供應鏈調整情況略有不同，其中工業

電腦/伺服器及網通設備的供應鏈布局受美中科技對抗及 301 課稅影響顯著，而筆

記型電腦及手機的跨國產能雖略有調整，但整體相對有限或仍處於初期階段(詳表

1.2)。在工業電腦/伺服器方面，2018-2021 年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下滑 66.4%，中

國在美國進口占比大幅減少 16.1 個百分點。基於資安考量，多轉由臺灣生產出

貨，同期間臺灣在美國進口占比增加 10.5 個百分點，另少數轉由泰國及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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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貨。在網通設備方面，2018-2021 年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下滑 56.7%，中國在美

國進口占比大幅減少 25.6 個百分點。基於資安及成本考量，低階產品轉至越南、

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地生產，高階產品則轉由臺灣生產出貨，同期間東協及臺

灣在美國進口占比分別增加 17.4 及 6.7 個百分點。 

表 1.2、2018-2021 年中國資通訊與視聽產品在美國進口市場之市占率變化 

產品 

美國
是否
已對
中國
加稅 

2018- 

2021 年
美國自
中國進
口變化
率 

2018-2021 年各國在美國進口市場之市占率變化 

(百分點) 

中 

國 

臺 

灣 

印 

度 

墨 

西 

哥 

 

東 

協 

越 

南 

泰 

國 

印 

尼 

馬 

來 

西 

亞 

菲 

律 

賓 

電腦

及零

附件 

筆記

型電

腦 

 48.8% -1.2    1.0 1.0     

工業

電腦/

伺服

器 

V -66.4% -16.1 10.5   4.5  3.2  1.1  

電腦

之零

附件 

V -64.9% -41.1 20.9  2.4 10.5 9.0   1.7  

手機

及零

附件 

手機  11.0% -2.7    7.2 7.2     

手機

及電

話之

零件 

V -46.9% -12.6 1.2 2.5 5.3  2.2     

網通 

設備 

交換

器及

路由

器 

V -56.7% -25.6 6.7   17.4 14.0 2.3 1.1  1.1 

電子 

零組

件 

印刷

電路 
V -16.2% -11.1 3.8   2.4  2.2    

二極

體(含

LED) 

V -42.2% -9.4    27.0 15.1 9.0  2.2  

註：2018-2021 年各國在美國進口市場之市占率變化僅列出變化超過 1 個百分點的數值。 

資料來源：筆者計算。 

筆記型電腦及手機未在美國對中國加徵 301 關稅的產品之列，供應鏈調整的

幅度相對較小。在筆記型電腦方面，2018-2021 年中國在美國進口占比雖減少 1.2

個百分點，但在疫情對產品需求提高下，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仍成長 48.8%。手

機方面，在三星及蘋果的主導下，跨國產能調整幅度大於筆電，其中三星手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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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已全數移轉至韓國及越南，而蘋果供應鏈尚處於調整初期。2018-2021 年中國

在美國進口占比減少 2.7 個百分點，但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仍成長 11%。同期間

越南在美國進口占比增加 7.2 個百分點，而印度則僅增加 0.4 個百分點。 

綜合而言，在美中經濟及科技對抗長期化、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下，

跨國企業供應鏈重組效應已逐漸顯現，包括製造業回流母國或在第三國建立備援

生產基地，或透過區域化的布局模式來就近供應市場需求，形成短鏈、更具韌性、

更強調信任的供應結構，以抵禦全球經濟情勢變化的相關風險。但不論跨國企業

採取何種供應鏈調整模式，都反映出全球供應鏈從中國分散已成為不可逆的趨

勢，從臺商對中國投資金額占整體對外投資金額比重變化可明顯看到，中國占臺

灣對外投資的金額比重從 2010 年最高峰（83.8%）逐年下滑至 2021 年的 31.8%，

取而代之的是東南亞，而這種趨勢發展勢必隨著地緣政治緊張而更進一步加速。 

 

五、臺灣的挑戰與因應  

美中經濟及科技對抗長期化、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及氣候變遷等使全

球供應鏈面臨巨大風險。臺商面對全球政經情勢變局迅速應對，政府也透過「投

資臺灣三大方案」吸引高附加價值臺商回台投資，臺灣外商供應鏈布局呈現出不

同以往的樣貌，主要反映在高階產品回台/在台投資熱絡，低階產品由中國移轉至

東南亞與印度，以及為就近供應市場、服務客戶，對歐、美、日等最終市場的投

資亦明顯增加。 

儘管在全球景氣低迷之際，臺灣經濟及產業表現仍相當穩健，但當前國際情

勢對我國經濟安全已形成諸多挑戰，包括地緣政治風險加劇、歐美日等國提出關

鍵產業自主化政策，以及全球經貿格局走向集團化發展等，皆可能影響臺灣在全

球供應鏈的地位及下世代產業發展的競爭力。 

在地緣政治風險方面，除了美中對抗及俄烏戰爭造成國際情勢振盪外，中國

也動輒對臺灣進行經濟脅迫，並屢屢在台海附近軍演，對臺灣成為全球安全、韌

性的供應鏈夥伴有不良的影響。此外，歐、美、日等國紛紛提出關鍵產業自主化

政策，特別是對半導體產業的補貼及要求台積電赴當地設廠等，可能削弱我國在

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下可發揮的實力及增加供應鏈脆弱，從而形成國家安全風險。

而美國主導形成排他性更強的小團體，如 IPEF、CHIP4 等，以意識型態及價值觀

來篩選貿易夥伴，使全球經貿發展格局從全球化走向集團化，迫使臺商面臨選邊

站的困境，並讓臺灣更陷於地緣政治風暴的中心。 

面對全球國際經貿環境快速變化，國際供應鏈風險攀升，以及先進國家想要

降低對臺灣半導體先進製程產品的依賴，臺灣必須更加明確我國產業發展政策及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30 

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定位，致力於先進技術部署及擴大臺灣的產業優勢，以在不利

的地緣政治局勢中，穩固跨國企業來臺/在臺投資信心。 

針對不同的產業，臺灣應擬定不同的產業發展政策及供應鏈布局策略，如臺

灣在半導體已居國際領先地位，但面臨地緣政治對半導體產業干預增加，迫使我

國企業擴大海外布局以滿足國際客戶對供應鏈韌性之期待。半導體產業是臺灣的

「護國神山」、經濟命脈，但不可諱言也對臺灣人才、綠電、土地等資源造成磁吸

效應，在此情況下，政府實有必要通盤考量半導體未來在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應

扮演的角色，如何持續維持並擴大臺灣半導體的國際優勢，同時讓半導體成為有

助於臺灣下世代創新應用產業發展的活化劑。 

相較於半導體產業，臺灣業者在 5G、電動車等領域的全球參與深度普遍不

足，臺灣關鍵零組件掌握度不夠，整體產業發展走向亦不夠明確。全球 5G、電動

車雖深具產業發展潛力，但許多產品的規格及標準尚未定於一尊，增加廠商布局

難度。基於此，政府必須儘速明確發展方向，慎選深耕領域，集中資源來強化優

勢，才有機會在全球供應鏈中掌握關鍵一環。 

最後，為持續吸引國內外投資，持續完善基礎建設，部署先進技術，及加速

法規、制度與國際接軌，刻不容緩，包括解決五缺的問題，確保臺灣自身的能源

安全及充裕的綠能供應，擬定碳中和及能源轉型路徑圖，加速數位及綠色雙轉型，

並推動智慧電網、儲能設備等能源相關產業的發展。在新興科技產業快速輪動下，

一國高階人才，尤其是 STEM (Science 科學、Technology 技術、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數學)人才的質與量將成為成就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臺灣除了要

積極培育本土人才外，更要強化對國際優秀人才的招攬，充分利用全球資源來擴

充臺灣的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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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發展 

顧瑩華1、丁心嵐2 

一、半導體產業之發展趨勢  

(一)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概況 

自 2020 年年初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擴散，為因應防疫之要求，遠

距經濟模式下對於半導體產品的需求大增，加上原有 5G 產業、物聯網、AI 智慧

產品對於半導體晶片之需求持續擴大，導致全球半導體產業呈現逆勢成長的現

象。2021 年，雖然 PC、平板等需求成長告一段落，但隨著 5G 通訊的擴大應用，

其相關的無線通訊、智慧手機、物聯網的需求持續上升，車用電子的需求也進一

步擴大，帶動 2021 年全球半導體產業呈現前所未有的 2 位數成長。依據世界半

導體貿易統計組織(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 2022 年 8 月公布

之數據顯示，2021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規模達到 5,559 億美元，較 2020 年成長

26.2%，其中又以 IC 產品的市場規模最大，達 4,630 億美元，占全球半導體市場

的 83%3。 

從地區別來看，2021 年美洲的半導體市場成長 27.4%，達到 1,214.8 億美元，

成長幅度最大，主要來自資料中心、5G 等高階設備的邏輯 IC 與記憶體大幅成長。

亞太地區(不含日本)是全球半導體最大的市場，2021 年成長 26.5%，規模達到

3,429.7 億美元，其中，中國市場為 1,925 億美元，成長 27.1%，是全球最大的單

一市場。此外，歐洲市場成長 27.3%，日本市場則成長 19.8%。從產品別來看，

邏輯晶片和記憶體是需求成長最大的兩類產品。2021 年市場銷售金額分別達到

1,548 億美元及 1,538 億美元，皆較前一年大幅成長 30%。 

2021 年全球前四大半導體廠由三星電子拔得頭籌，其次是英特爾、台積電及

海力士，分屬微元件 IC、晶圓代工製造以及記憶體 IC 的代表性廠商。其中，英

特爾與三星電子屬於傳統的整合元件製造廠(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s, 

IDM)，擁有半導體的設計與製造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前 15 大半導體企業中聯

發科和超微半導體繼 2020 年進榜之後，2021 年的排名又提升，其中聯發科從第

11 名前進至第 9 名，而 AMD 則從第 15 名上升至第 11 名。儘管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響，全球經濟成長不佳，但因各國加速朝數位化轉型，對相關廠商帶來了

大幅成長的機會(參閱表 2.1)。 

 

                                                      
1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3 WSTS News Release (2022, August 22). The 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sts.org/esraCMS/extension/media/f/WST/5636/WSTS_nr -2022_08.pdf  

https://www.wsts.org/esraCMS/extension/media/f/WST/5636/WSTS_nr-2022_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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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021 年全球主要半導體廠商營收排名 

單位：百萬美元、% 

2021 年
排名 

2020 年
排名 廠商 2021 年 2020 年 成長率(%) 國別 

1 2 三星電子(Samsung) 83,085 61,853 34.3% 韓國 

2 1 英特爾(Intel) 75,550 76,328 -1.0% 美國 

3 3 台積電(TSMC) 56,633 45,572 24.3% 臺灣 

4 4 海力士(SK Hynix) 37,267 27,075 37.6% 韓國 

5 5 美光(Micron) 30,087 22,542 33.5% 美國 

6 6 高通(Qualcomm) 29,136 19,357 50.5% 美國 

7 8 輝達(Nvidia) 23,026 14,659 57.1% 美國 

8 7 博通(Broadcom) 20,963 17,744 18.1% 美國 

9 11 聯發科(MediaTek) 17,551 10,985 59.8% 臺灣 

10 9 德州儀器(TI) 16,904 13,574 24.5% 美國 

11 15 超微半導體(AMD) 16,108 9,763 65.0% 美國 

12 10 英飛凌(Infineon) 13,616 11,225 21.3% 歐洲 

13 13 蘋果(Apple) 13,430 11,440 17.4% 美國 

14 14 意法半導體(ST) 12,574 10,178 23.5% 歐洲 

15 12 鎧俠(Kioxia) 12,132 10,553 15.0% 日本 

2021 年前 15 名廠商銷售額總計 458,062 362,848 26.2% - 

資料來源：IC Insights, Inc.4 

全球半導體市場繼 2020 年成長 13%及 2021 年成長 26%後，WSTS 預估，

2022 年全球的半導體供需將逐漸走向均衡，但受到新興科技發展的帶動，整體仍

將保持 13.9%的成長，產值則達到 6,332 億美元。以產品類別區分，邏輯晶片預

期將成長 24.1%，類比晶片成長 21.9%，記憶體則成長 8.2%，光電產品則是成長

力道最弱的類別，預計將較 2021 年微幅成長 5.9%5。 

在新科技的應用上，車用、5G、網通、伺服器、邊緣運算、資料中心等的需

求依然強勁，持續為半導體注入成長動能。此外，隨著 Meta、Microsoft、Google

等科技大廠競相投入元宇宙，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結合前述兩項功能

的混合實境(MR)，甚至是延展實境(XR)等題材的發酵，讓現有的半導體廠商從設

                                                      
4 Top 10 Companies Hold 57% of Global Semi Market share (2022, April 26). IC Insigh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Top -10-Companies-Hold-57-Of-Global-Semi-

Marketshare/  
5 WSTS News Release (2022, August 22). The 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WS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sts.org/esraCMS/extension/media/f/WST/5636/WSTS_nr -2022_08.pdf  

https://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Top-10-Companies-Hold-57-Of-Global-Semi-Marketshare/
https://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Top-10-Companies-Hold-57-Of-Global-Semi-Marketshare/
https://www.wsts.org/esraCMS/extension/media/f/WST/5636/WSTS_nr-2022_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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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端到封測端，都積極布局高速運算晶片的開發，以因應元宇宙概念衍生之高速

運算晶片的需求。SEMI 預估今（2022）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年增超過 12%達 6,250

億美元，其中，全球半導體產業資本支出成長 21%達 1,855 億美元，全球半導體

設備市場成長 14.7%達 1,175 億美元，全球半導體材料市場年增 8.6%達 698 億美

元6。 

疫情大幅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推進了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包含智慧

醫療、智慧工廠、智慧城市、智慧農業等各個領域快速發展，加上 5G、WiFi6 的

技術逐漸成熟與普及，各種電子終端產品的性能相對提升，提供全球半導體產業

多面向的成長動能。在這疫後新生活模式的發展當中，又以自駕車的應用最受囑

目，根據 IC Insights 統計，2021 年車用邏輯 IC 的成長近 4 成，類比 IC 也有 3 成

以上的成長，都高於產業的平均成長水準。 

在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上，AI 技術的導入創造許多可能，目前 AI 晶片的應

用，已從雲端運算走向邊緣運算，晶片的設計、生產與封測也結合 AI 技術。在這

波 AI 浪潮下，業者多已陸續宣示 AI 晶片計畫或推出相關產品，例如手機、智慧

電視、智慧音箱、低功耗 AI 攝影機、AI 視覺感測、輔助駕駛系統、車用影像及

家用保全設備等，應用面十分廣泛，未來的發展性也指日可待(林玉圓，2022)。 

在 IC 製造方面，由於產品規格的持續提升，對於處理器效能的要求也日益

提高，使得先進製程大受歡迎。在 5G 的發展上，2025 年全球 5G 手機銷售量上

看 14.3 億支，無論是手機核心處理器、5G 通訊元件，如基地台、電源管理 IC，

或記憶體、鏡頭感測器、驅動 IC 等，種類或數量都將急遽增加。其他需求端的因

素尚包括因應減碳趨勢而帶動的功率半導體市場、疫情推升的 IT 裝置需求、汽車

電動化/自駕化、各領域智慧化等，都對半導體晶片的需求大增，預計如 MCU、

微處理器（MPU）、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FPGA）等的需求都將顯著成長。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化合物半導體的發展，電動車的電能轉換及電路控制，強

調大功率、快速化、體積小、散熱佳、高續航力等特性。過去以矽為晶圓材料的

應用雖廣，但在高溫、高壓、高電流、高功率、要求散熱/開關速度快、轉換效率

高等情境下仍未臻完美，產業界一方面追求摩爾定律的極致發展，另一方面也在

尋找更合適的材料及製程以滿足上述要求，化合物半導體便為一條重要的發展方

向。根據碳化矽（SiC）、氮化鎵（GaN）等新材料應用於寬能隙半導體的研究，

發現化合物半導體打造的功率元件可滿足電動車所需晶片的嚴苛要求，因而成為

熱門的材料首選。 

根據 TrendForce 於 2022 年 7 月所發布的資訊顯示，關於碳化矽材料應用於

車用功率半導體的市場需求，2022 年估計可達 10.7 億美元，2026 年將進一步擴

                                                      
6 SEMI：2023 年半導體材料市場規模將破 700 億美元(2022 年 9 月 6 日)。中時新聞網。檢索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906002151-260410?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906002151-2604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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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 39.4 億美元7，顯見業界對於化合物半導體在新興科技領域的應用，抱持著

高度的期待。同時，車用晶片的代表性企業如德國的博世(Bosch)，業已於 2021 年

底量產碳化矽晶片，新建的碳化矽產線預定於 2024 年啟用。預期在全球減碳的

趨勢下，未來的應用還將繼續擴大至低電壓電源與高頻通訊等領域。 

如今，全球主要國家均大力投入資源支持寬能隙化合物半導體研究，吸引晶

圓材料廠、晶圓代工廠、IDM 及 LED 大廠透過自主研發或採取併購方式進行佈

局，並已陸續開發出可用於取代傳統矽製程元件的替代品。預計在汽車、通訊及

電力供應等主要應用市場陸續採用下，化合物半導體市場至 2025 年將成長至 75

億美元的規模，2021~2025 年間的年複合成長率將達到 43.7%，成為整個半導體

市場中成長速度最快的領域。 

在 IC 封測方面，為因應晶圓代工技術的精進以及對晶片性能的要求日益提

高，IC 封裝技術也必須有所提升，否則將無法充分發揮先進製程的效益，造成功

率上的損耗。在封裝技術的發展上，基於大尺寸晶圓的需求而發展出扇出型(Fan 

Out)封裝技術，目前主要分為扇出型晶圓級封裝（FOWLP）和扇出型面板級封裝

（FOPLP）。與現行主流封裝所採用的圓形載具相比，扇出型封裝所採用的矩形載

具擁有更高的載具面積使用率。由於使用者對電子設備及相關產品的要求愈來愈

高，使半導體的製造持續往先進製程邁進，也同步帶動封測廠的技術提升，唯有

半導體上中下游技術的同步成長，才能達成晶片效能升級的目標。 

此外，有鑑於傳統封裝技術無法滿足超大規模運算的需求，台積電也朝先進

封裝技術布局。台積電持續開發先進的 3DIC 技術，並以「3DFabric」技術協助客

戶將多個邏輯晶片連結在一起，串聯高頻寬記憶體 (HBM)或異質小晶片

(Chiplets)，從異質整合、系統整合到現在進入系統微縮的階段。系統微縮是追求

晶片的更高效能、更低耗能，並同時進一步縮小晶片的尺寸，以滿足產品對於性

能提升的要求8。 

(二)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概況 

半導體產業是支撐臺灣經濟成長的重要產業，不論是「產值」、「出口比重」

抑或是「投資金額」，皆為臺灣代表性的產業。2021 年臺灣半導體產業表現再創

新高，成長率也優於全球，產值達到新臺幣 4.08 兆元(約 1,458 億美元)，年成長

率創下 26.7%的高水準，占全球半導體產值的 26.2%，位居世界第二。其中成長

幅度最大的為記憶體類，年成長超過 50%，IC 設計業也成長超過 40%；而產值最

                                                      
7 功率半導體元件的主流爭霸戰(2022 年 7 月 26 日)。CTIMES。檢索自

https://www.ctimes.com.tw/DispArt/tw/2207262044LH.shtml 
8 台積電 3DFabric 技術進入新階段(2022 年 1 月 3 日)。DigiTimes。檢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id=0000625906_NHYLFMSML3ZTK

H7BIGZH8&PACKAGEID= 

https://www.ctimes.com.tw/DispArt/tw/2207262044LH.shtml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id=0000625906_NHYLFMSML3ZTKH7BIGZH8&PACKAGEID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id=0000625906_NHYLFMSML3ZTKH7BIGZH8&PACKAG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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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是 IC 製造，成長率 22.4%，產值達 2.23 兆新臺幣，其中晶圓代工占 1.94 兆

新臺幣9。 

由於全球防疫帶動了遠距經濟的需求，加上 5G 等各項應用也逐漸回升，促

使相關的驅動 IC、電源管理 IC、微控制器 MCU、CIS 感測器等需求居高不下，

讓臺灣半導體產能滿載。其次，IC 設計業受惠於 5G 智慧手機、網通產品、以及

各類消費性電子需求帶動的影響，臺灣 IC 設計產值首度突破 1 兆元新臺幣，達

到 1.21 兆元新臺幣(約 434 億美元)，較 2020 年成長 42.4%。IC 製造亦在 5G 手

機、高效能運算、車用電子等產品的強勁需求帶動下，再加上物聯網、醫療用微

控制器 MCU 等需求的提升，2021 年產值持續增加，創下新臺幣 2.23 兆元的佳

績。IC 封測的產能也持續維持高水準，2021 年產值達 6,384 億新臺幣。 

在半導體產業結構方面，IC 設計占 30%、製造占 55% (含晶圓代工 48%及記

憶體與其他製造 7%)、封測占 15%。由於臺灣半導體產業具有垂直分工與產業群

聚等特色，使臺灣半導體產業具有彈性高、速度快、成本低等製造優勢，因而在

全球半導體市場上，臺灣以晶圓代工製造表現最為突出，占全球的六成以上，其

中台積電(TSMC)為代表性廠商，2021 年全球市占率達 55%，是世界晶圓代工的

龍頭企業，其他具代表性的企業則有 IC 設計的聯發科(MediaTek)、IC 封測的日

月光(ASE)、記憶體的南亞科等最為出名(參考圖 2.1)。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2/02) 

圖 2.1、2002-2022 年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概況 

                                                      
9 臺灣 2021 年 IC 產值 4.08 兆 佔全球 26.2%(2022 年 2 月 18 日)。科技產業資訊室。檢索自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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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導致半導體市場供需失調，到了 2021 年供不應求的狀況愈演愈烈，

導致不少客戶重複下單，且拉高庫存，加上陸運、海運壅塞，更加劇廠商提高庫

存的意願，使得供需失衡的問題更加嚴重。其實從 2021 年下半年開始，由於疫情

趨緩，使得因疫情而增加的需求逐漸衰退。到了今年（2022）年下半年，因為全

球通膨嚴重，各國央行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導致利率上升，造成經濟成長減緩，

消費市場需求降溫，廠商調整庫存使晶片價格下跌，市場前景堪憂的消息也不斷

傳出。雖然台積電對 2022 年下半年的表現持樂觀態度，但做記憶體及代工中低

階晶片的半導體公司來說，已經感受到市場不景氣所造成的砍單及訂單下滑現

象，形成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局面。基本上，先進製程晶片在車用晶片、5G、資料

中心、工控產品、功率電子元件的需求上仍相當強勁，因而其表現仍將維持成長

的態勢。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全球行銷長暨臺灣區總裁曹世綸表示，

在臺灣半導體市場展望部分，SEMI 預估今年臺灣半導體總產值將達新台幣 4.89

兆元，約折合 1,651 億美元，較去年成長 19.7%。其中，臺灣半導體產業資本支

出規模今年將成長 42.1%達 480.35 億美元，半導體設備市場年增 24.1%達 309.5

億美元，半導體材料市場年增 9.9%達 161.7 億美元10。 

 

二、半導體供應鏈之各國分工概況  

半導體產業的供應鏈相當複雜，從上游到下游涵蓋上千個環節，涉及的企業

不勝其數，在當今的製造體系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包辦所有的生產環節。即便

是目前製造能力數一數二的臺灣，也必須仰賴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提供關鍵的設備

與材料。因此，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進步與發展，是建立在各國專業廠商分工的基

礎之上才有的成果。 

基於半導體供應鏈的複雜性，本文從上中下游幾個較大的領域如設備與材

料、IC 設計、晶圓代工與製造、封測等，來分析各個環節中具有影響力的企業，

以充分掌握半導體供應鏈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國家與企業之全貌。 

(一)半導體設備與材料掌握在歐美日企業手中 

整體來說，半導體設備是供應鏈中投資金額最大的部分，其中又以晶圓製造

及處理設備最為重要，占總設備投資的八成。晶圓製造設備主要有光罩機、蝕刻

機、薄膜設備、擴散/離子注入設備、濕式設備、過程檢測等六大設備，其中光罩、

蝕刻和薄膜沈積設備所占比重高，光罩機約占設備總銷售額的 30%，蝕刻約占

20%，薄膜沈積設備則約占 25% (PVD 15%、CVD 10%)。 

                                                      
10 半導體展登場 看好明年展望(2022 年 9 月 14 日)。工商時報。檢索自

https://ctee.com.tw/news/tech/715980.html 

https://ctee.com.tw/news/tech/715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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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半導體設備主要集中在國際大廠手中，前四大半導體設備廠市占高

達六成，而前 15 大廠的市占則已達八成。前 15 大企業中，有 7 家總部位於日本，

美國 4 家，荷蘭 2 家，韓國 1 家，ASM Pacific Technology 的總部位在新加坡但股

票於香港公開上市。顯見半導體設備主要掌握在日本、美國與荷蘭的企業手中(參

考表 2.2)。 

表 2.2、2021 年全球前 15 大半導體設備廠 

單位：百萬美元、% 

2021 年 
排名 

2020 年 
排名 

廠商 
名稱 

2021 年 
營收 

2020 年 
營收 

成長率 
(%) 

2020 年 
市占率 

(%) 
國別 

1 1 
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24,172 16,365 47.71 17.7 美 

2 2 
艾司摩爾 
(ASML) 

21,775 15,396 41.43 16.7 荷 

3 4 
東京電子 
(Tokyo Electron) 

17,278 11,321 52.62 12.3 日 

4 3 
科林研發 
(Lam Research) 

16,524 11,929 38.52 12.9 美 

5 5 
科磊 
(KLA) 

8,165 5,443 50.01 5.9 美 

6 6 
愛德萬 
(Advantest) 

3,907 2,531 54.37 2.7 日 

7 8 
泰瑞達 
(Teradyne) 

3,703 2,259 63.92 2.4 美 

8 7 
迪恩士 
(SCREEN) 

3,632 2,331 55.81 2.5 日 

9 13 
辛耘 
(SEMES) 

2,486 1,056 135.42 1.1 韓 

10 9 
日立 
(Hitachi High-Tech) 

2,453 1,717 42.87 1.9 日 

11 - 
迪思科 
(Disco) 

2,167 - - - 日 

12 10 
先藝科技 
(ASM International) 

2,024 1,516 33.51 1.6 荷 

13 12 
尼康 
(Nikon) 

1,998 1,085 84.15 1.2 日 

14 14 
ASM太平洋 
(ASM Pacific Technology) 

1,739 1,027 69.33 1.1 星 

15 11 
亞太國際 
(Kokusai Electric) 

1,638 1,455 12.58 1.6 日 

前 15 大廠商合計 113,661 76,371 48.83 82.6 - 

註：表中所列市占率為 2020 年的資訊，僅供參考。 

資料來源：「2021 年全球前 15 大半導體設備供應商排名，美國應用材料以 241.72 億美元的收入排

名第一」，2022/6，本研究整理。https://accesspath.com/tech/5756641/ 

https://accesspath.com/tech/5756641/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40 

半導體材料的範圍則更為廣泛，在晶圓製造的環節主要涵蓋矽晶圓、光刻膠、

濺鍍靶材、電子氣體、拋光材料、光罩等子領域；而在封測環節則主要是引線框

架、鍵合線、封裝基板、以及封裝材料等子領域，市場也同樣是掌握在歐美日等

企業的手中，在各領域的領導性企業包括信越化學、SUMCO、JSR、東京應化工

業、大日本印刷、凸版印刷、昭和電工、田中貴金屬、美商應材等。即便半導體

產業在 2022 年第三季開始就提前傳出產能過剩的危機，但國際材料大廠如美商

應材在截至 2022 年 7 月底的季報仍有年成長率 5%的表現，並且對半導體產業的

長期發展抱持樂觀的態度11。此外，9 月中登場的年度盛事 SEMICON Taiwan 2022，

主辦單位國際半導體協會(SEMI)指出，2022 年半導體材料市場預計成長 8.6%，

創下 698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新高，其中晶圓材料市場將成長 11.5%至 451 億美元，

封裝材料市場則預計將成長 3.9%至 248 億美元12。 

(二)IC 設計領域由美國企業主導，臺灣業者亦深具影響力 

IC 設計方面，2021 年全球前 10 大 IC 設計公司，前三名依序為高通、博通

以及輝達，臺灣最大的 IC 設計公司聯發科則排名第四。2021 年，全球前十大 IC

設計業者的名單有微幅的變化，由奇景光電擠下前一年第 10 名的戴樂格而首次

進入前 10 大的行列。奇景光電 2021 年因大尺寸與中小尺寸驅動晶片的營收顯著

成長，分別年增 65%與 87%，且驅動晶片導入車用面板開始出現效益，年營收逾

15 億美元，年增 74%，進入第 10 名13。 

全球前 10 大 IC 設計企業當中，有 6 家是美國企業，其餘 4 家則來自臺灣，

但位居前三名的高通、輝達與博通皆為美國企業，年營收超過 200 億美元，遠高

於第四名的聯發科(2021 年營收 176 億美元)，顯見 IC 設計的領域仍由美國企業

主導(見表 2.3)。 

                                                      
11 應材為半導體股注暖流 Q3 財報優於預期「Q4 展望穩」(2022 年 8 月 19 日)。Yahoo 股市。檢索自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87%89%E6%9D%90%E7%82%BA%E5%8D%8A%E5%B0%8E%E

9%AB%94%E8%82%A1%E6%B3%A8%E6%9A%96%E6%B5%81-

%E8%B2%A1%E5%A0%B1%E5%84%AA%E6%96%BC%E9%A0%90%E6%9C%9F%E3%80%8C-q-4-

%E5%B1%95%E6%9C%9B%E7%A9%A9%E3%80%8D-071732396.html 
12 半導體展登場 看好明年展望 (2022 年 9 月 14 日)。工商時報。檢索自

https://ctee.com.tw/news/tech/715980.html 
13 量價齊揚，2021 年全球前十大 IC 設計業者營收破千億美元(2022 年 3 月 24 日)。TrendForce。檢索自

https://www.trendforce.com.tw/presscenter/news/20220324-11167.html 

全球 10 大 IC 設計排名 臺灣十搶四 新增這一家首進榜 (2022 年 3 月 25 日)。Yahoo 財經。檢索自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4%B9%8B%E5%85%89%EF%BC%81%E

5%85%A8%E7%90%83-10-%E5%A4%A7ic%E8%A8%AD%E8%A8%88%E6%8E%92%E5%90%8D-

%E5%8F%B0%E7%81%A3%E5%8D%81%E6%90%B6%E5%9B%9B-

%E6%96%B0%E5%A2%9E%E9%80%99%E4%B8%80%E5%AE%B6%E9%A6%96%E9%80%B2%E6%A

6%9C-060757219.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87%89%E6%9D%90%E7%82%BA%E5%8D%8A%E5%B0%8E%E9%AB%94%E8%82%A1%E6%B3%A8%E6%9A%96%E6%B5%81-%E8%B2%A1%E5%A0%B1%E5%84%AA%E6%96%BC%E9%A0%90%E6%9C%9F%E3%80%8C-q-4-%E5%B1%95%E6%9C%9B%E7%A9%A9%E3%80%8D-071732396.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87%89%E6%9D%90%E7%82%BA%E5%8D%8A%E5%B0%8E%E9%AB%94%E8%82%A1%E6%B3%A8%E6%9A%96%E6%B5%81-%E8%B2%A1%E5%A0%B1%E5%84%AA%E6%96%BC%E9%A0%90%E6%9C%9F%E3%80%8C-q-4-%E5%B1%95%E6%9C%9B%E7%A9%A9%E3%80%8D-071732396.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87%89%E6%9D%90%E7%82%BA%E5%8D%8A%E5%B0%8E%E9%AB%94%E8%82%A1%E6%B3%A8%E6%9A%96%E6%B5%81-%E8%B2%A1%E5%A0%B1%E5%84%AA%E6%96%BC%E9%A0%90%E6%9C%9F%E3%80%8C-q-4-%E5%B1%95%E6%9C%9B%E7%A9%A9%E3%80%8D-071732396.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6%87%89%E6%9D%90%E7%82%BA%E5%8D%8A%E5%B0%8E%E9%AB%94%E8%82%A1%E6%B3%A8%E6%9A%96%E6%B5%81-%E8%B2%A1%E5%A0%B1%E5%84%AA%E6%96%BC%E9%A0%90%E6%9C%9F%E3%80%8C-q-4-%E5%B1%95%E6%9C%9B%E7%A9%A9%E3%80%8D-071732396.html
https://ctee.com.tw/news/tech/715980.html
https://www.trendforce.com.tw/presscenter/news/20220324-11167.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4%B9%8B%E5%85%89%EF%BC%81%E5%85%A8%E7%90%83-10-%E5%A4%A7ic%E8%A8%AD%E8%A8%88%E6%8E%92%E5%90%8D-%E5%8F%B0%E7%81%A3%E5%8D%81%E6%90%B6%E5%9B%9B-%E6%96%B0%E5%A2%9E%E9%80%99%E4%B8%80%E5%AE%B6%E9%A6%96%E9%80%B2%E6%A6%9C-060757219.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4%B9%8B%E5%85%89%EF%BC%81%E5%85%A8%E7%90%83-10-%E5%A4%A7ic%E8%A8%AD%E8%A8%88%E6%8E%92%E5%90%8D-%E5%8F%B0%E7%81%A3%E5%8D%81%E6%90%B6%E5%9B%9B-%E6%96%B0%E5%A2%9E%E9%80%99%E4%B8%80%E5%AE%B6%E9%A6%96%E9%80%B2%E6%A6%9C-060757219.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4%B9%8B%E5%85%89%EF%BC%81%E5%85%A8%E7%90%83-10-%E5%A4%A7ic%E8%A8%AD%E8%A8%88%E6%8E%92%E5%90%8D-%E5%8F%B0%E7%81%A3%E5%8D%81%E6%90%B6%E5%9B%9B-%E6%96%B0%E5%A2%9E%E9%80%99%E4%B8%80%E5%AE%B6%E9%A6%96%E9%80%B2%E6%A6%9C-060757219.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4%B9%8B%E5%85%89%EF%BC%81%E5%85%A8%E7%90%83-10-%E5%A4%A7ic%E8%A8%AD%E8%A8%88%E6%8E%92%E5%90%8D-%E5%8F%B0%E7%81%A3%E5%8D%81%E6%90%B6%E5%9B%9B-%E6%96%B0%E5%A2%9E%E9%80%99%E4%B8%80%E5%AE%B6%E9%A6%96%E9%80%B2%E6%A6%9C-060757219.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F%B0%E7%81%A3%E4%B9%8B%E5%85%89%EF%BC%81%E5%85%A8%E7%90%83-10-%E5%A4%A7ic%E8%A8%AD%E8%A8%88%E6%8E%92%E5%90%8D-%E5%8F%B0%E7%81%A3%E5%8D%81%E6%90%B6%E5%9B%9B-%E6%96%B0%E5%A2%9E%E9%80%99%E4%B8%80%E5%AE%B6%E9%A6%96%E9%80%B2%E6%A6%9C-060757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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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C 製造集中在東亞地區，臺灣包辦先進至成熟製程的產能 

全球晶圓代工製造主要集中在臺灣、韓國、美國、歐盟、中國等地，其中又

以臺灣占全球六成的產能最為重要。前十大晶圓代工廠分別來自臺灣(4 家)、韓國

(1 家)、美國(1 家)、中國(3 家)、以及以色列(1 家)14。其中，台積電的市占率達到

54%，遠遠領先第二名的三星(16.3%)。合計臺灣 4 家業者的市占率已達到 64%，

顯示臺灣在全球晶圓代工領域的重要性(見表 2.3)。 

若以產線別觀察，10nm 以下的產能集中在臺灣與韓國，占比分別為 92%與

8%；10-22nm 以美國占比 43%最大，其次是臺灣 28%、歐盟 12%、韓國 5%、中

國 3%；28-45nm 以臺灣占 47%為最高，接下來是中國 19%、美國 6%、韓國 6%、

日本 5%、歐盟 4%；而在 45nm 以上的低階製程上，臺灣依然有 31%的占比，其

次依序是中國 23%、日本 13%、韓國 10%、美國 9%、歐盟 6%。 

由此可知，臺灣目前在全球的半導體製造中位居最重要的角色，包辦高階至

低階所有製程的生產能力，在高階製程方面更是掌握全球九成的供應能力，其重

要性不可言喻。英特爾則是美國半導體製造最大的企業，但在 7nm 高階製程遭遇

瓶頸之後，其製程提升進度受到阻礙。雖然英特爾總裁 Gelsinger 致力於讓英特爾

重回市場領先地位，並訂定在 2024 年將晶片製程(Intel 20A)推進到埃米級

(angstrom-class)電晶體世代的目標，也積極投入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的研發，企

圖展現彎道超車的能力，但是否能夠如期實現此一遠大的目標，各界都在關注。

韓國雖然在高階製程維持與臺灣的競爭關係，但因整體的產能有限，在全球市場

的比重相對較低。 

中國在全力發展半導體產業的方針下，不論是扶植本土企業還是仰賴外資的

設廠，整體製造能力呈現快速成長，但受到美中科技對峙的影響，其高階製程的

進展恐停滯不前，目前以精進成熟製程為主。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中國的中芯

國際，其全球市占率首度突破 10%，拉近與韓國之間的距離。除此之外，儘管美

國持續加強對中國發展半導體產業的阻礙，包括禁止先進設備出口至中國等，但

2022 年 7 月，中芯國際運用現有舊型設備生產出 7 奈米晶片的消息，震驚了世界

各國，吸引業界專家進行深入探究。將中芯生產的晶片經過反向拆解之後，發現

中芯國際是使用其 14 奈米 FinFET 技術為基礎來開發 7 奈米製程，但在持續無法

取得 EUV 設備的情勢下，中芯國際在先進製程方面將難以再有進展。同時，7 奈

米節點的良率僅 15%左右，造成其生產成本高昂，與台積電 7 奈米的晶片價格相

                                                      
14 2021 年全球專屬晶圓代工廠 TOP10 榜單(2022 年 2 月 14 日)。電子工程專輯。檢索自 https://www.eet-

china.com/news/202202141027.html 

https://www.eet-china.com/news/202202141027.html
https://www.eet-china.com/news/202202141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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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將高出 10 倍之多15。即便如此，中芯國際此舉的宣示性意義大於其量產與否的

效益，顯示中國發展先進半導體製程的決心並未退縮，在未來中國市場的需求下，

其市占率將有可能持續增加，後續的發展仍值得持續關注。 

歐盟則以中低階製程與滿足歐盟市場的需求為主，在全球的產能占比僅約

10%。日本雖然過去在半導體產業曾經位居相當重要的地位，但隨著美日貿易戰

的落敗，限制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目前日本的產線技術停留在 28nm 以上

的製程，又以 45nm 以上為多，即便日本政府成功吸引到台積電前往熊本地區與

索尼(Sony)合資設立工廠，但目前的產線規劃仍然以 28nm 的產線為主；雖然如

此，日本在半導體產業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包括高階的半導體材料如光阻劑及半

導體生產設備，很多都是由日本企業掌握。 

(四)IC 封測勞力密集程度較高，集中在臺灣、中國與東南亞等地 

全球的封測廠主要集中在臺灣、中國、東南亞等地，美國雖非封測產業的中

心，但亦是全球第二大封測廠艾克爾(Amkor)的所在地。半導體封測廠雖然也有導

入自動化，但仍需不少勞工操作機台，相對勞力密集，也是在疫情當中最容易受

到封城影響的環節。2021 年，在上游的晶圓代工產能滿載的帶動下，IC 封測產業

也迎來前所未見的光景，全球半導體封測產業產值達到 450 億美元，年成長率

21.85%。 

2021 年全球 IC 前十大封測廠中，有 5 家來自臺灣，中國 3 家，美國與新加

坡各一家，企業的排名在近三年間並未有太大的變化。臺灣持續在封測業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排名第一的日月光在合併矽品精密之後，其在全球的領先地位更加

穩固，市占率近三成；美國艾克爾穩居第二；中國的長電科技自 2017 年起即衝上

全球第三名的寶座，全球前二十大半導體公司中 80%也已成為其客戶(見表 2.3)。 

茲將 2021 年 IC 設計、製造與封測各領域之前十大企業依排名列於下表。 

                                                      
15 SMIC at 7-nm semiconductor process node: A Shanghai surprise? (2022, July 25). ED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n.com/smic-at-7-nm-semiconductor-process-node-a-shanghai-

surprise/?_ga=2.244204869.170091181.1663164115 -

1682098498.1663056377&_gl=1*yvd624*_ga*MTY4MjA5ODQ5OC4xNjYzMDU2Mzc3*_ga

_ZLV02RYCZ8*MTY2MzE2NDExNy4yLjEuMTY2MzE2NDY0MS4wLjAuMA .. 

https://www.edn.com/smic-at-7-nm-semiconductor-process-node-a-shanghai-surprise/?_ga=2.244204869.170091181.1663164115-1682098498.1663056377&_gl=1*yvd624*_ga*MTY4MjA5ODQ5OC4xNjYzMDU2Mzc3*_ga_ZLV02RYCZ8*MTY2MzE2NDExNy4yLjEuMTY2MzE2NDY0MS4wLjAuMA
https://www.edn.com/smic-at-7-nm-semiconductor-process-node-a-shanghai-surprise/?_ga=2.244204869.170091181.1663164115-1682098498.1663056377&_gl=1*yvd624*_ga*MTY4MjA5ODQ5OC4xNjYzMDU2Mzc3*_ga_ZLV02RYCZ8*MTY2MzE2NDExNy4yLjEuMTY2MzE2NDY0MS4wLjAuMA
https://www.edn.com/smic-at-7-nm-semiconductor-process-node-a-shanghai-surprise/?_ga=2.244204869.170091181.1663164115-1682098498.1663056377&_gl=1*yvd624*_ga*MTY4MjA5ODQ5OC4xNjYzMDU2Mzc3*_ga_ZLV02RYCZ8*MTY2MzE2NDExNy4yLjEuMTY2MzE2NDY0MS4wLjAuMA
https://www.edn.com/smic-at-7-nm-semiconductor-process-node-a-shanghai-surprise/?_ga=2.244204869.170091181.1663164115-1682098498.1663056377&_gl=1*yvd624*_ga*MTY4MjA5ODQ5OC4xNjYzMDU2Mzc3*_ga_ZLV02RYCZ8*MTY2MzE2NDExNy4yLjEuMTY2MzE2NDY0MS4wLj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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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021 年 IC 設計、晶圓代工、封測業的全球前 10 大廠商 

2021 年 
排名 

IC 設計 晶圓代工 IC 封測 

廠商名稱 國別 廠商名稱 國別 廠商名稱 國別 

1 
高通 

(Qualcomm) 
美國 

台積電 
(TSMC) 

臺灣 
日月光(含矽品) 

ASE (SPIL) 
臺灣 

2 
輝達 

(Nvidia) 
美國 

三星電子 
(Samsung) 

韓國 
艾克爾 
(Amkor) 

美國 

3 
博通 

(Broadcom) 
美國 

聯電 
(UMC) 

臺灣 
長電科技 

(JCET (STATS 
ChipPAC)) 

中國 

4 
聯發科 

(MediaTek) 
臺灣 

格羅方德 
(GlobalFoundries) 

美國 
力成科技 

(Powertech) 
臺灣 

5 
超微半導體 

(AMD) 
美國 

中芯國際 
(SMIC) 

中國 
通富微電子 

(TongFu) 
中國 

6 
聯詠 

(NovaTek) 
臺灣 

華虹集團 
(Huahong) 

中國 
華天科技 
(Huatian) 

中國 

7 
邁威爾 

(Marvell) 
美國 

力積電 
(PSMC) 

臺灣 
智路封測 

(Wise Road) 
新加坡 

8 
瑞昱 

(RealTek) 
臺灣 

世界先進 
(VIS) 

臺灣 
京元電 
(KYEC) 

臺灣 

9 
賽靈思 
(Xilinx) 

美國 
合肥晶合集成 

(Nexchip) 
中國 

南茂 
(ChipMOS) 

臺灣 

10 
奇景光電 
(Himax) 

臺灣 
高塔半導體 
(Tower) 

以色列 
頎邦科技 

(Chipbond) 
臺灣 

資料來源：TrendForce, 2022/3 

(五)綜合分析 

從全球營收前 15 大的半導體公司來看(表 2.2)，有 8 家是美國企業，另外從

全球前十大 IC 設計公司的排名觀察，美國企業也占了 6 家，美國同時在半導體

設備領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綜合來說，美國在半導體產業的中上游仍居全球的

領導地位。然而，在晶片製造能力方面，美國只占全球產能的 12%，較 1990 年

的 37%下降許多，反映出美國當前相當仰賴亞洲半導體廠為其生產的現況。 

歐洲國家除荷蘭掌握關鍵半導體設備的生產地位之外，其他國家則在材料領

域佔有一席之地。在代工生產的部分雖然看不到歐洲國家的蹤影，但歐洲幾個重

要的 IC 製造大廠包括英飛凌、意法半導體、博世等企業，係專注在車用晶片等特

定領域，通用性的晶片需求則仰賴區域外的企業如台積電、聯電等供應。 

日本自從經歷 1980 年代的美日半導體對抗之後，逐漸將重心轉往設備與材

料的領域，至今也在半導體產業的最上游占有重要的一席。基於經濟安全的考量，

日本政府開始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復興計畫，其後續的發展值得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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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半導體產業以三星電子與 SK 海力士為首，三星電子同時具有 IDM 與

晶圓代工的角色，而海力士則專注在記憶體的生產。雖然三星電子在晶圓代工市

占率與台積電差距甚遠，但在技術能力上，卻是唯一可與台積電抗衡的企業。在

韓國政府的「K-半導體戰略」之政策支持下，期望在 2030 年全面提升韓國在全

球半導體產業的地位及影響力。 

臺灣的半導體產業成功地以垂直分工的獨特生產方式，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

占有一席之地，創造晶圓代工及封測在全球排第一、IC 設計全球排第二的亮眼成

績。目前雖然在供應鏈的中下游形成完整的生態圈，但上游的設備與材料仍仰賴

國際大廠的供應。 

 

三、半導體國際供應鏈風險分析  

在未來 AI、高速運算、雲端運算、自動駕駛、車用電子、太空衛星和國防等

領域之發展下，半導體晶片的用途將扮演越發重要的角色，讓晶片成為如同石油

般重要的戰略物資。在美中科技戰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全球車用晶片大缺貨

下，引發世界各國對於半導體供應鏈高度集中在東亞產生疑慮，促使各國將半導

體產業的發展提升至國家戰略角色的地位，也將影響未來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變

化。 

本節針對當前半導體產業國際供應鏈存在的潛在風險進行分析，並分別從全

球供應鏈與臺灣供應鏈的兩個面向進行分析。 

(一)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1.產業結構風險 

從目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分工來看，設備與材料主要被美國、日本與歐洲

企業掌控，但製造的環節則集中在東亞地區，特別是臺灣、韓國、中國等地。美

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在 2021 年發布的報告

中指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有超過 50 個環節，在單一地區就掌握了超過 65%

的市占率，像是用於設計高階晶片的智慧產權及軟體技術主要由美國與英國掌

控，製造晶片的特殊氣體多半來自歐洲，而 75%以上的晶片生產集中在東亞地區，

其中先進晶片則幾乎集中在臺灣與韓國，更有高達 92%的市占率由臺灣掌握(參

考圖 2.2) (Antonio Varas, Raj Varadarajan, Jimmy Goodrich, and Falan Yinug, 2021)。 

半導體產業是個資本與研發支出皆相當龐大的產業，進入的門檻相當高，在

經過數十年的自由競爭與全球貿易的發展下，呈現今日該產業高效分工的產業結

構。然而，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擴散下，造成各地因防疫而實施的封城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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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擾亂了半導體晶片的出貨時程；加上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引發了氖氣供應

中斷的危機。在此情勢下，喚起了世界各國對於供應鏈過於集中的危機意識。 

Antonio Varas et al. (2021)甚至針對半導體供應鏈現況進行情境模擬，若臺灣

在長達一年的時間無法生產晶片的情況下，全球電子產業將遭受高達 5,000 億美

元的損失，不僅全球電子產業供應鏈恐因此停擺，也將影響到許多其他產業的運

作。半導體產業的結構不只存在生產地集中的現象，從產品的市占率來看，也存

在集中少數幾家企業的寡占現象。以半導體設備來說，光罩機的前 3 大企業擁有

95%的市占率；極紫外光微影設備(EUV)則集中在艾司摩爾、尼康、佳能等，其中

更以艾司摩爾為產業龍頭；蝕刻設備的前三大供應商市占達 94%，代表性企業為

科林研發、應用材料及東京電子。至於薄膜沈積設備分為化學氣相沈積(CVD)與

物理氣相沈積(PVD)兩類，前者由日立、科林研發、東京電子、應用材料主導約

70%的市場份額，後者則由應用材料、Evatec、Ulvac 分占九成以上的市場。 
 

 
資料來源：Antonio Varas et al. (2021)，作者繪製。 

圖 2.2、全球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各環節的重要國家示意 

 

此外，在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的軟體方面，美國的 Synopsys、Cadence 及

Mentor Graphics 是市場的主導者，智慧產權(IP)則掌握在英國的 ARM 手中16。在

                                                      
16 失去它華為就癱瘓！帶你認識美國的制裁王牌：EDA 產業(2020 年 5 月 20 日)。 TechOrange 科技報
橘。檢索自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0/05/20/eda-is-important-for-huawei/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0/05/20/eda-is-important-for-huawei/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46 

其他產品方面，如記憶體由三星、鎧俠、威騰電子、SK 海力士、美光等五大企業

掌握 9 成以上的市場；CPU 也控制在英特爾與超微兩家企業手中。 

從整體市場觀察，美國雖然在半導體製造落後於亞洲，但美國仍掌握核心的

關鍵技術，美國依然是全球先進 IC 設計和半導體設備的領導國家，這也意謂著

亞洲晶圓製造仍需仰賴美國半導體各項軟硬體供應，才能生產高階晶片。 

不僅如此，亞洲晶片製造商的主要客戶大都來自美國，如蘋果(Apple)、高通、

輝達等都是台積電的重要客戶。這讓美國在拉攏亞洲半導體供應鏈相關業者選邊

站的時候，比中國有更高的影響力。因此在美中科技對抗下，美國要求各國廠商

配合，禁止向中國出售先進設備及先進晶片，目的即為阻止中國半導體的進一步

發展。 

2.市場供需風險 

在自由貿易的市場競爭下，市場供需平衡是由商品的價格來調節。然而，受

到疫情、惡劣天候與意外事件的影響，近幾年半導體晶片的供需處在嚴重失衡的

狀態。從 2020 年開始，全球籠罩在疫情擴散的陰影下，各國嚴格的防疫措施，包

括封城、居家上班等都推升各項電子產品的需求，進而帶動對於晶片的需求。另

一方面，由於基板等基礎材料的供應不足，再加上惡劣的天氣(如德州大雪)與火

災(如瑞薩廠房失火)等事故中斷了晶片的生產，造成半導體晶片的嚴重短缺。此

外，全球航運的嚴重堵塞，也拉長了晶片交貨時間。過去各類晶片的平均交貨時

間約為 10-14 週，2022 年 2 月的平均交貨時間較 2021 年 10 月份再度拉長 5 至 15

週，其中一般用途的 16 位處理器的產品交付時間拉長到平均 44 週，比 10 月增

加了 15 週，而電源管理晶片要等待 37 週，特殊處理器的交貨時間則長達 99 週
17。 

雖然 2021 年全球晶片廠均擴大投資資本支出高達 1,460 億美元，較 2020 年

成長三成以上，且在 2021~2022 年間全球動工興建的晶圓廠高達 29 座，包括台

積電、英特爾、三星電子、聯電、世界先進、格羅方德、德州儀器、力積電、南

亞科、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長江存儲、合肥長鑫、華潤微電子、士蘭微等都

大幅擴廠，但因新產能最快要到 2023 年才能上線生產，無法解決晶片短缺的問

題。 

除此之外，電子大廠看到晶片供應吃緊，紛紛拉高庫存，更導致全球晶片供

需不平衡持續惡化，讓許多產業面臨暫時停工、生產中斷的窘境，尤其是汽車產

業最為嚴重。美國商務部為掌握全球晶片供需失衡的狀況，對全球超過 150 家半

導體廠商進行供應鏈的調查，預期晶片缺貨的情形將在 2022 年下半年好轉。實

                                                      
17 晶片荒未緩解？外媒：交貨期拉長至 99 週(2022 年 2 月 13 日)。ETtoday 財經雲。檢索自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188447 

https://finance.ettoday.net/news/218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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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情況也顯示，2022 年 8 月，晶片業者從下單到取得成品的等待期已經降至了

26 週，但距離正常的交貨週期 10-14 週而言，仍然有一段差距18。 

另一方面，在半導體晶片的極端失衡之後，隨著世界重要國家擴增產線，各

國專家皆預測半導體產業將迎來產能過剩的危機。2022 年 7 月開始，世界各國的

高通膨引發消費面不振，一時之間半導體產業的負面利空消息盡出，並迅速反應

在各大企業的股價變化上。英國《經濟學人》也提出預警，半導體供需失衡的現

況將在 2022 年第三季開始陸續進入緩和的局面，但 2022 到 2024 年還將新增 58

座半導體工廠，讓整體產能擴增 40%，除了台積電等前幾名大廠外，其他晶片製

造商恐將陷入超大型的泡沫危機19。美商花旗集團更抱持極度悲觀的預估，鑑於

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和消化晶片庫存的調整期，認為全球半導體產業將面臨自 2001

年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綜上所述，由於半導體產線的特性，無法在短時間內及時因應市場供需的變

化，因此任何可能引發市場供需大幅波動的因素，都將影響晶片供需的穩定。 

3.地緣政治風險 

地緣政治緊張也是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風險之一。由於目前半導體的生產重

鎮集中在東亞地區，其中臺灣、韓國與中國扮演重要角色，而先進製程更有九成

集中在臺灣。 

目前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處在極度不穩定的狀態，其中臺海與南海的緊張情

勢，皆有可能發生擦槍走火的風險。在這樣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之下，各國皆擔

憂東亞一旦出事，將造成半導體供應鏈斷鏈的危機，不僅影響半導體的生產，更

將連帶影響無數產業的運作。這樣的擔憂尤其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更引

起世界各國高度的關注，許多國家、企業都在進行沙盤推演，假設中國入侵臺灣

之時，如何因應半導體供應鏈中斷的危機。 

對於地緣政治緊張帶來的風險，世界各國普遍認為這是單點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造成的問題，解決方式當然是希望世界各地都擁有先進的晶圓廠和晶片

的生產線。基於此，主要國家及區域紛紛提出半導體的產業發展政策，積極吸引

本國及外國企業在當地建立半導體生產體系，以避免任一半導體生產據點發生問

題而帶來巨大的國安危機。美國總統拜登已於 2022 年 8 月簽署《晶片與科學法

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簡稱 CHIPS 法案)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然

而，CHIPS 法案規定，接受美國政府補貼的半導體業者在未來 10 年內，禁止在

                                                      
18 8 月晶片交期第四個月縮短 PMIC 與 MCU 仍缺(2022 年 9 月 9 日)。DigiTimes。檢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4470&query=%E5%8D%8A%E5%B0

%8E%E9%AB%94%E7%94%A2%E6%A5%AD 
19 When will the semiconductor cycle peak (2022, January 29).The Economi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2/01/29/when -will-the-semiconductor-cycle-peak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4470&query=%E5%8D%8A%E5%B0%8E%E9%AB%94%E7%94%A2%E6%A5%AD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4470&query=%E5%8D%8A%E5%B0%8E%E9%AB%94%E7%94%A2%E6%A5%AD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22/01/29/when-will-the-semiconductor-cycle-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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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對先進晶片製造進行實質性地擴張投資。此限制很可能會阻礙中國未來

幾十年的晶片製造發展，但是否會使美國重新走上半導體霸權的道路，或是會進

一步加劇美中兩國在軍事與產業發展間的長期緊張關係，目前尚不得而知。 

此外，歐洲、韓國、日本、中國等地也陸續推出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相關政策。

歐盟在 2022 年 2 月公布「歐洲晶片法案」(EU Chips Act)草案，將投入超過 430

億歐元(約新台幣 1 兆 3700 億元)的公共和民間投資，支持歐洲的半導體研發，以

減少歐盟對外國的依賴，其目標是在 2030 年讓歐盟在全球半導體生產的市占率

從 10%提高到 20%。日本政府則於 2021 年重新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復興政策，除

了積極吸引國際級大廠前往日本設廠外，還提供巨額的補助金來促成半導體產業

的再興策略。中國在遭遇美國政府的圍堵策略下，絲毫沒有放棄發展半導體產業

的決心，除了在既有的政策方向上不斷前進之外，並祭出財稅方面的補助政策，

擴大受補助的對象20，企圖走出屬於中國模式的半導體產業。 

因應地緣政治的風險，全球的重點國家、地區紛紛提出了區域性的半導體發

展政策，預期全球半導體的生產將朝區域性發展的方向邁進，以降低亞太地緣政

治帶來的供應鏈風險。然而，這樣的趨勢將對全球半導體分工體系造成衝擊，且

對半導體的生產效率及未來的競爭力都將產生負面影響。不僅如此，從消費面而

言，晶片的生產成本提高，對於使用到晶片的所有產品，都將面臨價格上漲的壓

力，對消費市場來說，也將帶來不利的影響。 

4.其他風險 

2021 年 2 月 16 日，正值半導體晶片供需處在失衡之際，美國德州的一場暴

風雪，進一步加劇了半導體供需失衡的危機。由於美國德州遭遇百年罕見的極地

氣候，大範圍的電力系統故障導致了大規模的停電與供電的癱瘓。為減少電力需

求，德州政府要求當地公司、企業減少營運，以優先保障居民和醫療產業的用電。

位於德州的半導體製造商也受到影響，三星暫時關閉了位於奧斯汀的兩家半導體

工廠，汽車晶片主要供應商恩智浦和英飛淩也先後關閉或縮減位於奧斯汀的工廠

運作。此外，德州還有半導體上游的企業包括應用材料、Qorvo、德州儀器、Flex

等也受到影響，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影響無疑是雪上加霜21。在全球暖化日益嚴

重的影響下，惡劣天候對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影響如同埋下了不定時炸彈一般，

未來也可能會在全球各個生產據點出現。 

除了天候因素之外，意外事件也可能導致半導體供應鏈發生斷鏈的風險。例

如車用晶片大廠瑞薩電子位於日本茨城縣那珂市的無塵室發生火災，造成 11 個

                                                      
20 關於做好 2022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積體電路企業或專案、軟體企業清單制定工作有關要求的通知 

(2022 年 3 月 14 日)。中國政府網。檢索自 

http://www-gov-cn.vpn.sdnu.edu.cn/zhengce/zhengceku/2022-03/16/content_5679297.htm 
21 晶片荒引發蝴蝶效應！德州暴雪「雪上加霜」，美國如何挽救晶片龍頭地位？(2021 年 2 月 19 日)。數
位時代。檢索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1416/us-chip 

http://www-gov-cn.vpn.sdnu.edu.cn/zhengce/zhengceku/2022-03/16/content_5679297.htm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1416/us-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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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設備損壞，影響到包括豐田、日產和本田的生產。無獨有偶，半導體設備大

廠艾司摩爾位於德國的柏林廠也發生火災，該廠區主要製造光刻機中所需的光學

相關零組件，例如晶圓台、光罩吸盤和反射鏡，其中用以固定光罩的光罩吸盤處

於緊缺狀態。目前該廠零組件以供應 EUV 機台較多，且以晶圓代工廠的需求占

多數，這起意外拉長了全球晶片短缺的時間。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許多事情，其中封城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以封測

業來說，由於相對勞力密集，因此多集中在東南亞地區，在疫情嚴重時期，包括

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都實施封城的策略，即便當地政府允許半導體相關

廠商的員工免除禁令，可採取 60%的出勤以維持工廠運轉，但仍使晶片交貨時間

延後數週。由於半導體晶片是許多產業的關鍵零件，疫情打亂了晶片的生產出貨

日程，嚴重影響到其他產業如汽車、資通訊產品等的生產，對全球產業都造成影

響。2022 年，中國基於防疫政策，無預警將上海封城長達一個多月，不僅嚴重影

響台積電、日月光的出貨時程，更讓車用晶片大廠安森美宣布將上海的相關業務

全面遷往新加坡，顯見疫情對供應鏈穩定造成的影響非常鉅大。 

不僅如此，物流也因疫情的關係造成大亂，由於疫情造成人員無法移動，取

而代之的是貨物的移動，龐大的運輸量造成港口壅塞嚴重，甚至連貨物運輸所需

的包材也呈現短缺的現象。由於疫情產生的連鎖效應，導致半導體供應鏈斷鏈的

風險升高。 

除上述因素影響半導體供應鏈之外，未來綠色經濟的發展方向也將全面的影

響全球供應鏈，目前已有 130 個國家響應巴黎協定，而主要的跨國企業如谷歌、

蘋果、微軟等均宣示將發展淨零碳排(Net Zero)的環境友善商品，意味著企業將朝

綠色經濟轉型。綠色供應鏈不僅是企業在生產製程上的創新挑戰，也可能改變企

業的投資布局，如全面發展綠電、降低產品的運送距離，以及為避免碳關稅的課

徵，強化與當地生產體系的合作等。但是，在綠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可能因

能源轉換而發生電力中斷的風險，至於重新建立新產線，也可能發生因生態圈不

完整而面臨供應鏈斷鏈的風險等，因此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都可能對現有的供應

鏈帶來衝擊。 

(二)臺灣半導體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1.產業結構風險 

如同前段關於全球半導體產業所面臨的產業結構風險，也同樣是臺灣半導體

產業面臨的風險之一。雖然臺灣在半導體代工製造因技術及生產成本的優勢，成

為全球先進半導體的主要生產基地，但臺灣仍需要使用美國的 EDA 和生產設備

及材料等，才能生產出高階晶片，因此臺灣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極高，受到美國抗

中政策的影響也大，此為風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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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Tain-Jy Chen and Shu-Fei Yang (2022)從臺灣半導體產業相關的進

出口貿易資料，來分析臺灣在半導體的設備與材料對進口的仰賴程度。從 2020 年

臺灣海關的進出口數據當中，針對半導體設備與材料的進口品項來看行業集中度

指數(Concentration Ratio, CR)，臺灣在設備類別總共進口 45 個品項，這 45 個品

項中，單一進口來源國的占比超過 99% (CR 1>99%)的有一個項目，超過 80% (CR 

1>80%)的有 9 個項目，超過 50% (CR 1>50%)的則達到 25 項；若合計前三大進口

來源國，其市占率超過 80% (CR 3>80%)的有 36 個品項，約占總進口品項的 80%，

顯示臺灣半導體設備的進口，有過度集中的現象，其中又以從美國、日本、荷蘭

進口最多。若再進一步對照國際半導體設備大廠的分布，則主要交易對象不外乎

是荷蘭的艾司摩爾、美國的應用材料與科林研發、日本的東京電子等企業(參閱表

2.4)。 

表 2.4、2020 年臺灣半導體設備與材料的進口來源集中度 

進口品項 
品項數 
合計 

CR 1>50% CR 1>80% CR 1>99% CR 3>80% 

半導體 
設備 

45 25 9 1 36 

半導體 
材料與零件 

30 22 11 4 24 

資料來源：Chen and Yang (2022) 

在半導體材料與零件方面，雖然已有不少國際大廠來臺投資以就近供應臺灣

生產所需，但從貿易資料顯示仍有 30 個品項的材料與零件仰賴進口供應。這 30

個品項當中，單一來源國市占率超過 99%的有 4 項，主要是矽晶圓與光罩相關的

材料，進口來源為日本及中國；單一進口來源國超過 80%的有 11 項，超過 50%

的則達到 22 項。而前三大進口來源國合計市占率超過 80%的品項則有 24 個，同

樣占到總進口品項的 80%。顯示臺灣在半導體材料與零件的進口，也有過度集中

的現象(Chen and Yang, 2022)。 

在自由貿易與和平的年代，進口集中度高不一定代表風險高，但在貿易保護

主義興起與美中科技對抗的國際氛圍下，進口過度集中在少數國家或廠商，確實

容易受到這些國家政策的影響，讓不確定的風險提高。 

2.市場供需風險 

這波疫情造成全球晶片市場的嚴重失衡，對臺灣而言，是利大於弊，因為臺

灣是晶片代工生產的重鎮，晶片供不應求，使得市場價格提升，也讓臺資企業營

收大幅成長，帶動臺灣經濟同步成長。 

由於過去兩年半導體廠在產能全開但仍無法滿足市場需求下，導致國內外的

半導體業者均大幅擴張投資，在面對未來所有產能開出但全球需求未能同步跟上

的情況下，臺灣的半導體企業將暴露在供過於求的風險之中。然而，這種供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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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風險，將可能因製程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遭遇。對於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而言，

由於競爭者少且在 AI、5G、資料中心等新興需求的快速成長下，產能過剩的風險

較小。但對於其他以成熟製程為主的臺資企業而言，將會受到產能快速擴張所帶

來的不利影響。 

面對消費性電子需求的疲軟，導致廠商庫存數量升高，也讓代工廠訂單的能

見度縮短，即便台積電、聯電等一線大廠的產能利用率在 2022 年仍一路滿到年

底22，但規模小一點的企業如世界先進、力積電等就馬上面臨產能利用率下降的

危機。產能過剩將可能帶來市場價格崩跌以及企業的設備投資難以回收的困境，

以現今燃料、原物料、運輸成本等物價高漲的情況而言，晶片的價格可能不會崩

跌，但因市場需求不足導致產能空置的情形，將不可避免地對企業的營運帶來挑

戰。 

3.地緣政治風險 

由於兩岸的緊張情勢升溫，臺灣地緣政治的風險也逐漸升高，尤其在 2022 年

8 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臺灣之行後，兩岸更是進入緊張的局面。由於裴洛

西的來訪引發中國在臺灣附近展開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海上軍演，並有數枚飛彈

飛越臺灣的上空，雖然此舉遭到美國和日本的同步譴責，但中國卻依然按照其規

劃行事，甚至威脅將軍事演習列為常態化的行動。中國軍演可能影響臺灣周邊海、

空的運輸，進而對臺灣的外貿及人員進出產生不利的影響。鑑於臺灣是全球半導

體的生產重鎮，臺海局勢升溫也引發周邊國家的不安及關注。 

馬來西亞的雙威大學(Sunway University)商學院教授葉金龍(Yea Kim Leng)指

出，全球逾 50%的晶片產自臺灣，且除了韓國外，其餘國家都缺乏先進晶片的製

造能力，若兩岸爆發武裝衝突，不僅對美、中兩國的經濟帶來影響，整個東亞、

東南亞地區也都會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可能引發區域經濟的衰退，並可能引發

長期後遺症，因為美國將無可避免會捲入臺海的衝突，此也將對馬來西亞帶來強

烈的負面衝擊，因此應致力避免台海發生衝突23。 

除戰爭風險之外，由美國發起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也可能對臺灣帶來不利

的影響。儘管臺灣因為台積電的實力，被極力拉攏成為晶片四方聯盟的要員之一，

然而，不少國際間的報導普遍對於晶片四方聯盟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認為此舉

的最終目的是要擺脫對臺灣的依賴，就連將臺灣視為競爭對手的韓國，也對於加

                                                      
22 《半導體》神山 137 萬股東看過來！四大利空 真相 1 文掌握 (2022 年 9 月 8 日)。時報資訊。檢索自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D%8A%E5%B0%8E%E9%AB%94-

%E7%A5%9E%E5%B1%B1137%E8%90%AC%E8%82%A1%E6%9D%B1%E7%9C%8B%E9%81%8E%E

4%BE%86-%E5%9B%9B%E5%A4%A7%E5%88%A9%E7%A9%BA-

%E7%9C%9F%E7%9B%B81%E6%96%87%E6%8E%8C%E6%8F%A1-072308792.html 
23 台海地緣政治風險升溫 大馬半導體業者緊盯局勢發展(2022 年 8 月 9 日)。DigiTimes。檢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id=641654&query=%E5%9C%B0%E7%B7%

A3%E6%94%BF%E6%B2%BB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D%8A%E5%B0%8E%E9%AB%94-%E7%A5%9E%E5%B1%B1137%E8%90%AC%E8%82%A1%E6%9D%B1%E7%9C%8B%E9%81%8E%E4%BE%86-%E5%9B%9B%E5%A4%A7%E5%88%A9%E7%A9%BA-%E7%9C%9F%E7%9B%B81%E6%96%87%E6%8E%8C%E6%8F%A1-072308792.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D%8A%E5%B0%8E%E9%AB%94-%E7%A5%9E%E5%B1%B1137%E8%90%AC%E8%82%A1%E6%9D%B1%E7%9C%8B%E9%81%8E%E4%BE%86-%E5%9B%9B%E5%A4%A7%E5%88%A9%E7%A9%BA-%E7%9C%9F%E7%9B%B81%E6%96%87%E6%8E%8C%E6%8F%A1-072308792.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D%8A%E5%B0%8E%E9%AB%94-%E7%A5%9E%E5%B1%B1137%E8%90%AC%E8%82%A1%E6%9D%B1%E7%9C%8B%E9%81%8E%E4%BE%86-%E5%9B%9B%E5%A4%A7%E5%88%A9%E7%A9%BA-%E7%9C%9F%E7%9B%B81%E6%96%87%E6%8E%8C%E6%8F%A1-072308792.html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5%8D%8A%E5%B0%8E%E9%AB%94-%E7%A5%9E%E5%B1%B1137%E8%90%AC%E8%82%A1%E6%9D%B1%E7%9C%8B%E9%81%8E%E4%BE%86-%E5%9B%9B%E5%A4%A7%E5%88%A9%E7%A9%BA-%E7%9C%9F%E7%9B%B81%E6%96%87%E6%8E%8C%E6%8F%A1-072308792.html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id=641654&query=%E5%9C%B0%E7%B7%A3%E6%94%BF%E6%B2%BB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id=641654&query=%E5%9C%B0%E7%B7%A3%E6%94%BF%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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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Chip 4 抱持警戒的態度，認為即便短期內可能因制衡臺灣而使韓國取得技術上

的有利進展，但最終可能還是不敵美國想要擺脫依賴亞洲的目標，而使韓國半導

體產業蒙受不利的影響24。 

此外，美國為進一步防堵中國在半導體先進製程的發展，2022 年 10 月份公

布的出口管制措施當中，限制生產高階晶片的設備及其相關品項出口至中國，並

同步管制具美國籍身分的人員受雇於位在中國的企業。由於臺灣企業在設備領域

的發展較弱，此舉對臺灣設備廠的影響不大。但是，台積電南京廠的製程屬於生

產邏輯晶片的 16/14 奈米產線，恰好落在受管制的範圍內，雖然目前台積電已取

得一年的豁免權，意味著給予台積電一年的時間調整南京廠的經營策略。若是未

來仍以服務中國 IC 設計業者為主的話，勢必將難以繼續維持現行產線的維修與

運作，營運將受到影響。對人員方面的管制措施，雖然目的在於防止中國籍企業

透過高薪挖角的方式，取得先進技術的可能，但也同樣影響臺商企業在中國分公

司的人員配置。 

美國政府現階段挺臺的立場不假，但相較於日本政府採取邀請台積電赴日設

廠，與日本半導體業者謀求互補、共榮的策略，美國政府多以扶植替代方案的思

考模式，來降低對美國造成的威脅，諸如早先壯大韓國的記憶體業者與日本抗衡，

如今又亟思三星能夠與台積電分庭抗禮，因此對於美國提出的策略聯盟方案，臺

灣必須審慎思考，來確保臺灣的護國神山不倒。 

4.其他風險 

在其他風險方面，臺灣由於受到地形、氣候的影響，缺水缺電的問題始終是

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隱憂。雖然經濟部致力於維持供水與供電的穩定，但缺水斷電

的新聞依然層出不窮。以台積電為例，平均而言每日所需用水約 15.6 萬噸，在面

對臺灣缺水限電的環境下，台積電竭盡所能的回收水資源，並研發新技術以減少

耗水量。2019 年，台積電共回收 1.337 億公噸的水，約占總用水量的 87%。然而，

並非所有企業都具備像台積電一般的技術與能力。 

綠色轉型也是臺灣半導體廠商必須面對的議題，臺灣綠電供應不足，光供應

台積電一家就已經不夠，其他的半導體廠根本買不到綠電，無法滿足國際的減碳

要求，對未來產品的競爭力及出口都將造成負面影響，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的風

險。 

                                                      
24 夾在中美之間 從南韓對 C4 看法借鑑臺灣(2022 年 8 月 4 日)。DigiTimes。檢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1207 

美推法案立聯盟、拉韓掣肘臺灣 中美對抗添半導體產業變數(2022 年 7 月 25 日)。DigiTimes。檢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id=0000640435_49K3EWRV

4BQSE646I7YH1&ct=y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1207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id=0000640435_49K3EWRV4BQSE646I7YH1&ct=y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200&cat1=&id=0000640435_49K3EWRV4BQSE646I7YH1&c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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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臺灣已於今(2022)年 3 月底公布了「2050 年淨零碳排路徑圖」，象

徵性地宣示臺灣也將致力於推動環境友善的改革。然而，臺灣要邁向零碳排社會

尚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實施細節並不清楚，對於廠商來說，如何規劃未來綠色

轉型的方案，以符合政府的要求，也存在了不確定性的風險。 

除了以上的風險之外，臺灣半導體人才短缺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即便政府

開始推動重點大學設立半導體學院，但一方面少子化的趨勢無法逆轉，另一方面

對岸挖角的威脅也從未停歇，使得問題無法有效改善25。由於優秀人才稀缺，又

被大企業優先錄取，使得其他二線、三線的半導體廠更是面臨招不到人才的困境。 

最後，臺灣因政治問題與鄰近中國，因此成為對岸及國際資安攻防熱區。根

據資安廠商統計，在 2021 年 5 月臺灣疫情首度爆發的同時，平均每週遭受網路

攻擊的次數，甚至高於整個亞太平均值26。近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引起

對岸高度關注，在訪臺結束後的數日內更是陸續傳出從總統府、台鐵、臺灣大學

到 7-11 都發生網路攻擊的資安事件。對於臺灣半導體業者而言，如何加強資安防

護，以確保技術及營業祕密不被竊取，也是需要面對的風險之一。 

 

四、臺灣的因應策略建議  

(一)結論 

綜合以上的分析內容，彙整本章結論如下： 

1.全球與臺灣半導體產業在過去 2 年展現強勁的成長力道，雖然長期展望仍維持

成長趨勢，但 2022 年中開始受到高通膨的影響，業者進入需求下降及庫存調

整的雙重壓力。 

全球半導體產業在 2021 年創下歷史新高之後，2022 年整體來說雖然仍維持

成長的趨勢，但成長的力道已經大幅趨緩。特別是 2022 年中開始，受到俄烏戰爭

以及高通膨的影響，不僅一般消費市場需求快速降溫，連新科技的應用也放緩腳

步，讓許多國際晶片大廠接連砍單，使得半導體的生產從供不應求翻轉成產能利

用率不足，臺灣的半導體業者也深感景氣的劇變。 

                                                      
25 鎖定臺灣人才 中美半導體競爭下一熱點(2022 年 3 月 24 日)。DigiTimes。檢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32206&query=%E7%BE%8E%E5%9C

%8B%E5%8D%8A%E5%B0%8E%E9%AB%94 
26 網路攻擊為地緣政治新變數 應納入營運風險考量(2022 年 8 月 5 日)。DigiTimes。檢索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1588&query=%E5%9C%B0%E7%B7%

A3%E6%94%BF%E6%B2%BB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32206&query=%E7%BE%8E%E5%9C%8B%E5%8D%8A%E5%B0%8E%E9%AB%94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32206&query=%E7%BE%8E%E5%9C%8B%E5%8D%8A%E5%B0%8E%E9%AB%94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1588&query=%E5%9C%B0%E7%B7%A3%E6%94%BF%E6%B2%BB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641588&query=%E5%9C%B0%E7%B7%A3%E6%94%BF%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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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推動半導體產業的生產技術持續向前邁進。 

隨著 AI 技術的發展，為電子產品創造許多的應用功能，包括結合 AI 功能的

應用程式開發、AI 視覺感測、輔助駕駛系統等，應用面十分廣泛，且持續擴大中。

除此之外，因應全球淨零排碳的潮流，第三代化合物材料在寬能矽半導體方面的

應用也逐漸成熟，目前在車用電子方面展現較高的需求，未來也將拓展到低電壓

電源與高頻通訊等領域。為充分發揮先進晶片的功能，生產技術也持續朝 3 奈米、

2 奈米推進；同時，封測技術也同步提升，除傳統封測大廠如日月光不斷精進技

術之外，台積電也投入 3D IC 先進封裝的研發布局，並與供應鏈上的重要合作夥

伴，在日本的筑波、大阪等地先後成立研發中心。 

3.歐美日等國掌控半導體供應鏈關鍵的設備與材料，並主導 IC 設計的走向，製

造環節則集中在東亞地區。 

依照目前全球的半導體供應鏈現況來看，關鍵的設備與材料皆由歐美日企業

掌控，IC 設計雖由美國與臺灣的企業分庭抗禮，但美國前三大企業的規模遠遠超

過臺灣的聯發科，美國主導市場的技術發展與趨勢。東亞國家包括臺灣、韓國與

中國，在過往自由貿易、專業分工的原則下，取得了成本上的競爭優勢，並在製

程技術上成為今日的佼佼者。 

4.本文從產業結構、市場供需、地緣政治以及其他風險等角度，分析全球與臺灣

半導體供應鏈所面臨的風險因素，有助於讀者瞭解半導體供應鏈的脆弱性。 

本文從產業結構、市場供需、地緣政治以及其他風險的角度，分析全球與臺

灣半導體供應鏈所面臨的風險。在產業結構風險方面，SIA 指出全球半導體供應

鏈中有超過 50 個環節由單一地區掌握了 65%以上的市占率，顯示地理集中的風

險相當高，若任何一個環節所在區域發生意外，都有可能發生供應鏈中斷的危機；

對臺灣來說，半導體設備、材料的進口，過度集中在少數國家或企業，一旦進口

受到阻礙，臺灣半導體生產也將受到嚴重影響。 

在市場供需風險方面，由於半導體的產線擴張需要大量資金及時間，因此若

短期需求暴增，容易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反之亦然。近兩年由於全球疫情爆發，

導致半導體市場供不應求，有錢也買不到晶片所導致的生產中斷經常上演。對臺

灣企業來說，目前可能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市場需求下降而帶來產能過剩的危機。 

地緣政治風險是近年來各方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美中科技對抗、俄烏戰爭、

以及兩岸情勢不穩的發展下，晶片生產的斷鏈風險特別受到重視。從全球供應鏈

的角度來看，生產環節的地理集中度愈高，未來斷鏈的風險也愈高，例如俄烏戰

爭可能引發的氖氣供應問題就受到大家的關注；對臺灣半導體業而言，地緣政治

所引發的各國政策調整，皆可能左右臺灣企業的未來營運方向與投資決策，這是

臺灣政府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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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其他風險面向上，任何的天災與意外，皆可能影響到半導體市場供

需的穩定；臺灣則是面臨基礎建設的穩定性、能源轉型的不確定性、以及人才供

給不足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可能造成供應鏈的脆弱及斷鏈風險，需要提早因應。 

(二)臺灣的因應策略建議 

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趨勢，已經從自由貿易與專業分工，走向政府策略性主導。

針對全球與臺灣半導體供應鏈所面對的潛在風險，本文從政府面與企業面提出可

能採取的因應策略建議，以供參考。 

1.給政府的建議 

(1)設備與材料是我國半導體產業較弱的環節，持續強化國際設備與材料大廠對

臺灣的投資，並且協助我國設備與材料業者提升技術層次，以降低進口過度

集中的風險 

從臺灣在半導體設備與材料領域的進出口貿易資料可知，臺灣雖然在製造方

面是世界的領導者，但在設備與材料方面仍然相當仰賴國際大廠的供應。基於分

散風險的原則，世界各國皆致力於強化區域性半導體供應鏈的功能，臺灣目前雖

呈現與歐美日國家深化合作的趨勢，但關鍵的設備與材料皆掌握在單一企業或少

數企業手中，為建立強韌的供應鏈體系，政府亦應致力於強化我國產業發展較弱

的環節。 

政府除積極引進相關外資企業來臺投資，提升臺灣半導體產業的聚落效益

外，亦應致力於培養本土企業的成長與技術能力的精進；同時，企業亦須與產業

鏈上的夥伴強化合作關係，利用優勢互補原則，鞏固臺灣在半導體產業的地位。 

(2)政府須持續關注主要國家的政策與產業動態，及時擬定因應策略，以降低地

緣政治風險，並與公協會合作，將資訊即時傳遞給業界 

半導體產業涉及國安問題，已成為各國的戰略性產業。目前全球分為美中兩

大陣營，且雙方對抗的局勢愈演愈烈，臺灣半導體廠商夾在中間，恐難擺脫選邊

站的困境。因此，對於半導體產業的核心國家如美、日、韓、歐盟、以及中國的

政策走向與產業動態，政府及企業必須持續高度關注並擬定相關的因應對策，以

降低可能發生的危機及風險。同時，與公協會展開密切的合作，透過公協會的力

量，將政府所掌握的資訊即時傳遞給產業界，讓企業據以擬定因應對策。 

(3)因應地緣政治而建立的聯盟(如晶片四方聯盟)對臺灣雖然利弊參半，政府仍應

積極參與，並且爭取對臺灣有利的條件 

美國政府對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盤算，是否可以容忍先進製程持續保留在地

緣政治風險高漲的東亞地區盟友手中尚有疑義。韓國擔憂加入美國主導的四方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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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聯盟，只是幫助美國對抗中國，且可能成為美國擺脫先進製程對臺灣依賴的工

具，最終也會成為被美企取代的犧牲品。 

在當前的發展局勢下，加入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只能說是大勢所趨，不得不為

的決定。即便加入四方聯盟恐面對將來被取代的風險，但不加入的話則將立即失

去獲得第一手資訊的管道。因此，不管四方聯盟未來為臺灣帶來的影響是利是弊，

現階段都應積極參與，成為核心的成員，積極爭取對臺灣有利的發展條件。 

(4)各國政府推動的半導體產業政策，將使國際企業增加投資地的選擇，政府應

思考擴大對外招商的優惠措施，或者將資源挹注培養國內企業的發展 

先進國家爭相建立國內/區域內供應鏈，且為了吸引國際企業的目光，祭出諸

多豐厚的投資優惠，國際大廠在有限的投資資金規劃下，將面臨更多投資地點的

選擇。雖然臺灣在半導體產業生態環境的完整性以及對相關材料的需求，是吸引

供應鏈上跨國企業來臺投資的吸引力，但在企業善加運用各國政府的優惠措施

下，未來要吸引國際大廠強化對臺灣的投資，將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心力、資金

等成本。基於此，政府除了強化既有的招商政策外，也須思考是否擴大吸引外資

企業的優惠措施，或者，將資源投注到國內企業，以協助培養供應鏈上的本土企

業，強化臺灣產業供應鏈的韌性。 

(5)積極促成跨國研發聯盟，提升我國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技術之發展 

因應綠色經濟轉型的需求，資料中心、5G 基地台、電動車與軌道交通等產品

將越發重視低耗能、高效率的需求，第三代半導體材料之氮化鎵(GaN)與碳化矽

(SiC)具有散熱迅速、耐高電壓、高電流等特性，相當符合未來產業發展的趨勢。

然而，相較於美、日兩國在第三代半導體材料方面的發展，臺灣的起步較晚，在

專利大多掌握在美日大廠如美國科銳 (Cree)、日本羅姆 (Rohm)、日本住友電工、

日本三菱電機及日本電裝(Denso)的情勢下，對於發展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製程所

需的技術能力，政府應積極促成跨國研發聯盟，加強臺灣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合作，

持續強化臺灣在半導體產業的地位。 

(6)政府須思考能源策略的多樣化，以協助企業因應 2050 年碳中和的挑戰 

臺灣雖已於今(2022)年 3 月底發布我國「2050 年淨零碳排路徑圖」，但具體細

節尚有待進一步加以落實。此外，在新型態能源的發電技術方面，包括氫能發電、

氨混燒、碳捕捉與封存(CCUS)技術、以及再生能源發電等項目，對於臺灣來說，

皆存在需克服的瓶頸。未來，在穩定供電與淨零碳排這兩個目標上，仍存在相當

大的挑戰。然而，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必須參考世界各國在能源政策上的

發展方向，擇取適合臺灣自然地形的發電結構，為產業與民生提供潔淨穩定的供

電，協助企業因應碳中和時代的來臨，並帶領各自的供應鏈朝向綠色供應鏈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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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企業的建議 

(1)企業也可衡量與供應鏈上的夥伴建立研發聯盟，在第三代半導體、先進製程

方面謀求策略合作。 

根據報導臺灣的台達電、中美晶、華碩集團攜手日商羅姆，鎖定氮化鎵領域，

結合材料、製造、品牌、終端應用等優勢，共同搶進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商機，

打造一條龍新模式，這次破天荒的跨國合作，對臺灣切入第三代化合物半導體市

場，有極大的幫助，後續合作成效值得關注27。在未來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趨勢上，

單打獨鬥將難以應付龐大的研發支出，若能與具互補能力的企業形成策略聯盟，

將有助於企業站穩在產業中的角色。 

(2)半導體生產區域化所導致的供給增加與打擊高通膨所導致的需求下滑，都帶

來產能過剩的危機，且已正在發生中。企業須思考產能過剩對營運造成的威

脅與影響，及早擬定因應對策。 

目前各國在國安及產業安全的考量下，競相爭取或補助建立新的晶圓廠，預

期全球在 2022 到 2024 年間將新增 58 座半導體工廠(包括中國的晶圓廠在內)，讓

整體產能擴增 40%。但在全球經濟衰退、終端消費性產品需求不振的陰影下，產

能過剩的問題已經籠罩著各家晶圓廠。基於此，企業須及早思考產能過剩對企業

造成的威脅與影響，及早擬定因應對策，迎接半導體產業從全球化生產邁向區域

性供應鏈的新時代。 

  

                                                      
27 台日四強合攻第三代半導體 (2022 年 9 月 15 日)。經濟日報。檢索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229/661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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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球 5G 產業供應鏈發展 

顧瑩華、吳舒婷1 

一、全球 5G 產業發展趨勢  

全球 5G 推動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為推進商用階段、其次為物聯網、

智慧城市等應用大規模發展階段，最後將進入關鍵應用(如無人駕駛等)階段。在

5G 標準制定的推進下，全球已有多個國家進入 5G 商用階段，目前可見各國政府

積極布建 5G 基礎建設、營運商陸續推出 5G 商業服務，且各廠商積極進行車聯

網、智慧醫療、AR/VR、智慧工業等關鍵應用之測試驗證，以期能大規模發展應

用服務，驅動新產業生態鏈。 

另外 AI 存在潛在的陷阱，因為 AI 本身會創建自己的價值系統，而這個價值

系統跟人類的教育系統可能會有所抵觸。此外學校可能會看不見，或沒有辦法控

制 AI 所蒐集到的一些數據，也就是說這些數據藏在 AI 系統裡面，但是人類沒有

辦法找到。此外，人類雖可以仰賴很多數據的系統去做一些判斷分析，但是不是

可以真正全部找到比較細微的差別，這部分的技術發展，也可能都必須要注意，

也就是說透過 AI 本身，除了它會創造自己的價值系統以外，有非常多的數據，

是不是可以直接從系統裡面獲得，進而可以找到它細微的差別。如果找不到的話，

會不會造成判斷的錯誤，導致一些比較特殊的問題產生。 

(一)全球5G產業市場規模 

過去 4G 主要服務為提升通話與數據傳輸品質，但 5G 擴大應用至其他垂直

領域，為萬物聯網之實現帶來可能，使得 5G 為通訊產業與社會運作帶來結構性

的改變。近年來，隨著 5G 商用化標準逐步完成，各大電信業者皆對 5G 布建積極

投入，為相關產業帶來龐大商機。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於 2021 年 8

月的預測數據顯示(表 3.1)，5G 市場收入在 2022 年預期將成長 21.57%，而 2G、

3G 與 4G 的市場收入則預期皆會衰退，進一步使 5G 占總體無線網路市場收入的

比重，由 2021 年的 39.18%提升至 2022 年的 46.65%，成為全球無線市場的主要

收入來源。5G 市場收入比重的大幅提升，主要歸功於 5G 網路架構與裝置的龐大

需求，以及 5G 帶來的未來物聯網應用潛力，加速 5G 的需求成長。 

                                                      
1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輔佐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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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021-2022 年全球無線基礎架構市場收入 

單位：百萬美元，% 

項目 
2021 年 

收入 

占總體無線
網路市場收
入的比重(%) 

2022 年 

收入 

占總體無線
網路市場收
入的比重(%) 

2022 年 

成長率(%) 

5G 19,128.9 39.18 23,254.6 46.65 21.57 

LTE 和 4G 14,569.1 29.84 12,114.0 24.30 -16.85 

3G 和 2G 1,948.2 3.99 1,095.2 2.20 -43.78 

小基站 7,117.9 14.58 7,113.9 14.27 -0.06 

移動核心網 6,056.2 12.41 6,273.3 12.58 3.58 

總計 48,820.3 100 49,851.0 100 2.11 

資料來源：Gartner (2021 年 8 月) 

(二)5G產業發展趨勢 

1. 5G 網路佈建之方向與趨勢 

(1)5G 頻譜以 Sub-6GHz 為主，但毫米波頻譜持續釋出中 

2020 年全球開始 5G 商用化服務，各國建設與設備開發多以 Sub-6GHz 頻段

為主。Sub-6GHz 在 4G 時代發展已相當成熟，網路佈建成本較低，相較之下，毫

米波屬於高頻訊號範圍，基地台佈建成本高出許多，因此不少電信業者在 5G 發

展初期選擇 Sub-6GHz 頻段。然而，由於 Sub-6GHz 所涵蓋的中低頻段已相當飽

和，無法負荷高速大容量資料傳輸，加上毫米波頻譜具備超大頻寬特性，可實現

對超高傳輸速率與低延遲有較大需求的應用，因此市場上也出現「使用 24GHz 毫

米波以上頻段的 5G 技術才是真 5G」2的說法，顯示毫米波為下一波 5G 技術的重

要演進方向。 

(2) 5G 佈建朝獨立組網(SA)邁進 

5G 組網方式可分為獨立組網(standalone, SA)與非獨立組網(non-standalone, 

NSA)，其中非獨立組網(NSA)利用現有的 4G 網路資源(如 4G 基地台)來建立 5G 

核心網路，優勢在於初期所需要投入的資源成本較低，但傳輸速率及延遲性受限；

獨立組網(SA)則建置新的 5G 基地台，核心網路使用 5G 架構使傳輸速率不受限

制，更能充分發揮 5G 技術特性。雖然 5G 獨立組網(SA)具有多項優勢，但在 5G

技術尚未成熟、各大運營商已存在龐大的 4G 網絡下，5G 佈建初期多採用非獨立

組網(NSA)的模式，可為電信營運商節省大量資本支出。近來隨著 3GPP R-16 標

                                                      
2 《EET 電子工程專輯》，2021 年 2 月，https://www.eettaiwan.com/20210222nt31-when-the-era-of-5g-

mmwave-will-come/  

https://www.eettaiwan.com/20210222nt31-when-the-era-of-5g-mmwave-will-come/
https://www.eettaiwan.com/20210222nt31-when-the-era-of-5g-mmwave-wil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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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底定，5G 獨立組網(SA)技術、設備產品漸趨豐富且成熟，再加上許多 5G 需求

逐漸湧現，5G 網路佈建逐漸朝向 5G 獨立組網(SA)的方向發展。 

(3) 5G 專網逐漸受企業重視並採用 

不同於大範圍涵蓋的商用網路，5G 專網為針對特定目的業者、獨立運作的網

路系統，有不受公共網路壅塞影響、確保設備連網的通訊品質，以及與公共網路

隔離以避免資料外流等多項好處，使得 5G 專網逐漸成為企業佈建網路的選擇。

在 5G 垂直應用領域的逐漸開發下，5G 專網市場也逐漸受到注目，各國規劃 5G

專用頻譜的意向亦提升，其中已規劃或釋出專網頻譜的國家包含日本、德國、美

國、英國、法國等。整體而言，未來 5G 專網預期將成為 5G 物聯網應用的重要平

台，5G 結合物聯網應用將協助企業提升生產力並促使產業轉型。 

(4)開放網路(Open RAN)發展 

5G 網路佈建模式與過往相異，4G 之前的無線接取網路技術因介面封閉，無

線接取網路(RAN)與核心網路(CN)相關電信設備大多由三大電信系統設備商

(Nokia、Ericsson、華為)提供。然而，5G 無線接取網路(5G RAN)技術因具備雲端

化、虛擬化等特性，有利基地台介面開放及標準化，不再像傳統系統封閉，讓電

信營運商可以直接攜手第三方設備供應商，共同推動介面開放及標準化並搶攻市

場。 

2. 5G 零組件與設備業者布局方向與趨勢 

(1)關鍵元件與材料的規格要求更高 

5G 通訊存在傳輸速度、模組整合度、系統穩定度等問題，使得 5G 通訊世代

對關鍵元件的規格要求更高。包含處理通訊的基頻晶片、射頻前端、天線等零組

件，以及在考量抗高頻傳輸損耗、降低電磁屏蔽、散熱等議題，衍生對印刷電路

軟板的材質要求等，都將隨 5G 導入迎來產業鏈關鍵元件的新變革3。在關鍵材料

方面，射頻業者為達成 5G 基地台高頻、高功率要求，紛紛轉向氮化鎵(GaN)作為

功率元件材料選擇，並因毫米波(mmWave)為繼 Sub-6GHz 之後，基地台用射頻市

場的下一波主要成長驅動力，因此業者多偏向使用毫米波設計解決方案，例如使

用天線封裝(Antenna in Package, AiP)模組解決方案等。  

(2) Open RAN 為非國際大廠的零組件廠商帶來機會 

5G 網路開放架構(Open RAN)打破過去供應鏈模式，電信業者可以採用來自

不同供應商的電信設備硬體與軟體，並使用相容的通訊標準來建構通訊系統。電

信業者擴大直接採購 5G 設備，讓 5G 設備與零組件業者有機會直接與電信業者

                                                      
3 財團法人中技社(2019/6)，《智能時代臺灣 5G 推動與相關產業發展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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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切入 5G 市場，並促成更多新進業者加入電信設備市場，許多新興設備商

帶著新技術取得電信業者長期合作機會，如美國新創公司 Altiostar Networks 即為

一例。 

3. 5G 應用服務發展方向  

5G 通訊大幅改變行動網路的產業生態，電信業者除了鎖定通訊用戶之外，亦

開始與多個行業、不同垂直應用商共同合作，開發新興應用產品，促使 5G 網路

可以更廣泛運用於通訊以外的其他領域。根據全球行動通訊設備供應商協會

(GSA)於 2022 年 4 月發布的《5G 生態系統概要》報告顯示4，2022 年第一季 5G

終端設備中，約 50%為 5G 智慧型手機、15%為室內和室外的 CPE、13%為模組，

而工業路由器與 Hotspots 各占 5%，顯示 5G 智慧型手機仍是目前 5G 終端市場最

重要的產品。 

4. 5G 標準制定與技術趨勢  

中國華為目前在 5G 專利與標準制定上具有話語權並居主導地位，相較之下，

美國目前在 5G 標準與技術上的布局落後中國。為此，美國積極希望建設其 5G 新

系統，以與中國抗衡。2018 年，美國邀請微軟、戴爾、AT&T 等美國企業，以及

愛立信、諾基亞5等歐洲電信設備業者，組成「國際開放網路架構組織聯盟(O-RAN 

Alliance)」，即 5G Open RAN 聯盟，共同打造滿足美國國家安全標準的 5G 系統。

美國希望透過該聯盟發展雲端與軟體等應用技術，將 5G 虛擬化以降低或代替 5G

設備的使用，進而與中國 5G 需建設基地台之形式抗衡。美國致力發展自有 5G 標

準或系統，以與中國抗衡。美國與中國在 5G 產生各自的陣營，並朝向不同規格

與技術發展，預期未來 5G 規格可能出現「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之現象。 

 

二、5G 國際供應鏈分工概況  

5G 通訊產業鏈的構成分為上游「基礎元件」，主要業者為基礎元件供應商，

負責製造並研發相關元件，用於 5G 基地台與終端裝置中，包含基頻晶片、功率

放大器、濾波器、天線、PCB、被動元件與光通訊模組等；中游「網路及設備建

置」，包含負責大型 5G 基地台的建設、規劃設計與維護的電信系統設備商，以及

相關網通設備如交換器、路由器等供應商；下游則為「5G 產品應用及終端產品應

用」，主要為電信營運商與應用服務提供商，提供 5G 網路服務、行動終端的 5G

智慧型手機，以及新興物聯網應用如車聯網、智慧製造、智慧醫療、VR/AR 等 5G

應用。 

                                                      
4 GSA (2022/04), 「5G-Ecosystem Summary April 2022」, https://gsacom.com/paper/5g-ecosystem-summary-

april-2022/  
5 諾基亞(NOKIA)已於 2021 年 8 月宣布退出 O-RAN 聯盟。 

https://gsacom.com/paper/5g-ecosystem-summary-april-2022/
https://gsacom.com/paper/5g-ecosystem-summary-apri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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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5G產業鏈分工概況-上游 

1.廠商分工概況 

表 3.2 列出全球 5G 基礎元件的主要供應廠商。首先，5G 終端裝置晶片目前

主要用於 5G 智慧型手機，在英特爾(Intel)於 2019 年 4 月宣布退出 5G 手機基頻

晶片市場後6，主要供應廠商為高通(Qualcomm)、聯發科(MTK)、三星(Samsung)、

華為海思(Hisilicon)與紫光展銳(UNISOC)，其中高通占據 5G 手機基頻晶片高達

76%的市占率，使其在 5G 基頻晶片的地位相當強勢。 

表 3.2、全球主要 5G 基礎元件領導業者 

元件 功用 主要公司 

基頻晶片 
(終端裝置) 

編碼並解讀訊號 
高通、聯發科、蘋果、三星、紫光展銳、華為
海思。 

基頻晶片 
(5G 基地台) 

發射基地台訊號 愛立信、諾基亞、三星、華為、英特爾、高通。 

功率放大器 
將發送的訊號功
率放大 

思 佳 訊 (Skyworks) 、 特 沃 (Qorvo) 、 博 通
(Broadcom)等。 

濾波器 
過濾雜訊、抑制
干擾、頻率選擇
等 

SAW 濾波器的主要供應商為村田(Murata)、東
電化(TDK)、太陽誘電與思佳訊(Skyworks)等； 
BAW濾波器的主要供應商為博通(Broadcom)、
特沃(Qorvo)等。 

天線 
(5G 基地台) 

無線電波訊號接
收 

華為、凱瑟琳(Katherine)、康普(Commscope)、
安費諾(Amphenol)、安弗施(RFS)等。 

天線 
(終端裝置) 

無線電波訊號接
收 

高端技術廠商為安費諾 (Amphenol)與村田
(Murata)；中低端為中國廠商信維通信、碩貝德
與立訊精密。 

PCB 
組裝電子零組件
所使用的基板 

臻鼎-KY、旗勝(Nippon)、迅達(TTM)、欣興、
健鼎、華通等。 

被動元件 
穩壓穩流、過濾
雜訊 

村田、三星電機、太陽誘電、國巨、華新科、
厚聲、旺詮等。 

光晶片/ 
元件/模組 

傳遞以光波為載
波的通訊 

主 要 為 美 國 廠 商 Finisar 、 Lumentum 、
Broadcom、Cisco 等，以及日本廠商三菱
(Mitsubishi)、住友(Sumitomo)。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 財經新報(2019/04)，「英特爾宣布退出智慧手機 5G 基頻晶片市場」，

http://finance.technews.tw/2019/04/17/intel-give-up-5g-moden/  

http://finance.technews.tw/2019/04/17/intel-give-up-5g-mo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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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基地台晶片則主要由電信系統設備商提供，包含華為、愛立信、諾基亞、

三星、中興等。其中華為的 5G 基地台晶片「天罡晶片」由旗下的晶片設計公司

華為海思所研發，並委託台積電代工；愛立信基地台晶片由愛立信晶片科技

(Ericsson Silicon)研發；諾基亞則協同英特爾、Marvell、博通等廠商共同開發；三

星作為半導體製造商，具備設計和製造 5G 基地台晶片能力；中興亦採用內部設

計的自有晶片，目前研發採用台積電先進製程(7 奈米)開發的 5G 基地台晶片7。 

值得注意的是，英特爾(Intel)在退出手機晶片市場後，開始著眼於 5G 基地台

晶片，並在 2020 年 2 月推出基地台專用的 10 奈米系統單晶片 Intel Atom P5900

平台8。此外，過去大多在手機端發展 5G 產品的晶片設計大廠高通(Qualcomm)，

也在 2020 年底宣布將跨入局端市場，發展 5G 基地台專用晶片9。在英特爾與高

通陸續加入市場競爭下，過去由電信系統設備商佔據的基地台晶片市場，未來可

能出現不同的格局。 

射頻元件方面，濾波器與功率放大器為最主要的兩個射頻元件，兩者合計占

整體射頻元件市場規模的 85%以上。全球濾波器產業在經歷數次整合後，目前已

經呈現壟斷的寡占競爭格局，SAW 濾波器主要供應商為村田(Murata)、東電化

(TDK)、太陽誘電、思佳訊(Skyworks)、特沃(Qorvo)等企業，5 家廠商囊括約 96%

市占率；而 BAW 濾波器則由博通(Broadcom)獨大，市占率約為 85%；功率放大

器亦呈現寡占競爭之情況，思佳訊(Skyworks)、特沃(Qorvo)與博通(Broadcom)三

家企業合計占全球市場比重高達九成以上，並且為主要關鍵技術的持有者，但採

取委外代工生產，並多以臺灣廠商為合作對象，其中博通的合作廠商為穩懋、思

佳訊的合作廠商則為宏捷科，兩者為主要代工廠商。 

天線方面，目前全球基地台天線呈現寡占態勢，三大天線廠商華為、凱瑟琳

(已在 2019 年被愛立信併購)、康普已占天線市場約 7 成的市占率，其餘廠商如中

國的京信、通宇、摩比，以及臺灣天線廠商譁裕、耀登與台郡等，則占據剩餘約

25%。而智慧手機天線市場方面10，目前高端技術的終端天線以美日系廠商領先，

主要為美國廠商安費諾(Amphenol)和日本廠商村田(Murata)，市占率分別為 14%

與 12%；中國終端天線廠商雖技術偏中低端，但競爭力強而市占率高，主要廠商

信維通信、碩貝德與立訊精密，合計市占率約 50%。 

                                                      
7 科技新報(2022/02/09)，「中興通訊鴨子划水發展晶片設計，藉台積電先進製程搶攻基地台市占」，

https://technews.tw/2022/02/09/zte-develops-chip-design/  
8 科技新報(2020/02/25)，「加速 5G 基礎網路建置，英特爾發表一系列產品與合作計畫」，

https://technews.tw/2020/02/25/intel-5g-atom-p5900/  
9 TechOrange(2020/10/21)，「高通推 5G 基地台晶片，主打比愛立信、華為更便宜」，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0/10/21/qcom-5g-cell-site/  
10 中國前瞻產業研究院(2021/04/01)，「2021 年全球終端天線行業市場現狀、競爭格局與發展趨勢分

析」，https://kknews.cc/finance/lvy965g.html  

https://technews.tw/2022/02/09/zte-develops-chip-design/
https://technews.tw/2020/02/25/intel-5g-atom-p5900/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0/10/21/qcom-5g-cell-site/
https://kknews.cc/finance/lvy965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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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市場相當成熟且競爭，目前主要生產 PCB 的廠商為臺灣的臻鼎-KY、欣

興、健鼎、華通、日本的旗勝(Nippon Mekrton)、美國的迅達(TTM)、韓國的三星

電機、中國的東山精密等。臺、中、日、韓為全球 PCB 產業的主要供應國家，其

中技術領先企業集中在臺灣、日本、韓國等，以生產高端產品為主；中國產品型

態目前以較低階的 HDI 與硬板類為大宗，但近來挾著生產優勢積極擴增產能與低

價競爭，亦不斷在高階製程方面縮短與其他競爭對手的差距。 

被動元件的產業特性偏向規模經濟，因此市占率由前幾大業者包辦。整體而

言，被動元件產業目前呈現日、韓、臺三強鼎立的態勢，日本以小尺寸、高電容

值等高規格產品為主；韓廠 SEMCO 具有三星集團使用自家產品之優勢；臺廠雖

技術落後日廠，卻有相當高的市占率。 

全球光通訊領域的主要業者為美國廠商 Finisar、Lumentum，以及日本廠商三

菱(Mitsubishi)、住友(Sumitomo)，中國光元件產品主要集中於中低階，高階產品

仍依賴美國或日本進口光元件與模組。 

2.國家分工概況 

美國與日本為全球 5G 基礎元件的主要供應來源國，其中美國長期作為關鍵

技術的持有者，掌握許多基礎元件如 5G 手機晶片、射頻元件、天線、光通訊模

組等關鍵且高端的技術。由於 5G 對於零組件的規格要求相當高，許多技術規格

較低的廠商難以打入 5G 供應鏈，讓美國持有關鍵技術的廠商成為 5G 基礎元件

的主要供應商。日本亦掌握多項零組件的關鍵技術，為濾波器、被動元件、光模

組等基礎元件的高階產品供應者。日本由於長期專注於關鍵技術的發展，並因臺

灣與中國廠商的追趕，而放棄中低端產品市場，轉而專注於高端產品與技術的開

發，因此日本在 5G 上游基礎元件與相關材料，保持著相當高的技術優勢。 

歐洲、韓國、臺灣與中國則為特定基礎元件的主要供應來源國。其中歐洲主

要供應 5G 基地台晶片，因為全球大型基地台設備商愛立信(Ericsson)、諾基亞

(Nokia)皆為歐洲企業；韓國在 5G 手機晶片與被動元件方面具有優勢，該優勢主

要來自三星集團使用自家產品之特性；臺灣主要為 5G 手機晶片、PCB 與被動元

件的供應國；中國則主要供應 5G 手機與基地台晶片、天線與 PCB，其中晶片與

基地台天線主要提供華為基地台與智慧型手機自用為主，而中國終端天線與 PCB

產品則以中低階為主，近來挾著生產優勢積極擴增產能與低價競爭搶占市場，使

得整體市占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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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5G產業鏈分工概況-中游 

1.廠商分工概況 

表 3.3 列出全球 5G 大型基地台主要廠商，分別為市占率居首的華為(2021 年

市占率約為 30%)、排名其次的愛立信(23.5%)與諾基亞(20%)、排名第四的三星電

子(12.5%)，以及排名第五的中興通訊(3.5%)。而除前五大通訊系統設備商外，其

他通訊系統設備商的比重相對較低，總計市占僅約 10%，但近年受到美國抵制華

為影響，其他廠商的比重明顯提升，由 2017 年的 6%提升至 2021 年的 10.5%，其

中較為明顯的通訊系統設備商包含日本 NEC 與 Fujitsu。 

表 3.3、全球通訊設備市占率排名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E) 

愛立信 30% 華為 29% 華為 30% 華為 29% 

華為 27.5% 愛立信 26% 愛立信 23.5% 愛立信 24% 

諾基亞 24.5% 諾基亞 21.5% 諾基亞 20% 諾基亞 21.5% 

中興通訊 6.5% 三星 9% 三星 12.5% 三星 12% 

三星 6.5% 中興通訊 4.5% 中興通訊 3.5% 中興通訊 2.5% 

其他 5% 其他 9.5% 其他 10.5% 其他 11% 

資料來源：2019 年資料來自拓樸產業研究院；2020 年、2021 年與 2022 年資料來自 TrendForce 

(2022/07) 

小型基地台市場主要可分為兩組廠商，一組由大型基地台供應商組成，包含

愛立信、華為、諾基亞、三星等電信系統設備商；另一組則由小型基地台專門廠

商組成，包含美國的 Airspan、思科(Cisco)、康普(CommScope)、SpiderCloud，以

及臺灣的中磊、智易、正文、合勤控等11。對大型基地台供應商來說，小型基地台

只是大型基地台與核心網路共同組成布局網路的工具，眾廠商提供的小型基地台

應用皆大同小異。相較之下，小型基地台專門廠商並無意透過提供完整 RAN 解

決方案來競爭，而是聚焦於更小塊的市場，並以技術與服務來與其他廠商做出區

別。 

交換器方面，目前全球主要交換器廠商包含思科、華為、惠普(HPE)、Arista 

Networks。其中美國思科在 2021 年占據網路交換器市場的 45.3%，為網路交換器

之最大廠商；中國華為則排名其次，市占率為 10.2%；其餘廠商如 Arista Networks、

華三通信(H3C)、惠普(HPE)等廠商，市占率皆在 6%以上。路由器方面，目前全

球主要路由器廠商包含華為、思科、諾基亞、Juniper，其中根據 IDC 於 2022 年

3 月發布的《季度乙太網路交換器市場追蹤》和《季度路由器市場追蹤》報告顯

                                                      
11 新通訊(2016/10)，「5G 與行動邊緣運算推助，小型基地台建置添動能」

https://www.2cm.com.tw/2cm/zh-tw/archives/F286B49BF6FC47208E42261B5F96233C  

https://www.2cm.com.tw/2cm/zh-tw/archives/F286B49BF6FC47208E42261B5F9623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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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12，2021 年思科與華為的路由器市占率分別為 34.6%與 30.5%，為路由器之最

主要的廠商；美國 Juniper 則排名第三，市占率約為 10%，如表 3.4。 

表 3.4、全球主要 5G 網通設備領導業者 

設備 功用 主要公司 

大型 
基地臺 

5G 通訊傳輸 愛立信、諾基亞、華為、三星、中興通訊。 

小型 
基地臺 

補強通訊及傳
輸品質 

包含愛立信、華為、諾基亞、三星等大型基地台供
應商；以及 Airspan、思科(Cisco)、康普(CommScope)、
SpiderCloud、中磊、智易、正文、合勤控等小型基地
台專門廠商。 

網路 
交換器 

數據分析 
思科、華為、Arista、華三通信(H3C)、惠普(HPE)、
Juniper、智邦、明泰、啟碁。 

路由器 數據分析 思科、華為、Juniper、華三通信(H3C)。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國家分工概況 

歐洲與中國為大型基地台主要來源國，5G 前三大電信系統設備商中，有兩家

(愛立信與諾基亞)為歐洲企業，並且客戶遍布全球，為各國電信業者提供 5G 電信

設備；中國華為在 5G 發展上相當積極，在 2019 年成為全球市占最高的大型基地

台供應商，並同時供應小型基地台、交換器/路由器等網通產品。後續雖受到美國

打壓，使海外發展與研發遭受阻礙，但其仍積極參與中國國內的 5G 布建，並為

非洲、東南亞、中東、中南美洲等地區提供 5G 電信設備。 

相較於歐洲、中國，日本在網通設備並無明顯優勢，NEC、富士通和索尼在

電信設備領域雖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在 4G 時代喪失海外市場後，就難以與華為、

愛立信等廠商競爭；美國則缺少本土大型基地台設備商，5G 基地台建設僅能依靠

外國企業，但美國為小型基地台、交換器/路由器等網通產品的主要供應國，尤其

是思科(Cisco)居強勢地位。 

(三)下游應用服務與終端裝置 

1.廠商分工概況 

5G 通訊將大幅改變行動網路的產業生態，但由於目前許多終端應用仍處於

研發階段，多數物聯網應用層面還未大規模出現，大幅商用化的應用設備僅有 5G

                                                      
12 ESM China(2022/03)，「IDC: 2021 年 Q4 全球乙太交換器和路由器市場增長情況」，

https://www.esmchina.com/trends/37661.html  

https://www.esmchina.com/trends/37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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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目前全球智慧手機的主要品牌蘋果、三星、小米、OPPO 與 vivo，

皆已發表支援 5G 的智慧型手機。 

而在其他應用服務層面，目前各項應用仍在開發與測試階段，由各領域的領

導業者與電信系統設備商(如愛立信、諾基亞)、電信業者合作，建立專網部署，以

測試 5G 技術於該服務的應用情況。自駕車/車聯網主要由全球重要車廠投入研發，

車廠與電信業者合作建立小型 5G 網路，以在開發新車型時，測試 5G 技術的應

用情況；智慧工廠由全球重要製造商率先引入，於現有工廠中布建 5G 專網，進

行相關智慧製造測試；AR/VR 由穿戴裝置設計製造商推動，如 Facebook、Apple、

Microsoft 等，開發與試驗 AR/VR 穿戴裝置的 5G 連網功能；智慧城市則由各國

的電信業者與政府合作，於城市推動交通、公共安全與公民服務的 5G 功能；智

慧醫療多在各醫療院所中進行場域試驗，由電信業者/網通設備商與醫療科技產品

業者合作開發產品，再於醫療院所中進行試驗，如表 3.5。 

表 3.5、全球 5G 應用服務與終端裝置領導業者 

應用 功用 主要公司 

智慧型手機 通訊傳輸 蘋果、三星、OPPO、小米與華為。 

自駕車/ 
車聯網 

支援自動駕駛、遠
距駕駛等 

全球主要車廠如特斯拉、賓士、保時捷、通
用、豐田。 

智慧工廠 
工廠自動化、工廠
虛實結合 

全球重要製造商如博世 (Bosch) 、日立
(Hitachi)、巴斯夫(BASF)、空中巴士(Airbus)、
Arcelor Mittal、福斯等皆已投入 5G 專網部署
或測試。 

AR/VR 
提升 AR/VR 保真
度 

Facebook、蘋果、微軟、索尼、EPSON、
VUZIX、SAMSUNG、Lenovo 等。 

智慧城市 
改善公共安全、急
難災防與監控領域 

各國電信商與政府合作，如美國的 Verizon 
Wireless、日本的 NTT Docomo、歐洲的
Orange 等。 

智慧醫療 
提升遠端醫療之可
能性 

各醫療院所與醫用科技產品廠商，如手術機
器人廠 Medicaroid 、牙醫科技廠 Dental 
Prediction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國家分工概況 

美國、韓國與中國為目前主要 5G 智慧型手機的供應國，其中，美國憑藉其

品牌優勢與創新能力，在 5G 智慧型手機與終端應用層面皆占有一席之地；韓國

三星亦在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加上韓國為較早推動 5G 商轉的國

家，5G 智慧型手機很快就推出上市；中國本身具備的龐大市場優勢，加上大幅擴

建基地台建設，成為全球最大的 5G 智慧型手機單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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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智慧型手機是由美國、中國、韓國等大型品牌獨大的寡頭市場，日本雖

仍有 Sony Xperia 與 Sharp AQUOS 品牌，但市占率皆不高。其餘應用服務方面，

日本很早即啟動 5G 專網服務，期望藉由推廣以企業需求為主的 5G 專網，來帶

動垂直應用合作機會，也因此日本在製造業應用的發展較快，根據日本經濟新聞

(Nikkei)報導13，日本製造業 5G 專網進度僅次德國。 

歐洲雖然並未有著名的 5G 智慧型手機品牌，但在自駕車與智慧工廠方面的

推動相當領先。德國率先提出工業 4.0 戰略，全力投入智慧工廠的研發和應用，

而為保持工業 4.0 的領先競爭力，歐洲各國亦提早為企業專網提供頻譜，降低企

業成本，催生出 5G 專網工廠的垂直應用場域。 

 

三、5G 國際供應鏈風險分析  

5G 產業的供應鏈長，涉及的基礎元件與網通設備相當複雜且範圍廣，當特定

零組件/設備出現供應問題時，就會導致 5G 供應鏈的斷鏈危機。此外，5G 為各國

競相搶占的關鍵技術領域，使得 5G 產業暴露在不穩定的地緣政治風險中。本節

針對 5G 產業國際供應鏈面臨的潛在風險進行分析，從全球性供應鏈潛在風險與

臺灣供應鏈的潛在風險兩個面向，分析產業結構風險、市場供需風險、地緣政治

風險，以及其他風險。 

(一)國際5G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1.產業結構風險 

(1)特定零組件供應商集中度高，受到外部衝擊時，可能造成短期供貨不及、供

應鏈斷鏈風險 

5G 產業上游的基礎元件，多存在集中度過高的問題，即產品集中於某幾個企

業或國家，其中 5G 手機晶片與射頻元件(功率放大器、濾波器)的高集中度最為顯

著，市場由幾家企業所寡占或獨占；5G 基地台晶片、基地台天線、被動元件、光

通訊模組的集中度亦偏高，前三大廠商的市占率達六至七成。 

企業/國家集中度高的結構性問題，讓 5G 上游零組件在面對外部衝擊時，顯

得更加脆弱。例如 5G 功率放大器(PA)大廠思佳訊(Skyworks)墨西哥封測廠在 2020

年受疫情影響而停工一個月14，由於思佳訊為 5G 手機功率放大器的最大供應商，

占全球手機功率放大器市占率超過四成，因此停工造成的產量下滑，對下游供應

                                                      
13 自動光學檢測設備聯盟(2021/08/20)，「日本推廣 5G 專網，製造業用戶倍增」，

https://aoiea.itri.org.tw/tc/event_1_in.aspx?id=1456&chk=8f439318-4c53-4e54-ac8d-

0ce86b050062&param=pn%3d1%26key%3d  
14 中時新聞網(2020/04)，「5G 手機生產差點斷鏈，領導大廠思佳訊墨西哥廠提早復工」，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429001273-260410?chdtv  

https://aoiea.itri.org.tw/tc/event_1_in.aspx?id=1456&chk=8f439318-4c53-4e54-ac8d-0ce86b050062&param=pn%3d1%26key%3d
https://aoiea.itri.org.tw/tc/event_1_in.aspx?id=1456&chk=8f439318-4c53-4e54-ac8d-0ce86b050062&param=pn%3d1%26key%3d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429001273-2604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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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由於短時間其他供應商無法填補滿足需求，引發全球對

5G 智慧型手機供應鏈斷鏈之擔憂。由此可見，5G 零組件供應商集中度過高，將

為供應鏈帶來短期供貨不及之潛在風險。 

(2)部分零組件與網通設備生產集中中國，中國政策造成無法順利供貨、供應鏈

中斷之風險 

許多通訊設備及其零組件以中國為製造中心，相當仰賴中國製造，如 PCB、

被動元件、光通訊元件、交換器、路由器等，其中 PCB 在中國生產的比重超過

50%以上；全球被動元件 MLCC、晶片電阻在中國產能比重高達 50%~70%；而交

換器、路由器等網通設備製造生產雖主要委由臺灣的電子代工廠商，但其生產基

地亦主要集中在中國。 

生產高度集中中國讓 5G 供應鏈暴露在風險中，如中國因疫情對相關城市採

取嚴厲封控措施衍生零組件短缺與物流中斷現象，衝擊全球供應鏈，2021 年 9 月

的「能耗雙控」措施與 2022 年 8 月四川的限電措施，亦對 5G 零組件產能造成威

脅。以光模組為例，全球有超過 50%的光纖、光纜研發生產基地位於中國武漢15，

其相關產品有光通訊元件、光傳輸設備等，在疫情爆發迫使生產停工時，造成光

模組供應短缺問題。由此可見，5G 零組件與設備產能過於集中中國，為供應鏈帶

來供貨不穩定之風險。 

2.市場供需風險 

(1) 5G 產業與其它應用領域同時快速發展，高階零組件需求大幅提升，引發零

組件供應不及風險 

5G 基礎建設與 5G 智慧型手機的快速發展，成為推升供應鏈上游基礎元件與

中游網通設備需求的重要因素，因 5G 通訊世代在關鍵元件的規格要求更高，且

數量更多，讓高階零組件的需求大幅提升。而在 5G 發展帶動高階零組件需求的

同時，車用電子、電動車、人工智慧(AI)、低軌衛星、元宇宙等應用領域的技術

突破，亦搶占高階零組件的供給，使得高階零組件的需求倍增。 

5G 與各應用領域所需的電子零組件相似，使得 5G 與其他應用領域同時快速

成長時，零組件出現供應不及的情形，包括積體電路、部分被動元件、濾波器等

供給相當吃緊，不僅價格提升，交貨時間亦延長，中下游廠商難以即時獲得所需

高階零組件，進而使 5G 供應鏈出現斷鏈風險。 

                                                      
15 ESM China(2020/03)，「新冠疫情對全球高科技業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https://www.esmchina.com/news/6372.html  

https://www.esmchina.com/news/6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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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游原物料缺乏與技術問題，讓高階零組件產能難以快速提升，加重廠商無

法即時獲得所需零組件之風險 

全球許多零組件因防疫措施而生產停工，或面臨上游原物料缺乏問題，以至

供給受限，無法達到市場的需求，例如 2020 年開始晶圓廠面臨原材料和關鍵零

組件短缺問題，使得晶片供應難以達到市場需求；PCB 的上游原物料銅箔、玻纖

紗、樹脂等皆供應緊張，使得市場產能難以提升。 

此外，高階零組件亦因技術問題，以至於難以大量供給，如 5G 基地台用射

頻業者為達成 5G 基地台高頻、高功率要求，紛紛轉向第三代半導體材料-氮化鎵

(GaN)作為功率元件材料選擇，但目前氮化鎵仍有技術上的難題，產量可靠、一致

的系統組件和成本結構仍屬不易，導致目前氮化鎵元件難以大量生產，供給難以

達到全球 5G 基地台佈建之需求。高階零組件產能無法快速提升，加深中下游廠

商之供貨與成本上漲風險。 

(3)外部因素引發的生產停滯與物流壅塞問題，帶來短期斷鏈風險 

COVID-19 疫情爆發，讓 5G 零組件、終端裝置生產基地日本、韓國、東南

亞、印度與中國等出現生產停滯與物流壅塞問題。後續超過預期的需求反彈伴隨

著全球物流壅塞問題，讓供應鏈跟不上變化，進而出現產業鏈供需失衡的問題。

此外，在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影響之下，旱災、雪災、颱風、水災等天然災

害問題都對零組件廠的正常運作造成不同程度影響，如在 2021 年初美國德州暴

風雪讓全球主要半導體廠商 Infineon、NXP、Renesas、三星電子等晶圓廠停工，

其中三星電子代工的 Qualcomm 5G RFIC 手機晶片亦受到停工影響產量16；2021

年初日本福島強震，使被動元件大廠村田製作所(Murata)部分廠房、日本印刷電路

板(PCB)大廠名幸電子(Meiko Electronics)廠房停工17。由此可見，由於 5G 零組件

組成多，且 5G 零組件多呈現企業/國家集中度高的結構性問題，任何天然災害引

發之 5G 零組件廠商停工，皆可能影響 5G 零組件之供給，為供應鏈潛在的外在

風險。 

3.地緣政治風險 

(1)供應鏈逐漸出現「雙元供應鏈」之分化趨勢，增加供應鏈成本上升風險 

美中 5G 對抗，美國因國安考量而積極推動 5G 供應鏈「去中化」，而中國則

積極建立「去美化」的自主供應鏈，進一步迫使廠商選擇將美國業務轉移至非中

國地區生產。在美中衝突長期化並逐漸發展為科技戰後，迫使 5G 零組件/網通廠

                                                      
16 自由時報(2021/03)，「德州暴雪三星工廠停滯，研調：Q2 全球智慧型手機產能恐掉 5%」，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464745  
17 科技新報(2022/03)，「日本福島強震，CMOS、再生晶圓、PCB 廠房停工」，

https://technews.tw/2022/03/18/japan-cmos-pcb-recycled-wafers/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464745
https://technews.tw/2022/03/18/japan-cmos-pcb-recycled-wa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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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尋找第二生產基地，以降低並分散美中紛爭與 5G 競賽造成之風險。在此趨勢

下，未來 5G 產業將逐漸出現由中國控制的「紅色供應鏈」以及由美國主導的「非

紅色供應鏈」之兩條「雙元供應鏈」，形成供應鏈二分化(中國/非中國)之型態，為

5G 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2) 5G 技術規格及標準朝「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發展，提高技術創新及資安

風險 

目前中國華為在 5G 專利與標準制定上具有話語權並居主導地位，美國則積

極透過與盟國/關鍵廠商合作，研發自有 5G 行動通訊技術，以降低對中國技術的

依賴。美國將華為技術排除在西方國家之外，使美國與中國在 5G 產生各自的陣

營，並朝向不同規格與技術發展，此將使 5G 技術分割成不同市場領域且分別有

不同技術標準，未來 5G 技術規格有出現「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之現象，對整

體技術發展與全球網路安全將產生影響，並破壞 5G 發展所需的全球綜整性市場，

不利於全球 5G 產業發展。 

根據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於 2022 年 2 月發布報告「企業研發 5G 技術的

專利活動(Patenting Activity among 5G Technology Developers)」，檢視全球 5G 技術

廠商的專利家族，發現全球尚無主導 5G 技術的創新者，5G 技術專利格局競爭激

烈，任何一家公司聲稱取得壓倒性專利技術勝利都言之過早。目前並無明顯主導

者可供廠商跟從，廠商若要兼顧未來美中兩方市場，可能要設立兩套分立的研發

系統，進行 5G 技術與應用服務研發，以符合美中各自設定的資安規範與認證要

求，此將大幅提升廠商研發投資與人才的需求，並迫使部分廠商面臨選邊站之抉

擇，進而影響 5G 供應鏈之發展。 

4.其他風險 

(1)資安認證與資安合規需求，提升供應鏈成本 

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資訊安全成為供應鏈信賴中的重要一環，未來零組件

與設備廠商更須面對乾淨供應鏈下的資安合規需求，以及各國與國際的資安認

證，以確保產品或服務能符合現今國際對 5G 資安之要求水準，此外，各個垂直

應用領域亦須考量國際供應鏈資安規範與檢測機制。然而，目前各階段資安規範

還未發展完善，且各國的認證體系並非統一，使資安認證與合規成為 5G 供應廠

商的挑戰，亦使供應商的成本提高，進而使整體供應鏈成本上升。 

(2) 5G 專利授權使供應鏈成本提高 

5G 專利的授權及爭議，在近幾年各國際廠商取得 5G 專利後開始發酵，針對

5G 手機廠商的全球專利訴訟近來頻頻發生，蘋果、三星、OPPO、小米等皆與專

利權人發生訴訟紛爭。如愛立信(Ericsson)與蘋果(Apple)爆發 5G 專利戰，2022 年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SPTO-5G-PatentActivityReport-Feb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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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愛立信提出蘋果的 5G 硬體侵犯愛立信擁有的一項專利，並在多國展開對蘋果

的訴訟，2022 年 7 月哥倫比亞法院宣布蘋果有侵權行為，蘋果配備 5G 的 iPhone

和 iPad 在哥倫比亞被禁止銷售和進口18。而除了熟悉的歐美主要專利權人外，近

年來在 5G 專利上大幅布局的中國專利權人，如華為、中興通訊、大唐、聯想等，

亦加入索取專利權利金的行列，2021 年 3 月華為宣布開始向全球科技同業收取專

利權利金19。 

由以上可見，在各大廠商積極布局 5G 專利，並向使用者要求收取專利權利

金的現況下，廠商將面臨接受專利授權支付鉅額權利金而增加成本，或不支付權

利金而在各國面對專利侵權訴訟之威脅，無形中增加使用 5G 技術業者之成本與

風險。而使用 5G 專利技術的廠商，除了電信業者、終端裝置設備廠商外，亦包

括智慧城市、智慧工廠、自駕車、智慧醫療、AR/VR、智慧農業等應用服務廠商，

這些產業運用者大多不具備 5G 必要專利知識、技能與經驗，很難有效因應 5G 必

要專利帶來的衝擊，讓潛在的風險與成本更為龐大且艱鉅。 

(二)臺灣5G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1.產業結構風險 

(1)多項零組件的關鍵材料/設備自主性低，當原材料供應不足時，臺廠可能面臨

原材料成本上漲或產品交期延長之潛在風險 

我國廠商以製造代工為主，強項為製造技術的精進，然而許多上游關鍵零組

件、材料及技術，卻掌握在美、日、歐等國手裡，我國產業自主性低。以印刷電

路板為例，目前臺灣 PCB 整體市占率為全球第一，具備製造規模與地緣優勢，尤

其在載板製造有不可忽視的實力，然而載板卻約有七成的關鍵材料與設備需要依

賴外商，並且高階材料如 ABF、BT、乾膜、電鍍藥水等自主化程度皆不足；設備

如雷射鑽孔機、機械鑽孔機、電測機等大部分來自於日本20，顯見臺灣 PCB 在關

鍵材料與設備的自主能力上還未達到相對應的表現。 

被動元件方面，臺灣為僅次於日本的被動元件供應第二大國，但相關業者鮮

少投入上游材料開發，國內僅有信昌電、九豪等少數業者生產被動元件上游材料，

使得廠商材料近七成來自日本。關鍵材料的自主性低，為我國廠商與日廠競爭之

劣勢，亦讓我國被動元件的生產存在潛在材料供給風險。我國半導體產業的設備

與材料的自給率亦不高，半導體製程所需的關鍵材料與設備多仰賴進口，其中半

                                                      
18 DIGITIMES(2022/07)，「踩愛立信專利，南美哥倫比亞禁售 5G iPhone 跟 iPad」，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0000639569_1LB6JCFW5SUDVPL2APIP9  
19 聯合新聞網(2022/01)，「兩岸專利論壇/NPE 越來越強大，科技業者必須強化專利管理能力」，

https://udn.com/news/story/6871/6013292  
20 聯合新聞網(2021/12)，「臺灣 PCB 產業力求設備製造業轉型升級」，

https://udn.com/news/story/11726/5955671  

https://dailyclipper.net/tag/%e5%93%a5%e5%80%ab%e6%af%94%e4%ba%9e/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id=0000639569_1LB6JCFW5SUDVPL2APIP9
https://udn.com/news/story/6871/6013292
https://udn.com/news/story/11726/595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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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設備臺灣的全球市占率僅 6%，需仰賴美、日、荷蘭進口，如 EUV 設備需要

仰賴荷蘭 ASML 公司提供；半導體材料如電子氣體、高純度化學試劑、光阻材料、

拋光墊、拋光液體等，臺灣的全球市占率均低於 2%，仰賴日本進口。 

關鍵材料與設備未能自主供應，使零組件產量受上游材料供給與設備交期而

有所波動。此問題在各項 5G 零組件皆可能發生，而在半導體、射頻元件、印刷

電路板與被動元件等零組件尤為明顯。以 2020 年疫情干擾造成半導體缺料為例，

所需材料包括矽晶圓、光阻劑等供給皆相當吃緊，讓晶圓供應持續短缺，進一步

造成下游 5G 網通設備晶片、射頻元件、被動元件等電子零組件，無法如期出貨。

再者，2021 年印刷電路板亦受到上游材料吃緊影響出貨，上游樹脂關鍵廠商之化

工廠在 2020 年 11 月發生嚴重火災21，造成樹脂供給量短期內嚴重短缺，到後來

新需求爆發進一步擴大供需缺口，讓我國 PCB 業者即使訂單滿載，產量也因原材

料供應不足而無法提升。 

整體而言，臺灣在關鍵材料與設備未能自主供應的情況下，當上游材料供應

不足時，我國廠商可能面臨原材料成本上升或產品交期延長之窘境，甚至外國材

料廠商若優先提供自家廠商，更可能讓我國廠商面臨無料可生產之嚴峻挑戰，衝

擊我國廠商與供應鏈。 

(2)部分零組件臺廠產能過度集中中國，易受中國政策不穩定影響，威脅廠商生

產製造的穩定度 

我國廠商為 5G 零組件與設備的重要供應商，但廠商的產能集中度高，5G 關

鍵晶片與射頻元件，受到高階技術、人才與政府政策的推動，廠商代工生產基地

以臺灣為主；但其餘 5G 零組件如印刷電路板、被動元件，以及 5G 設備伺服器、

交換器、路由器等，則在考量生產成本與產業群聚效應下，生產集中於中國。根

據研究資料顯示22，我國目前電路板產品約 63%產能在中國、被動元件則約有 70%

產能集中在中國。 

產能過度集中的風險在美中貿易戰、COVID-19 疫情與中國「能耗雙控」政

策中暴露無遺，我國廠商在中國布局深厚的印刷電路板與被動元件皆受到直接影

響。雖然愈來愈多廠商採取分散策略，移轉部分生產至亞洲其他國家，以降低將

中國作為生產中心的依賴度，但 PCB 硬板/軟板、被動元件目前仍以中國供應鏈

為主23，擁有海外生產基地的廠商較為少數。產能高度集中中國，將使供應鏈暴

露在中國政策、美中地緣政治風險之下，使臺廠在中國的生產製造穩定性降低，

進而影響中下游廠商產品來源，影響整體供應鏈運行。 

                                                      
21 人人焦點(2020/12)，「突發!化工巨頭 LG 發生火災!雙酚 A 封盤，環氧樹脂又得漲價!」，

https://ppfocus.com/0/di509acd0.html  
22 財團法人中技社(2020/12)，「2020 國際供應鏈變動趨勢與臺灣科技產業契機」。 
23 奇摩新聞(2020/04)，「道別中國製造，檢視電子/傳產供應鏈遷徒動向」。  

https://ppfocus.com/0/di509acd0.html
file:///D:/2022å¹´å·¥ä½�/5G/2020å��é��ä¾�æ��é��è®�å��è¶¨å�¢è��è�ºç�£ç§�æ��ç�¢æ¥å¥�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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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供需風險 

(1)零組件廠商積極擴產提高產能過剩風險，進而使廠商面臨低價競爭威脅 

5G 發展前景帶動零組件之需求，加上 2020 年疫情爆發以來，多項零組件持

續供不應求，使各廠商積極擴充產能，但也引發產能過剩的風險。如全球各大晶

片廠加速擴大投資24，市場出現 2023 年後產能過剩的疑慮；全球載板製造商從

2019 年到 2025 年預期將投入超過 250 億美元進行產能擴充及蓋設新廠25，屆時

亦可能出現價格競爭的狀況；被動元件廠亦處於快速擴充產能階段。 

5G 應用服務仍處於開發試驗而相對不成熟，各零組件業者因對未來市場需

求抱持樂觀態度，而積極擴廠增產，若 5G 應用帶來的零組件需求沒有達到預期

目標，將可能面臨市場需求與產能錯位的矛盾。由於我國為多項零組件主要供應

商，並且廠商普遍強調優先滿足客戶需求，以提高庫存水位為首要目標，若市場

產能過剩造成低價競爭，將使我國供應商受到嚴重衝擊。 

(2)臺廠與陸廠在 PCB 產業的重疊性高，技術差距持續縮小下，將使臺廠供應商

面臨收益降低、客戶轉單等風險 

我國 PCB 廠商的技術水平雖優於陸廠，但雙方差距正持續縮小，使得雙方產

品競爭度與替代性高。近期日、韓廠商為避免陷入中國擴大產能規模而產生的惡

性價格競爭，陸續退出中低階市場，日本發展高階軟板與載板，南韓則配合自身

記憶體產業優勢，集中發展載板。臺灣則與中國在 PCB 市場占有率相當，產品結

構也大幅重疊，臺廠僅在載板有明顯優勢。陸廠雖然技術與規模落後臺廠，但雙

方的差距正逐漸縮小，因此面臨低毛利的激烈競爭。 

臺廠與陸廠間的技術差距縮小，可能使臺廠陷入中國的同業低價競爭，致使

收益降低，甚至面臨客戶轉單之風險。如近期中國本土化政策的推動下，中興及

華爲就帶頭加速對 PCB 與載板之陸廠深南電路下單26，藉此加速當地 5G 建設，

此大舉採用陸供應商產品，並逐步拉高採購比重的舉措，將直接衝擊臺廠。而除

華為外，許多中國 5G 基礎設備亦多採用如深南、方正、博敏、深聯、崇達等中

國電路板廠商產品27，且中國在 5G 基礎設施供應鏈完整，逐步實現材料自給化，

加上國家政策助力，讓中國 PCB 業者在 5G 競局如虎添翼，對我國供應廠商形成

極大壓力。 

                                                      
24 2020 年及 2021 年全球共有 34 座新晶圓廠動工，預定 2022 年至 2024 年還有 58 座新廠動工，將使全

球晶片產能增加約 40%。 
25 台視財經新聞(2022/08)，「去年全球 PCB 業 25 家營收逾 10 億美元，佔產值 52%」，

https://www.ttv.com.tw/finance/view/?i=082022231222292EF168CEA74D4DAB0CF8373693B2B76B3D  
26 ETtoday 新聞網(2020/05)，「紅色供應鏈來勢洶洶，臺廠首當其衝不容小覷」，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720066  
27 工商時報(2020/04)，「後疫情時代，亞洲 PCB 產業超前部屬 5G 戰場」，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technology/256409.html  

https://www.bg3.co/a/po-bai-jia-qi-ye-qu-nian-yi-gu-zhuan-yi-gu.html
https://www.bg3.co/a/deng-zhen-zhong-liang-an-huo-mao-jin-kuai-cheng-gong-shi-jiang-di-zhong-han-ftachong-ji.html
https://www.ttv.com.tw/finance/view/?i=082022231222292EF168CEA74D4DAB0CF8373693B2B76B3D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720066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technology/256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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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緣政治風險 

(1)中國去美化雖使臺廠短期受益，但長期中國朝自主研發發展，將激化兩岸 5G

廠商的競爭態勢 

短期而言，臺廠在美中 5G 對抗中，因中國的去美化政策而受益，不僅受禁

售令影響的華為，其他品牌亦因擔心成為美國的下一個目標，而展開降低美國供

應鏈比重計畫，轉而提高亞洲供應比重，採用臺廠零件取代美系廠商。以射頻元

件為例，華為部分中低階手機功率放大器(PA)訂單轉而透過海思設計、臺廠穩懋

代工的模式調整，使臺廠受益；而臺廠中華精測也承接華為旗下海思 5G 基地台

訂單，提供射頻元件 VPC(垂直式探針卡)，IC 測試板設計廠雍智切入華為 5G 射

頻晶片測試載板供應鏈等。由此可見，在華為 5G 關鍵零組件從「去美化」到自

主化的轉型過程中，臺灣廠商扮演關鍵角色。 

然而長期而言，隨著中國大力扶植半導體等關鍵產業自主化，並加速自主研

發 5G 關鍵技術，將提高兩岸零組件與網通產品廠商之競爭關係。中國推動 5G 自

主研發，積極扶植本土企業，使得中國 5G 上游零組件廠商逐漸崛起，發展射頻

元件與模組技術，與臺灣零組件/網通設備供應商存在競爭關係。以華為旗下海思

的功率放大器(PA)晶片為例，其高階功率放大器主要交由臺廠穩懋生產，但在加

速中國射頻產業國產化的目標下，海思亦推動自主研發功率放大器晶片，並交由

三安整合電路代工28(非 5G PA，目前僅代工中低階的 4G PA)，雖然臺廠穩懋的製

程與良率仍勝三安整合電路一籌，因此 5G 功率放大器代工仍握在臺廠手中，但

可預期在中國自主研發關鍵技術下，兩岸 5G 供應鏈之間的競爭關係將會提升，

對臺廠產生相當大的威脅。 

(2)「去中化」與「去美化」趨勢，迫使臺廠必須面對產能重新配置或產品調整

之挑戰 

美中 5G 對峙進一步分化全球 5G 供應鏈，其中美國因國安考量而推動 5G 供

應鏈「去中化」，而中國則建立「去美化」的自主供應鏈，讓臺廠面臨更複雜之產

能配置風險。對美系客戶為主的臺廠而言，由於 5G 產業高度涉及高科技產業競

爭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企業對於資訊安全的重視程度及對分散風險的意識，在美

中貿易戰後明顯提高，當美國客戶對在中國生產或資訊安全存有疑慮時，臺廠在

中國的經營面臨潛在的不確定性，如客戶要求把關鍵技術及製程撤離中國、增加

海外生產據點以分散風險，亦或要求美國客戶及中國客戶須由完全切割的兩家子

公司個別服務，皆為潛在之可能風險，迫使臺廠需重新分配美中兩邊資源，或放

棄業務比重較低的一方。 

                                                      
28 科技新報(2019/10)，「中國砷化鎵國產化太快?台廠高階仍具優勢」，

https://technews.tw/2019/10/31/taiwan-factory-gaas-high-order-still-has-advantages/ 

https://technews.tw/2019/10/31/taiwan-factory-gaas-high-order-still-has-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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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陸系客戶為主的臺灣廠商，受到中國加速「去美化」趨勢影響，

必須因應中國客戶需求，針對共同開發的產品進行調整或重新設計，或變更製程

中使用的零組件與設備，以降低其中美國技術/軟體使用比例，此亦為臺廠帶來產

品調整之挑戰。 

(3)「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之發展趨勢下，臺廠面臨 5G 研發成本上升及選邊

站之難題 

相對於過去資通訊零組件與網通廠商較重視硬體製造，5G 對於軟硬體整合

的要求更高，使得臺廠必須更多投入軟體研發。然而在美中 5G 衝突下，5G 通訊

系統有可能成為美中兩國為首的兩套系統，臺廠軟體研發將涉及美中各自設定的

資安規範與認證要求，未來可能要設立兩套分立的研發系統，即若依循美國系統，

則將研發設於臺灣；而若依循中國系統，研發則將設立於中國。面對「一個世界、

兩套系統」之發展趨勢，臺廠若要提供不同系統的產品與服務，將大幅提高研發

成本與人才的需求，臺商將面臨選邊站的難題與風險。 

4.其他風險 

(1)臺廠投入 Open RAN 市場，長期投資將提高，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亦可能讓

臺廠的投資意願降低 

Open RAN 架構確實存在商機，然而臺廠在布局 Open RAN 市場時，亦面臨

長期投資提升與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影響。首先，Open RAN 的分散式架構拆分

模式多元，系統整合與通訊穩定度等方面尚待加強，電信業者決定最適模式前，

仍需歷經資源盤點和場域測試，因此規模化商用階段仍待時日，且目前 Open RAN

架構在網路性能、安全風險、產業生態成熟度等面向，皆難以與傳統封閉式網路

架構匹敵。 

其次，過去臺灣網通廠多以代工製造為主，對產品自主研發投入較少，5G 

Open RAN 市場強調軟硬整合，臺廠需投資人力與資金進行軟體開發。最後，5G 

Open RAN 商業模式與過往不同，過去臺廠以規模化製造為主，但 5G 專網場域

的差異性大，產品難以標準化、規模化生產，而是偏向少量多樣的商業模式，使

得臺廠需投入更多人力進行場域測試。在此三個因素下，臺廠在規模商用實現營

收前，仍需持續投入軟體開發、場域測試等，使得臺廠的長期投資提高，若 Open 

RAN 架構無法在幾年內獲得明顯成果，臺廠持續投資的意願可能下降。 

(2)臺灣生產環境之挑戰 

美中貿易衝突後，臺廠將部份生產移回臺灣或增加臺灣產能以因應，使得 5G

零組件/網通設備於臺灣生產的比例提高。臺商回流投資將有利於提升我國的 5G

生態環境，但卻對臺灣生產環境帶來挑戰。由於臺灣長期面臨缺乏土地、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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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人才、勞工等五缺問題，大量生產遷回臺灣，將使臺灣資源分配的難度更高，

廠商生產面臨缺水、缺電的風險提高。以 5G 晶片生產為例，由於晶圓廠運作需

要大量高純度水及大量電力供應，而臺灣目前供應全球約 21.4%晶圓產能，未來

仍有多座晶圓廠陸續完工並投入生產，2021 年初臺灣即發生嚴重缺水問題，年內

也發生多次跳電問題，如何維持穩定的水電供給問題，將是未來臺灣 5G 供應鏈

能否維持的關鍵。 

勞工方面，我國零組件/網通設備大廠為搶攻 5G 商機，紛紛在臺擴充產能，

帶動工廠的勞動人力需求，例如載板大廠欣興、景碩、南電近年在臺投資高階載

板，皆面臨各大廠商爭搶生產人力的挑戰29；半導體業者亦反映「直接人力」相當

缺乏30，例如無塵室作業員等。基層勞動力供給不足以因應需求，可能導致廠商

生產受阻，進而影響供應鏈的穩定性。 

人才方面，掌握先進技術與自主研發之高階專業人才為 5G 產業發展的重要

因素，然而我國高科技產業長期面臨人才短缺的困境，許多科技人才由半導體產

業所吸納，讓投入 5G 產業之人才明顯不足。根據我國工業局於 2021 年底的「通

訊(含 5G)產業專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推估顯示31，通訊產業專業人才在 2022

年至 2024 年間每年平均新增需求為 4,923~6,017 人，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4.6~5.6%，且我國在多項通訊專業人才如應用設計研發、軟體設計、IC 設計、通

訊軟體設計等相對缺乏32。而在前一次調查中，則有高達五成的廠商表示人才不

足，顯示人才仍為 5G 發展的重要議題。雖我國在《臺灣 5G 行動計畫》中，各部

會均辦理 5G 跨域人才培育工作，惟我國政府培育 5G 跨域人才之能量，與相關

產業的人力需求相差甚遠且緩不濟急。 

 

四、臺灣的因應與政策建議  

面對未來全球 5G 產業的發展趨勢與臺灣 5G 產業面臨的潛在風險，我國政

府及企業宜提前研擬因應策略，以降低市場變化可能帶來之風險。以下提出臺灣

可能的因應與政策建議。 

                                                      
29 經濟日報(2021/12/31)，「欣興示警，四缺難題仍是長期挑戰」，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230/6001638  
30 工商時報(2021/02/02，「投資潮、擴廠熱，科技業掀搶人大戰」，

https://ctee.com.tw/news/tech/412182.html  
31 「通訊(5G)產業 2022-2024 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經濟部工業局，2021 年 12 月，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8/relfile/6037/9315/6e435e18-a445-4d54-8c0c-15c80504ee6c.pdf  
32 根據通訊(含 5G)產業專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我國通訊產業欠缺之專業人才包括：應用設計研

發、軟(韌)體設計、IC 設計、通訊軟體設計、程式設計開發、演算法開發、射頻／天線設計、機構設

計、Internet 程式設計(前後臺、APP)及電源設計等 10 類工程師人才，而人才欠缺主要原因主要為「在

職人員技能或素質不符」及「應屆畢業生供給不足」，另應用設計研發、軟(韌)體設計、通訊軟體設

計、程式設計開發、演算法開發、機構設計及 Internet 程式設計(前後臺、APP)等工程師職務亦面臨

「在職人員易被挖角、流動率過高」之困難。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230/6001638
https://ctee.com.tw/news/tech/412182.html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8/relfile/6037/9315/6e435e18-a445-4d54-8c0c-15c80504ee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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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關注開放架構解決方案(Open RAN)發展現況，並引導臺廠布局有利位置 

因地緣政治、5G科技競局下的去中化發展趨勢，歐美政府對於開放網路(Open 

RAN)寄予厚望，我國廠商也大量投入 5G Open RAN 開發。然而 Open RAN 仍面

臨不少挑戰。後續的發展與其在商業模式、產品定價、技術突破、效益驗證等方

面的表現息息相關，如系統整合商能否有效整合各家供應商、電信商是否能妥善

管理，以及通訊穩定度能否有效加強等問題。建議我國持續關注開放架構解決方

案是否能有效克服整合測試複雜、服務品質不穩定等挑戰，對於 5G 開放架構的

發展趨勢和市場機會，抱持樂觀審慎的態度，以因應市場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過去我國多數網通設備廠商以代工生產為主，只有少數廠商在提

供硬體的同時，堅持主導產品內部的軟體自主研發，因此僅有這些廠商有能力提

供完整的解決方案，能取得 Open RAN 架構下的市場商機。有鑑於 Open RAN 市

場仍處於開發階段，臺廠若僅被動接受訂單需求規格，長期而言不利於我國在

Open RAN 市場布局，建議在爭取白牌設備訂單機會的同時，把握參與標準訂定

和直接接觸電信商機會，主動聯盟或產品開發合作，以導向我方布局 Open RAN

市場有利位置。 

(二)協助臺廠強化軟體與系統整合能力 

臺灣廠商長期專注於提高硬體的生產技術與效率，使得 5G 產業在硬體研發

已有不錯的基礎，但因較少投入軟體開發，讓我國在軟硬整合能量上較為薄弱。

5G 應用服務強調軟硬整合，以軟體思維帶動硬體發展成為新業態，因此臺灣廠商

在維持硬體優勢同時，亦需透過持續深化軟體技術，有效發揮軟硬整合實力。 

我國政府可透過加強國際關鍵標準或開源組織的參與度，提升軟硬體標準之

技術掌握度，以讓廠商在創新應用上取得先發者優勢。另一方面，我國工研院於

2022 年開發「5G O-RAN 關鍵智能管理控制軟體」，提供國內業者一站式管理系

統的完整解決方案，協助廠商升級轉型為 5G 系統方案商，從製造導向走向系統

整合，未來我國政府可加強宣傳，推動廠商參與。 

(三)推動我國廠商布局5G必要專利 

臺灣為全球通訊技術產業鏈發展重要區域，我國政府為突破 3G、4G 大廠壟

斷局面，已提早布局 5G 技術開發，使得我國 5G 標準必要專利已較 4G 時代提

升。然而整體而言，我國 5G 標準必要專利持有比率仍偏低，且國內企業自行申

請專利的比例並不高，此一方面與我國廠商長期為標準之追隨者，較專注於製造

技術之特性有關；另一方面源於我國廠商不習慣布局專利，使得國內廠商雖在接

取設備、小型基地台領域已有相當的研發生產基礎，但尚未有明顯專利佈局成果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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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 5G 專利的授權及爭議，在近幾年各國際廠商取得 5G 專利後開始發

酵，針對 5G 手機廠商的全球專利訴訟近年來頻頻發生，加上近年來在 5G 專利

上大幅布局的中國專利權人，如華為、中興通訊、大唐、聯想等，亦加入索取專

利權利金的行列。為此我國宜加速佈局 5G 必要專利，持續建立優勢 5G 核心技

術，以提升我國 5G 通訊產業競爭力。政府則可透過整合學界、業界及法人研究

能量，將 5G 技術研發成果直接導入國內相關產業供應鏈，以提升 5G 專利之取

得。 

(四)持續推動科技應用場域，並與他國進行5G實驗場域計畫合作，探索5G專網應

用 

我國已在 2020 年宣告 5G 商轉，並預期在 2023 年落實垂直場域。現階段我

國政府宜加強產業垂直應用開發，持續推動以科技應用場域需求帶動 5G 產業發

展，如透過集結公私場域業者，協助臺灣營運商、通訊設備、系統整合與應用業

者，推動製造、運動展演、交通等關鍵領域的 5G 智慧應用，以掌握垂直應用等

逐漸發酵的相關商機，並探索出關鍵的 5G 專網應用。 

此外，建議我國持續尋求與他國進行 5G 實驗場域計畫合作之機會，如我國

參與歐盟的「展望二○二○(Horizon 2020)」計畫，由我國工研院與德國弗勞恩霍

夫電信研究所(Fraunhofer HHI)合作研究 5G 智慧工廠，雙方在臺歐兩地各選一個

工廠，並實際建置兩個互聯的實驗場域，共同在「整合端對端 5G 網路試驗」進

行研發33。臺灣與歐盟的技術合作，最早源自於 2014 年，起初雙方以建立技術連

結，並以「主題式開放徵案」(Targeted Opening Call)的方式建立雙方科技研發合

作框架。我國與歐盟在 5G 的合作模式，可做為我國開啟他國進行 5G 合作之參

考。 

(五)強化我國材料與設備之自主能力 

我國 5G 零組件的多項關鍵材料與設備來源高度依賴歐、美、日等國進口，

長期曝露在外部供應風險中。建議我國強化關鍵材料自主性，提高材料與設備之

自給率，如透過計劃性提升國產材料比例，培養本土關鍵設備和材料廠商，強化

關鍵材料掌握能量及供應鏈脆弱環節。另一方面，短期我國可透過建立 5G 產業

關鍵材料的監控機制，掌握材料主要供應來源，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動可及時提供

預警，以協助政府與業者提前因應。 

                                                      
33 臺灣透過「展望二○二○」計畫，與歐盟國家從 5G 先期研發開始，後續臺灣與歐盟決定擴大 5G 合作

至 Horizon Europe (FP9)的「超 5G」(B5G, Beyond 5G)，雙方於 2019 年底簽訂全新合作框架計畫，合

作期將從 2021～20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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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下，建議臺廠分設兩套研發系統 

在 5G「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發展趨勢下，臺廠軟硬體研發將涉及美中各自

設定的資安規範與認證要求。建議廠商未來設立兩套分立的軟體研發系統，即若

依循美國系統，則將研發設於臺灣；而若依循中國系統，則將研發設立於中國；

零組件廠商亦應兼顧中美二大區域不同標準、規格及需求，透過加入研發聯盟來

取得合作機會。雖分設兩套研發系統將大幅提升研發投資與人才需求，但此可降

低於兩大陣營之間選邊站的風險。 

(七)擴大5G人才引進 

臺灣高科技產業長期面臨人才短缺的困境，許多科技人才由半導體產業所吸

納，使得投入 5G 產業之人才明顯不足。雖我國在《臺灣 5G 行動計畫》中，各部

會均辦理 5G 跨域人才培育工作，惟我國政府培育 5G 跨域人才之能量，與相關

產業的人力需求相差甚遠且緩不濟急，因此建議政府可擴大 5G 人才之引進。 

我國政府已於 2018 年推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並在 2021 年 5 月

提出「關鍵人才培育及延攬方案」。未來可在此基礎上，針對 5G 產業加強國際人

才引進，同時應加強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就讀相關領域科系，畢業後協助其留在臺

灣工作，以充裕我國人才庫。此外，政府亦可針對軟體人才較多之國家如印度、

菲律賓等加強人才引進，順勢推動我國 5G 軟硬體整合，厚植臺灣 5G 產業競爭

力。 

(八)經營兩岸資通訊之供應鏈，取得中國5G建設商機 

中國為我國資通訊廠商之重要市場之一，兩岸資通訊產業已形成緊密的供應

鏈關係。在中國 5G 發展中，已有許多我國企業投入中國 5G 基建商機，例如臺廠

楠梓電、金像電、騰輝-KY 等均已接獲中興的訂單，預期在中國「新基建」政策

的推動下，將可帶動相關臺廠 5G 供應商機。為此，我國 5G 網通廠商一方面積極

在 Open RAN 架構下和歐美合作，另一方面則宜持續經營兩岸供應鏈關係，以取

得中國 5G 建設商機。 

而為切入中國基礎建設供應鏈，我國業者需要持續留意中國針對網通設備所

發佈的資安法規並加以因應，以符合中國對於資訊基礎設施、供應鏈安全的要求

和標準。此外，中國近年積極扶植當地企業，在成本、技術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對臺灣資通訊造成衝擊，臺灣業者應強化技術、軟硬整合能力，以提高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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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10301_Lewis_Accelerating_5G_0.pdf?klP.hknBLh2uJBCPMkxs5_wRNzFiMbdO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SPTO-5G-PatentActivityReport-Feb2022.pdf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SPTO-5G-PatentActivityReport-Feb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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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惠慈1、吳玉瑩2 

2008 年的石油危機引發的潔淨能源、綠色經濟崛起，推動了電動車的發展，

也開展了汽車業的新世代變革。2009 年聯合國潔淨能源部長會議通過電動車倡議

(Electric Vehicles Initiative, EVI)，目標強化全球對電動車的使用。2020-2021 年積

極參與 EVI 的國家已包含加拿大、智利、中國、芬蘭、法國、德國、印度、日本、

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瑞典、英國和美國，並相繼提出不少推進

電動車研發與銷售的政策。受惠政策支持與多款電動車量產，電動車(含純電動車

與插電式混合動力車)銷售快速增加，疫後在歐洲、美國、日本等國經濟復甦政策

著重電動車的發展之下，更推動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翻倍的成長。由近年全球車

用市場的銷售表現更可看出，相對於全球整體乘用車市場自 2017 年以來的下滑

趨勢，2020 年整體乘用車銷售量 5,391 萬輛(較 2019 年之跌幅達 15.82%)，新能

源車卻是快速成長，自 2016 年銷售量 75.3 萬輛，至 2018 年突破 200 萬輛，2021

年銷售量更高達 657.2 萬輛(參考圖 4.1)。從新能源乘用車的市場銷售占比來看，

更從 2016 年新能源乘用車銷量占整體汽車市場銷售比重僅 1%，於 2021 年占比

已達 11.65%。未來隨著各國執行更嚴格的車輛排放法規及全面電動化時程趨近，

可預期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將會持續成長。 

然而除了電動化(Electric)驅動汽車產業的變革外，智慧化應用在各產業普及

度提高，亦加速車輛產業朝向聯網化(Connected)、自駕(Autonomous)、共享服務

(Shared & Services)的方向前進，其中蜂巢式車聯網成為汽車新應用，而結合 5G、

自駕技術，透過軟體更新(Updated)提升消費者體驗，在車輛產業帶動以軟體定義

汽車的新一波汽車革命，亦將帶動國際車輛供應鏈的創新與重構。另值得注意的

是，在各國政策力度不同下，電動車的發展與供應鏈分工展現出不同於傳統汽車

供應鏈的分布與主導權，加上地緣政治、疫情干擾下，為國際車輛供應鏈帶來新

的變動因素與風險，也令國際主要車輛生產國家積極由政府主導，加速電動車技

術發展與普及程度，以爭取在新一波汽車革命中取得市場主導權。以下依序說明

前述電動車的各國與企業之發展，之後敘明目前國際電動車供應鏈面對的風險，

以及因此衍生的因應變化與產業供應鏈發展趨勢，最後則針對臺灣電動車產業供

應鏈的布局與潛在風險，以及臺灣的因應策略加以說明。 

                                                      
1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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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新能源乘用車包含純電動車(BEV)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EV)。 

資料來源：整體乘用車來自世界汽車工業國際協會(OICA)、新能源乘用車來自國際能源署

(IEA)、本研究整理。 

圖 4.1、2016~2021 年全球整體及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 

 

一、國際電動車供應鏈之調整與改變  

本部分將運用世界汽車工業國際協會(OICA)、國際能源署(IEA)，配合國際貿

易數據，首先說明國際電動車的產銷分布與貿易流向變化情形；其次說明因應車

輛技術與相關發展趨勢下，國際電動車供應鏈體系的調整與改變；繼之利用國際

主要車廠的競合發展情況，說明在電動車加速發展的趨勢下，科技大廠、新創公

司、以及傳統國際車廠的發展策略及合作方向。 

(一)電動車產銷現況 

1.全球市場產銷：電動車銷售快速成長，政府政策為重要推手 

觀察新能源乘用車主要銷售市場，亦可發現主要市場亦是電動車推動積極的

國家，顯然新能源車的銷售成績實反應國家政策推動的力道。目前中國為全球新

能源乘用車第一大市場，透過對消費的補助，自 2015 年銷售量快速成長，至 2021

年銷售量達 333.4 萬輛，是前一年的 2.6 倍，占全球銷量比重 50.73%。中國新能

源車市場成長迅速係因政府規定汽車製造商的製造銷售當中，有一定比例必須是

新能源車，而原本計劃在 2020 年底結束的銷售補助金也決定延長 2 年，顯見中

國政府推動的新能源車普及政策奏效。而德國在其政府落實在環境與消費的政策

下，電動車銷售量也明顯成長，自 2020 年的 39.49 萬輛增至 2021 年的 68.1 萬輛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整體乘用車 6,951 7,085 6,868 6,404 5,391 5,640

新能源乘用車 75.3 117.7 201.5 212.3 299.3 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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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乘用車市場，而美國自 2018 年以來電動車

銷售量連續下滑，由 2018 年的 36.13 萬輛降至 2020 年的 29.54 萬輛。這可能係

因川普時期退出氣候協議且不允許州政府訂定各自排放標準，無法塑造良好的新

能源車發展環境所致，但拜登政府則恰為相反，其就任以來，大力推動有利於新

能源車發展政策，致使美國電動車在 2021 年銷售量暴增至 63.1 萬，雖仍居於第

三大新能源乘用車市場，但其未來發展值得持續關注。 

另針對歐洲市場，在政策推動下，歐洲主要國家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均高速

成長，將是僅次於中國的新能源汽車重要市場。目前除德國表現亮眼之外，英國

於 2020 年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僅 17.6 萬輛，2021 年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增加至

31.2 輛，單年成長率為 77.27%，為第四大新能源乘用車市場；而法國新能源乘用

車銷售量也從 2020 的 18.46 萬輛增加至 2021 年的 30.9 萬輛，單年成長率為

67.03%，為第五大新能源乘用車市場。至於 2021 年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達 10 萬

輛以上者，分別還有挪威(15.2 萬輛)、荷蘭(13.6 萬輛)等，如圖 4.2 所示。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署(IEA)、本研究整理 

圖 4.2、2016~2021 年主要國家新能源乘用車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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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車廠產銷：Tesla 為全球最大電動車廠，中國車廠市占合計達 4 成 

由表 4.1 各車廠電動車銷量觀察，2021 年全球第一大電動車廠為 Tesla，銷售

量為 93.6 萬輛，市占率達 20.3%。也就是說，全球每銷售 5 台電動車，就有 1 台

是 Tesla。而德國 Volkswagen 排名第 3 位，2021 年電動車銷量為 45.2 萬輛，市占

率約一成(9.8%)。 

表 4.1、2021 年全球主要車廠電動車銷售量及市占率 

排名 集團名稱 
2021 年 

銷售量(萬輛) 

全球市占率 

(%) 
車廠國家別 

1 Tesla 93.6 20.3% 美國 

2 上海汽車集團 59.6 13.0% 中國 

3 Volkswagen 45.2 9.8% 德國 

4 比亞迪 (BYD) 32 7.0% 中國 

5 Nissan + Mitsubishi+ Renault 24.8 5.4% 日本、法國 

6 Hyundai 22.3 4.8% 韓國 

7 Stellantis 集團 18.2 4.0% 荷蘭 

8 長城汽車 13.5 2.9% 中國 

9 廣州汽車集團 12 2.6% 中國 

10 BMW 11 2.4% 德國 

10 吉利汽車集團 11 2.4% 中國 

12 Mercedes-Benz 9.9 2.2% 德國 

13 奇瑞汽車 9.8 2.1% 中國 

13 小鵬汽車 9.8 2.1% 中國 

15 長安汽車集團 9.6 2.1% 中國 

16 蔚來汽車(NIO) 9.1 2.0% 中國 

17 東風汽車集團 7.1 1.5% 中國 

18 合眾新能源汽車 6.9 1.5% 中國 

19 Ford 5.5 1.2% 美國 

20 威馬汽車 4.4 1.0% 中國 

27 Honda 1.5 0.3% 日本 

29 Toyota 1.4 0.3% 日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MarkLines 

在前 20 大電動車銷售品牌中，有 12 家為中國車廠，2021 年中國車廠電動車

銷量合計為 184.8 萬輛、市占率高達 40.2%。其中，上汽集團電動車銷售量在全

球排名第 2 位，2021 年銷售量為 59.6 萬輛、市占率 13%。上汽透過與美國 GM

合資，推出低價的暢銷車款「五菱宏光 MINI EV」，售價人民幣約 3 萬元，占上

汽純電動車銷量約 7 成。比亞迪則排名第 4 位，2021 年銷售量為 32 萬輛、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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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7%。比亞迪在電池技術方面具有優勢，在普及價位上推出從轎車到 SUV 純電

動車款。而小鵬汽車、蔚來汽車(NIO)、合眾新能源汽車、威馬汽車等 4 家中國新

興電動車廠也進入全球前 20 大電動車銷售廠商。 

至於日本車廠 Honda、Toyota 在電動車佈局明顯步伐遲緩，2021 年電動車銷

量排名分別為第 27 名及第 29 名，在全球電動車市場缺乏存在感。而韓國 Hyundai

於 2021 年電動車銷售排名第 6 位，銷售量為 22.3 萬輛，市占率 4.8%，顯見韓國

車廠佈局電動車的積極度較高。 

3.貿易：歐盟取代美國成為中國車輛零組件主要進口來源 

就國際主要汽車生產國家的貿易流向觀察，美中貿易戰後美中之間的直接貿

易下降，中國除在「其他零組件」對美國的依賴加深之外，其在彼此車輛及零組

件的進口市占率多明顯下降，而歐盟自身的進口雖仍以歐盟內部成員國為主，但

在中國進口市場的重要性明顯提昇。另可觀察到，日本提高對泰國零組件進口的

仰賴程度；而中國車輛零組件則在韓國、泰國、印度等國家的進口市占率有所提

昇，顯示亞洲地區的供應鏈體系有更密切連結的趨勢；同時，由於中國汽車保有

量與內需市場龐大，德國、美國、日本、以及韓國等主要汽車生產國家的廠商均

積極布局中國汽車零組件市場，其中日本主要偏重底盤與傳動零件及汽車引擎，

韓國則專注線束(Wire Harness)、汽車電子與剎車系統生產與供應。至於美國則以

韓國與歐盟的電機電子組件以及泰國的輪胎與內胎取代中國產品。 

另值得注意的是，除中美貿易戰之影響外，美國為確保美國廠商和製造業勞

工，都可以享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自 2015 年開始便對部分中國輪胎徵收高

額反傾銷稅及反補貼稅，導致中國輪胎在美國市占率逐年降低。在美國課稅政策

的壓力下，不少中國輪胎企業將工廠移到東南亞國家，再從當地出口到美國。因

此美國自泰國進口的輪胎占比逐年上升。對此，美國商務部又於 2021 年 5 月下

旬宣布對臺灣、南韓、泰國、越南等地部分製造輸出到美國的轎車胎、輕卡車胎

課徵反傾銷稅，對臺灣包括南港、泰豐等廠商產生影響。 

(二)國際電動車供應鏈體系的調整與改變 

1.汽車產業核心技術發展趨勢─CASE+1 

電動車產業的重要發展趨勢除大家耳熟能詳的聯網化 (Connected)、自駕

(Autonomous)、共享服務(Shared & Services)和電力驅動(Electric)等四大發展方向

(CASE)之外，亦需要注意隨著 5G 通信日益普及，蜂巢式車聯網(C-V2X)的技術

與標準同步發展，致使透過網路更新(Updated)軟體並提升消費者體驗成為車輛產

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並帶領車輛產業進入「軟體定義汽車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s, SDV)」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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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目前高通(Qualcomm)全新第四代 Snapdragon 汽車駕駛艙平台，結

合了多個感測器、電腦視覺、人工智慧(AI)和高效能系統單晶片(SoC)。高通車聯

網(C-V2X)同時整合蜂窩式網路、Wi-Fi 和藍牙，讓乘客隨時隨地連接網路，借助

高通 4G LTE 和 5G LTE 數據機，也開放整合亞馬遜(Amazon)Alexa 汽車軟體開發

套件(SDK)。此外，Cisco 結合自身工業物聯網(IIoT)連網技術，以及 Verizon 的 5G

與 LTE 行動技術、行動邊緣運算(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Verizon 與 Cisco

宣稱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成功完成蜂巢式車聯網(C-V2X)的觀念驗證(POC)展示，可

望促成自駕車與相關技術應用成本降低、並提升效率與安全性。 

隨著 5G 通訊技術發展，也帶動資訊(Computation)與通訊(Communication)的

整合，5G 通訊結合雲端或邊緣運算，過往許多受限於「即時性」的應用便可隨之

落地，5G 於車載方面應用，可分為三大方向：首先為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衍生出的 Level 5 以上完全自駕車；其次是由智慧化中控台、儀表板、車載娛樂

系統(IVI)所延伸出的智慧座艙系統；而其三則為因應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需求所

衍生的智慧化/自動化商用及大眾運輸車隊管理系統。 

由於車聯網串聯人、車、路三方資訊整合，相關技術可應用於交通安全、交

通服務、城市管理、物流運輸、智慧收費等，例如包括可優化車隊管理、降低車

險成本、便於電動車管理，以及方便即時線上更新(Over the Air, OTA)等，因而被

視為智慧交通機制的重要系統，掌握車聯網技術及 OTA 內容者即可謂掌控了車

輛的靈魂，因此汽車業者接踵投入車聯網服務。ABI Research 即預測，2030 年與

2035 年全球 5G 連網車數量將分別達到 4,100 萬與 8,300 萬輛，「軟體定義汽車」

亦將成電動車運作基礎。 

在軟體定義汽車的發展下，透過持續更新讓車輛的功能性、互動性等體驗將

能更加凸顯個人化與差異化，並重新定義汽車的功能、價值及體驗，成為汽車產

品差異化和客戶體驗的關鍵；而業者對於技術的整合與軟體掌握，將重塑其競爭

力。如 Tesla 持續提供軟體更新，藉由車內顯示器、環境光和感測器達成安全性、

以及包括車與駕駛者、以及車與其他車及用路人之互動性，以維持客戶體驗舒適

感及新奇感。值得注意的是，雖說網路技術建設由電信業主導，自動駕駛軟體掌

握在 IT 業者手中，電動車相關技術偏重電機與材料業，但在軟體定義汽車的新趨

勢中，不管最後由那一類的廠商主導其發展，整合製造、軟體與服務等軟硬體勢

必成為車輛產業領導廠商的必備能力，且如此一來，傳統汽車業垂直整合模式將

被打破。 

因此，建議傳統 ECU/MCU 供應商得提早因應未來的變化，試著與其他系統

整合，AI 化、提升軟體效能、或是提高與 OEM 業者的直接合作機會。目前部分

供應商如博世(Bosch)、中國集團(Continental)已由單純供應角色提升為協助系統

整合，以 Tier 0.5/1 之姿提供整套的系統解決方案。透過此種供應鏈模式，將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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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業者更專注於市場研究與產品規劃，再透過與 Tier 0.5/1 高度合作，共同發展

更貼近市場需求的車款產品。 

2.CASE+1 趨勢下車輛產業加入新參與者且供應鏈朝扁平化發展 

過往汽車產業在高資本、高技術且須高度整合的綜合性產業特質下，全球整

車生產高度集中於日本、美國與歐系車廠，雖然歐系、美系與日系車廠也進行全

球布局，但布局區域仍相對高度集中於本身所屬洲別。其次，在追求效率及成本

管控的運作思維下，傳統燃油汽車供應鏈體系呈金字塔型，以整車廠為核心，由

上到下分為一級供應商(Tier 1 系統整合商)負責系統設計和製造；二級供應商(Tier 

2 零部件供應商)為零組件製造；以及負責生產零件、材料的三級供應商(Tier 3 原

物料供應商)。此外，也由於汽車引擎核心技術門檻高，新競爭者加入困難，車輛

產業呈現封閉式的供應鏈生態。在此種分工下，車輛產業的重要的零組件廠商為

了長期參與車廠的新車款開發，大多就近選擇在車廠所屬洲別設置生產基地，以

與原廠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進而形成全球汽車封閉且集中於車廠本身所屬洲別

的供應鏈生態。 

然隨著 CSAE 應用漸廣，不僅持續推升車用晶片的需求，也推動汽車產品設

計不僅是硬體設備，還兼具更多的系統軟體，有更多的汽車功能更新倚賴線上韌

體更新(OTA)模式，新元素的納入促使原本封閉式的供應鏈生態開始鬆動，包括

如 TESLA、新創等科技/資通訊電子業者等新的參與者紛紛加入電動車產業。，

是，相較於燃油車，電動車因缺少燃油引擎，零組件數量大幅縮減近 40%，加上

電動車相關技術尚持續發展變動中，而新進科技大廠的生產規模初期有限，致使

車廠在發展新型電動車款時傾向直接與供應商聯接，讓電動車供應鏈結構朝扁平

化發展，新進供應商接觸車廠機會增加。此等發展令傳統車廠供應鏈中 Tier 1 的

部分功能被電動車的重要零組件系統供應商所取代。如 Tesla 主導系統的開發，

取代部分系統廠的工作，使得 Tier 2 和 Tier 3 可直接跳過 Tier 1 向車廠供貨，讓

供應鏈靈活性增加。事實上，電動車供應鏈的扁平化發展，不僅車廠對於零部件

和原物料的管控、整合和反應能力更佳，增加成本控制和模組化生產能力，縮短

車輛的開發週期；供應商也能直接與車廠進行交流，瞭解車廠實際需求，以利更

確切地掌握車廠對趨勢及次世代技術要求的標準。但同時，在車輛供應鏈朝扁平

化發展，車廠與 Tier 2 和 Tier 3 廠商連結增加並替代部分 Tier 1 廠商的作用與主

導性，似乎也造成整車廠與 Tier 1 作為車輛生產整合者某程度的競爭關係。例如

目前已可觀察到 Tier 1 的供應商積極朝車用晶片、電池發展，與新創業者、資通

訊電子業者合作，爭取/保有產業話語權的現象。 

另值得注意的是，針對近來車輛產業供應鏈相對較過往開放的趨勢能否持

續？依據 KPMG 2020 的全球汽車調查報告，傳統車廠與科技廠商間的競爭已越

趨明顯，而業界間的合作也由初期(2014-2016 年)傳統車廠注意到破壞性創意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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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創(greenfield approach)，因而開展與新創、科技業者間的合作；經過 2016-2018

年間車廠將其他車輛業者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因而加強與 ICT 業者的合作；至

2018 年後，車廠意識到競爭對手實際上是來自於車輛產業之外的科技廠(如 Tesla, 

Google 等)，因而又在車輛產業內產生強強聯手並再次自成供應鏈體系的變化。

顯然汽車供應鏈的發展趨勢，究竟是就此有了新的開放窗口，還是經過一段期間

後有重新回到封閉式生態，抑或是由新進科技大廠引導的汽車供應鏈生態改變了

傳統封閉生態體系，仍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儘快加入車輛變革中的供應鏈體

系，方能搭上此番車輛產業發展的浪頭並取得商機。 

(三)企業合作加速電動車發展，但新技術的開發仍主要存在於國際車廠與科技/

資訊/新創業者的合作當中 

1.國際車廠與科技/資訊電子企業合作新型態汽車的研發、製造，並發展新商業

模式 

由傳統車廠的角度觀察，傳統國際車廠為了降低電動車開發成本、突破創新

技術，積極與科技/資訊電子企業，或汽車企業間進行策略合作，藉由技術共享、

平台共用來有效地分攤開發成本。合作的面向不僅止於新型態汽車(整車、零組件)

的開發，也涉及電池與車用晶片應用間的開發，以及車用相關軟體與新商業模式

等新領域的合作。其中，電池相關的研究開發與製造係傳統車廠尋求合作最多的

領域，其次則是車輛相關軟體系統開發應用、車用零組件、以及新形態車(電動車)

的開發等領域的合作。 

首先在軟體系統方面，國際車廠持續朝聯網化 (Connected)及自駕化

(Autonomous)布局，並與科技/資訊電子企業及新創車廠在資訊娛樂系統、自動駕

駛系統、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車聯網系統、擴增實境(AR)及虛擬實境(VR)等應用

方面合作。包括如吉利運用 Mobileye 路線圖資料，將於 2024 年在中國市場推出

世界第一輛達到自駕 Level 4 的車輛；法拉利將使用高通的 Snapdragon 數位底盤

(Snapdragon Digital Chassis)，包括內含自動駕駛系統等技術的「Snapdragon Ride」、

驅動車內用戶體驗平台的「Snapdragon 座艙」(Snapdragon Cockpit)、一套連結性

解方組合的「Snapdragon 汽車連結性」(Snapdragon Auto Connectivity)，以及協助

車廠開發新營收來源的 Snapdragon Car-to-Cloud。在車聯網方面則包括如福特連

網車架構採用 NXP 連網處理器與 i.MX 8 系列應用處理器，持續更新車輛功能以

提升 2021 年的 F-150、Mustang Mach-E、Bronco 休旅車(SUV)等車款的行車體驗；

Verizon 為奧迪(Audi)旗下 2024 年款的新車提供 5G 超寬頻(UWB)連網技術，透過

比 4G LTE 快百倍的超高網速，提升導航系統反應速度、音樂與視訊串流速度、

軟體效能，未來並可善用車聯網(V2X)通訊以強化行車安全與品質。至於其他應

用尚包含賓士(Mercedes-Benz)與 Terranet AB 合作開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與自駕車安全的駕駛輔助系統，採用 Terranet AB 獲得專利的 3D VoxelFlow 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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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感測器技術，讓 ADAS 與自駕車能快速且精確掌握與因應周遭路況，大幅改善

導航體驗與交通安全；Holoride 的虛擬實境(VR)娛樂系統將在某些奧迪(Audi)車

型上亮相，並配備最新的 MIB 3 軟體；Volvo 和 Google 合作開發 Android 車載作

業系統，整合 Google 地圖、Google 助理、Google Play Store 等服務，同時支援

OTA 線上軟體更新等。 

其次，在車用零組件方面，傳統車廠多與科技大廠及新創業者合作，開發電

動車所需的馬達控制單元、影像監測系統及光達感測器等電動車主要系統並進行

相關材料發展。如上汽集團與海爾集團將在自駕車技術與輕量化材料開發

(lightweight-material development)方面進行合作；印度 Tata Group 與日本車用晶片

製造商瑞薩電子(Renesas)合作開發電池相關系統、馬達控制單元等電動車主要系

統；南韓相機模組業者 Partron 產品首次搭載於現代集團 Genesis 電動車 GV60 的

數位側視鏡用環景影像監控(AVM)系統，2022 年再供應駕駛者監控系統(DMS)用

相機模組，搭載於 Genesis 最高階車款 GV90；賓士(Mercedes-Benz)與樂金電子

(LG Electronics)合力開發 IVI 系統之外，賓士新款電動車也將搭載樂金塑膠

OLED(POLED)面板。賓士旗艦級電動車 2022 年款 EQS，將搭載由兩家企業合作

開發的 IVI 系統；奧迪(Audi)準備在即將推出的 Q4 E-Tron 電動車中，安裝 Sonos

的音響設備；Volvo 電動車將標配 Luminar Iris 光達感測器，推出以 Ride Pilot 為

基礎的高速公路無人駕駛車款；福斯汽車 (Volkswagen)與英特爾 (Intel)旗下

Mobileye 合作開發其光達系統等。 

需注意的是，國際車廠除與科技/資訊電子企業合作發展新技術領域，也透過

與其他國際車廠之合作力拼轉型，如日產(Nissan)與三菱汽車(Mitsubishi Motors)

合作推出輕型純電動車，並與雷諾(Renault)和三菱汽車合作生產電動車與電池；

本田與通用汽車在 2020 年共同研發北美車市的 2 款電動車。2022 年 4 月雙方擴

大合作，2027 年將以共通 EV 平台提供數百萬輛 EV 至全球車市；五十鈴汽車

(Isuzu)與日本汽車大廠豐田汽車(Toyota)旗下日野汽車(Hino)合資生產電動公車；

SK集團將事業場營運中的1,500多輛汽車，漸進式地更換現代汽車(Hyundai Motor)

製造的氫燃料電動車；通用汽車(GM)與太陽能公司 Sunrun 合作，讓電動車兼具

電力供應的功能；賓士與吉利合力設計及製造智慧電動車等。 

2.新創車廠積極尋求合作，偏向新形態車發展領域的合作，其他也涉及車用零組

件、電池、車用晶片、與商業模式的合作 

過往汽車引擎核心技術門檻高，市場多掌控在少數車廠的手中，且呈現封閉

式的供應鏈型態，新競爭者加入困難。隨著汽車電動化、智慧化、聯網化的發展，

開啟新參與者的進入契機，新創車廠或新的供應鏈參與者的加入，為新形態汽車

帶來新的發展與變化。雖然新創車廠的發展尚淺，歷史的包袱不會構成其創新的

負擔，但經營能量卻也對其生產製造產生限制，導致新創車廠的合作多以新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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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開發製造及新商業模式為主。如澳洲交通運輸公司 Nexport 與中國車廠比亞

迪擴大合作，計劃在澳洲與紐西蘭合作開發新一代比亞迪電動車，以直面消費者

行銷(Direct to customers)模式銷售給 Uber 車隊；美國新創 Canoo 與 Magna 

International、德國 BMW 和荷蘭汽車代工廠商 VDL Nedcar 等既有汽車製造代工

廠合作造車；麥格納 (Magna International)與以色列電動車新創企業 REE 

Automotive 合作，結合 REE 自有 REEcorner 技術與 Magna 車輛系統整合專業與

製造能力，目標開發出模組化電動車(MEV)，可讓 OEM 業者根據自己的規格及

品牌需要，打造客製化電動車；芬蘭汽車代工廠 Valmet Automotive 與荷蘭太陽能

電動車新創公司 Lightyear 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在 2022 年 1 月開始共同製造原

型車，並將於 2022 年中開始生產近 1,000 輛電動車等。 

此外，新創企業也積極進行不同領域的合作，追求創新，如電池領域方面，

Fisker 未來 Ocean 電動休旅車將採用寧德時代兩種不同的電池組，於 2022 年投

入生產。在車用晶片及零組件方面，比亞迪與地平線合作，地平線將在比亞迪部

分車型搭載地平線征程，最早將於 2023 年中上市；2021 年 8 月美國電動車新創

企業 Fisker 與輪胎大廠普利司通(Bridgestone)簽約，由普利司通提供電動車專用

輪胎及售後維修服務，讓 Fisker 只要專心賣車。至於軟體及新商業模式領域，蔚

來汽車新款旗艦電動車 ET7，搭載高通新一代 Snapdragon Automotive 座艙平台、

以及高通 Snapdragon Automotive 5G 平台，目標提供乘客更直觀、智慧化且沉浸

式的乘車體驗，加速帶動汽車產業朝 5G 智慧化及連網汽車時代邁進；比亞迪部

分電動車款將搭載 NVIDIA Drive Hyperion 8 平台，提供車輛智慧駕駛和智慧泊車

功能等。 

最後可注意到的是，若綜整前述國際車廠與新創車廠的合作領域如表 4.2 可

發現，車廠與傳統汽車供應鏈業者間的合作仍偏向整車、零部件間的創新合作，

至於與科技/資通訊電子廠商與新創業者間的合作，則偏向電池、軟體、商業模式

的合作。顯示新技術的開發，仍多存在於國際車廠與科技/資訊/新創業者的合作

當中。 

表 4.2、車廠與不同業者間的合作領域整理 

國家 品牌 
汽車供應鏈 

業者 

科技/資訊廠/ 

新創企業 

中國 
吉利汽車 

 
  ◎   ● 

上汽集團 
 

○   ★ 

日本 

日產(Nissan) ○ ◎ 

本田汽車(Honda) ○ ◎ 

鈴木(Suzuki) ● ◎ 

豐田汽車(Toyota) ○ ◎ ◎ 

印度 Tata Gro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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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品牌 
汽車供應鏈 

業者 

科技/資訊廠/ 

新創企業 

南韓 現代汽車(Hyundai Motor) ○ ○◎  

美國 
福特汽車(Fordtor) 

 
◎ ★ ● 

通用汽車(GM) 
 

○◎    ● 

歐洲 

BMW 
 

◎ ★ ● 

賓士(Mercedes-Benz) ○ ○◎ ★ ● 

奧迪(Audi) 
 

○      ● 

Volvo 
 

○◎    ● 

福斯汽車(Volkswagen) ● ○ 

 註：◎表電池；○表整車/零部件；●表軟體/新商業模式；★表晶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產業新聞 

 

二、電動車國際供應鏈風險及因應探討  

此部分擬由全球角度探討電動車產業國際供應鏈面臨的潛在風險及各國因

應方式。 

(一)國際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1.產業結構風險 

車輛產業在多數國家中採取較高關稅，加上其運輸成本高，故國際車廠多採

取在主要市場建立完整供應鏈體系以就近供應的策略。同時，為有效管理全球布

局且在各區域市場自成體系的供應鏈，導致傳統汽車供應鏈體系具有生產據點集

中於主要市場，且垂直分工、封閉式等特性。如是的特性也導致部分地區的單一

事件便可能造成供應鏈中斷、供應鏈脆弱化的風險。 

除區域集中之外，關鍵零組件掌握在少數國家的廠商之手也是車輛產業供應

鏈的另一風險。從電動車供應鏈觀察，不論是電池材料、次系統/系統、整車、或

充電服務，基本上均可看到中國業者的布局，且中國電動車產業聚落已然成形。

尤其在電動車和電池材料領域表現更是突出，具主導性。2021 年全球前 20 大電

動車銷售品牌中，有 12 家為中國車廠，2021 年中國車廠電動車銷量合計市占率

高達 40.2%；另據電池市調業者 SNE Research 數據，2022 年第 1 季中國前三大

電池企業(寧德時代、比亞迪、中創新航)的市占率已達 50.5%；動力電池四大關鍵

材料中，中國企業供給金額全球占比皆超過 50%，且中國於全球動力電池原材料

提煉比重高達 80%。此外，電動整車生產或電池製造商及電力驅動系統廠商的布

局仍集中於中國、歐洲、美國等地；而車用晶片、車用記憶體等大多數業者集中

在亞洲地區，顯示在車輛產業供應鏈當中供應商高度集中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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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電池領域來看，電池成本最高約占電動車製造成本的 30-35%，而目前車

輛電動化最關鍵的鋰電池以中國、韓國和日本廠商為主，如中國寧德時代、韓國

LGES、日本 Panasonic、韓國 SK Innovation、韓國三星 SDI 等，且鋰電池的主要

材料也掌握在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手上。電池供應過度集中於少數廠商及特

定區域，讓斷鏈風險及供應鏈脆弱性大幅提升。 

2.市場供需風險 

由於技術汰換速度快且需要大額資金投入，加上具經濟規模的特性，導致晶

片的生產製造亦存在高度集中於特定區域之供應商的生產風險。但更重要的是，

全球的晶片市場，存在供需上的風險。 

事實上，隨著科技與萬物連網的發展，日常生活中各種產品對於晶片的需求

亦快速增加，其中亦包括電動化、聯網化的車輛。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對晶片需

求的提升，全球晶片生產廠商卻愈發集中，目前尖端晶片製造商僅有 Intel、三星

和台積電三家廠商。在供應商及供應區域集中的背景下，加上需求快速增加而供

應商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便將出現當晶片生產無法同時滿足所有有需求的客戶之

時，晶片供應商將優先供應價高、量大的客戶。 

近幾年，由於疫情導致遠距辦公上課對於筆電、平板電腦、以及包括攝像頭、

路由器、耳機、顯示器等等直播類應用之需求大增，從而提高對伺服器的需求，

此等產品多是高中端晶片的需求大戶，自是在晶片供不應求之下的優先客戶。另

一方面，在需求突然大增的情況下，晶片供應卻出現禍不單行的情況，美國德州

暴風雪導致數個半導體廠暫停營運、日本地震使得 Toshiba、Fujitsu 等半導體工廠

受創、美中科技戰下美國對中國企業進行制裁而停止提供生產設備等，均造成此

段時間以來晶片供應的緊張。就車輛產業而言，雖然隨著車輛的電動化、智慧化

發展，對半導體需求大幅增加，然而其數量相較於全球幾乎人手一支的電子 3C

產品仍相對有限。因而導致在疫情後晶片短缺的情況下，車用晶片無法優先被滿

足。 

更讓車廠擔憂的是，隨著近年來電動車市場大幅成長，以及聯網、安全性提

昇、車廠為提昇消費者體驗而逐漸增加的新功能等，均加速推動車用晶片的需求。

然而，若以目前車用晶片使用較多的 40 奈米以上晶片投產速度，汽車的生產數

量仍將因為車用晶片的成長速度未能跟上而受到限制。依據 Gartner (2022) 報告

說明，ADAS、高效能運算(HPC)、以及市場快速成長的 EV/HEV 是驅動車用晶片

需求快速提昇的三大來源，而未來 10 年內，車用晶片在供給成長不及需求成長

之下，仍會是限制電動車生產成長的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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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緣政治及其他風險 

生產據點及供應商集中的產業特性，以及供需面存在的潛在風險，均已對車

輛供應鏈的穩定及安全產生考驗，然而在新型態的車輛產業變革下，聯網化、智

慧化發展對於資安的要求及相關標準，將更明顯受到包括美中、烏俄等地緣政治

的影響。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及零庫存的運作模式導致車輛供應鏈緊繃。由於新

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零接觸的經濟模式讓各行各業對於半導體晶片的需求大幅提

升，引發半導體晶圓短缺的議題。過往由於汽車行業的零組件供應鏈在生產、運

輸和組裝都採取零庫存制，故半導體車用晶片的短缺，導致汽車產量下降或停頓。

而隨著新能源車輛的智慧化發展趨勢，對於資訊電子業的需求大幅增加，使用的

車用晶片也會增加，此時關鍵零組件的短缺對新能源車的影響將更大。 

(二)電動車供應鏈之因應 

鑑於以上各項風險，國際各主要車廠面對供應鏈脆弱的風險，基於經濟或市

場面因素的導引風險，採取供應鏈朝本土化發展來因應。如整車與關鍵零組件以

目標市場在地化生產、當地供應方式布局為主，以更細分化的區域供應來應對，

如電驅動力系統方面，Nidec 分別在中國、歐洲生產電動車驅動馬達系統 E-Axle，

而 LG Magna e-Powertrain 規劃在中國和美國生產 E-Axle。此外，車廠亦積極主動

爭取新領域 -電池及車用晶片的主導權，如賓士 (Mercedes-Benz)、福斯汽車

(Volkswagen Motor)與 Volvo 等傳統車廠也紛紛捨棄原本經由一級供應商取得要

晶片的模式，改採直接與晶片業者進行洽談，透過與晶片及材料業者合作，將晶

片供應直接納入其供應鏈管理體系中，以獲得與穩固晶片供應。除了車廠的布局

調整外，各國政府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主導角色，積極以政府政策協助各國產業

加速其在電池及車用晶片的布局。 

1.政府主導，建構半導體供應鏈成為各主要國家關注重點 

電動車供應鏈的許多關鍵環節係由中國所掌握，在疫情及美中貿易戰延燒之

下，晶片半導體供給的不確定性使電源管理晶片、顯示驅動 IC、車用半導體等出

現短缺與產能排擠問題，「斷鏈」危機從科技業一路蔓延至汽車業，如是的供應鏈

之脆弱性漸漸受到重視。各國政府因而更加關注到汽車產業韌性供應鏈的發展，

尤其是被各國政府視為國家戰略物資的電池與車用晶片，促使主要汽車生產國紛

紛拉高政策位階建立自主供應鏈或要求廠商在地化生產，以構築更為安全穩健、

更具韌性的產業鏈，並促進生產基地的多樣化，提高新興市場生產基地能利用率，

以分散風險考量進行產能布局。至於半導體，各國基於其關鍵材料位置，紛紛將

半導體視為戰略物資，以美、歐、日、中等國為代表，吹起半導體自製風。 

針對半導體方面，美國面對中國在半導體及 5G、AI 等前瞻技術競爭威脅，

美國白宮於 2021 年 6 月公布「百日供應鏈檢視報告」，報告中提到半導體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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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關重要，但由於缺乏先進的晶片製造與封裝技術，使美國 IC 設計業者須仰賴

亞洲供應鏈，該報告因此提出包含：(1)促進產業薄弱環節的投資，以健全美國半

導體生態系；(2)以技術出口管控及國安審查機制，確保美國半導體技術領先與國

家安全；(3)政府介入供應鏈協調，確保美國半導體供需得以重新平衡等政策建議，

以重振美國半導體產業。對此，美國總統拜登已於今(2022)年 8 月 9 日在華盛頓

簽署《2022 年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該法案包括對芯

片行業 527 億美元的補貼、對半導體和設備製造 25%的投資稅收抵免等扶持政策，

相關施行細則亦陸續推出，其中最受關注的條款還包括針對中國晶片產業的排他

政策，法案中明確規定，獲得補貼的廠商禁止在中國投資 28 奈米以下製程技術。

除了政府的政策干預外，美國車廠也直接與晶圓代工廠商、IC設計業者合作生產、

研發自用晶片。此顯然將觸發全球晶片競爭新局，使芯片企業面臨在中美之間「選

邊站隊」的難題。 

歐洲方面，鑒於 2021 年起壟罩全球的半導體晶片荒對歐洲核心產業之一的

汽車業帶來打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在 2021 年 9 月宣布推出

歐洲晶片法案，並於 2022 年 2 月正式提交草案，基於鞏固歐洲科技競爭力、降

低對外科技依賴程度，歐盟將透過歐洲晶片法案，維繫歐盟在數位世代的優勢，

建構屬於歐洲的半導體產能。歐洲晶片法案涵蓋三大面向，包括擬定半導體戰略、

建立半導體產能、以及國際合作。該草案預計投入金額約 460 億歐元(約 520 億美

元)，其中約 110 億歐元是要用在開發歐洲自主晶片技術、50 億歐元要用在晶片

投資基金，剩下 300 億歐元左右才是要用於新晶圓廠投資基金。透過該法案，歐

盟將優先支持設立成熟製程晶圓製造廠，解決車用晶片等供應短缺燃眉之急。

2021 年以來，歐洲車廠亦開始投入提高自主半導體製造、晶片設計能量行動。例

如，為避免 2022 年汽車產量受半導體短缺和材料成本上漲之影響，德國博世

(Bosch)於 2021 年 6 月初宣布新 12 吋晶圓廠啟用。 

亞洲的日本體認半導體對於產業轉型、科技競爭力等重要性，早在 2020 年 6

月就公布「半導體與數位產業戰略」。根據該戰略，日本欲以其在全球半導體材料

與設備的競爭優勢，加上政府資源，尋求與海外晶圓代工業者合作，強化其半導

體製造技術並確保晶片產能穩定。在貿易戰與科技戰開打後，日本經產省擬定並

分 3 個階段執行其半導體振興策略，包含：(1)物聯網(IoT)裝置使用的半導體，生

產基礎必須快速強化；(2)與美國聯手，共同發展下一代半導體技術；(3)規劃更大

範圍的全球性合作，強化未來半導體基礎技術。而日本車廠也更加積極佈局半導

體，包含自行成立 IC 設計公司，或是與半導體廠進行更深的溝通等。另因疫情打

亂日本汽車產業過往及時制度(Just in Time; JIT)的供應鏈運作模式，車用晶片大

缺貨暴露出汽車產業愈來愈依賴半導體晶片的事實，車廠也開始兵分多路布局半

導體，包括：透過各類方式拉近與半導體的距離，加速學習半導體領域，自行成

立 IC 設計公司，或是與半導體廠進行更深的溝通，且誠意十足的付預付款、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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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支持擴產，對於 JIT 制度也重新檢討。而在日本成立的晶圓製造子公司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JASM)的台積電3，除根據日本 2021 年 12

月通過的支援先進半導體於日本境內生產的法案，JASM 熊本廠最高可能獲得日

本政府半數補助外，亦分別獲得 Sony 和電裝(Denso)5 億美元與 3.5 億美元的投

資。其中，Sony 係為了穩定 CIS 的產能，而豐田汽車(Toyota)相關企業的電裝

(Denso)則是為了穩定電控系統(ECU)使用的 MCU 的產能，確保 16/12 奈米車用

晶片的供應，包括更精細的自動駕駛 AI 晶片也在考慮範圍內。透過持續進行中

的台日半導體合作，使豐田汽車與 Tesla 在晶片的硬體上的競爭已有一較高下的

機會。 

至於中國雖早在 2015 年「中國製造 2025」計畫中，便訂定 2025 年晶片生產

自給率要達 7 成的目標，但由於對於車用半導體產品的開發和推廣經驗不足，在

車用領域尚未具備系統化的供應能力，造成中國關鍵汽車半導體長期依賴進口，

加上在 2018 下半年起的中美貿易戰演變為科技冷戰下，面對美國政府採取壓抑

中國取得尖端晶片的管道與自給自足能力的策略，導致「中國製造 2025」的目標

不易達成。基此，中國在政策支持下，由車廠透過各種形式，跨足半導體領域，

例如比亞迪從傳統汽車業者成功轉型，成為全球少數掌握電池、電機與電控等「三

電」核心技術的新能源車廠，而自比亞迪分離的比亞迪半導體已加入小鵬汽車和

宇通客車供應鏈。此外，蔚來汽車、小鵬汽車等也宣告進軍自研車用晶片領域。 

2.各主要國家政府積極鼓勵建構本土電池供應鏈 

針對電動車電池，歐美國家則致力於加強本土電池供應鏈布建以降低對亞洲

國家的依賴。事實上，在車輛電動化發展下，由於電池系統的成本占電動車製造

成本的比重最高約 40~50%，電池成本的降低對於電動車的銷售價有相當的影響

力，然而全球電動車用電池高度倚賴中國供應商且由中國業者主導。據電池市調

業者 SNE Research 數據，2022 年第 1 季中國前三大電池企業(寧德時代、比亞迪、

中創新航)的市占率已達 50.5% (2021 年第 1 季為 38%)4。為了擺脫對亞洲供應商

的依賴，並掌握電池運用的領導地位，電池的研發製造成為各大車廠關注的目標；

而地緣政治風險、疫情帶來的供應鏈斷鏈危機，亦讓歐美等國將電池視為關鍵產

業，加強本土電池供應鏈布建以分散風險並確保供應，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如

疫後美國為確保汽車製造的關鍵材料取得無虞，積極提高供應鏈韌性，在電動車

發展計畫中，認為必須要有足夠本土電動車電池生產線，在美國拜登總統於 2022

年 8 月 16 日簽署的《通膨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即從消費面限

制購車稅額減免條件，針對新購電動車提供最高 7,500 美元稅額減免，但車輛電

                                                      
3 已於 2022 年 4 月 21 日起正式動工興建晶圓廠，目標 2024 年底開始出貨。 
4 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1&cat=90&cat1=&id=0000635146_ 

OP40BH4M5XPL1A5ZZHG7G&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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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零件及關鍵礦物原料必須一定比例在美國或美國盟國進行提煉、加工、製造或

組裝，其中包括鋁、鈷、鋰、鎳和石墨等電池關鍵礦物需自 2027 年 1 月 1 日後

須達 80%，而電池自製率自 2029 年 1 月 1 日後須達 100%。 

歐盟也積極與東亞競爭電池生產的控制權，期望 2025 年實現電動車電池供

應自給自足，以歐盟基金協助會員汽車產業鏈轉型，並建立關鍵材料/零組件供應

鏈，各國政府(尤其是德法)致力於確保電池在地化供應，持續與投資者和汽車製

造商密切合作，推進大規模電池生產計畫。英國政府重視低碳排放，設置汽車轉

型資金，提升電池相關技術並朝向發展本土電池供應鏈，也正與多家業者商討在

英國境內設立大型電池製造工廠。 

另對於中日韓而言，其為了維持在歐美競相發展電動車電池之際，仍維持在

此領域的領導地位，亦加速透過跨國合作，拓展國際市場。包括如中國吉利汽車

與孚能合資建設電池廠；印度 Tata Group 向中國國軒高科採購後合作組裝並開發

其電池管理系統，充電設施由 Tata Power 設置，Tata Chemicals 則負責回收及在

地電芯製造。其次，日產汽車與電池製造商 Envision AESC 在英國與日本兩地興

建電動車電池工廠，將 Envision AESC 原本可配備 20 萬輛電動車的電池產能，提

升到 90 萬輛，並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日本境內與海外的大學等外部機構合

作研發固態電池；本田汽車與美國波士頓的電動車電池研發新創 SES Holdings 已

在 2021 年 12 月簽訂合約，將共同研發次世代鋰離子金屬二次電池(Lithium-Metal 

secondary batteries)，增進電動車續航能力，研發完成後，將搭載於本田的量產車；

鈴木汽車(Suzuki)與東芝(Toshiba)、電裝(Denso)合作，看準印度龐大的電動車商

機，在印度建立鋰電池廠；BMW 的 iX5 Hydrogen 使用與豐田共同研發的氫燃料

電池驅動系統；另與 Panasonic 合資泰星能源，進行汽車電池研發；並與 Panasonic、

中國寧德時代形成汽車電池聯盟。而南韓現代汽車集團(Hyundai Motor Group)與

樂金能源解決方案(LGES)於印尼合資成立 HLI Green Power 公司，將生產電動車

電池芯，HLI Green Power 的電池芯工廠規模為 10GWh，預定 2023 年上半完工，

2024 年上半開始量產，後續將視電動車市場需求，將規模提高到 30GWh。 

三、臺灣電動車供應鏈現況與潛在風險  

以下先說明臺灣電動車供應鏈發展現況，再由產業結構及臺灣產業發展環

境，探討壯大臺灣電動車供應鏈的限制與挑戰。 

(一)臺灣車輛產業生產情況及電動車供應鏈分布 

1.臺灣車輛產業生產現況 

臺灣汽車產業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在傳統汽車領域累積豐富的製造能力，且

與母廠及協力廠長期合作，使臺灣形成完整的汽車產業供應鏈體系。2021 年臺灣

「汽車製造業」產值為 1,921 億元，「汽車零組件業」為 2,271 億元，「汽車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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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值為 2,958 億元，三者合計為 7,150 億元(參考圖 4.3)。其中「汽車電子業」

為近兩年臺灣汽車產業成長主力，2021 年產值占整體比重超過 4 成。 

從產品類別來看，臺灣主要生產小型轎車(2,000 c.c.以下)，汽車零組件主要

生產車燈、車身鈑金、汽車輪胎及輪圈等，汽車電子則以駕駛資訊系統(如 ADAS、

影音娛樂螢幕、GPS 等)、電動與傳動系統為主。臺灣汽車零組件除了內銷外，還

有大量外銷至北美、歐盟等市場，在售後服務(AM)及委託製造(OEM)市場占有一

席之地，亦有廠商打入國際車廠的供應鏈體系(如特斯拉(Tesla)、福特(Ford)等)。

此外，臺灣資通訊與相關業者亦積極投入汽車電子、自動駕駛技術與新能源等領

域，使得臺灣具有發展新世代汽車之基礎條件。 

 

資料來源：車輛公會、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3、2016-2021 年臺灣汽車產業產值概況 

 

2.臺灣電動車產業鏈 

近年隨著車輛智慧化與電動化發展趨勢，臺灣汽車及零組件廠商積極布局新

世代汽車領域，而臺灣汽車電子業者亦發揮自身優勢，逐漸成為國際車廠供應鏈

體系之一員。從圖 4.4 可知，目前臺灣電動汽車產業鏈，從材料、零組件和模組、

系統和次系統、系統整合到整車，皆有相關廠商投入，其中以零組件和模組供應

居多。且臺灣亦擁有完整的汽車電子產業鏈，如圖 4.5 所示。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汽車電子業 1,900 2,070 2,202 2,477 2,507 2,958

汽車零組件業 2,279 2,316 2,257 2,226 2,026 2,271

汽車製造業 1,906 1,831 1,670 1,674 1,705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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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4、臺灣電動車產業鏈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4.5、臺灣汽車電子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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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池與驅動系統 

臺灣廠商能提供正負極材料、隔離膜、電解液等材料及電池芯零組件，中游

電池模組及電池系統亦有廠商供應。驅動系統方面，臺灣廠商能供應馬達和驅控

器等模組，上游齒輪、定轉子、功率元件/模組和 IC 亦有廠商投入。 

(2)電動車整車 

裕隆(Yulon)與鴻海(Hon Hai)合資的鴻華先進(Foxtron)成功開發出電動巴士

Model T，預計於 2022 年 10 月再推出電動小客車 Model C；國瑞汽車自 2019 年

開始生產國產混合動力車型，現也開始試量產國產電動車；華德動能則具電動巴

士車輛製造的自主設計能力。 

(3)汽車電子產業鏈 

汽車電子上游零組件包含車用 IC、車用影像鏡頭、車用連接器/線束、電池芯

/模組、電力元件/模組、車用二極體/繼電器；中游零組件/模組總成包含車用導航

模組、車用照明模組、車用影像鏡頭、電動驅動系統、車用顯示面板、智慧人機

介面與儀表總成、車用雷達、車用變速/減速、電動馬達/模組等；下游系統包含先

進駕駛安全輔助、車用駕駛資訊娛樂、車用照明系統、車用保全系統、電動車用

動力系統、車用底盤電子系統、電動車用充電、車用聯網 V2X 等都有臺灣廠商投

入。如新唐(Nuvoton)為微控制器(MCU)廠商，開發出車用智慧放大音訊晶片、電

池監控系統(BMS)晶片及飛時測距(ToF)等新產品，且於 2020 年併購日本松下

(Panasonic)旗下半導體後，打進豐田(Toyota)及特斯拉供應鏈，2021 年被列為全球

前 7 大 MCU 廠。又如歐特明(oToBrite)布局「自動駕駛視覺人工智慧系統」和「駕

駛輔助系統(ADAS)」兩大應用領域，生產汽車電子元件 ECU、攝影鏡頭，以及

視覺 AI 軟體，其中視覺 AI 警示系統將進入歐洲市場，駕駛監控系統鎖定日本市

場。 

3.產業聚落 

(1)北部聚落 

北部聚落為車輛產業大本營，具有完整產業供應鏈，其中尤其在車電系統、

充電系統、以及電動車用儲能系統與電源管理系統基本上多集中於北部聚落(參考

圖 4.6)。主要廠商除睿能公司、三陽工業、裕隆汽車、中華汽車、華德動能、福

特六和、國瑞汽車等各型式車輛整車組裝廠及車身打造廠如馨盛等；另有驅動馬

達與控制模組、電動車用附件系統、電動車用儲能系統與電源管理系統、其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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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關鍵技術與系統整合、利基電動車5等廠商，如台達電、鴻華先進等代表性業

者。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研究團隊更新調整 

圖 4.6、臺灣車輛產業聚落 

 

(2)中部聚落 

中部向為臺灣精密機械產業重要產業聚落，所以包含驅動馬達與控制模組、

電動車用附件系統、電動車用儲能系統與電源管理系統、其他電動車關鍵技術與

系統整合、利基電動車等廠商，其中車王電為代表性業者，以及台塑新智能跨入

磷酸鋰鐵電池芯與模組。 

(3)南部聚落 

南部聚落知名相關業者包含成運汽車(電動巴士製造)、光陽工業(機車製造廠)

等整車廠，電動車零組件則有驅動馬達與控制模組、電動車用儲能系統與電源管

理系統、其他電動車關鍵技術與系統整合、利基電動車等廠商，而電動車結構件

有宏利汽車部件(熱沖壓成形零部件)。 

                                                      
5 利基電動車為特定市場區塊開發設計的電動車款，具車型多樣化、個性化、客製化，動力套件模組化

的特色，例如電動搬運車、電動沙灘車、電動堆高機、電動高爾夫球車等，皆屬於利基電動車的範

疇。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驅動馬達與控制模組

電動車附件系統

電動車用儲能系統與電源管理系統

其他電動車關鍵技術與系統整合

利基電動車

充電系統

汽車電子

電動車產業聚落 / 生產基地 (地區分布)

南區 中區 北區



第四章  全球電動車產業供應鏈發展 

 

103 

(二)臺灣車輛產業結構風險 

1.臺灣市場規模小，國產車廠及其零組件廠生產的固定成本高，採購原物料議價

能力差 

臺灣汽車每年銷售量約莫為 43 萬輛左右，市場規模較小，相較於國際車廠

於海外大規模量產，臺灣國產車廠及其相配合的零組件廠生產的固定成本偏高。

具體如，有國產車廠因銷售量少，向供應商採購零件的議價空間小，因而墊高了

整車的生產成本，產品價格競爭力弱。至於專供國產車使用的零組件 OEM 廠商，

原就因國產車市場小、出貨量有限，生產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如模具製作的攤提

成本高、原物料採購成本高等；近來卻又因國產車銷售量節節衰退，國內車廠採

購量明顯減少，汽車零組件內銷受到影響。就未來新能源車領域，在先天市場條

件受限之情況下，國內車廠及其配合的零組件廠亦會面臨相同的問題。 

2.臺灣汽車整車廠受制於國際母廠，汽車零組件廠受制於技術合作對象，決策能

力偏弱，海外市場拓展不易 

臺灣國內車廠許多是國際車廠在臺灣的生產據點，由於技術源自於國際母廠

(又以日系汽車居多)，國內生產車款須通過母廠的授權，零組件採購更無自主的

決策能力。若要爭取拓展海外市場，得先與國際車廠其他海外工廠進行競爭，各

廠得先比較製造品質、再比較生產成本，評比勝出後才能獲得生產特定車款、外

銷至特定市場的權利，且有年限(如 3~6 年)，一段期間後就得重新評比。 

至於汽車零組件，有車燈業者因與日本企業技術合作，被侷限於只能在臺灣

市場販售，後來雖經過協商得以外銷至其他海外市場，但亦僅限原非屬於該日本

企業之客戶，即依不同客戶進行外銷業務的劃分。由此可見，臺灣汽車整車與零

組件廠常因受限於國際母廠或合作對象，致使自主決策能力明顯較弱，且面臨海

外市場拓展不易之困境。 

換言之，在傳統燃油車領域，臺灣無論是汽車整車還是汽車零組件大都扮演

追隨者的角色，國際車廠在臺灣的整車廠缺乏獨立自主的技術開發能力，估計未

來在新能源車領域，臺灣汽車行業也會是技術與標準的追隨者。故需要思考如何

透過國際車廠在臺灣的整車廠，作為整合臺灣包括材料、車用電子及半導體、機

械、軟體新創技術等優勢，也有利於加速國際母廠的車款開發，提高臺灣據點在

國際母廠供應鏈地位，甚而以合作發展方式，有著臺灣相關業者拓展國際市場。 

3.臺灣廠商規模相對較小，參與國際車廠新車款開發設計的機會少，且難以長期

投入資源爭取訂單 

一般傳統汽車零組件廠商大多會先從 AM 市場開始練兵，待累積至一定的技

術能量，才有機會進入國際車廠供應鏈體系，參與新車款的開發與設計。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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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只有日系車廠與福特進行 CKD/SKD 組裝，臺灣零組件廠商能夠參與的國際車

廠採購供應鏈之機會相對較少。具體如，以前通用汽車(GM)在臺灣還設有組裝產

線時，臺灣零組件廠商可透過此管道進入 GM 全球供應鏈體系，但自 2009 年 GM

退出臺灣市場後，現在臺灣已無 GM 汽車生產平台，零組件廠商便無機會參與 GM

新車款的開發，而臺灣原本的 OEM 廠商在 GM 供應鏈體系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漸

弱化。反觀中國可接觸較多的國際車廠，如德系、英系、義系等汽車品牌，零組

件廠商參與國際車廠新車款開發的機會大幅增加，在技術面提升也較快速。 

另一方面，當國際車廠在開發新車款時，初期零組件廠商就得參與設計過程，

並提供相對應的配套零組件。但臺灣中小企業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難以長期投

入人力與物力參與國際車廠至少 3~5 年的新車開發期。特別是車廠若無在臺灣設

置生產基地，零組件業者須赴海外才有機會加入車廠供應鏈體系，對中小企業而

言爭取國際車廠訂單更為困難。 

未來在新能源車領域，隨著技術創新得搭載更多的系統，及早參與國際車廠

開發新型態汽車蔚為重要。但臺灣參與國際車廠供應鏈之機會本就少，中小企業

又資源不足以長期參與車廠新車款開發，相對處於劣勢狀態。 

4.車廠與電子業者思維大不同，影響雙方整合效果 

臺灣車輛產業具備完整供應鏈、在特殊用途車種及巴士等領域均具備新世代

車輛研發生產的相關技術，並有包括電子、機械、新材料等相關產業的技術優勢，

加上獨立且具韌性的供應鏈體系，實是國際車場發展新型態車輛供應鏈的最佳夥

伴。然而，由於臺灣整車廠受國際母廠控制，決策能力偏弱、海外市場拓展不易，

導致在技術研發方面的誘因相對有限；另一方面，臺灣雖有電子、機械、新材料

等產業的技術優勢，但由於臺灣在新型態汽車發展上屬於「跟隨者」的特性，業

者對於新世代車輛的發展趨勢與技術研發，亦處於較為被動的發展局面，且多半

無法透過臺灣整車廠與日本車系連結整合，而多與歐美車系合作，自行申請通過

國際車廠的驗證，處於「單打獨鬥」的情況。 

近年來即便臺灣電子與車輛業者有需要整合的需求與意願，卻又因雙方的產

業文化與思維而有相當大的差距。就電子業而言，生產上標準化有助於提昇生產

效率並降低成本，同時，透明開放的供應鏈體系也是維持供應鏈運作的彈性及提

高韌性的方式，因此在公版模組之上增添個別車廠的細微差異化產品，並維持供

應練得透明度是提昇電動車生產效率、降低成本、並維持供應鏈彈性的作法。如

此的思維方式完全顛覆過往封閉且層層管理、產品設計過程保持神祕並追求產品

差異化的車輛供應鏈體系。 

但另一方面，面對科技、電子廠商快速在車輛產業崛起甚至已在電動車市場

掌握相當的主導權，國際車廠亦加速其供應鏈體系的調整，積極將影響未來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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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的半導體納入其供應鏈體系，此發展趨勢對於僅能「追隨」國際母廠的臺灣

整車廠而言，將顯著降低臺灣整車廠主動作為臺灣電動車相關產業整合平台的角

色。 

5.產業以硬體設備之研發生產見長，軟體及整合型人才短缺 

臺灣自 1980 年代以電子代工業領頭，帶動臺灣經濟快速發展以來，產業多

以硬體設備的研發生產見長，人才培養方面亦因此多以硬體研發生產為主，導致

軟體方面的發展相對較為有限，人才也較為短缺；而即便有相關領域的人才，其

亦以電子相關產業為主要就業目標，導致車輛產業雖有意願透過數位化、自動化、

甚至智慧化等方式加速產業轉型，卻因人才短缺而難有快速進展；近年來，在軟

硬體整合的需求之下，了解硬體又具備軟體發展技術的人才更是不易尋得。此現

象在進入「軟體定義汽車」的時代，對於臺灣車輛產業的轉型及發展將產生更大

的阻礙。 

 

四、臺灣的因應與政策建議  

(一)小結 

1.政府政策為電動車銷售重要推手，而中國除為各國爭相進入的市場外，也已成

為國際電動車重要供給者 

觀察國際上新能源乘用車主要銷售市場即可發現，主要市場亦是電動車推動

積極的國家，目前中國為全球新能源乘用車第一大市場，約占全球銷量比重一半；

德國在其政府落實在環境與消費的政策下，電動車銷售量也明顯成長，2021 年躍

升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乘用車市場；而美國因川普時期退出氣候協議且不允許州

政府訂定各自排放標準，無法塑造良好的新能源車發展環境，自 2018 年以來電

動車銷售量連續下滑，但拜登政府就任以來，大力推動有利於新能源車發展政策，

致使美國電動車在 2021 年銷售量再次上升，居於全球第三大新能源乘用車市場。 

另由車廠觀察，2021 年全球第一大電動車廠為 Tesla，在全球電動車市占率

達 20.3%，值得注意的是，在前 20 大電動車銷售品牌中，有 12 家為中國車廠，

2021 年該等車廠在國際電動車市場的市占率達 40.2%，顯示中國不僅是電動車重

要市場，也已成為國際電動車重要供給者。此外，即便美中貿易戰後美中之間的

直接貿易下降，但鑑於中國電動車保有量與內需市場龐大，產量不斷提昇之下，

不僅德國、美國、日本、以及韓國等主要汽車生產國的廠商均積極布局中國汽車

零組件市場，中國企業業者亦開始拓展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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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參與者在 CASE+1 趨勢下積極加入電動車供應鏈，而扁平化供應鏈更加速企

業合作及電動車發展 

電動車產業的重要發展趨勢除大家耳熟能詳的聯網化 (Connected)、自駕

(Autonomous)、共享服務(Shared & Services)和電力驅動(Electric)等四大發展方向

(CASE)之外， 5G 通信日益普及亦帶領車輛產業進入「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 

defined Vehicles, SDV)」的時代。在此發展趨勢發展下，也推動汽車產品設計不再

僅是強調硬體設備，也兼具更多的系統軟體。而新元素的納入，加上尚持續發展

變動中的電動車相關技術，促使原本封閉式的供應鏈生態開始鬆動，車廠在發展

新型電動車款時直接與供應商聯接，讓電動車供應鏈呈現扁平化趨勢，此不僅使

車廠對於零部件和原物料的管控、整合和反應能力更佳，亦增加其成本控制和模

組化生產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透過近來車廠的合作對象及技術領域可發現，車廠與傳統汽

車供應鏈業者間的合作仍偏向整車、零部件間的創新合作，至於與科技/資通訊電

子廠商與新創業者間的合作，則偏向電池、軟體、商業模式的合作。顯示新技術

的開發，仍多存在於國際車廠與科技/資訊/新創業者的合作當中。 

3.面對電動車國際供應鏈在產業結構、市場供需、以及地緣政治、疫情等所引起

之供應鏈風險，各主要國家紛紛由政府主導，建構本土半導體及電動車、電池

供應鏈 

傳統汽車供應鏈體系具有生產據點集中於主要市場，且垂直分工、封閉式等

特性。而針對電動車，其整車生產、電池製造商及電力驅動系統廠商的布局多集

中於中國、歐洲、美國等地；車用晶片、車用記憶體等大多數業者則集中在亞洲

地區，顯示在車輛產業供應鏈當中存在產地及供應商高度集中化的結構特性，而

如是的特性也導致部分地區的單一事件便可能造成供應鏈中斷、供應鏈脆弱化的

風險。更甚者，面對近年來車輛產業電動化及疫情、地緣政治等發展，更使轉型

中的車輛產業供應鏈，對車用晶片需求快速增加，但車用晶片供給量卻在投產速

度不及需求提昇速度下，車輛產業在未來 10 年均仍將面對供需不平衡的風險，

從而限制電動車發展。 

各國政府面對前述風險，紛紛加強其國內汽車產業韌性供應鏈的發展，尤其

是被各國政府視為國家戰略物資的電池與車用晶片，各主要汽車生產國多已拉高

政策位階，積極建立半導體及電動車、電池的自主供應鏈或要求廠商在地化生產。

其中在電池領域，面對歐美國家致力於加強本土電池供應鏈布建以降低對亞洲國

家的依賴，原在電動車電池佔有領先地位的中日韓，更為了維持其在此領域的領

導地位，亦加速透過跨國合作，拓展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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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車用電子供應鏈完善且具技術優勢、產業聚落逐漸成形，但面臨廠商與市

場規模小、車廠主導力有限、跨業合作及軟硬體整合不易、人才短缺等產業結

構風險 

隨著全球車輛電動化的發展，臺灣車輛零組件及資通訊業者積極布局電動汽

車產業鏈，並以零組件和模組供應居多，其中在汽車電子方面，更在臺灣既有的

技術及生產優勢上，從上游零組件、中游零組件/模組總成、到下游系統都有臺灣

廠商投入。顯示臺灣不僅擁有完整的汽車供應鏈體系，亦有完整的電子產業鏈可

以支持電動車供應鏈的發展。 

需關注的是，除在外在環境面，臺灣仍需要面對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不易，出

口均仍須面對各國市場的關稅壁壘等現實困境外，面對汽車供應鏈的創新變革所

呈現的新商機和發展方向，雖讓原本與國際汽車供應鏈體系連結不足的臺灣業者

有了切入契機，但臺灣電動車產業發展亦仍面臨數項挑戰包括：(1)臺灣市場規模

小，國產車廠及其零組件廠生產的固定成本高，採購原物料議價能力差；(2)臺灣

汽車整車廠受制於國際母廠，汽車零組件廠受制於技術合作對象，決策能力偏弱，

海外市場拓展不易；(3)臺灣廠商規模相對較小，參與國際車廠新車款開發設計的

機會少，且難以長期投入資源爭取訂單；(4)車廠與電子業者思維大不同，影響雙

方整合效果；以及(5)產業以硬體設備之研發生產見長，軟體及整合型人才短缺等。 

對此，則有賴政府研擬具體政策，推動臺灣車輛及零組件業者轉型，加速臺

灣業者以資通訊產業優勢基礎，以及車輛及零組件產業的完整供應鏈體系，促進

產業跨域、跨國合作。 

(二)臺灣的因應與建議 

基於前述全球電動車供應鏈與臺灣電動車供應鏈所面對的潛在風險，以及臺

灣與國際供應鏈的互補之處，以下將研提臺灣可採取的因應策略與政策建議： 

1.以國內完整汽車供應鏈和汽車電子供應鏈體系的優勢，加速國內異業合作，並

加強相關人才培養及引進 

資通訊業者和汽車產業的營運模式與關注顯然有相當的差距，在電動車「軟

+硬」的發展趨勢下，如何找出合適的合作的模式，不僅是國際車廠或 Tier 1 廠商

需思考的議題，也可以是臺灣業者的切入優勢，藉由異業結合，綜整資通訊電子

及汽車業者的優勢，以總成的產品/系統優勢，切入新的供應鏈體系，不僅可以增

加原有汽車零組件的競爭力，降低電子業缺乏連結管道所產生的切入困擾，也符

合電動車供應鏈扁平化的發展趨勢。此外，業者透過新商業模式合作，以商業利

益吸引異業整合並帶動電動車零組件產業供應鏈的作法，亦將有利於臺灣電動車

供應鏈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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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自我的結盟是實力的累加，更需要藉由合適的管道讓國際供應鏈的體

系的參與者了解臺灣的優勢，也讓臺灣的業者瞭解車廠實際需求，更確切地掌握

車廠對趨勢及次世代技術要求的標準。推動跨國性學研機構及驗證場域的合作，

積極參與各項國際研討會、國際會議、推動共同研究之成果發表會等，可提高汽

車產業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可了解國際動態。惟此同時，亦建議政府在教育、

人才培訓、以及吸引國際投資與人才流入等方面著手，以爭取在短時間內提供足

以滿足國內產業轉型所需之人才數量。 

2.制定明確電動車發展相關法規及環境建置，憑藉國內相關產業優勢，創造並傳

遞出臺灣是「可靠供應鏈夥伴」的訊息，協助業者儘快加入國際電動車供應鏈

體系 

在車輛智慧化發展下車用半導體數量會愈來愈多，而台積電占全球晶圓代工

市占高達 54%，加上聯電等其他半導體廠，臺灣就占了全球產能的三分之二，顯

現臺灣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重要性，同樣也意味著供應商高度集中化的風險。而

美國對中國的晶片戰術攻防並進，除了晶片法案的拉動業者在美國建立生產供應

鏈，同時也尋求與日台韓共組「Chip 4」四方聯盟，以確保關鍵零組件供應，此

也隱含了韌性供應鏈中「可靠供應鏈夥伴」的重要性。 

換言之，地緣政治風險與供應商高度集中化的風險，則為臺灣不得不重視與

關注的議題。臺灣除了憑藉產業競爭優勢爭取加入新的電動車國際供應鏈外，更

需創造並傳遞出臺灣是「可靠供應鏈夥伴」的訊息，此點非僅止於業者的努力，

也需要政府的介入為業者創建合適的發展環境。即便日本與韓國政府亦積極深化

與美國、歐盟間的合作緊密度，建立資訊共享/交換的網絡，加強雙方之共同研究，

是可參考的政策方向。 

3.參考國際做法，配合臺灣電動車發展政策，設計結合生產、銷售及環境建置等

完善的電動車發展政策 

從國際主要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政策是推動新能源車普及的重要驅動因

素，且依據各國的市場環境與產業發展需求不同，大多優先推動消費面刺激政策

與生產面獎勵政策，而環境面基礎設施建置通常推動速度較慢。然隨著環境議題

的政策目標日近，車輛產業轉型壓力漸增，建議政府研擬全構面車輛產業政策，

加強生產面輔導措施、環境面基礎設施建置規劃及制定消費面刺激政策，全面性

推動臺灣車輛產業發展與市場應用。 

其中，提供電動車補助時，臺灣雖應無法直言僅補貼國內生產業者，但可思

考仿照國際照顧在其國內生產的廠商之精神，設計較有利於在國內生產之電動車

的補助機制，例如以補差額方式，或甚至排除已在國外領過生產或銷售補助之業

者/消費者的方式，設計臺灣生產及銷售端的補助機制，包括消費面購車補助資格



第四章  全球電動車產業供應鏈發展 

 

109 

條件，以及在生產面提供稅收減免、補助、低利貸款等優惠措施，以降低臺灣廠

商的生產成本與消費者購買符合相當程度國產的電動車價格，讓未來國產電動車

能與進口電動車有較公平的競爭環境。 

4.長期追蹤國際主要國家相關政策，尤其需關注美國近期包括《基建就業法

案》、《通膨削減法案》、以及《晶片法案》等針對高科技產業發展相關政策，

並綜合評估其影響及可能商機 

在淨零減排的目標下，各主要國家正陸續研擬其國內的電動車發展目標及相

關策略，而面對變動發展中的電動車相關技術，各國政策亦尚在調整，尤其針對

與國際間的競合關係與模式，更須充分考量自身及國際車輛產業發展現況及優

劣，以符合各國自身的產業發展利益。為利臺灣電動車相關產業的發展，並掌握

國際間的合作商機，實有必要長期追蹤國際主要國家相關政策，以掌握其對臺灣

之影響及臺灣可能之國際合作空間與商機。 

其中，就電動車技術發展快速且為國際領頭羊之一的美國為例，由其近期所

提出包括《基建就業法案》、《通膨削減法案》，乃至《晶片法案》等法案可看出，

美國正積極強化其在半導體及電動車的自主供應鏈體系，由法案推動電動整車、

電池、車用晶片等在地化生產，針對電動車產業持續發布諸多的政策，譬如消費

面減稅措施、電動車製造、電池及關鍵礦物生產、充電基礎設施建置、公共事業

採購等，且還將電動車相關領域納入現有的技術推廣計劃中，此均將牽動電動車

整體供應鏈布局。此外，以前述《通膨削減法案》為例，該法案在設定消費者購

車減稅條件，以及鼓勵電動車在地製造時，同時連結不同的法規面政策，而電池

及關鍵礦物生產、充電基礎設施建置的相關生產面補助亦涉及包括《基建就業法

案》內容，並非僅就單一的《通膨削減法案》全面性涵蓋。加上美國關於電動車

諸多政策及施行細節都還在制定中，就如目前豁免《購買美國貨》之要求的充電

站，也剛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截止公開意見徵求，後續是否將充電設施納入在地

化生產的要求範圍中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對此，臺灣可透過機制性的雙邊對話平台，與包括美國等國際主要電動車推

動國家，強調臺灣作為其具韌性及可靠供應鏈夥伴之角色，針對如固態電池、高

功率鋰電池芯、整合型馬達動力系統、利基型電動車等下世代電動車相關技術領

域尋求合作，此亦有利於臺灣業者掌握國際車廠在電動車關鍵技術的發展趨勢，

以及與之相互搭配的零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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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歐關鍵供應鏈檢討架構及考量 

李淳1 

一、供應鏈安全檢討背景與架構  

(一)經濟安全思維與供應鏈政策之發展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討論中，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大多侷限在以軍事

或國防安全為首要關注的面向，然而隨著國際經貿關係的發展與近數十年因全球

化使各國利益關系及經濟競爭態勢趨於復雜，除貿易摩擦增加，也因彼此經濟依

賴程度擴大而產生對經濟活動影響國家安全之關注。特別是隨著美中從貿易戰、

科技戰進面的「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階段，近期有關「相互依賴關係

之武器化」(Weaponizing Interdependency, WI)，成為美國在面對中國威脅時經常使

用的觀察視野2。 

2018 年美中爆發貿易戰後，美國對中的貨品貿易赤字並未明顯減少，2021 年

時仍然高達 3,535 億美元3。不過進一步觀察美國自中國進口總值，其中約 30-35

％是資通訊產品，多數是美商企業（如蘋果電腦、HP）委託臺灣電子代工業者在

中國組裝後出口美國者4，因此美國貿易赤字所反應者，是美國利用全球供應鏈結

構而維持其競爭力的結果，而非美國受損的證據。 

另一方面，2021 年時對中國的出口佔比，同樣高達臺灣對外出口的四成，因

而在臺灣持續有是否對中過於依賴的辯論；然而分析我國出口結構可知其中一半

是半導體出口。事實上中國向臺灣及南韓的半導體進口值，已經超越石油成為最

大進口物資；這種針對關鍵物資高度依賴西方及其盟邦的問題，正是中國過去 20

年以舉國之力推動半導體國產化的重要原因5。在美中/歐中關係從經濟戰略伙伴

（以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WTO）為起點）反轉成為經濟科技戰略對手

之前，此一因全球供應鏈所形成之相互依賴結構，乃是各國普遍支持讚許的結構，

但在戰略競爭關係下，變成為 WI 之風險之來源。 

歷史的安排，讓新冠疫情及俄烏戰爭陸續爆發，近一步強化各國對重要物資

的依賴及受制於人程度（如醫材藥品、半導體）以及 WI 的威脅（如 TikTok、俄

國天然氣以及澳洲被北京經濟制裁）。在這二個加速器之下，全球經濟及供應鏈結

構出現重大轉捩點；經濟韌性、安全及自主成為跟效率、勞動力等量齊觀的因素。

                                                      
1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資深副執行長。 
2 近期美國政策關注案件及角度，參見 D. W. Drezner, H. Farrel, and A. L. Newman (ed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2021. 
3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4 D. Rosen, et al., Assessing the costs of tariffs on the U.S. ICT industry, U.S. Chamber of Commerce, March 

2019: https://rhg.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RHG_AssessingCostsofTariffson-USICTIndustry.pdf. 
5 陳添枝，美中貿易戰，戰什麼？：大國崛起與制度之爭，時報出版，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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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五年因美中兩國持續的貿易衝突以及自 2020 年出現的新冠疫情仍未見減

緩等國際現實影響，世界主要國家如美國、歐盟和日本皆陸續開始以維護經濟安

全（economic security）為由，調整其產業政策並加強對國內製造業之保護。其中

最重要的一步，即為針對關鍵供應鏈進行安全盤點，並提出提高自主性、安全性

之因應對策。 

(二)供應鏈安全檢討架構及重要面向 

有關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間之關連性，蘭德機構（Rand Corporation）在 2020

年受荷蘭政府委託完成「經濟與國家安全間之關連」研究報告（以下簡稱蘭德報

告）6，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該報告先從安全概念之定義與指涉範疇出發，

檢索自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學界對國家安全之探討及概念流變，進而發展一套用

於分析經濟安全政策的概念架構。以下茲以蘭德報告為基礎分析供應鏈安全之評

估架構。 

1.範圍界定：關鍵供應鏈及風險因素 

根據蘭德報告，在經濟及供應鏈全球化下，各國相互依賴程度提高，因而一

國的經濟安全分析應聚焦在「關鍵部門」（critical sector）、「關鍵基礎建設」（critical 

infrastructure）及「關鍵流程」（critical process）等三個範圍，進而分析此三類目

標如受到擾亂、中斷或破壞時將危及國家安全。換言之，對此三類目標之防護即

為確保經濟安全的主要目標。 

蘭德報告指出，關鍵產業與關鍵製程一向為各國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之重點

產業，其內容往往涉及高科技、先進技術與敏感資訊等，如受負面影響將可能因

此影響整體社會之運行，並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因此，具惡意之外國投資人或外

國政府，如透過投資、收購等經濟活動，竊取關鍵產業技術、影響關鍵基礎建設

之運行，抑或壟斷關鍵製程等，以達成自身或政治之目的，即可能對一國國家安

全產生危害。進一步言之，在供應鏈全球化與相互依賴性的發展下，跨國之間在

經濟活動的互動更頻繁與緊密，導致境外發生任何突發事故會對境內的經濟運作

形成風險。特別是全球供應鏈緊密結合，加上各國對外部資源形成依賴，以及越

來越多國家為減少生產過程的庫存成本而採取及時生產（Just-in-Time）制度的情

況下，導致關鍵部門的韌性逐漸下降，增加生產干擾的風險。其次，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與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oT）的進展，使得關鍵供應鏈

亦為商業間諜及破壞行為提供更多機會。關鍵部門的企業以全球為範圍採購數位

硬體、軟體設備及服務，此舉使國外具有敵意的行為者可透過置入零組件及間諜

軟體等方式入侵關鍵基礎建設、關鍵部門或關鍵流程之系統及網路，導致商業機

密洩漏。 

                                                      
6  L. Retter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alysi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economic security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 Rand Corporat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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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對於關鍵產業蘭德報告歸納出會影響總體經濟變項

（macroeconomic variables）的經濟活動類型，為外人直接投資、國內投資與消費、

就業、人力資本、政府支出與管制、技術革新及國際貿易，接著蘭德報告引入「風

險向量」（risk vector，亦即會導致風險實現的因素）架構，且進一步指出「風險

向量」源自於經濟活動背後對國家全產生威脅的惡意企圖（malicious intent）；惡

意企圖包含兩種類型，一種是行為者自願且有意識地為特定目的採取對社會造成

傷害的行動，另一種則指涉藉由損害公共利益以追逐私利的行為7。 

結合總體經濟變項與風險向量概念，最終蘭德報告發展出在一國當中會對關

鍵部門、關鍵基礎設施和關鍵流程產生安全威脅的「風險向量」類型，包含所有

權之取得（ownership）、間諜活動與敏感資訊之取得（espionage and access to 

sensitive information）、自然資源之依賴（natural resource dependence）、供應商之

依賴（supplier dependence）、政府干預（government intervention）、貪汙腐敗與詐

欺（corruption and fraud）、社會經濟不平等（socio-economic inequality）等七項，

如圖 5.1 所示。 

 
資料來源：Rand Corporation, 2020 

圖 5.1、藍德報告經濟活動對國家安全之影響因素歸納 

                                                      
7 同前註，頁 3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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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應鏈安全風險因素分析架構 

從供應鏈安全之角度觀察，前述安全風險向量中以所有權、間諜活動與敏感

資訊之取得、自然資源之依賴，以及供應商依賴等四項，與供應鏈安全風險關係

最為密切，進一步分析如下。 

(1)外國所有權形成之風險 

在外國法人或自然人透過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藉

由投資本國企業，取得該企業全部或一部之所有權，並進而控制該企業之場合，

倘若本國市場中來自特定國家之 FDI 流量較高時，該國與投資國間之關係越趨緊

密，但同時外國藉由 FDI 達成惡意意圖之風險亦隨之增加。尤其是當外國投資人

投資之關鍵部門涉及國家安全，抑或外國投資人與其他具惡意意圖之企業或政府

有所關連時，隱含風險更為顯著。另一方面，若 FDI 所有之企業屬於關鍵部門中

具有市場力量的大型企業時，抑或如屬於電信、能源供應等關鍵產業時，惡意投

資人即可能以策略性目的利用或濫用之，例如散播假消息、阻斷能源供應等，以

其影響力造成市場失靈，在此情況下商業利益之追逐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風險。 

(2)間諜活動與敏感資訊之取得 

外國企業透過參與關鍵部門中的軟硬體設備採購或外國人受僱於相關產業

從而獲取關鍵部門、關鍵基礎建設及關鍵流程涉及設計、營運及管理等敏感資訊，

若相關敏感資訊被未獲相關權限之人士或組織取得並用於惡意用途亦會構成潛

在國家安全威脅。尤其是電信業等涉及大量資訊及數據的關鍵部門。國防產業亦

往往為間諜活動目標之一，外國政府與外國投資人往往試圖從他國之國防產業竊

取智慧財產權，以破壞該國國防產業之競爭力。 

另外，商業間諜可透過竊取他國關鍵部門之關鍵科技的智慧財產權，藉此追

趕技術差距（Skill Gaps）進而取得全球市場競爭中的優勢。與此同時，隨著商業

活動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為從事相關間諜活動提供更多管道及帶來更大威脅。近

年浮現的另一項相關威脅則是在國內學術機構從事敏感科技研究的外國學生可

能將敏感資訊帶回母國。 

除外國投資人藉由投資等行為加深其等對國安之威脅外，當一國倚賴特定之

外國供應商，抑或是關鍵產業之供應鏈特別仰賴外國供應商時，可能讓外國投資

人或外國政府更易於進行間諜活動，以竊取機密資訊或智慧財產權，並進而增加

自身在市場上之競爭力或能力。尤其如外國企業與其母國政府有密切關係，並提

供該企業補貼、減少稅賦等優惠措施，不僅造成貿易扭曲，亦可能提升企業競爭

力，並增強各國對該企業之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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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自然資源之依賴 

由於並非所有工業發展國家均享有豐富之天然資源，而經由國際貿易，各國

得取得其所需之資源。然而，如一國關鍵產業、關鍵基礎建設與關鍵製程特別依

賴外國法人或自然人，例如在能源或自然資源之取得過度依賴進口，即可能增加

外國對一國國內之不當影響，進而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尤其特別依賴單一國家

提供所需之自然資源時，即可能讓一國之經濟與國家安全更為脆弱，外國政府可

能利用其壟斷地位，透過限制數量或控制價格等措施，以實現自身政治目標。 

(4)對外國供應商之依賴 

隨著供應鏈全球化之發展，由於供應鏈體系越發複雜且多層次，製造商或政

府實際上僅掌握局部之控制權，因而加深供應鏈之脆弱性。另外，由多位供應商

組成之複雜供應鏈，由於涉及多位不同供應商，此即提供駭客多種不同的可能入

侵點，尤其如部分供應商資安防護措施較不完善者，駭客即得以透過植入惡意軟

體或程式錯誤（bugs）等，利用此等信任管道進而滲透並破壞目標設施或系統，

甚至在供應鏈中刻意使用仿冒或有漏洞（compromised）之產品，亦對關鍵產業安

全性產生威脅。 

再者，供應商鎖定（vendor lock-in）之情況亦為供應鏈帶來潛在風險。所謂

供應商鎖定係指企業僅能仰賴特定供應商提供之產品或服務，欠缺替代性選擇，

抑或有替代供應來源，但更換供應商之成本巨大，均會構成供應商鎖定問題。在

此結構下，倘若供應商不穩定導致供應鏈中斷，便會衝擊關鍵產業及國家安全。

除前述之情境外，供應商鎖定及依賴亦屬於可能造成供應商鎖定/依賴之原因。首

先是「技能缺口」（skills gap），亦即本國欠缺適當之技術、人力以維持關鍵產業

之運作，需外包外國供應商提供。第二是「科技缺口」（technology gap），亦即本

國技術革新進展速度落後，導致需仰賴外國供應商。 

(5)政府介入之品質 

所謂政府介入，係指各國政府可以藉由預算、經濟政策及監管等方式介入關

鍵供應鏈（以及關鍵基礎設施）之運作，因此政府施政之績效及品質之良窳，亦

會對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影響。對於關鍵基礎設施而言，最常見之衝擊包含預算投

資不足、對市場失靈問題監管失當等，導致運輸、能源等關鍵設施不足，抑或電

信寬頻市場發展緩慢導致顯著之數位落差，甚至於出現嚴重網安及資安風險。 

經濟政策亦可能造成安全風險。例如政府基於「幼稚產業理論」（Infant 

industry）而刻意扶植特定產業，抑或在全球金融危機時出手拯救民營企業，其在

對象選擇、時機點、扶植方式（例如資金投入或制裁關稅）、時間長短甚至退場機

制等經濟政策面向，均可能因品質不佳造成不當的資源配置扭曲，導致關鍵供應

鏈發展失衡，形成經濟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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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歐關鍵供應鏈檢討之進展、結論及調整方向  

(一)美國供應鏈檢討之進展、結論及調整方向 

1.緒論 

自美國前總統川普於 2016 年上任後，美、中兩國在貿易、科技領域對抗檯面

化，加上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各國習以為常的供應鏈分工模式逐漸轉變。這種

改變現狀趨勢背後主要動力有二，一是疫情造成關鍵醫衛物資短缺的衝擊，第二

是美中戰略競爭關係下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亦即全球供應鏈匯集地）從戰略合

作夥伴變成戰略對手（Strategic rival）。從經濟安全角度觀察，目前供應鏈結構出

現兩個風險，首先是關鍵物資過於仰賴進口、喪失自主性的問題需要解決，其次

是供應鏈過於集中於對手的結構必須予以改變以確保安全。 

美國在川普執政期間已經陸續發布數項與維護關鍵物資供應鏈安全與強化

美國相關產品製造能力之行政命令。在維護關鍵物資供應鏈安全方面，諸如《評

估和加強美國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基地及供應鏈韌性》8、《確保關鍵礦物安全和可

靠供應的聯邦戰略》9、《根據「國防生產法」授權，在 COVID-19 爆發引起的國

家緊急狀態下的食品供應鏈資源》10、《確保重要藥物、醫療對策及關鍵原料於美

國生產》11以及《應對依賴敵對外國關鍵礦物對國內供應鏈的威脅》12等行政命令。 

前述作為性質上屬於針對個別情勢發展所採取之對策，並非通盤性檢討及整

體因應政策架構。拜登總統上任後，在「戰略性競爭」思維指導下更加重視關鍵

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問題，同時亦有意藉由供應鏈改造之機會創造就業，遂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頒布《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以下簡稱美國關鍵供應鏈命令）13，內容包括兩大部分：其一，優

先檢討半導體及先進封裝、高容量電池（含電動車電池）、關鍵礦產及戰略物資

（含稀土）、藥品及原料藥等四項關鍵產品（key products）供應鏈中之漏洞與風

險，並於該命令發布後百日內提交相關檢討報告及改進建議。其次，該命令要求

聯邦政府審查國防工業、公共衛生、資通訊科技、能源、運輸、農業等六大重要

行業（key sectors）之供應鏈，評估各行業可能遭遇之風險及提出強化供應鏈韌性

之具體行動，並於一年內提出相關評估報告14。在此命令下，美國各部會已陸續

完成報告，成為美國近期最有體系之供應鏈安全及韌性之檢討報告。 

                                                      
8 Executive Order 13806 of July 21, 2017. 
9 Executive Order 13817 of December 20, 2017. 
10 Executive Order 13917 of April 28, 2020 
11 Executive Order 13944 of August 6, 2020 
12 Executive Order 13953 of September 30, 2020 
13 Executive Order 14017 of February 24, 2021 
14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Presidential Actions, February 24 2021, 

The White House: 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 

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第五章  美歐關鍵供應鏈檢討架構及考量 

119 

2.關鍵產業/供應鏈之範圍及檢討重點 

依據前述蘭德機構之分析架構，供應鏈安全分析之第一步，即為界定「關鍵」

(Critical)供應鏈。美國關鍵供應鏈命令僅定義關鍵物資及原物料係指根據既有法

令或法規所定義之關鍵原物料、技術或基礎設備，並未對於關鍵產業或關鍵物資

之篩選方式做出說明。另檢視命令中對於風險檢視報告及供應鏈安全評估報告之

要求及相關行政命令，可發現美國係由行政部門主管機關指定可能的關鍵物資與

關鍵產業再進行後續分析。 

首先，行政命令第 3 條已直接指定須進行風險檢視並提出政策建議之產業為

以下四大領域：(1)半導體製造（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及先進封裝供應鏈

（advanced packaging supply chains）；(2)電動車電池等高容量電池（high-capacity 

batteries）；(3)關鍵礦物（critical minerals）及其他由國防部長指定之戰略材料

（ identified strategic materials，含稀土等）；以及 (4)藥品及原料藥（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PI）等有短期短缺問題的產品，優先於 100 日後完成

檢討。除此四大優先產品領域外，供應鏈行政命令第 4 條中要求主管機關及相關

機構於供應鏈行政命令公布後 1 年內，提交以下 6 類供應鏈安全評估報告，分別

為(1)國防產業基礎（defense industrial base）；(2)公衛及生物製劑（biological 

preparation）產業基礎；(3)資通訊關鍵部門別及次部門別；(4)能源部門產業基礎；

(5)運輸產業基礎；以及(6)農產品及食品生產。茲將主要主管機關分別列出，如表

5.1 所示15。 

表 5.1、美國美國關鍵供應鏈命令之產業範圍及主管機關 

風險檢視領域 主要主管機關 

半導體及先進封裝 商務部 

電動車電池等高容量電池 能源部 

關鍵礦物及其他指定戰略材料(含稀土) 國防部 

藥品及原料藥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國防產業基礎 國防部 

公衛及生物製劑產業基礎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資通訊(ICT)關鍵部門別及次部門別 商務部及國土安全部 

能源部門產業基礎 能源部 

運輸產業基礎 運輸部 

農產品及食品生產 農業部 

 註：灰底部分為 100 日須完成檢討報告之優先領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美國關鍵供應鏈命令 

                                                      
15 White House, US,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Sec. 4, 2021/02/24: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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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關鍵供應鏈命令指出為因應國防、情報、網路、國土安全、健康、

氣候、環境、自然、市場、經濟、地緣政治、人權或強迫勞動風險，以及其他可

能導致供應鏈受損之突發事件，應評估製造業供應鏈及民用或國防之農業、工業

基礎韌性與能力，因此供應鏈安全評估報告中應包含以下項目： 

 美國本土製造能力或其他所需能力，包括是否可透過現代化製造能力更新

以滿足未來需求； 

 國內製造能力落差，例如已無製造廠、受到威脅，或有單點失靈（single 

point of failure, SPOF）16問題； 

 供應鏈是否存在單點失靈問題、或僅有一兩家供應商，導致韌性有限之情

況； 

 是否有因主要製造與生產用固定資產（key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assets）所在地導致供應鏈中斷之風險； 

 關鍵物資、其他必需產品及原物料，來源是否為具獨占或主導地位之不友

善或不穩定國家； 

 關鍵物資及原物料之替代品或替代來源的可得性； 

 針對相關部門別、已知落差，評估當前國內教育與製造勞動力技術是否可

符合未來相關部門勞動力需求； 

 對研發能力之需求，以維持開發關鍵物資、其他必需產品及原物料研發領

導力； 

 評估運輸系統對於支持現存供應鏈之角色及相關風險； 

 是否有因氣候變遷影響關鍵物資與原物料之可得性、生產、運輸等風險。 

3.美國 100 日供應鏈檢討報告：以半導體為例 

如前所述，拜登的美國關鍵供應鏈報告命令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命令發

佈後 100 日內提出，第二則是 12 個月後。對於前者（以下簡稱 100 日檢討報告）

係針對半導體、先進電池、醫衛等有短期短缺問題的關鍵產品供應鏈進行檢討分

析及風險評估，歸納美國未來機會與挑戰，並提出後續政策建議17。 

根據「100 日檢討報告」，美國關鍵物資供應鏈之所以變得脆弱是因為五種趨

力導致，分別是：美國相關產品產能不足；市場上短視和方向錯誤的激勵因素使

得相關產品缺乏投資；盟友、夥伴和競爭國競相採取產業政策培植相關產業，而

                                                      
16 指系統中一旦失效將造成整個系統無法運作之組件。 
17 The White House ,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

report.pdf?utm_source=sfmc%E2%80%8B&utm_medium=email%E2%80%8B&utm_campaign=20210610_

Global_Manufacturing_Economic_Update_June_Member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utm_source=sfmc%E2%80%8B&utm_medium=email%E2%80%8B&utm_campaign=20210610_Global_Manufacturing_Economic_Update_June_Member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utm_source=sfmc%E2%80%8B&utm_medium=email%E2%80%8B&utm_campaign=20210610_Global_Manufacturing_Economic_Update_June_Member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utm_source=sfmc%E2%80%8B&utm_medium=email%E2%80%8B&utm_campaign=20210610_Global_Manufacturing_Economic_Update_June_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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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缺乏類似政策；產品採購來源過於集中特定區域，尤其是半導體和醫藥品；

以及在國際上對此四項關鍵物資合作協調程度較為有限，使得全球供應鏈韌性程

度較為不足。為了解決上述五種導致美國供應鏈脆弱之因素，檢討報告羅列強化

四大關鍵供應鏈韌性及重建美國創新和生產能力的六大類政策建議，包括：重建

美國生產和創新能力；支持投資勞動人力、永續價值和強調品質的市場發展；利

用政府作為關鍵產品的購買者和投資者；加強國際貿易規則，包括貿易執法機制；

與盟友和夥伴合作，減少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以及監測在經濟復甦的近期供應

鏈中斷情形。以下以半導體為例，進一步歸納美國之供應鏈安全分析架構。 

(1)半導體供應鏈及美國之經濟安全風險所在 

以半導體為例，前述蘭德報告在分析經濟安全所涉及之七種可能造成威脅與

風險之經濟活動，其中即包含「供應商鎖定」及「依賴自然資源」，而基於半導體

在當前經濟活動之重要性，已有文獻認為其已經屬於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18。而

「100 日檢討報告」盤點結果指出美國雖然是半導體發明國，且在設計、設備等

領域仍保有領導地位，然而隨著半導體供應鏈分工精細化之發展，包括臺、日、

韓、中國等亞太國家已成為全球主要的半導體生產者，同時近十數年中國利用「國

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等不透明半導體補貼措施，挑戰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

優勢地位。該報告引用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

與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之報告，指出美國半導體產業面臨

主要問題之一是半導體製造能力逐年下降，例如美國半導體產能在 1990 年代佔

全球 37%，而在 2018 年則降低至僅有 12%，且在最重要邏輯晶片（logic chip）

和記憶體（memory）部分市占率分別僅有 12%與 4%19。與此同時，報告指出中

國藉由政府提供高額的財政補貼和提供優惠價格租賃設備、以低於市場利率取得

融資等支持措施，使其業者在半導體製造業市場市占率逐年上升；至 2030 年時，

報告推估中國的產能將佔全球半導體的 24%20，詳圖 5.2 所示。 

對此，「100 日檢討報告」指出問題半導體產能為美國半導體產業的主要風險

問題。特別是半導體「製造」部分處於整個供應鏈的主要位置，是半導體產業持

續進步的核心。然而在過去數十年間因半導體產業在製造與研發在地理位置上分

離，出現全球 75%的半導體產能位於東亞，除了中國預估至 2030 年占整體產能

的四分之一，臺灣在 10 奈米以下的先進節點產能占了 47%，而韓國則在所有記

憶體產能當中占 40%，這種於分工高度集中同一區域之結構增加了單點失靈

                                                      
18 A. Kahata, Semiconductors as Natural Resources – Explor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mensions of U.S.-

China Technology Competition, CSIS, Febuary 17, 2021: https://www.csis.org/blogs/technology-policy-

blog/semiconductors-natural-resources-%E2%80%93-exploring-national-security. 
19 A. Varas, R. Varadarajan, J. Goodrich and F. Yinug, Government Incentives and US Competitiveness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eptember 16, 2020: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Government- 

Incentives-and-US-Competitiveness-in-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Sep-2020.pdf.  
20 Id,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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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points of failure）而導致大規模半導體供應鏈干擾的風險，使全球供應鏈

容易受到自然災害、流行病或地緣政治衝突等干擾，而鑑於半導體對美國經濟及

國安的戰略重要性，需對此種集中現象做出因應。 

 
註：*表預測 

資料來源：BCG&SIA（2020） 

圖 5.2、2030 年的全球半導體產能比重預估 

 

(2)解決方案：建立先進邏輯晶片局部製造能力及其他能量建構 

「100 日檢討報告」引用 BCG 與 SIA 分析報告指出，若是要追求半導體產

業之自給自足模式（self-sufficiency），需要投入 9,000 至 1 兆 2,500 億美元的前期

投資，同時每年生產營運成本將增加 450 至 125 億美元，導致半導體價格預計將

上漲 35-65%21。在此情況下，美國雖然需要增加國內半導體的製造能力，但並非

完全的自給自足模式，而應以維持對先進邏輯晶片的「最小可行的製造能力」

（minimum viable capacity）的方式重建生產能量。具體作法建議是在未來 10 年

間由美國政府挹注 200 億至 500 億美元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建立晶圓製造廠。根

據推估，500 億美元的激勵計畫將能啟動 19 座新的晶圓廠，除可縮短在原無激勵

措施情形下的建廠計畫的一半時間，並將包括 2 至 3 座每月產能達 20,000 至

35,000 片先進邏輯晶圓製造廠22。 

具體作為部分，「100 日檢討報告」建議短期內美國透過資訊透明、分配公平

及鼓勵投資增加產能方式處理短期短缺問題。長期而言，美國應建立具有韌性及

                                                      
21 Id, p46. 
22 Id, pp.47-48. 

(%)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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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之半導體供應鏈。美國之戰略必須包含採用防禦行動來保護其技術優勢，

另一方面亦須積極投資國內之生產與研發；美國應發展一生態系，其中包含發展

其創新產業以及創造高薪半導體就業發展藍圖。最後美國應與夥伴及盟邦合作以

促進全球半導體之韌性。 

4.美國資通訊供應鏈檢討報告 

白宮再於今（2022）年 2 月 24 日進一步公布包括資通訊、能源、國防、公衛

及生物、運輸、農產品及食品等六大產業基地之供應鏈與生產能力現況。鑑於本

次評估檢討範圍廣泛加上第 14017 號行政命令公布後已滿一年，故白宮發布一份

總體報告（capstone report），同時涵蓋去年四大產業檢討後之後續執行情形、及

彙整今年六大產業之政策建議措施。至於針對六大產業的具體評估則由各主責機

關另行發布個別報告說明。 

對我國國內產業和對外經貿發展影響至鉅的資通訊科技產業（以下稱 ICT 產

業），係由美國商務部（USDOC）和國土安全部（USDHS）聯名共同發布檢視結

果，名為「支持美國資通訊產業之關鍵供應鏈檢討」（Assessment of th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supporting the U.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dustry）的報告（以下稱「美國 ICT 關鍵供應鏈檢討報告」）23。「美國 ICT 關鍵

供應鏈檢討報告」盤點美國 ICT 產業在硬體和軟體產品以及從業勞動力素質面臨

的風險；再者，也針對前述因素之外的產業內部因素、及 ICT 產業之外整體環境

所生的風險來源，綜合分析這些具交互影響作用的供應鏈弱點和外部風險；最後，

該檢討報告也提出解決當前美國 ICT 產業面臨挑戰的政策建議和行動措施。 

(1)資通訊產品供應鏈及美國之經濟安全風險所在 

「美國 ICT 關鍵供應鏈檢討報告」從 ICT 硬體供應鏈上游的零組件以及下游

的終端產品，篩選出代表性產品加以評估。在上游零組件包括印刷電路板、光纖

電纜、組裝電路版，下游的終端產品則分為網通設備如路由器、交換器和伺服器

以及液晶螢幕顯示器兩類。 

報告指出全球 ICT 產業基地的主流硬體生產模式為「原廠委託製造-電子製

造代工服務」（OEM-EMS Model），主要國家包括美國、以及中、日、臺與其他亞

洲經濟體。分工上則是由美國主導產品設計及創新，中國主導生產，以及日、臺

做為主要電子製造代工服務所在地。「美國 ICT 關鍵供應鏈檢討報告」評估項目

其主要生產地整理如表 5.2。此外，報告亦指出美國資通訊軟體中之「韌體」

（Firmware）亦有風險。韌體是一種嵌入硬體的程式和資料，通常裝載在記憶體

                                                      
23 U.S.DOC and U.S.DHS, Assessment of th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supporting the U.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dustry, Febuary 24,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Assessment-Critical-Supply-Chains-Supporting-US-
ICT-Industry.pdf.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Assessment-Critical-Supply-Chains-Supporting-US-ICT-Industry.pdf
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2/Assessment-Critical-Supply-Chains-Supporting-US-ICT-Indust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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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用於協助裝置之間的溝通和提供指令。韌體面臨的風險主要在於其在電子

產品具扼要地位，且隨著電子產品使用人口增加，駭客的攻擊效益巨大，亦即當

懷有惡意的駭客若成功入侵韌體，將可控制整個硬體裝置，或是作為跳板進一步

入侵其他相連的硬體。而「美國 ICT 關鍵供應鏈檢討報告」認為目前對於韌體安

全的重視程度尚有不及。 

表 5.2、美國 ICT 產品及軟體主要來源地 

產品 主要國家 

PCB 
• 中國（52.4%）、臺灣/南韓（23.1%）、日本（8.7%）、南亞（8.1%）、美國

（4.5%）、歐洲（2.2%）。 

光纖電纜 

• 主要製造商包括康寧（Corning）、長飛（Yangtze Optical Fiber and 

Cable）、古河（Furukawa）、恆通（Hengtong Group）和烽火

（FiberHom）。康寧總部位於美國，其他公司總部位於中國或日本。 

• 2017 年中國供應全球 12%的裸光纖（raw fiber）進口和 31%的全球光

纜。 

• 2017 年五大光纖電纜出口國：中國、美國、墨西哥、日本、德國。 

PCA及  

其他電子  

組裝  

• 全球 43% PCAs 由 EMS 負責生產。 

• 中國為主要生產地，手機、筆電與其他高價值資通訊和消費性電子產品。 

• EMS 總部則集中亞洲，尤其是臺灣。2020 年的統計資料是全球前 20 大

EMS 企業，14 家在亞洲，其中 11 家為臺灣企業並佔據 82%的全球市

場。 

• 其他地區：墨西哥在北美、東歐在歐洲，以及印度和南亞正在跟上。 

• 美國主要生產少量高價值的混和產品，如醫療/工業或國防航太電機電

子。 

路由器、  

交換機、  

 伺服器  

• 美國主要有品牌如 DELL、HPE、IBM。 

• 主要生產集中在亞洲，OEM-EMS 為主流的生產模式。 

• 臺灣的 ODM 或 EMS 公司占全球伺服器市場 90%，其中三分之二的最後

組裝（final assembly）地則為中國。 

• 就關鍵的電子元件組裝來說，除了中國以外不存在其他供應地。 

• 近年有自中國遷廠的趨勢，臺灣的遷徙地包括美、墨、捷、德。 

液晶螢幕 

• 中國在生產和銷售同時為產業領導者，不向其他產品僅為製造地。其他主

要國家還包括臺灣、南韓和日本。 

• 主要生產者：京東方、華星光電、天馬微電子、LG、三星。 

軟體和 

韌體 

•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軟體研發國，市場規模在 2022 年為 3,137 億美元，預

計 2026 年達 4,090 億美元。 

• 亞太則是成長最快的區域，根據市調預測印度將於 2024 年取代美國。 

• 拉丁美洲則為成長第二，另外東歐也是全球軟體開發的熱點區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整理自「美國 ICT 關鍵供應鏈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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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討報告提出之對策及後續行動建議 

「美國 ICT 關鍵供應鏈檢討報告」對解決 ICT 供應鏈面臨的挑戰及既有與潛

在弱點提出數項建議24。首先是振興美國 ICT 製造基地，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利

用合適的聯邦採購激勵措施和資助項目，如《國防生產法》第三章和《美國晶片

法》，支持國內投資和生產關鍵 ICT 產品，包括印刷電路板和半導體。另外也可

利用《基礎建設投資暨就業法》（IIJA）之中涉及購買美國貨的條款加以適用於 ICT

產品。再者美國應利用安全和透明的供應鏈建立韌性，同時利用政府採購和監測

等手段，促進供應鏈風險管理，例如在美國聯邦政府採購程序之中，對 PCB 產品

採購實施「保證供應商計畫」（Assured Supplier Program for ICT products），要求

聯邦政府優先考慮取得如 IPC-1791「可信賴的電子設計師、製造商和組裝商要求」

之產業認證的廠商等。 

此外，報告亦建議美國強化與國際夥伴合作，提高供應鏈的安全性和韌性，

利用美歐貿易及科技理事會（US-EU TTC）、四方會談（Quad）以及其他雙邊和

多邊機制改善國際交流，以促進 ICT 產業的共同利益，包括加強關鍵產品的供應

鏈安全和多樣性，加強貿易執法，並加強對國際標準制定的參與。同時美國應投

資具未來性的 ICT 技術，並且加強 ICT 人才培訓。 

5.後續供應鏈改革配套：以晶片法為例 

基於前述對於半導體供應鏈之檢討結果及建議，拜登政府陸續提出旨在提昇

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實力和在國際建立抗中經濟聯盟的措施，其中又以 2022 年 8

月完成立法，且拜登總統正式於 2022 年 8 月 9 日簽署生效的《2022 年晶片及科

學法》（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 H.R.4346）最為關鍵。《晶片及科學法》

第一部份（DIVISION A）稱為《2022 年晶片法》（CHIPS ACT OF 2022），為原先

《美國晶片法》的相關撥款規定，總經費規模不變，仍為 527 億美元，分五年撥

付。依據《晶片及科學法》第 107 條規定，符合資格的半導體企業可申請最高達

25%，且得直接用於抵稅的投資抵減，適用項目則包括半導體製造及用於製造過

程所需之專用工具及設備25。而《晶片及科學法》第 103 條(b)項新增一款限制性

規定，禁止在中國及其他受關切國家（foreign country of concern）投資建設若干

傳統半導體（legacy semiconductors）設施。 

《晶片及科學法》527 億美元預算之分配方式26，如圖 5.3 所示。首先 390 億

美元用於補貼晶片生產活動（包括晶圓製造和封裝測試等）：其中有 20 億將特別

用於成熟製程（mature technology nodes），以及最多 60 億得用於直接貸款及貸款

擔保。其次 110 億為晶片技術研發：提供給新設於商務部轄下的美國半導體技術

                                                      
24 Id, pp.76-82. 
25 CHIPS and Science Act, Sec.107. 
26 CHIPS and Science Act, Sec.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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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NSTC）、美國先進封裝製造計畫、美國製造半導體研究所與微電子計量學

研發等計畫及機構。再者，編列 20 億用於國防部落實「微電子科技共享網路」

（Microelectronics Commons）之經費，以及 5 億美元提供國務院，偕同其他聯邦

機關共同促進國際半導體供應安全。最後，另有 2 億美元提供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投入半導體從業人力培訓發展27。除上述投入半導體產業之經費規劃，

《2022 年晶片法》尚規定授權 15 億美元的公共無線網路供應鏈創新基金用於推

動美國布建「開放無線接取網路」（ORAN）28。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晶片及科學法》要求獲得半導體製造補貼的業者須

與商務部簽署協議，限制業者內 10 年內除非符合製造「傳統半導體（legacy 

semiconductors，定義為 28 奈米或更舊的製程）的設施及設備等例外條件，否則

不得參與包括擴大在中國或其他受關切國家（countries of concern）境內的半導體

製造產能，且獲補貼業者在受關切國家的交易計畫須通知美國商務部，讓商務部

有機會採取救濟行動，嚴重的話業者或須全額退還所獲得的補貼29。 

 

圖 5.3、晶片及科學法預算分配主要項目 

 

除前述受矚目之半導體投資回流誘因外，事實上《晶片及科學法》尚有第二

部分，名為《研發、競爭與創新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本法案主要將提供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標準技術研究

院（NIST）、能源部等涉及人工智慧、機器人、量子運算等關鍵科技之研究，授

權撥款近 1,700 億美元用於未來五年內在各州進行跨聯邦機構的科技研發經費，

                                                      
27 CHIPS and Science Act, Sec.102. 
28 CHIPS and Science Act, Sec.106. 
29 Sec. 103 (b)(6)(D) of CHIPS and Science Act, H.R. 4346.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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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以促進研發、提升研究安全、開發標準和促進能源安全為主，為美國史上對

公共研發和理工科學（STEM）教育最大的投資30。 

另值得注意的是，本法特別在 NSF 下設置「技術、創新與合作夥伴部門」

（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 TIP），負責挹注資金於若

干涉及關鍵科技研發的私部門企業，以推動這些關鍵科技的商業化發展。此外，

本法案並授權商務部在全美設立 20 座區域創新加速中心（regional technology 

hubs），以促進就業、技術發展及培育新創事業31。 

(二)歐盟供應鏈檢討之進展、結論及調整方向 

1.緒論：以開放性戰略自主為主軸之供應鏈檢討 

因應近年美、中兩國之間產生貿易衝突並延伸至科技領域的對抗之情勢，以

及近十數年在稀土、半導體與數位科技領域受到中國以及美國不同程度的依賴影

響，歐盟政策制定者開始倡議將原先屬於傳統國防安全的「戰略自主性」概念擴

張至經貿與外交範疇，提出「開放的戰略自主性」（Open Strategic Autonomy）概

念，以免歐盟的經貿發展受美中齟齬牽制。亦即歐盟近來係以「戰略自主性」為

其政策考量目標，透過強化歐盟戰略自主性，以確保歐洲自我負責（take charge of 

themselves）以及捍衛歐洲利益與價值。據歐盟部長理事會在 2016 年 11 月針對歐

盟安全與防務全球戰略（Global Strategy In The Area Of Security And Defense）之

結論文件，指出戰略自主性係指「在可能情況下與夥伴於必要情境下採取自主行

動之能力」32隨後歐盟在 2020 年的推動「歐洲新產業戰略」（A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for Europe），即係以強化歐盟在全球經濟中的戰略自主性、推動歐盟實現

「綠色與數位經濟」的雙重轉型為其目標。 

然而在此之後，隨後即爆發 COVID-19 疫情，打斷歐盟原訂規畫同時也加深

歐盟對供應鏈擾亂的重視程度，尤其是車用晶片缺貨更使得歐盟加速推動在經貿

方面維持戰略自主性地位的決心。因此執委會在 2021 年 5 月 5 日公佈新的政策

溝通文件《更新 2020 新產業戰略：為歐洲復甦建構更強健的單一市場》（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33，除原訂推動綠色及數位轉型政策目標，加入對歐盟當前在經貿與科

                                                      
30 Explainer: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 United States Study Centre, Aug. 11, 2022, 

https://www.ussc.edu.au/analysis/explainer-the-chips-and-science-act-2022. 
31 Ibid. 
32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Conclus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Eu Global Strategy 

In The Area Of Security And Defense,” 2016/11/14, p.2，原文為”capacity to act autonomously 

when and where necessary and with partners wherever possible”：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2459/eugs-conclusions-st14149en16.pdf.  
33 COM（2021）350 final, 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 May 5, 2021,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communication- 

updating-2020-new-industrial-strategy-building-stronger-single-market-europes-recovery_en（ last 

visited May 25, 2021）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128 

技方面的依賴性分析，篩選最具脆弱性的產品品項以及影響歐盟未來競爭力的戰

略領域，以及提供減緩供應鏈擾亂帶來風險的政策措施。 

該文件指出，受到 COVID-19 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負面影響，歐盟應進一步

處理歐盟在貿易及投資、技術與產業等方面的戰略依賴情形（ strategic 

dependencies），改善歐盟在重要領域的「開放的戰略自主性」。依據執委會定義「開

放的戰略自主性」指的是，歐盟具備形塑新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與發展互利雙邊

關係之能力（ability），同時亦能保護歐盟免受不公平和濫用貿易行為之影響，包

括藉由多樣化和穩固全球供應鏈以增強對未來危機的抵禦能力34。 

以「開放的戰略自主性」為核心原則，執委會認為歐盟同時身為進口與出口

主要國家，貿易夥伴之間的相互依賴抑或所謂「反向依賴」（reverse dependencies）

實有助全球價值鏈穩定性。因此，為與志同道合夥伴建立合作達到相互受惠之目

標，歐盟需要掌握自身對進口產品的依賴程度，並比對歐盟目前受到戰略依賴情

形以及具備的戰略產能（Strategic capacity）。基此，執委會在《更新 2020 新產業

戰略》，以及隨附的《戰略依賴關係及產能》（Strategic dependencies and capacities）

報告分析歐盟供應鏈依存問題並提出後續行動建議。 

2.關鍵產業：歐盟六大戰略領域 

歐盟執委會係透過「由下往上」篩選方式進行高依賴產品項目之分析。具體

而言區分成三個執行階段：其一，依據供應商集中度、歐盟額外進口的相對重要

性以及它們可能被歐盟內部生產替代的情況，分析確定歐盟依賴有限數量來源的

商品；接著將前述步驟確定的依賴性縮小到更敏感生態系，其依賴性可能具有較

高的戰略性質；最後，經由質性評估（qualitative assessment）確定可能對歐盟具

有戰略意義的具體依賴關係，以及進一步深入分析此類產品的影響及其戰略性

質。經由前述分析，歐盟執委會篩選出 137 項高依賴產品並將之歸類於前述 14 個

產業生態系中，得出 6 個更敏感的產業生態系，分別是：能源密集、健康、可再

生能源、數位、電子，以及國防與航太產業生態系35。 

其次，在前述貿易面向的戰略依賴分析之外，《戰略依賴關係及產能》引用歐

盟「用於產業的先進科技計畫」（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Industry project）定義

的「有助未來競爭力的重要科技/技術，分析歐盟當前在重要科技領域的優勢及劣

勢，得知歐盟在綠能科技如氫能源具高度競爭性，以及在先進製造領域也表現良

好，然而在若干與數位產業生態系相關的技術領域，如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

                                                      
34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trategic dependencies and capacities , SWD (2021) 352 

final, EU Commission, May 5 2021, p.7,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  

files/swd-strategic-dependencies-capacities_en.pdf  
35 Id, pp.13,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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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雲端技術、生物科技，以及包括半導體在內的微電子學則相對落後於

全球的商業競爭者36。  

綜合前述貿易與技術面的戰略依賴情形，《戰略依賴關係及產能》先行篩選出

因具備戰略重要性而需要執委會進一步政策介入的六項戰略領域（ strategic 

areas），亦即：原物料、鋰電池（Lithium（Li-ion）batteries）、原料藥（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PI）、氫、半導體，以及雲端技術與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此六項戰略領域因其篩選理由略有不同而可進一步概分為兩組： 

 原物料、鋰電池、原料藥與氫氣： 

此四項戰略領域係依據前述「由下往上」篩選方式途徑及篩選標準而得出，

為目前歐盟戰略依賴性最高的領域。 

 半導體、雲端及邊緣運算： 

此兩項戰略領域屬於「有助未來競爭力的重要科技/技術」，且歐盟的研發、

創新與產業發展相對落後，故歐盟在數位產業生態系亦可能產生技術性戰略依賴

（technological strategic dependencies）37。 

3.針對六大關鍵領域之後續行動項目 

對於歐盟所認定之六大關鍵領域，亦即原物料、鋰電池、原料藥、氫、半導

體，以及雲端技術與邊緣運算，為提升開放的戰略自主性以及降低戰略依賴，歐

盟執委會羅列後續階段要執行的行動項目38，包括： 

 致力於實現國際供應鏈的多樣化，並尋求國際夥伴關係以提高準備度：包

括透過「歐盟-美國貿易科技理事會」（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商討合作及自由貿易協定相關事宜。 

 持續支持建立產業聯盟：執委會將發起「處理器與半導體科技聯盟」

（Alliance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及「產業資料、

邊緣及雲端聯盟」（Alliance for Industrial Data, Edge and Cloud），並正在

考慮籌備「太空發射器聯盟」（Alliance on Space Launchers）以及「零排

放航空聯盟」（Alliance on Zero Emission Aviation）。 

 以「歐洲共同利益重要研究計畫」（IPCEIs）機制支援成員國發展下世代

雲端運算、氫氣、低碳工業、醫藥，以及尖端半導體等領域的創新。 

                                                      
36 See Id, pp..30-41. 
37 Id, p51. 
38 COM（2021）350 final, 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 p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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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中小企業應對供應鏈中斷和脆弱性：經由連接新本地和跨境合作夥伴

實現多樣化，或是經由數位化解決方案推動更靈活的供應鏈。 

 在重要優先標準領域（key priority standards）建立歐盟的領導地位：主要

包括氫氣、電池、離岸風電、安全化學品、資通安全以及太空資料等領域。

執委會將提出標準化戰略支持歐洲利益以及在若干共同利益領域，如在人

工智慧合法和道德使用方面，與他國公開合作。具體措施包括評估修訂《標

準化規則》（Standardisation Regulation），以及與歐洲標準化組織（European 

Standardisation Organisation ,ESO）商討快速採用那些被認定為是重要標準

的方案。 

 提案解決單一市場中外國補貼的潛在扭曲效應（distortive effects of foreign 

subsidies）：限制外國企業收購或參與公共採購時所收到其政府提供的潛

在扭曲性補貼，以及執委會將繼續與貿易夥伴一起解決扭曲性產業補貼問

題。 

 制定有效利用公共採購來加強重要生態系統韌性的指引：提供政策工具以

協助幫助公共服務的需求者識別和解決戰略供應風險和依賴性，並使供應

商基礎多樣化。 

4.關鍵供應鏈安全維護措施-以半導體為例 

如前所提，執委會運用定性及定量分析篩選出歐盟目前具高依賴性的產品以

及進一步挑選對歐盟利益具重要性的戰略領域，其中在半導體部分，歐盟執委會

分析當前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趨勢，以及歐盟半導體產業的脆弱性在於歐盟缺乏

足夠因應能力。具體地說，相較歐盟占世界 23% GDP 的經濟比重，歐盟半導體

產業規模很小。歐盟在全球半導體晶片收入中的總體僅占約 10%，而在電腦和通

訊領域則是 6%左右。簡言之，歐盟執委會認為歐盟在半導體產業的現有生產能

力有限，無法滿足未來的需求，同時面臨進入成本高，缺乏公平競爭環境及潛在

不穩定的供應鏈，以及歐盟其他地區不同法規，皆係威脅歐盟企業發展之阻力39。

特別是執委會分析相較於競爭對手，歐盟在設計和設計自動化工具明顯偏弱，「無

廠設計」（fabless）公司中所占比亦很小。同時歐盟也沒有可用於製造小於 22 奈

米的先進晶片代工廠。另一方面，歐盟電子產業在於電力電子（power electronics）、

感測器和先進晶片製造設備方面具全球領先。生產尖端晶片所需的 EUV 掃描機

由荷蘭的 ASML 生產。 

在此情況下，歐盟除透過「歐洲共同利益重要研究計畫」（IPCEI）之多國參

與的歐洲旗艦項目支援歐洲的電子產業外，亦將使用「歐洲復甦和韌性基金」

（European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投資半導體以及處理器晶片。執委會

規劃該基金的 20%，預計將是在未來 2 到 3 年內達到 1,450 億歐元之規模。 

                                                      
39 Id,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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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鑒於半導體供應鏈的全球分工性質，歐盟認為因大規模扭曲性政府補

貼、出口限制與疫情影響晶片供給短缺，為此歐盟半導體產業需要一個有彈性的、

多樣化的和安全的供應鏈。相關政策方向包括在 G20、WTO 和各種雙邊關係當

中進行監測關鍵供應鏈（critical supply chains），保持其開放和不中斷，並確保公

平和公正地獲得關鍵物資，並針對歐盟以外供應源和來源進一步深入評估和監測

與半導體供應鏈的不同階段相關的風險。相關的做法包括評估和監測可能易受影

響的數位產品、製造能力，針對其他可能破壞、損害或消極影響供應鏈的風險，

例如單一或脆弱的供應商、具單點失靈的供應鏈、在不可靠夥伴國家建立的供應

鏈、具關鍵性投入（critical inputs）替代產品或替代來源可用性，以及具彈性和永

續的運輸也都需納入考量。最後，歐盟將透過與志同道合國家建立夥伴關係和合

作，促進向替代供應來源的多樣化並加強現有供應鏈。相關做法可能包括配合美

國最近審查供應鏈之措施，與之進行雙邊合作，或是進一步納入日本、韓國或臺

灣的多邊環境下參與。 

 

三、供應鏈檢討對臺灣之影響及因應  

(一)概述 

全球供應鏈對我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亦受大國戰略競爭變局直接之牽動與

影響。我國之挑戰來自二方面，一是在前述變局下確保我國之經濟安全及自主性，

第二是確保在主要國家供應鏈檢討及提升自主性過程中，我國能夠維持參與之不

可或缺性及競爭力。 

過去 40 年以深度參與全球供應鏈的臺灣必須謹慎面對。首先，臺灣經濟安

全風險順序可能跟各國顛倒，因為如半導體、資通訊代工甚至 PCB 等臺灣「世界

第一」的產業，正是讓各國感到「喪失自主性」的潛在不安全感來源，因此各國

的經濟安全檢討威脅著臺灣在世界經濟的「不可或缺」地位。第二，是我國經濟

及科技也高度仰賴中國及國際夥伴，在大國戰略對抗的趨勢下，同樣有對經濟韌

性及自主性的威脅。 

展望未來，面對全球主要國家都在尋求供應鏈重組、回流的壓力下，臺灣對

經濟韌性的擘劃及升級更形重要，以確保臺灣產業在未來數十年的全球經濟位

置。以日本為例，岸田首相在去年剛上任，隨即新設「經濟安保擔當大臣」的職

位，今年 5 月國會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建立在關鍵領域不過於依賴他國

的「經濟自主性」，及在下世代技術與供應鏈具備「經濟不可或缺性」二個目標的

推動架構，反應出日本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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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保臺灣的經濟不可或缺性 

美國公布的供應鏈檢討結果中最直接影響臺灣者，除半導體外，當屬資通訊

關鍵供應鏈檢討。特別是美國報告對目前全球資通訊產業的代工生產模式提出關

切，而被美國所點名的印刷電路板、路由器、伺服器、交換機及液晶顯示器等產

品，實際上均與臺灣代工極其相關。美國檢討報告所列出的 2017 年至 2020 年的

全球前 20 大電子代工（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 EMS）企業為例，其顯

示出有 14 家企業總部位於東亞，其中臺灣又占了 11 家。進一步以 2020 年前 10

大電子代工企業來看，臺籍企業占 7 名，只有三家為美國企業，特別是第一名鴻

海集團的市占率高達四成，臺灣整體電子代工全球市占率已超過八成，如表 5.3

所示。 

表 5.3、2020 年全球前 20 大 EMS/ODM 企業 

EMS 企業  總部所在  
市占率（％）  

2020 2019 2018 2017 

鴻海  臺灣  40.9 41.1 40.8 39.6 

和碩  臺灣  10.7 10.5 10.3 10.0 

廣達  臺灣  8.3 7.9 7.9 8.6 

Flextronics 美國  5.4 5.7 6.1 6.5 

仁寶  臺灣  8.0 7.5 7.5 7.5 

Jabil 美國  6.1 6.0 5.1 4.9 

緯創  臺灣  6.4 6.8 6.9 7.0 

英業達  臺灣  3.9 3.9 3.9 3.9 

Samina 美國  1.6 2.0 1.7 1.8 

光寶科  臺灣  1.2 1.4 1.6 1.8 

Celestica 加拿大  1.3 1.4 1.5 1.6 

佳世達  臺灣  1.5 1.3 1.2 1.2 

環旭電子  中國  1.6 1.3 1.2 1.1 

日月光  臺灣  -- 0.0 1.0 1.1 

Cal-Comp 泰國  0.8 0.8 0.8 0.8 

Plexus 美國  0.8 0.8 0.7 0.6 

Benchmark 美國  0.5 0.5 0.6 0.6 

Siix Corp 日本  0.4 0.5 0.5 0.5 

啟碁  臺灣  0.5 0.5 0.4 0.5 

神達  臺灣  0.3 0.3 0.2 0.4 

註：灰底為總部設於臺灣之企業 

資料來源：USDOC and USDHS, Assessment of th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supporting the U.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dustry,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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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報告內容並未有檢討臺灣的任何字詞，但仍隱含著潛在憂慮。換言之，

臺灣過去 30 年在半導體和電子代工的傲人成就，在這波國際環境變動下，可能

成為主要盟友考量的國安與經濟安全的風險來源。在此背景下，臺灣資通訊產業

與我國政府也宜有相關風險意識，並在未來經營上納入以下思維： 

1.建立政治風險及管理為總成本一部份之思維 

全球主流的電子代工模式核心，對臺灣而言可濃縮為「美國委託，臺灣接單，

中國生產」模式。此美、臺、中三角生產結構主要成因為基於成本、科技、人才、

勞動力、管理等經濟要素考量，政府政策、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等非經濟面因素

影響較小。然而過往這種純經濟決定的成本思維在美歐陸續公布檢討報告後需有

所轉變，亦即往後對於關鍵供應鏈之布局結構及配比，必須將客戶端及企業母國

所在的國家安全、地緣政治及外交目標等政治成本，與經濟條件一併思考得出「總

成本」，才是企業設計布局藍圖的基礎。 

2.強化臺廠作為可信賴夥伴的角色 

美、歐展開之關鍵供應鏈檢討，對問題的認識主要集中在過度依賴進口、過

度來源集中及過度依賴中國三個面向，因此相應的解方亦是重建美國研發與生產

能量、部分產業回美生產，以及分散供應鏈來源與降低中國比重。在 ICT 產業上，

同樣以達成前述戰略目標為重，從而強化國際可信賴伙伴合作，也是美國作為因

應 ICT 產業發展之具體措施。於此而言，臺灣除了半導體之外，在產業鏈下游的

終端產品，其實也有降低中國比重、並開展赴美或至美國鄰區投資(near-shoring)、

友邦投資(friend-shoring)布局的策略規劃，在這波供應鏈可能必須面對之調整模

式。 

3.爭取參與各國研發和創新激勵機制 

由於臺美的產業合作模式及所處供應鏈位置，臺灣半導體企業本已配合客戶

需求持續以漸進式創新的方式進行製程改良和精進製造工藝，同時也因供應鏈位

置而累積許多現場技術訣竅（know-how），然而這些研發支出主要源於企業的利

潤和我政府補貼。美歐政府現在要提供經費推動國內半導體企業進行研發，我國

企業若是按照規定赴當地設廠亦有申請這類科研經費補貼的機會。潛在的利益在

於，經由貼近客戶掌握需求，此類創新應能更穩固我商位置，同時亦有機會取得

美、歐補貼降低研發成本。以美國為例，即使保守的只以商務部的 110 億美元晶

片創新研發預算，已經是鉅額資源。 

4.提供臺商重組供應鏈之必要協助 

位於中國且屬於美系供應鏈之臺商，未來也不可避免將持續面對「來自客戶

指示」之移轉壓力。自 2019 年開始，臺商在內的美系供應鏈體系為了規避制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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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替美商代工資通訊甚至電視機的臺商開始將供應鏈遷回臺灣，紡織、汽車零

組件及食品等勞力密集產業原本就因成本考量而有意調整者則逐步前往東協40。

出口受管制不能再出貨到對岸的業者，也開始尋找替代客戶及市場。事實上，美

中貿易戰開打後，臺商回流即是以電子業為主。然而依據經濟部 2021 年「海外訂

單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結果」顯示41，臺商回台主要以擴充現有產能為主，

但新設投資部分則是以東協（六成）及印度（二成）為主(表 5.4）。 

表 5.4、2020 年臺商因貿易戰調整產線情況 

 資通訊產品 電子零組件 

調整產線結構家數 21 16 

因美中對抗而調整家數 20 (95.2%) 8 (50%) 

擴大現有產能 

臺灣 70.6% 50% 

中國 -- 35.7% 

東協 29.4% 21.4% 

美國 5.9% 5.9% 

其他 -- -- 

新設投資 

臺灣 20% 無 

中國 -- 無 

東協 60% 無 

美國 -- 無 

其他 20% (印度） 無 

部分或完全退出 

臺灣 -- 33.3% 

中國 100% 50% 

東協 -- 8.3% 

美國 -- -- 

其他 -- 8.3% 

註：1.本問項對象為有自行生產(包含交付子公司或關係企業生產)之資通訊產品及電子零

組件類別的廠商。 

2.依有效樣本家數計算，資通訊產品 80 家及電子零組件 302 家。 

3.可複選或不選，故各選項占比加總不等於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2021 年「海外訂單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結果。 

展望未來，過去「集中生產供應全球」的結構會逐漸重組，「在地生產供應在

地市場」可能會成為主流。然而臺商意見調查發現中小型企業調整重組供應鏈之

能力較低，限制遠高於大型企業，因而需要盤點，特別是我國之中小企業供應商，

                                                      
40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美中貿易衝突對中國臺商之影響及動向調查》，（臺北：大陸委員會，

2020 年），頁 58-85。  
41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wHandMenuFile.ashx?file_id=26040 



第五章  美歐關鍵供應鏈檢討架構及考量 

135 

未來跟隨供應鏈變遷而需要配合赴主要市場投資時，所需要的人才、資金管理、

資訊管理、數位轉型以法規遵行等領域的需求，仿效日韓甚至美國經驗，協助中

小型企業之供應鏈移轉提供制度性之協助支援體系。 

(三)確保臺灣經濟自主性 

1.進行關鍵供應鏈安全檢視 

臺灣半導體製造能力雖然堅實，但所需化學材料及生產設備仍高度仰賴美、

日、荷蘭。雖然其安全風險係數較低，但還是有影響相關產業與廠商正常運作的

自主性問題。此外，從鳳梨、釋迦、石斑魚等一連串農產品被對岸禁止出口的事

件可以看出，我國仍有不少行業出口高度集中對岸這個最受政治影響的市場，而

ECFA 早期收穫優惠的存廢，也繼續為關切的話題。在此背景下，我國有必要參

考美歐經驗，辨識我國關鍵產業及關鍵供應鏈，並依據前述經濟風險評估架構，

分析其供應鏈結構是否存在所有權、供應商鎖定以及資源仰賴等風險，並提出解

決方案。 

此外，中國已成為臺灣最大口來源，2021 年含香港占我國進口比重為 22%42。

隨著兩岸關係緊繃且陸方陸續出現禁止部分農產品進口及禁止天然砂出口的疑

似經濟脅迫行為43，未來不能排除會擴大利用進口依賴作為表達政治不滿的工具。

因此應加速檢視自陸方進口之產品結構以了解是否具有無國產或其他進口來源

的不可替代瓶頸問題，並尋求解決因應之道。 

2.強化經濟安全維護網 

經濟安全風險來源不僅來自於供應鏈結構問題。以技術安全為例，美、歐經

驗中所採取的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及技術人才保護作為，均與供應鏈檢討政策與

措施之間具有高度的連動配套關係。例如美國出口管制要防範新興技術以「貿易

向外流出」，而外人投資及學研合作國安審查同樣是要避免透過「投資/合作向外

流出」，因而所謂新興科技領域，二個機制要高度協調一致才有作用。日本「經濟

安保推進法」納入國安專利不公開制度，也是防範日本技術流出，被中國、北韓

等敵手取得的做法。近期我國關於修正營業秘密法侵害秘密的罰則，以及國家安

全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新增「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規定，可以看出對

保護技術的重視，然而對外資審查、對外投資審查、出口管制、學研成果管制等

相關法制，更需要擴大、深化統合協調機制。 

                                                      
42 行政院，進出口貿易量國情簡介：https://www.ey.gov.tw/state/6A206590076F7EF/8b5032af-1a67-4c02-

bd16-8791aa459cd2 
43 聯合報，大陸再禁向台出口天然砂，2022 年 8 月 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3/6507999 

https://www.ey.gov.tw/state/6A206590076F7EF/8b5032af-1a67-4c02-bd16-8791aa459cd2
https://www.ey.gov.tw/state/6A206590076F7EF/8b5032af-1a67-4c02-bd16-8791aa459c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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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章以蘭德機構的經濟安全風險分析架構出發，探討各國在近年陸續進行經

濟安全盤點及因應對策之發展。歸納各國之經驗，其對我國之政策意涵主要在於

隨著全球供應鏈的擴大及深化，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不斷提高，過去數十年是

創造產業、消費者雙贏的基礎。然而隨著全球政經情勢改變，大國從戰略合作夥

伴轉變成為戰略競爭者的趨勢下，此一相互依賴關係所存在之風險，亦即「相互

依賴的武器化」（Weaponizing interdependence），遂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在俄烏

戰爭爆發後，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對俄羅斯能源及糧食的依賴所造成之衝擊及

限制，再次凸顯「相互依賴武器化」的重要性。 

本章所探討的經濟安全評估架構，聚焦在全球化相互依賴關係下，是否存在

具有不良企圖（惡意）之外國組織或政府，能藉由貿易、投資、供應鏈鎖定等方

式，影響關鍵產業之運作、壟斷關鍵製程，進而遂行其經濟或政治目的之管道，

造成國家安全之風險。 

對臺灣而言，我國與全球供應鏈緊密結合，因而此一分析架構之意義在於提

供了深化國家/經濟安全評估之基礎，確保經濟自主。同時也因為我國在全球供應

鏈中的重要地位而凸現出另一個風險，亦即我國具有高度競爭力、市占率的製造

業（如半導體、電子代工等），已逐漸成為各國在進行經濟安全風險評估時被檢討

的對象。對此，我國須謹慎以對，積極向各國說明、證明臺灣為可信賴的夥伴，

另一方面也應從確保經濟安全的角度提升自主的經濟安全性，作為提高各國對我

信賴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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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國家推動供應鏈重組之政策工具 

顏慧欣1 

一、主要國家之外資審查改革趨勢  

隨著中國強勢崛起，也利用經濟銳實力對他國造成影響與不安下，近年來各

國對於「經濟安全」議題，著重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利益間之關係，同

時降低對單一貿易來源或特定投資國家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可能風險，均已成

為政策重點，其中一項則反映在對外人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國安審查

有從嚴從寬之趨勢。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2011 年 11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間，至少有 13 國引入新的外資國安審查機制，並有 15 個地區對其

現行審查機制提出至少 45 項修正法案。 

美國、歐盟、日本、澳洲等都是近期基於國家安全利益，對外人投資敏感產

業或關鍵基礎建設提升審查要求的國家，旨在避免外國人透過投資行為取得關鍵

技術或是控制關鍵基礎建設。提高外資之國安審查要求，則否決外資投資的機會

隨之提高，對於跨國企業的跨境投資供應鏈布局，自然會有影響，特別是目前成

為外資國安審查嚴加檢視的敏感產業領域。 

本項茲以美國、歐盟的外人投資國安審查機制近期發展為例，說明主要國家

透過外資審查機制，對全球供應鏈的投資布局之可能影響。 

(一)美國「外人投資委員會」(CFIUS)外資審查之改革重點 

1.改革背景 

美國設有「美國外人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以審查外人投資是否不利於美國國家安全，美國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對 CFIUS 進行改革，擴大 CFIUS 審查權限。此項

修法主要重點如下： 

(1)擴大外人投資國安審查機制之適用範圍 

FIRRMA 對 CFIUS 的修法重點之一，在擴大 CFIUS 對外資的國安審查範圍，

將受審查的「涵蓋交易」範圍由「具控制權交易」，擴張至將「非具控制權的投資」

（non-controlling investments）和「不動產交易」。擴大 CFIUS 對外資投資的國安

審查範圍，則是納入「非具控制權的投資」，具體而言，凡可取得美國企業之任何

重要的非公開技術資訊；或外資本身擔任公司董事會成員（或有權提名董事），或

                                                      
1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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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透過表決權以外的方式，實質參與美國企業之運作；或在關鍵技術（critical 

technologies）、關鍵基礎設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s）上，外資有權管理、經營、

製造或提供等2，均在修法後納入 CFIUS 國安審查範圍。 

(2)新增事前強制性申報制度 

過去 CFIUS 僅對美國國家安全具有風險的外人投資，在交易方自願性通知

CFIUS 後被動啟動審查；但在 FIRRMA 規定下，若干特定交易必須事前向 CFIUS

進行申報，使對於美國企業僅是進行不具控制權的敏感類投資時，提前須受

CFIUS 審查，特別是在新制下，下列兩類投資須向 CFIUS 進行強制申報，且有強

制性聲明而疏於此義務者，按 FIRRMA 規定，將受有罰則，可按該筆交易價值的

1%或 30 萬美元課徵罰鍰： 

 外國投資人透過交易行為，取得對美國敏感產業之「實質性利益」

（substantial interest），且單一外國政府亦取得實質性利益者；及 

 交易行為令外國投資人取得對美國敏感產業之控制權，且該產業係生產、

設計、測試、製造或研發一項或多項關鍵技術者。 

在強制申報或自願申報之後，CFIUS 對於投資申請將展開國家安全審查，不

過美國法規均未對「國家安全」予以定義3，但如 FIRRMA 有明定，CFIUS 於國

安審查應考量之若干重要因素，例如涵蓋交易是否涉及美國有特殊關切之國家；

近期外國人或外國政府交易是否有潛在國安風險；外國人控制美國產業及其商業

活動是否可能影響美國國安；外國人是否已有遵循美國法令的歷史紀錄；涵蓋交

易是否可能暴露美國公民敏感個資；涵蓋交易是否可能影響美國網路安全等項

目。 

對於國家安全概念之強化，透過拜登總統 2022 年 9 月發布的行政命令可進

一步了解，其列出審查特定外國交易時的應優先考量的國安風險因素，包括：(1)

影響美國關鍵供應鏈韌性，是否使外國實體控制關鍵製造能力、礦產資源或技術；

(2)影響美國在先進科技的領先地位，這類技術包括但不限於微電子學、人工智慧、

生物科技和生技製造、量子運算、先進乾淨能源與因應氣候科技等，白宮科技政

                                                      
2 31 CFR § 800.211. 

3 為確保執法彈性，美國法規未明確界定「國家安全」，但多會在法規明訂主管機關在判定特定案件是否

有造成國安風險時之考量因素或管制目標，例如外資審查法規已列出主管機關為判斷特定外資案是否

對美國國安造成危害時應予考量之各項因素，詳細內容請參美國《國防製造法》第 721 條(b)(1)及

FIRRMA 第 1702 條(c)項；及出口管制法規亦明定基於國家安全強化其管制目標，包含防制大規模殺傷

性或常規武器之擴散、管制獲得可破壞政府穩定之常規武器、管制恐怖主義行為、防制可能對美國或其

盟國安全造成威脅的軍事計畫、管制對美國關鍵基礎建設造成重大干擾或中斷之特定行動；維持美國軍

事能力之優越性；執行美國外交政策，包含落實保護人權和推動民主；履行國際協定之承諾和義務，包

含多邊出口管制協議；促進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及其盟

友間之軍事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確保國家安全管制係針對有能力對美國造成嚴重國安威脅之核心技

術和其他項目。詳細內容請參 50 U.S.C § 4811（2）。 



第六章  主要國家推動供應鏈重組之政策工具 

141 

策辦公室（OSTP）未來會持續更新先進技術範圍；(3)關注多重交易（multiple 

transactions）對美國整體產業之影響，如應注意相關多次交易是否集中在某特定

產業，並涉及美國關鍵製造能力、礦產資源或技術等情形；(4)網路安全風險，以

及(5)美國人敏感個資外洩風險。 

(3)與美國盟國與夥伴國展開合作 

在 2018 年修法前，美國對於外資審查的資訊基本應予保密；但在新制下，美

國政府將與盟友與夥伴分享投資審查資訊。FIRRMA 要求 CFIUS 應建立正式的

資訊交換程序，與美國盟友與夥伴間交換與國家安全相關分析或行動之重要資

訊。同時，該項程序在設計上應具有下列功用：(1)調和美國與其盟友、夥伴間對

可能造成國家安全風險之投資與技術所採取的行動；(2)分享與國安有關之特定技

術與取得技術之實體的相關資訊；及(3)與美國盟友及夥伴政府代表進行諮商與會

議4。基本上這個資訊分享的法案授權，推測上也成為在此期間，美國與諸多盟友

進行聯繫與商討下，促成其他國家進行外資審查改革的可能背景。 

更重要的，FIRRMA 也授權建立可豁免向 CFIUS 國安審查的強制申報，且不

受 CFIUS 國安審查的例外國家（excepted foreign state）清單，按今年美國公告指

出，在 2023 年 2 月 12 日以前，國家只須經 CFIUS 確認為合格國家（eligible foreign 

state），即屬例外國家。自 2023 年 2 月 13 日以後，則國家應同時符合兩項要件：

(1)須經 CFIUS 確認為合格國家；(2)經 CFIUS 認定該國已建立可分析外資國安風

險之有效利用健全程序，並配合美國共同促進對投資安全事項之合作5。目前尚列

為例外國家者有澳洲、加拿大、英國等。 

(二)歐盟對外資審查之建議指引 

原先歐盟(EU)層級並未訂有外人投資審查機制之規範，僅由各成員國訂有自

身之外資審查機制，惟歐盟執委會鑒於如美國、日本、加拿大及澳洲等重要經貿

對手國均有國家整體性的外資審查機制，同時考量歐盟整體經濟安全下，也開始

規劃制定歐盟「共同」外資審查機制6。 

                                                      
4 Section 721（c）（3） , Defense Production Act of 1950, as amended by FIRRMA.  

5 Fact Sheet: Final Regulations Modifying the Definitions of Excepted Foreign  State and Excepted 

Real Estate Foreign State and Related Actions,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Jan. 5, 2022,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06/Fact -Sheet-Final-Rule-Revising-EFS- Definitions-2.pdf 

6 LEGISLATIVE TRAIN SCHEDULE, from: http://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a-

balanced-and-progressive-trade-policy-to-harness-globalisation/file-screening-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

strategic-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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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盟通過的外資審查共通建議 

歐盟執委會於 2017 年提出外人投資審查之立法草案，該法案後來於 2018 年

通過成為《歐盟 2019/452 號規則》7，旨在為歐盟成員國提供外人投資審查機制

之法律架構，並建立成員國間以及歐盟執委會與成員國間之合作機制，彼此合作

之模式又可分為以下情形： 

(1)歐盟外資審查機制之法律架構 

《歐盟 2019/452 號規則》規定成員國選擇建立或維持外人投資審查機制者，

該外資審查機制應透明、可預測且不歧視，且應說明在何種情形下將啟動外資審

查程序、審查理由、作成決定之時間表、審查程序，並賦予外國投資人對於會員

國作成之決定有尋求救濟之機會8。最後，《歐盟 2019/452 號規則》尚要求各成員

國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外國投資人規避外資審查機制或決定9。 

(2)歐盟外資審查機制之合作機制 

《歐盟 2019/452 號規則》旨在於各成員國間、歐盟執委會與成員國間，建立

外資審查之合作機制。在一定情形下，成員國應將該投資案之相關資訊通知歐盟

執委會及其他成員國。歐盟執委會或其他成員國認為該投資案可能對國家安全與

公共秩序有所影響時，得提出評論或意見。成員國對於此等評論與意見，應予充

分考量（due consideration），惟最終決定權仍屬於成員國。另外，外人投資可能對

歐盟利益計畫或方案10有影響時，歐盟執委會得以向成員國提出其意見，成員國

對於此意見，應予以最大程度之考量（take utmost account），如其最後作成與歐盟

執委會意見相左之決定時，應向歐盟執委會說明其理由11。  

2.以德國為例--德國外人投資審查機制之發展 

為因應《歐盟 2019/452 號規則》後，本項又以德國為例，以掌握歐盟成員國

因應歐盟共通指引之投資審查調整。德國對外資審查主要有「特定領域之投資審

查」以及「跨領域之投資審查」二者，德國於 2020 年進行修法且已生效，修法重

點主要有三項： 

                                                      
7 Regulation 2019/452, art.1.1. 
8 Regulation 2019/452, art.3.2、art.3.3、art.3.5. 
9 Regulation 2019/452, art.3.6. 
10 歐盟利益之計畫或方案（projects or programmes of Union interest），依據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係指

該計畫或方案相當大一部份涉及歐盟之資金，抑或是涉及安全或公共利益之關鍵基礎建設、關鍵技術

或關鍵產品有關之歐盟法所涵蓋之計畫或方案，其中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之附件更列出一系列關於

歐盟利益之計畫與方案，主要涉及航空、太空、研究、運輸、電信、國防、軍事等領域，詳細請參照

Regulation 2019/452, art.8.3, annex 之規定。 
11 Regulation 2019/452, art.8.1, art.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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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大外人投資審查之適用範圍 

德國於本次修法擴大特定產業領域範圍，將「資產收購」(例如外國投資人取

得敏感領域企業之一部份（a definable part），或取得營運上述企業所必須之資源

者)，亦落入特定領域投資審查範圍，此為修法前所無之規定。此外亦增列對國家

安全產生威脅之考量因素，特別考量外國投資人之身份問題12。 

(2)與《歐盟 2019/452 號規則》接軌 

本次修法將《歐盟 2019/452 號規則》之規定納入，增訂如外人投資案對歐盟

利益之計畫或方案有所影響時，亦得對該投資案做成限制之決定13。 

(3)對外資可能造成風險的認定方式從嚴 

修法前須外資案確實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但修法後，在跨領域之投資審查

機制下，只要該投資案對國家安全或歐盟利益可能產生不利影響者，無須確實對

國家安全產生影響之嚴重危險，德國主管機關即得對該投資案作成限制之決定14。

亦即主管機關認定方式從嚴，只要有可能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者，即可採取後續

行動。 

(三)小結 

美國近期對中國之各種政策可知，防堵中國政府以國家資本主義支持國有及

私人企業，透過入主、併購以及投資等方式取得美國重要技術、參與美國基建及

取得敏感性個資，FIRRMA 修法之重點也觀察到美國對來自中國投資的規範密

度。可以預見未來會有越來越多中資投資案受到審查，被拒絕率也可能顯著增加。

特別是 CFIUS 隱含著對中資不甚友善的考量，從而中國對美投資銳減的趨勢在

修法後已明顯出現。2017~2018 年以來美企與外資交易提出自願通知中，所涉外

資的國以中國居多，但至 2019 年日本則超越中國，且 2019 年外資來自中國資金

的交易通知，減少一半以上。 

至於 2021 年來自中國資金的投資交易數字似乎變多，主要是中國通過港版

國安法後，川普總統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宣布終止美國給香港在《香港關係法》

(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的特別優惠待遇，故回歸到美國對於香港與

中國同一待遇下，在該日期後的港資赴美交易，CFIUS 均記載為中資來源15，如

表 6.1 所示。 

                                                      
12 AWV, Section 55(1b), Section 60(1b). 
13 AWG, Section 4(1). 
14 AWG, Section 5(2). 
15 CFIUS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CY 2021,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06/CFIUS- Public-

AnnualReporttoCongressCY2021.pdf, at 11.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06/CFIUS-Public-AnnualReporttoCongressCY2021.pdf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206/CFIUS-Public-AnnualReporttoCongressCY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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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017~2021 年提出「自願通知」的投資申請案件趨勢 

前 10 大國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中國 60 55 25 17 44 

日本 20 31 46 19 26 

加拿大 22 29 23 11 28 

法國 14 21 13 11 13 

英國 18 5 13 14 13 

德國 7 12 13 7 10 

瑞典 6 9 7 10 5 

新加坡 6 5 10 10 13 

南韓 6 4 10 2 13 

澳洲 5 4 11 10 4 

資料來源：CFIUS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CY 2019, 2021. 

 

二、美歐提升出口管制之重點領域與方向  

各國實施出口管制制度歷史已久，其傳統目的在控制大毀滅性武器及導彈技

術之擴散、維繫區域穩定、打擊犯罪與反恐、需求短缺及執行聯合國決議等目的，

惟近期特別是美國，受到中國產業與技術興起之威脅，中國申請「世界級」(world 

class patents，全世界排名前 10%的專利)全球專利數目至 2019 年統計為止，相較

於 2010 年成長了 50 倍之多16，都是美歐壓力。則美國為了尋求經濟發展與國家

安全的平衡性，維繫國內產業能量，更為保有全球的技術領導地位，因此將傳統

的出口管制工具進一步運用到對於「軍商兩用」的先進技術之控管，一方面維持

美國技術的領先性，他方面也將正式展開與中國的強權對抗。出口管制不僅將牽

涉美國國家安全，對於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影響到各國供應鏈發

展的方向。 

(一)美國出口管制法制(ECRA)之政策重點與實施情形 

1.美國出口管制制度背景 

美國出口管制政策始於 1917 年《與敵通商法》（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當時規範目的旨在限制與敵國間的貿易。當時仍處冷戰期間，美國積極推

動管制傳統武器及軍商兩用貨品出口的多邊化體系，包括 1949 年成立「多邊出

口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及

                                                      
16 Key technologies – China as a competitor, https://globaleurope.eu/globalization/key-technologies-china- as-a-

compet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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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取而代之的 1996 年《瓦聖納協議》（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與此同時，

美國也陸續制定本國規範軍商兩用產品的 1949 年《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 ECA）、1979 年《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EAA）與《出口管

理規則》（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EAR）。 

川普前總統於 2018 年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以修正前述 ECA 與 EAA。特別是修法後的 ECRA 明訂出口管制擬達成

的目標，除防止武器擴散、打擊犯罪與反恐及執行聯合國決議外，維持美國軍事

能力之優越性、強化美國工業基礎以及落實保護人權及推動民主17等美國外交政

策，也都是合法的出口管制目標，各種所有國家確保競爭力的政策與法令，似都

可被解釋為屬於確保國家安全之作為，此後可觀察到美國出口管制的實施力道上

持續增強，但是這些維持本身產業技術優勢等目的，是否可成為出口管制的正當

目的，確也引發爭議。 

2.美國「軍商兩用」出口管制 

美國出口管制體系繁雜且廣泛，但目前引發國際關注者，主要在於 2018 年

ECRA 法案而確立的商業出口管制體制，涉及同時具備軍事用途及商業用途產品

或技術之管理，主管機關為商務部產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針對軍商兩用之產品和技術之管理，美國透過以 1979 年《出口管理規則》

（EAR）及 2018 年之《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為主要法源依據。EAR 為

美國出口管制的技術性規定，其針對軍商兩用貨品，主要以「所出口的產品」和

「出口的最終對象」為規範對象，並依此實施兩階段的篩選評估。首先，美國商

務部 BIS，透過「商業管制清單」（CCL）針對特定產品予以出口管制，倘特定產

品不在 CCL 名單上，並不代表其可直接豁免於許可證要求而逕行出口。對此，

BIS 會進一步評估產品出口的「最終使用者」（end-user）、「最終用途」（end-use）、

「最終目的地」（ultimate destinations），並按其可能違反美國國安規定及影響外交

利益之嚴重程度，分別採取如禁運、拒絕令、實體清單等不同程度的出口限制措

施18。 

受到 EAR 管制的出口產品不限於僅在美國境內，即便在國外生產但含有特

定美國含量比例的產品，也可能受到 BIS 管轄，從而 BIS 具有相當程度的域外管

轄權。 

                                                      
17 50 U.S.C. § 4811（2）（B）,（C）,（D）（2018）. 
18 EAR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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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對出口產品的管制：新興及基礎技術領域共同管理 

2018 年 ECRA 修法重點之一，即在加強對新興 (emerging) 和基礎

（foundational）技術之出口管制。依規定，BIS 必須對新興和基礎技術的出口、

再出口或國內移轉建立適當的控制措施。惟對於新興和基礎技術之定義，該條僅

初步指明係對於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且 BIS 須持續透過與美國總統、國防部

長、國務卿和相關聯邦機構首長共同召開跨部會程序來決定。 

關於「新興技術」範圍，美國商務部曾於 2018 年 11 月公告 14 項新興技術，

擬納入出口管制一事徵詢公眾意見19，當時公告列舉之 14 項代表性技術領域，涵

蓋共 45 項的具體技術，例如生物技術；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技術；定位、導航與

定時（PNT）技術；微處理器技術；量子資訊及感測器技術；機器人等等。不過

此後商務部並未公告完整的新興技術範圍，據了解美國產業認為界定出具體範圍

未必對美國產業發展有利，也因而只有個案式的公布 AI 地理空間圖像軟體為新

興技術並列入出口管制，或配合瓦聖納協議等多邊決議的 37 項「新興技術」20之

公告。 

對此，BIS 終於在近期達成共識，其表示過去嘗試徵詢意見來界定新興技術

與基礎技術，但技術分類工作往往延誤是否採取管制措施之判斷；其次一項技術

可能同時在一國屬於「針對已在量產且已被企業使用的技術進行反覆改善」而被

視為基礎技術，但在他國仍屬「開發階段」而被視為新興技術，故確有兼具不同

性質而有界定之困難。總之，未來 BIS 會依 ECRA 指明考量因素來認定是否屬於

應管制之新興及基礎技術，但兩者之間不再做特別區分。 

(2)持續擴大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從川普政府至現任拜登總統，美國對出口對象管制的重點，一方面透過發布

「實體清單」，另一方面持續修訂不可與實體清單交易的規則。 

以美國對華為的禁令為例，商務部在 2019 年已將華為及其海外關係企業加

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名單，但雖要求製造商/出口商出口給華為前必須獲得 BIS 許

可，但華為仍繼續使用美國的軟體及技術來設計半導體，並委託使用美國設備的

海外代工廠生產來破壞實體清單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的。於是在 2020 年 5

月則公布「針對華為」的外國生產直接產品規則修正21，其修正為未來在海外生

                                                      
19 Review of Controls for Certa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83 Fed. Reg. 58201（Nov. 19, 2018）（codified at 15 

C.F.R. pt.744）. 
20 Secretary Ross highlights commerce actions supporting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Oct. 15, 2020, https://ajot.com/news/secretary-ross-highlights- 

commerce-actions-supporting-strategy-for-critical-and-emerging-technologies. 
21 BIS of Commerce,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Amendments to General Prohibition Three （Foreign-

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 and the Entity List, Federal Register 85 FR 29849, May 15,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5/19/2020-10856/export-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amendments-to-general-prohibition-three-foreign-produced-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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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或委託生產（無論地點）半導體及晶片組過程中，若有使用到受到 EAR 之「出

口控制類別編號」（Export Control Classification Numbers, ECCN）「商務部控制清

單」（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管制之產品、技術或軟體時，包含了電子產品

生產及製造、電腦產品及電信及資訊安全產品，便受到出口管制拘束，而在出口、

再出口及國內移轉至列在實體清單上的華為及關係企業時，需事前申請出口許

可。 

同年 8 月 17 日針對華為發布指標性的出口管制措施22，再次針對上述規定進

行修正，任何被列於實體清單中之華為企業所生產、購買或訂購之零件、成分或

設備，其生產或開發的過程使用特定外國生產項目者，業者應事先取得 BIS 的許

可或豁免23。此外，若實體清單中之企業涉及外國生產項目的任一交易行為，包

含購買者、中間收貨人、最終收貨人）或終端使用者，皆應同樣需事先取得 BIS

許可或豁免24，以達更完整限制華為取得美國技術。 

此後拜登政府上任後，很明顯的基於維護人權、民主價值、國家安全與外交

利益等理由，BIS 將中國企業納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作法愈趨明顯25。至今已有

多家被認定協助中國軍事發展或迫害人權的監視系統與生物科技多家企業與機

構，被列於實體清單，例如：利用生物科技協助中國的軍事用途和軍事終端使用

者，如開發「大腦控制武器」（brain-control weaponry）等，共有中國人民解放軍

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及其 11 個研究機構26。 

再者，拜登政府對半導體管制力道日增，BIS 於今年 10 月公布有關「對特定

先進電腦與半導體製造設備、超級電腦與半導體最終用途之出口管制，及修正實

體清單」公告27，限制輸往中國的先進製程半導體、半導體製造設備、先進計算產

品與超級電腦（supercomputer）。這次公告也要求於 2015~2021 年間被 BIS 列入

實體清單的 28 家中國企業，因為其超級電腦被認定用於核爆活動、或被認為涉

及從事百億億次級高效運算（exascale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且最終用途

和最終使用者和軍事活動有高度關聯，因此有與此次禁令涵蓋有關之半導體等產

品，都須申請出口許可證。 

                                                      
22 Addition of Huawei Non-U.S. Affiliates to the Entity List, the Removal of Temporary General License, and 

Amendments to General Prohibition Three （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 85 Fed. Reg. 51596

（Aug. 20, 2020）,（codified at 15 C.F.R. pts. 736, 744, 762 ）. 

23 EAR § 736.2（b）（3）（vi）（A）. 

24 EAR § 736.2（b）（3）（vi）（B）. 
25 Policy Guidance, Promoting Huamn Rights and Democray, BIS,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 policy-

guidance/promoting-human-rights-and-democracy. 
26 BIS, Addition of Certain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 st and Revision of an Entry on the Entity List, 86 

FR 71557, Dec. 17, 2022,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1/12/17/2021 -27406/ 

addition-of-certain-entities-to-the-entity-list-and-revision-of-an-entry-on-the-entity-list. 
27  BIS, Implementation of Additional Export Controls: Certain Advanced Computing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tems; Supercomputer and Semiconductor End Use; Entity List 

Modification, 87 FR 62186, Oct. 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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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出口管制體制之規範方向 

1.歐盟出口管制制度之背景 

歐盟出口管制始於各成員國單邊實施的國內管制措施，同時各國也自行透過

參與國際上核武非擴散之相關協議，以配合調整國內出口管制政策。各成員國起

初強烈排除歐盟層級機關參與政策制定，此後，由於各國的單邊管制在歐盟單一

市場內形成邊境障礙，歐盟執委會遂開始有整合歐盟出口管制政策之想法，以消

除歐盟市場內的貨品流通障礙28。 

歐盟首度提出之具體倡議為 1992 年執委會提出之「管制特定軍商兩用及核

產品與技術之出口」規章提案29，後由理事會依此通過 Council Regulation（EC）

3381/94，並決定將出口管制列為歐盟共同商業政策。2000 年歐盟進一步公布指

標性的「軍商兩用貨品及科技之出口管制規章」（Regulation（EC）No1334/2000），

統一規定出口許可證之核發程序與出口管制產品清單。至 2009 年《里斯本條約》

（Lisbon Treaty）之通過，則確立各成員國賦予歐盟制定出口管制政策的權限。 

歐盟目前針對軍商兩用貨品（dual-use items）、民用武器、小型及輕型軍武、

軍事科技及設備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均設有出口管制規範。《有關兩用貨品

之出口、移轉、居間仲介及轉出口管制規章》（Regulation（EC）No 428/2009）為

歐盟現行針對軍商兩用產品出口管制之主要規定。軍商兩用產品出口管制制度為

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共享權限（shared competence）。舉例而言，歐盟 Regulation

（EC）No 428/2009 第 12（1）條規定，成員國針對附件 I 之軍商兩用產品出口考

慮核發「全球出口許可證」和「個別出口許可證」時，應特別考慮本國遵守相關

國際規約義務之情況，以及各國自身之外交和安全政策。因此，成員國應遵守歐

盟作出之原則性規定，但具體的許可措施及罰則規定則屬於各國個別的裁量範圍。 

2.歐盟出口管制近期改革重點 

歐盟一方面持續依據軍商兩用產品之多邊出口管制體系－瓦聖納協議的管

制趨勢，將若干新興技術與軟體列入管制要求，主要修正技術領域有四類30，包

括網路安全產品、加密技術、電子產品（增加對計算光刻軟體）、太空技術等（如

                                                      
28 Hamed Alavi & Tatsiana Khamichonak, EU and US Export Control Re gimes for Dual Use Goods: 

an Overview of Existing Frameworks, 17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61（2017） . 
29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EEC）on the control of exports of certain dual -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 and of certain nuclear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COM（92）317 final, 31 August 

1992. 
30 EU export controls: Updated Dual-Use List enters into force, Sanctions & Export Controls Update, 

Dec. 22, 2020, https://sanctionsnews.bakermckenzie.com/eu -export-controls-updated-dual-use- 

list-enters-into-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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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另一方面，自 2016 年 9 月起，歐盟執委會也自主的推動對 Regulation

（EC）No 428/2009 之修法31。 

表 6.2、歐盟近三年採納瓦聖納決議之新興技術領域 

管制體系 新增管制技術項目 

2017 年瓦聖納協議

（WA）大會決議 

電光調變器（3A001i） 

半導體製造空白遮罩（3B001j） 

焦面陣列（FPA）讀取積體電路（6A002f） 

地面太空載具控制設備（9A004） 

特定耗油量之船用燃氣渦輪機（9A002） 

測試航空燃氣渦輪引擎之控制軟體（9D004b） 

2018 年瓦聖納協議

（WA）大會決議 

分離式微波電晶體（3A001b3f） 

無線電頻寬訊號發射器（3A002d5） 

電磁脈衝（EMP）或靜電放電（ESD）中斷後的微型

電腦/微處理器軟體（3D005） 

數位類比轉換器（3A001a5b） 

後量子加密（PQC）（5A002） 

光學感測用光罩（6B002） 

作用可超過 1,000 公尺之水聽器（6A001a2a6） 

載運火箭之空中發射平台（9A004g） 

2019 年瓦聖納協議

（WA）大會決議 

計算光刻軟體（3D003） 

附有數值控制功能之機器/工具（2B001 – Note 4） 

供執法機關用於監控或分析之軟體（5D001.e.1/2） 

可破解、弱化或規避資安之系統、設備或組件

（5A004.b.1/2） 

次軌道航空器（9A004.h） 

資料來源：2018 Update of the EU Control List of Dual-Use Items, 2019 Update of the EU Control 
List of Dual-Use Items, 2020 Update of the EU Control List of Dual-Use Items. 

歐盟執委會推動 Regulation（EC）No 428/2009 之修法，主要有幾項原因：第

一，鑑於科學及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遍布大量數據網路產生資安弱點，以及網

路資通訊產品對人權侵害之疑慮逐漸增加；第二，國防安全危機提升，包括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WMD）在伊朗及北韓等國的擴張，甚至無法控制在敘利亞和利比

                                                      
31 Proposal Regulation COM（2016）616, 2016/0295（COD） ,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setting up a Union regime for the control of 

exports, transfer, broker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nsit  of dual-use items（ recast） , EU Commission, 

https://www.reporter-ohne-

grenzen.de/fileadmin/Redaktion/Dokumente/Internetfreiheit/20160928_Proposal_Dual_Use_Regulation_E

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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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等軍事衝突區取得生化武器；第三，全球供應鏈發展下的跨境流通以及無形的

技術移轉，增加其他國家取得軍商兩用貨品及技術的機會，破壞歐盟出口管制框

架，並威脅到歐盟企業的公平競爭；以及第四，歐盟成員國缺乏一致的執行規章

程度，資訊交換及合作程度亦不足。 

歐盟理事會（EU Council）業於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布之最終修正版本

（Proposal Regulation 2016/0295（COD）recast, LEX 2087PE-CONS 54/2/20 REV 

2）32，修法重點宣示加強成員國間之資訊交換以提升法規透明性、協助成員國實

施能力建構計畫；再者新法特別強調對網路監控產品之管制，應特別注意是否有

嚴重違反人權之可能；第三，新增所謂的「共同通報管制」（transmissible controls）

條文以擴大會員國間的管制基礎。 

(三)小結 

各國除了配合瓦聖納大會決議，有合法理由持續調整與擴大出口管制的技術

或領域項目外，隨著美中科技對抗升溫，再加上俄烏戰事各國聯手對俄羅斯進行

物資出口管制，各種以保障自身國家利益為目的之出口管制措施，尤其針對高科

技技術及貨品的出口，已成為當前各國兵家必爭之地。 

惟軍商兩用的技術與產品有時僅一線之隔，透過對高科技設備、產品或技術

施以嚴格的輸出管制，對全球供應鏈與相關科技領域發展之利弊，恐難在現階段

加以論斷。 

 

三、雙邊與區域供應鏈合作之重點與架構  

供應鏈的未來發展，如各國不是僅藉由本身制度來實現其目的外，這些國家

也意識到全球化與產業分工細緻之演變下，單靠一己之力無法改變大局，因此拜

登政府上任後，已開始與盟友展開雙邊或區域性合作，推進美國「經濟聯盟」的

概念；俄烏戰爭則更進一步將歐洲地區與印太地區的跨區合作與防堵策略提升到

新的層次，針對西方國家所設定的對手(rival)包括中國、俄羅斯等，可預期的在經

濟層面乃至於供應鏈合作上，將加速與擴大影響層面。此外，早於這些地緣政治

緊張情勢之前，中國實際上也早就展開培育其本土關鍵產業供應鏈佈局的思維。 

(一)美國推動雙邊與印太地區之供應鏈重點與可能影響 

美國拜登政府強調結盟及提升與盟國之合作關係。在對中進行戰略性競爭的

大方向下，強化與印太區域各國的合作策略，遂成為拜登政府強化雙邊及區域合

                                                      
32 Proposal Regulation 2016/0295（COD）recast, LEX 2087PE-CONS 54/2/20 REV 2, EU Counci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ONSIL:PE_54_2020_REV_2&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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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點。拜登政府延續前朝政策也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於

2021 年 10 月拋出「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構

想，強調以議題別的方式與印太地區盟國推動制度性、持續性之討論與合作。 

印太區域幅員遼闊，其中包含日、韓、澳洲及臺灣等美國傳統友邦，亦有東

協十國及印度等開發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由美國推動深化國際結盟的角度觀

察，印太戰略以及 IPEF 訴求的重點，當為東協十國及印度。特別是東協一向重

視中間路線，尋求維持與美、中良好關係的路線，不願意選邊，加上印尼迄今仍

為不結盟運動的主導者之一（例如今年印尼作為 G20 峰會主辦國，便在是否排除

俄羅斯上與美國立場相反）。另一方面，中國近年與東協地區經貿往來密切，不但

是東協九國（寮國除外）最大貿易夥伴，同時也透過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管道參

與各國基礎建設，成為美國要重返印太領導地位最大的挑戰所在，是其推動 IPEF

重點的原因。 

拜登政府在今年 5 月密集安排與印太區域盟國進行雙邊、區域會談，包括：

「四方（美日澳印）+南韓的安全對談」、美韓雙邊會談、亞洲行出訪日本時召開

IPEF 啟動會議等，相關會談成果對於觀察拜登推動印太戰略之成效具有指標性意

涵。特別是 IPEF 將成為拜登政府與印太區域國家深化經貿關係的政策主軸，外

界普遍關注 IPEF 之具體推動進程，與美國提供給 IPEF 參與國的具體實益。 

1.基礎建設是拜登政府推動合作之必要元素 

(1)美國-東協合作議題 

拜登政府於 2021 年 10 月東協峰會期間，宣布美國將擴大「美國—東協戰略

夥伴關係」之合作架構，與東協國家深化醫療、氣候及經濟三個面向的合作，在

今年 5 月東協特別峰會，更將雙方從「戰略夥伴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且將持續推動交通、能源、水資源、氣候等基礎建設投資的合作項目。觀察

目前拜登政府提出的重點投資領域，多著重水資源管理（水壩、水利設施等）、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電力電網與再生能源、環境與基礎建設韌性等項目。 

(2) IPEF 供應鏈與潔淨能源支柱 

今年 9 月 IPEF 部長會議於洛杉磯落幕，IPEF 14 個成員國就貿易、供應鏈、

潔淨能源與公平經濟「四大支柱」(pillar)，公布四份部長聲明確立了未來談判之

基礎範圍33，而對該區域進行基礎建設的投資是 IPEF 重要元素，例如供應鏈（韌

性）支柱，提到處理關鍵供應鏈的瓶頸，成員可透過合作投資新的基礎設施加以

解決；潔淨能源支柱，也同意成員國推動法規與倡議，針對能源安全與轉型、關

                                                      
33 Ministerial Statements for the Four IPEF Pillars: Trade; Supply Chains; Clean Economy; and Fair Economy, 

from: https://id.usembassy.gov/ministerial-statements-for-the-four-ipef-pillars-trade- supply-chains-clean-

economy-and-fair-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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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產業溫室氣體之減排，推動支持基礎建設投資之法規和倡議。這次 9 月部長聲

明更指出，將推動公私部門在推動能源轉型與相關基礎建設的布建，特別是提及

將透過對當地投資、國際性等各種融資計畫，來協助印太地區國家進行低碳與零

碳排的基礎建設與能源轉型。  

(3)美日「競爭力與韌性夥伴機制」 

美國與日本、韓國等已開發國家也會言及基礎建設，但通常是透過雙邊對話

場合，確立彼此朝向第三地基礎建設之合作關係。以美日雙邊合作倡議為例，2021

年 4 月美日基於《美日新時代之全球夥伴關係》聲明，宣布啟動「競爭力與韌性

夥伴機制」（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其中就包括美日

雙方同意在提升印太地區網路安全建設；支持開發中國家之基礎建設等共識。 

美日強調遵循「G20 高品質基礎設施投資準則」的重要性，並將與 G7 貿易

夥伴國家共同合作，致力於提升全球基礎設施品質並滿足開發中國家基礎設施之

需求。同時，美日共同強調基礎建設投資中，公平和透明化融資之重要性，並重

申了國際公認的規則和標準對主要債權國的重要性。 

拜登政府在印太區域引導日韓澳等國加入基礎建設之國際合作，可預期已開

發國家協助開發中國家提升基礎建設品質之投資項目，將成為印太區域內主流之

投資項目。這些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之初步承諾，均給予 IPEF 等印太國家極高期

待。 

2.數位經濟合作是美國與東協、IPEF 各國深化經貿合作之共通領域 

今年東協峰會再次確認美國協助東協國家加快數位經濟發展之援助承諾，美

國將透過 600 萬美元之區域倡議推動東南亞之數位發展，依據「東協數位一體化

架構行動計畫」（ASEAN Digital Integration Framework Action Plan）支持創新，加

強數位經濟規則制定、促進公私部門聯繫、加強數位決策以及支持採用全球 AI 標

準。同樣的，數位經濟合作也是美國與東協、IPEF 各國深化經貿合作之共通領域。 

(1) IPEF 貿易支柱之「數位議題」 

IPEF 貿易支柱一中，也納入數位經濟及創新科技合作之討論內容，今年 9 月

部長聲明指出，成員國將解決歧視性作業和促進數位基礎設施及平台之韌性及安

全，推動包容性數位貿易；推動和支持可信任和安全的跨境數據流、包容和促進

可持續增長的數位經濟；分享監管和政策之最佳作業，包括商業推動、標準和中

小微企業及初創企業等等。 

許多 IPEF 開發中國家對於數位經濟規範之態度仍有所保留，特別是擔心美

國在數據自由流通、數據在地化之相關要求，將於與其現行政策衝突 。因此這次

IPEF 聲明即可觀察到，不再具文提到數據在地化規則，對於數據自由流通也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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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信任與安全」關係，以及特別提出應尊重各國對於公共政策利益的考量。基

本上在數位經濟子議題上，美國已從原定訴求訂定高標準數位規則上，趨於軟性

尋求「促進與支持」以及分享最佳經驗(best practices)為重。多數印太地區國家認

為「貿易便捷化」應係該議題領域中最具誘因之子議題，此次也明確提到將以加

速各國海關電子化作業、提早預告、電子支付、易腐爛物品的處理等。 

(2)美日「競爭力與韌性夥伴機制」 

關於競爭力與創新議題，美日已於數位經濟、開放無線接取網路（Open 

RAN）、網路安全與關鍵基礎建設韌性、印太地區之合作、科學與技術、民用太

空、國際標準之制定、出口管制、供應鏈韌性等領域進行合作。具體包括，啟動

「全球數位連結夥伴機制」（Global Digital Connectivity Partnership）；通過《網路

未來宣言》（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推動可持續性智慧城市；啟

動「布拉格電信供應商多元協議」（Prague Proposals on Telecommunications Supplier 

Diversity）；資助新的 5G 及超越 5G 之聯合研發項目；加強包括微電子及網路監

視系統之關鍵技術之出口管制；於半導體製造及研發、先進電池供應鏈資訊共享

與協作、關鍵礦藏之穩定與具韌性供應鏈等方面之合作。 

3.氣候變遷也是拜登政府雙邊與區域對話核心 

對抗氣候變遷乃是拜登政府在國際合作場域一再強調重點議題之一，其首要

目標在於協助各國達成國家減排目標之承諾。觀察美國與盟國發展之氣候夥伴關

係主要涵蓋氣候調適能力建構、發展乾淨能源、綠色經濟、氣候政策對話、氣候

金融、氣候風險評估、投資低碳與氣候相關投資項目等議題。然而，拜登政府依

據相對國家之發展程度與條件，其針對氣候夥伴關係所提出的合作重點議有所不

同，針對已開發國家（日本、歐盟、韓國）著重相關氣候技術之共同研發合作；

針對 IPEF 開發中國家則側重能力建構、技術援助與投資項目之資金挹注等。 

此外今年 6 月美國與澳洲、日本、紐西蘭、英國已宣布啟動「藍色太平洋夥

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PBP）倡議，承諾將共同提供 21 億美元作為發展

援助資金，以支持太平洋地區之繁榮、韌性和安全，並促進與太平洋島國之經濟

和外交關係。其中工作重點即包括氣候變遷韌性、調適與災害、安全且具韌性之

技術與連結、海洋與環境保護等。期能透過太平洋人道主義倉儲、年度太平洋網

路能力會議、支持薩摩亞太平洋氣候變遷中心和支持氣候融資等來提供協助。 

(二)美歐 TTC 之議題重點與可能影響 

1.美歐 TTC 可能影響供應鏈的議題 

歐盟為美國重要盟國，拜登執政後積極解決鋼鋁國安稅、數位稅等問題修復

美歐關係，並透過「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U.S.- EU Trad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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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TTC）」與歐盟持續加強雙邊合作。凸顯美歐考量跨大西洋關係深植根於

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特別是歐盟與其個別成員與中國互動與經貿大小有異，過

去對於美中對抗局勢，仍試圖保持壁上觀之態勢，但俄烏戰爭之下，中國對俄羅

斯作法仍多有呼應，使得歐盟在國際合作層面之戰略方向更為清晰，固然德國對

中國立場似仍有雜音，惟至今美歐聯手抗中之整體大局尚無變動。美歐之間更以

TTC 做為強化美歐經貿、供應鏈合作之重點場域。 

2021 年 6 月美歐高峰會後共同宣布成立 TTC，擬定了雙邊經貿關係的重點

議題與推動路徑，宣布成立 10 個工作小組，包括技術標準、氣候與潔淨技術、安

全供應鏈、資通訊技術和服務安全性和競爭力、數據治理及技術平台、濫用技術

威脅安全與人權、出口管制、投資篩選、促進中小企業獲取和使用數位工具，以

及全球貿易挑戰等工作小組34。 

2022 年 5 月再次召開 TTC，茲歸納出對供應鏈佈局可能影響之議題發展重

點35，如下說明 

(1)技術標準議題 

TTC 針對技術標準之主要重點，乃是制定關鍵和新興技術標準（包括人工智

慧和其他新興技術）協調與合作方法36。美歐期望界定出符合彼此核心價值的技

術標準，建立「戰略標準化資訊機制(Strategic Standardisation Information, SSI)」

針對雙方具共同利益的技術標準項目優先推動國際標準；目前納入戰略標準化的

項目有：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高負載充電站使用之兆瓦級充電系統、

資源回收、數位身分與物連網等領域。其次，為了調和美歐對 AI 的規範與管制

概念，雙方同意採取以風險為基礎的 AI 監管方法，以建立可信任的 AI 使用環境，

同時維持科技創新之發展。 

(2)氣候與潔淨技術議題 

在氣候與潔淨技術議題，乃期望透過雙方投資激勵措施，支持彼此重要氣候

中和技術、產品及服務，包括在第三國的合作、以及共同探索計算全球貿易涉及

                                                      
34 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Inaugural Joint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9/u-s-eu-trade-and-technology-

council-inaugural-joint-statement/.；FACT SHEET: U.S.-EU Establish Common Principles to 

Update the Rules for the 21st Century Economy at Inaugural Trade and Technolo gy Council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Sept. 29, 2021),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 -room/statements- 

releases/2021/09/29/fact-sheet-u-s-eu-establish-common-principles-to-update-the-rules-for-the-

21st-century-economy-at-inaugural-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meeting/.  
35 U.S.-EU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16 May 2022,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5/TTC-US-text-Final-May-14.pdf 
36 U.S.-EU Joint Statement of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Conclusions on Working Group 1 - 

Technolog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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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工具及技術等。雙方著重領域有：促進綠色公共採購的

政策、調整選定產品碳足跡的計算方法，以及促進電動車與智慧電網。 

 在綠色公共採購的政策方面，重點關注綠色產品和技術，例如智慧流通和

智慧能源網路技術；研擬聯合政策和最佳實踐的共同目錄（joint catalogue 

of best practices），以加速部署可減少排放和加強跨大西洋貿易的技術。

此外，將制定納入永續性公共採購的美國-歐盟聯合倡議，為 WTO 政府採

購協定及貿易與永續發展議程提供資訊。 

 在產品碳足跡的計算方法上，雙方將選定的產品和供應鏈，就碳足跡的計

算與評估方法進行交流，並朝向美國-歐盟聯合制定碳足跡的共通計算方

法為目標。 

 在促進電動車與智慧電網上，結合車輛與電網領域制定工作計畫，並建立

電動車充電實驗台之間的數位連結。並將調整政府資助的充電基礎建設的

技術指引，推出能夠兼容的充電技術。 

(3)安全供應鏈議題 

安全供應鏈議題則著重促進綠色、數位轉型以及保護關鍵部門的供應鏈彈性

及安全，目前重點為清潔能源、製藥及關鍵材料上。針對著重的領域，期能提高

供需的透明度、反映現有的部門能力、研發重點的資訊交流、促進供應鏈彈性和

多樣化的戰略。美歐相關合作擬優先從稀土、太陽能、半導體進行以下事項： 

 稀土磁鐵：支持民間企業對這個行業的投資並採取行動適當滿足稀土磁鐵

生產商的需求，如確定原始設備製造商和生產商之間的採購協定；保持跨

大西洋供應鏈的開放性，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貿易障礙。 

 太陽能：促進供應鏈的透明度；在項目開發和融資工具的設計進行合作，

加強符合環境、社會和品質標準的太陽能製造能力，緩解供應鏈集中問題；

致力於協調政策措施、激勵措施和其他措施，以促進投資，實現太陽能對

淨零目標的貢獻；建立一個在地理和商業上更加多元化的太陽能供應鏈。 

 半導體：鑒於之前半導體短缺問題，雙方將採取提高透明度和監測能力的

行動，建立預警機制，分享可能導致短期供應鏈端中斷的資訊；在符合

WTO 補貼規則的前提下，鼓勵增加半導體產量；投資半導體的研發，及

培養可維持半導體供應鏈競爭力所需的勞動力。 

(4)資通訊技術和服務議題 

美歐 TTC 也將通訊技術和服務(ICTS)安全性和競爭力納入合作，主要在確保

ICT 供應鏈之安全性、多樣性、相互操作性和具韌性，包括涉及敏感之關鍵領域，

例如：5G、海底電纜、數據中心、雲端基礎設施等。除了數據安全之外，雙方也

將探索於發展融資方面的具體合作，包括第三國實現安全和具韌性的數位連接，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156 

尋求加強超越 5G、6G 系統的研究和創新合作，包括制定共同願景和路線圖，為

下一代通訊技術 6G 作出準備。 

2. TTC 合作之未來發展與效應 

觀察供應鏈安全、氣候、數據治理等多項議題，TTC 工作小組均規劃了與立

場相近國參與之合作發展路徑，美歐未來應有意透過更多國家合作範圍，提升合

作效益。以稀土供應鏈議題為例，TTC 針對關鍵原料供應安全問題，擬建立一項

投資合作架構專門用於促進礦藏豐富國家（加拿大、澳洲）關鍵原料開採之投資

項目，確保相關產業發展之永續性。 

另一方面，對照美國目前積極在印太區域推動之「印太經濟架構（IPEF）」亦

有多項議題與 TTC 重疊，凸顯美歐雙方在印太區域具有共同合作目標與價值。研

判美歐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研判應該在相關議題方面加強與盟國合作。 

(三)中國供應鏈布局之方向與影響 

因美歐近來在許多關鍵敏感領域出現俗稱「脫鉤」減少合作及互動之勢下，

不但中國關鍵技術戰略自主的腳步加速，更提高了經濟安全的重要性。2021 年 3

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

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更具體指出「堅持經濟性和安全性相結合，補齊

短板、鍛造長板，分行業做好供應鏈戰略設計和精準施策，形成…更安全可靠的

產業鏈供應鏈」；同樣的 2021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將「增強產業鏈供應鏈

自主可控能力」作為重點任務。 

中國明確將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結合作為政策主軸雖是近期之舉，但實際上

早於 2000 年間便意識到對關鍵技術掌握不足，進而陸續開展本土產業發展的政

策，因而關鍵科技及產業本土及「自主、安全、可控」製造能力，已是中國邁向

製造強國的核心目的，近期代表性的自主可控國產化政策，可以「中國製造 2025」

及「中國網路安全法」為例。 

1.中國製造 2025 所揭示的產業領域 

「中國製造 2025」有所謂「五、五、十」推動方向，其中「十」的部分在指

十個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

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

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作為中國推動「創新驅動、

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和人才為本」的重點領域。不過「中國製造 2025」

引起了川普政府的高度戒心，導致後續對華為等中企實施出口管制等制裁措施

下，「中國製造 2025」政策訴求轉趨低調，但此政策核心並未改變，因為 2021 年

「十四五規劃」內容再現其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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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計畫內容列為首要順位的政策核心，自主科技創新、製造強國戰

略都是重點，其特別指出量子信息、光子與微納電子、網絡通信、人工智能、生

物醫藥、現代能源系統等領域、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

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領域、新發突發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

防控、醫藥和醫療設備、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礎材料、油氣勘探開發等領域關

鍵核心技術等，是自主發展的戰略領域重點。「十四五」所揭露的關鍵領域不僅有

增無減，更將透過「新型舉國體制」戰略推動，「新型舉國體制」在指中國以國家

實驗室為核心，整合學校、企業組成國家隊並進行資源配置，以加速自主技術創

新發展，強化自主可控產業供應鏈之本土能力。 

2.網路安全法 

中國《網路安全法》為其規範網路安全的專法，雖然世界貿易組織(WTO)會

員多所質疑不符 WTO 義務，但網安法依舊在 2017 年 6 月 1 日強勢上路，顯見中

國對網路管控的強化勢在必行。 

網安法適用於在中國境內建設、運營、維護及使用網路的所有網路營運者，

故內、外資包括臺商均一併適用。對於網路世界所使用的關鍵軟、硬體設備，網

安法也立下了「安全可信」的指引，第 16 條宣示中國各級政府將推廣「安全可

信」的網路產品和服務，第 31 條也界定了公共通信和資訊服務、能源、交通、水

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政務等，均為「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更是要優先推動

「安全信可控」範圍。2021 年 6 月《網路安全審查辦法》更增訂了「數據資料處

理者」也受規範，亦即企業即便不是「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但其處理的

數據資料若可影響國家安全時，也納入監管範圍，一般認為此項修訂在針對如滴

滴上市、人力銀行網「Boss 直聘」等，於中國境內擁有大量個人用戶數據資料卻

在美國等海外上市的中企。然這些法案基本目的，也有藉由國家安全名義，限制

外國產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以及確保中國國產品與服務的市場占有度。 

3.外資開放也納入「安全」管理考量 

除了前述產業國產化的法案外，中國政府對於「安全」的概念也可從 2021 年

1 月 18 日實施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安審辦法」）加以掌握。 

安審辦法為中國 2020 年上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授權制定的

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在安審辦法下，未來受審查的外資投資行為不再限於「併

購」中國境內企業，還包括綠地（全新）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證券交易及

其他形式的投資行為。 

又納入安審的領域有兩類，第一類在軍事設施和軍工設備周邊投資，另一類

為外資對中國企業在重要農工產品、能源、基礎設施、運輸服務、文化產品與服

務、信息技術與互聯網產品與服務、金融服務等之投資、且取得實際控制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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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需注意的，文化產品與服務、信息技術產品與服務、互聯網產品與服務、金

融服務等項目，都是新增的安全審查領域，顯示出中國即便在 2020 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商投資法》開始實施外資投資負面清單，又在美國施壓下開始大幅鬆綁

許多金融服務外資限制，也在「十四五規劃」強調在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

醫療領域會加大開放與吸引外資，然而中國一方面雖展現開放心態，他方面實仍

控管各重點領域的外資經營。 

(四)小結 

近年來美國、歐盟及中國等都發起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政策。歸納美歐推動

的共同重點，一是依據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科技發展方向，認定對其經濟有重大意

義之關鍵產業。第二則為分析供應鏈安全，最後則是透過供應鏈改組分散及推動

關鍵產業回流國產化及重建製造能力等方式提升關鍵供應鏈安全。這些舉措背

後，反映出幾個基本態度的逆轉改變。第一是對中國態度的逆轉。以美國為例，

自川普到拜登，已確立中國不再是合作夥伴，而是戰略競爭對手的立場。歐盟的

戰略自主性雖然看似中性，若搭配其將中國視為競爭者及對抗者的新定位，也是

類似的思維。全球生產供應高度集中在中國（也就是所謂世界工廠）的現狀，就

會從「效益最佳化」組合變成「風險最大化」結構，因而需要調整。而對於來自

中國風險的憂慮，美歐等國不僅自行推動供應鏈調整外，也積極推動志同道合夥

伴的雙邊或多邊合作，預期這個效應與趨勢，將會隨著美中對抗與俄烏戰爭而加

速各國立場趨向涇渭分明，而擴大合作的範圍與陣營對立。 

 

四、對臺灣的意涵與因應建議  

(一)臺灣外資審查制度之檢視與強化 

1.我國對僑外資及陸資審查採取雙軌制之合宜性 

外人投資國安審查機制已成為世界各國重要政策工具之一，從美國、歐盟等

外資國安審查改革方向，可知主要國家基於保護國家安全及維護關鍵產業之故，

均不區分國家別，對所有外資交易均提升國安審查嚴謹度與密度。然而我國外資

審查機制，長年來因政治考量而可分為「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及「陸資來台投資」

雙軌制，並依法設有不同之投資申請審查程序及標準，因此我國主管機關對僑外

資及陸資之審查標準並不一致，雖然對陸資審查標準更為嚴格，惟資金全球化下，

通常一家外資公司的直接與間接多層股權結構之複雜關係，未必能輕易釐清。基

此，我國維持雙軌制之外資審查制度的妥適性，也可參考他國經驗再予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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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欠缺國家安全之具體考量因素 

目前不論在一般僑外資或陸資國安審查上，國家安全之內涵仍是相對不明。

我國主管機關對僑外資及陸資之審查標準並不一致，並以對陸資審查標準更為嚴

格。在僑外資方面，主要係審查投資是否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國

民健康有不利影響，亦或是否為法律禁止投資之事業。至於陸資審查方面則以投

資是否具有經濟上獨占、寡占或壟斷性地位；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

影響國家安全；或是否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同時應考量投資

人是否為中國地區黨、軍、行政或政治性機關、團體投資之法人、團體或其於第

三地投資之公司。 

整體上，我國對陸資審查標準更為具體明確並同時涵蓋外資及外國投資人之

性質，而與主要國家審查標準相符；至於僑外資審查標準則僅考量外資是否對我

國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面向造成不利影響，未要求審查外國投資人之性質。另

一方面，美國、歐盟、德國及日本均有提出外資國安審查應予考量之因素，除分

析外國投資人與第三國政府間之關係、外國投資人之犯罪紀錄、外國投資人對於

被投資公司之控制權等外，更應考量外資是否影響該國之關鍵基礎建設、關鍵技

術、軍民兩用產品、關鍵物資與服務之穩定供應、敏感資訊之取得等多項要素，

而可知悉各國在外資國安審查之關注重點。至於我國則未有相關規範及解釋。 

3.提高主管機關事後審查權限 

針對不涉及國安疑慮之外資案件，主管機關可在外資投資後進行審查。至於

澳洲亦新增「可事後審查之國家安全交易」，針對未須事先申報之外資案件，在外

國投資人投資後方展開審查，包含「召回審查」及「最後審查手段」等制度，允

許澳洲政府在外國投資作成後，如認為該投資案件有國安疑慮，甚至是事後發現

外國投資人申報時有虛假或誤導性之陳述、外資案有重大變化，或市場發生重大

變化時，對該項外國投資進行審查。 

對此，我國目前外資審查制度係採事前申報制度，未要求外國投資人進行事

後報告。另外，我國《中國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11 條要求經核准投資

之陸資企業後續經營倘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者，須定期提供主管機

關相關財務經營資料之額外義務，允許我國主管機關持續追踨陸資投資是否有國

安疑慮。然而，考量到不論是僑外資或陸資均可能具有國安疑慮，我國或可仿照

澳洲立法例，進一步提高主管機關對僑外資及陸資之事後審查權限。 

4.各國鼓勵在外資國安審查機制進行國際合作，共享機密資訊 

主要國家近期修法均強調與其他國家之合作，並以分享有關外資審查國家安

全資訊，減少各國外資審查主關機關重複審查作業為其主要作法，同時藉以強化

與夥伴國家間之夥伴關係。對此，我國法律規範未有相關規範，亦即主管機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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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律明文授權下，在今日常著重「志同道合」國家建立資訊交換與分享機制下，

則是否可能妨礙我國分享投資審查經驗甚至適時協作的政府合作空間，也宜進行

檢視。 

(二)臺灣對出口管制法制之檢視 

1.我國出口管制對於出口人之管制是否已有清楚規範 

出口管制以限制危害國家安全之戰略性項目為管控出口之對象，則出口人違

反出口管制自當訂有罰則。我國出口管制體制主要由《貿易法》、《戰略性高科技

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加以規範，臺灣實際管制出口之清單項目，多按照瓦聖納

大會決議，適時調整清單管制項目內容，也有配合盟友如美國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內容而實施的出口管制。特別是美國出口管制清單不斷增加，且依其「外國直接

貨品原則（Foreign-Direct Product Rule）」，於境外使用一定美國比例的受管制科技

的產品，也須遵循美國出口管制規定。換言之，我國在協助美國執行與稽查受管

制出口產品時，隨著清單適用範圍之擴大，連帶受影響之臺灣出口人範圍也隨之

增加，則應負責之當事人是那些行為人，例如直接出口商、或物流業者等，或出

口人不符美國禁令而衍生之責任認定，事端恐怕都會逐漸增加。建議我國宜檢視

在法制上，是否已有足夠規定據以認定行為人類型、及應負責之出口行為。 

2.出口管制措施下，對本國企業財產收益的負面影響與救濟 

從美中科技對抗、至烏俄戰爭下，各國出口管制對管制產品項目、對俄羅斯

等國之加強管控，不再只是軍商兩用武器清單項目與數量之改變，更對其他國家

為配合美國管控也帶來重大挑戰。尤其是出口商或協助出口的廣義出口人，因配

合國家出口管制要求而喪失與其他國家原有的交易機會時，則企業的商業損失，

如何獲得彌補或救濟?應尋求本國政府或外國政府救濟之管道?國內外探討似乎

有限，但仍是我國可先行檢視評估之課題。 

(三)對於臺灣供應鏈地位之影響 

美、歐、日（甚至連中國亦積極推動自主創新及其他國產化政策）各方力量

都在推動供應鏈安全之重組及回流，對於臺灣以代工為主要經營模式的經濟結構

而言，很難避免不造成衝擊。首先，各界最擔心的「一個世界、數個產線（系統）」

的壓力已經開始出現在如半導體這些最核心的關鍵產業， 特別是受到各國關注

的先進技術及製程領域，生產線多元化的變革幾乎已成定局，但多數成熟技術或

大量生產的非關鍵供應鏈，或可維持現狀。然而各國降低集中度的期待，還是會

帶來重組壓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國除了透過供應鏈檢討強化產業不斷鏈的安全性外，更

搭配出口管制、對外資國安審查機制、以及雙邊與區域間的合作來達到美國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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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確保供應鏈安全的目標，故不僅是反映與中國對抗的思維，而是聚焦在關鍵

供應鏈的結構風險問題。在此情況下，前述美國檢討報告明確指出邏輯晶片因「地

理區位集中度」（geographic concentration）所導致之韌性不足風險，根屬於生產集

中於臺灣，同時也有供應商或生產者集中之「產業集中度」（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及供應商依賴問題。因此臺灣半導體業所面對的挑戰不僅在於需分

散生產地點，更包含如何確保能夠繼續以科技技術創新與值得信賴的供應鏈夥伴

身分，維持在供應鏈中之地位，有其重要性。再者，半導體只是一個臺灣產業結

構的代表，建議政府應積極盤點類似挑戰是否存在於其他部門，並協助相關產業

認知到供應鏈安全檢討不是單純的抗中問題，我國也可能是歐美日檢討供應鏈安

全的對象，作為其因應調整準備的基礎。 

 

五、小結 

隨著各國對於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越加重視下，利用外資國家安全審查或擴

大出口管制為因應對策的趨勢，逐漸顯著。本章以各國外人投資國安審查、出口

管制之改革趨勢出發，探討各國在近年陸續進行擴大限制外資投資敏感領域之範

疇、提升外資交易的國安審查密度，以防範有不當意圖的外資藉由投資而取得本

國敏感性、戰略性產業。其次，出口管制制度原在防範毀滅性武器擴散、打擊犯

罪與反恐等國家安全目標，不過在美國之運用下，出口管制措施也成為維持科技

領先、制裁危害人權強迫勞動目的之工具。 

此外美國有意推動出口管制朝多邊發展，根據美國國會提出的《2021 年戰略

競爭法》草案，可發現拜登總統恐怕會在出口管制的立場未來或將有所轉變。

《2021 年戰略競爭法》草案中有數項規定強調與多邊和盟國合作實施出口管制之

重要性。舉凡為確保美國在如下世代電信、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半導體及生物

科技等關鍵與新興技術領域之創新地位，將革新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制度、強化

美國制定國際標準的領先地位，以及與盟友合作共同制定多邊出口管制措施；草

案第 206 條聲明將在國務院下設技術夥伴辦公室，負責將透過瓦聖納協議

（Wassenaar Arrangement）、核供應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澳洲集團

（Australia Group）、飛彈技術管制協議（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等多

邊出口管制體系與技術夥伴協調出口管制政策；以及草案也強調與歐盟協調出口

管制政策，以此限制對中國出口敏感技術。這些規定均展現出期許拜登政府未來

將在出口管制政策上與多邊協調的決心。而拜登政府近來推動晶片四方聯盟

（Chip 4/Fab4），即可印證美國此一策略方向。 

此外，美國對於外資審查，也將有可能不再侷限於國內，近期美國國會亦考

慮對美國人進行海外投資審查。眾議院已提出新增強化美國企業赴海外投資之投

資審查構想，若美國企業擬至「關切國家」（country of concern）進行投資，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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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美國供應鏈者，則美國政府有權阻止相關交易。此規定主要目的在於確保美國

國內製造能力，而不過度依賴外國對手提供之「國家關鍵能力」（national critical 

capabilities）37。 

對於全球化佈局的臺灣而言，這些當前情勢與相關政策法規之發展，或者有

利也有弊，但重點是事前掌握資訊以規畫因應對策，方能在混沌未明的局勢下走

出臺灣之道。  

                                                      
37 「國家關鍵能力」（national critical capabilities）原則上係指： (1)對美國至關重要之實體或虛

擬系統或資產，若無法開發（ inability to develop）、無產能（ incapacity）或破壞（destruction）

該等系統或資產，將嚴重削弱國家安全或危機準備能力之影響；且 (2)包括藥品、PPE、關鍵

基礎設施相關產品、軍事武器情資系統相關產品之足夠生產能力、供應鏈或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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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數位科技發展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陳子昂1、陳奕慈2 

一、數位科技發展趨勢  

數位科技產業依據其特性及應用別，可區分為資訊業、網通業及軟體業等三

大次產業。現依據核心、技術、產品、服務等四大層面來探討數位科技產業的發

展趨勢，我們可以彙整出以下三大趨勢，即全球科技產業在後疫情時代及數位經

濟下，全球資訊業、網通業及軟體業將呈現高效能、大頻寬與虛擬化的發展趨勢

(圖 7.1)。為探討數位科技發展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將依據高效能、大頻寬與虛

擬化的三大趨勢來解析，但因第三章已經深入探討大頻寬-5G，因此本章僅探討

高效能運算與虛擬化的二大趨勢，及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轉變等三大方向來剖析，

並提出臺商的因應對策與政策建議。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1、全球數位科技產業發展趨勢：高效能、大頻寬與虛擬化 

 

二、高效能運算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何謂高效能運算？高效能運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 HPC）主要產

品為搭載高性能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處理器）及大容量記憶體或

                                                      
1 力歐新能源公司執行董事。 
2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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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載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圖形處理器）之高階伺服器。另一類產品則

為 HPC/雲端市場，該產品應用在資料中心，並提供 HPC 伺服器高度演算處理能

力及雲端服務。由於這幾年數位科技之長足進步，加上 COVID-19 疫情促動數位

經濟蓬勃發展，使資料中心及雲端服務在這 3 年，每年分別呈現 17%和 35%的成

長。因此，本文將針對全球資料中心及中國建設資料中心的重要政策-東數西算進

行解析，並探討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一)全球資料中心發展現況 

自從 COVID-19 疫情促使了遠距上班（Work From Home, WFH）的市場，即

使進入了後疫情時代，全球對於雲端服務的需求仍不減反增，促使美國亞馬遜

（Amazon）、微軟（Microsoft）、谷歌（Google）、臉書（Meta）等雲端服務商（Cloud 

Service Provider, CSP）興建資料中心。同時，疫情的復發導致部分地區的封城控

管也造成供應鏈不穩的現象，例如停工、缺料、塞港等，使得資料中心的訂單出

現遞延或供不應求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單獨關注 CPU 表現的話，資料中心的上游處理器廠商主要以

代表複雜指令集（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CISC）陣營 x86 架構為主導，

並以 Intel 為大宗，因此資料中心的發展與 Intel 產品及服務高度相關，代表 Intel

推出新品也將帶動資料中心換機潮。Intel 目前已公布其對於下一代 CPU 的

Sapphire Rapids。然而，近期以優異性能不斷獲取更多市占率的競爭對手 AMD，

已推出第三代 EPYC 平台代號「Milan」的 CPU，並透過併購賽靈思（XILINX）

布局 FPGA 市場。 

此外，代表精簡指令集（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ISC）陣營主流的

Arm 也獲得越來越多的市場聲量。NVIDIA 宣布將於 2023 年推出基於 Arm 架構

的 Grace CPU，基於 Arm 架構的 CPU 如 Amazon 的 Graviton 跟 Ampere 的 Altra

等產品也持續取得成績。 

背後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式後疫情時代下分散供應鏈的發展的趨勢。甚至可

回溯至在國際局勢方面，美國《乾淨網路》（Clean Network）等政策的影響之下，

美系客戶如雲端服務商 Amazon、Microsoft、Google、Meta 等，以及伺服器品牌

商 Dell EMC、HPE 等開始產生更嚴格的資安要求，並相繼希望能在中國以外的

地方生產，也就是中國+1 的策略。 

相對的，中系客戶如聯想（Lenovo）、浪潮（Inspur）、華為（Huawei）等，則

基於中國要求或成本考量因素，更傾向於中國生產，甚至推動《新型數據中心發

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 年）》等國家政策，結合《“雙千兆”網絡協同發展行

動計劃（2021-2023 年）》等計畫下，聯合中國公營電信業者，包含中國電信、中

國聯通、中國移動共同打造中國資料中心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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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的規範越來越嚴謹，2021 年對雲端服務商開出數則的裁罰，例如 Amazon 遭罰

7.46 億歐元、WhatsApp 遭罰 2.25 億歐元、Google 遭罰 1.5 億歐元、Instagram 遭

罰 4.05 億歐元等。導致雲端服務商相繼配合建設當地的資料中心，確保符合《一

般資料保護規範》。 

此舉也讓各國相繼響應類似政策，尤其是中國的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

相繼施行《網絡安全法》與《數據安全法》之後，強調資料成為中國維護國家安

全的必然要求，將依數據在經濟社會的重要程度，及遭竄改或洩漏對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或其他合法權益造成的危害，對數據進行分類分級保護要求，此舉也導

致中國資料中心業者如履薄冰。 

在上述各種多元資料中心上游與下游產業鏈的交互影響之下，位於中游代工

產業鏈的臺商便成為關鍵角色。臺灣資料中心產業依據客戶族群，可概分為兩大

類型，第一個類型為協助國際品牌大廠代工的業者，例如 HPE、Dell EMC、

Supermicro、浪潮、聯想、IBM 等，臺灣代工廠主要有鴻海、英業達、緯創、廣

達、神達，第二個類型為協助雲端服務商、資料中心託管商、電信商合作生產專

屬的客製化資料中心產品，透過白牌或自有品牌模式出貨給資料中心相關業者，

例如 Amazon、Microsoft、Google、Meta 等，臺灣代工廠主要有鴻海、雲達、緯

穎和泰安等，如圖 7.2 所示。 

在 COVID-19 疫情的影響下的資料中心需求提升，進一步促使雲端服務商持

續擴建資料中心規模，各企業端對伺服器的需求也提升。臺灣伺服器業者藉由越

過品牌商直接與雲端服務商合作的模式，符合客戶追逐自身成本最低、效能最佳、

彈性最高的進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資料中心代工業者透過將組裝廠設置於鄰

近市場的地區，如墨西哥、捷克等國家，藉此來降低 2022 年高漲的運輸成本。 

未來，需求端而言值得期待的將是由雲端服務商主導來建造的超大型資料中

心（Hyperscale Data Center）仍將成為全球伺服器市場的驅動力，雲端服務商不斷

提升資本支出。此外，如 Equinix、Digital Reality 等全球資料中心託管商，正在透

過併購與合資的方式，在全球進行更廣泛的投資。 

對供給端而言，全球晶片缺料狀況有望於下半年出現緩解，屆時將可望讓積

壓的訂單完成交付，使得全球資料中心市場持續上升。 

複雜指令集架構方面，Intel 正式宣布 Eagle Stream 平台的 Sapphire Rapids 採

用 Intel 7 製程，在 2022 年第一季進入量產階段，最高核心數 56 核，支援 DDR5

與 PCIe 5.0 等。2024 年 Intel 將推出 Sierra Forest 採用 Intel 3 製程，以 E-core 為

基礎，主攻雲端運算。AMD 第四代 EPYC 平台代號「Geona」處理器預計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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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推出，2023 年推出「Bergamo」產品，共同推動全球資料中心的換機熱

潮。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2、臺灣資料中心產業鏈現況 

 

精簡指令集架構方面，目前 Arm 架構 Amazon 的 Graviton 3 處理器持續擴大

採用。Microsoft 合作佈署 Ampere 的 Altra 系列處理器處理器。2023 年 NVIDIA

聚焦於 AI 與高效能運算市場跟進推出 Grace 處理器。上述各種布局帶動著 GPU、

DPU、ASIC、FPGA 等多元晶片陣營成長，與多元資料中心供應鏈主流趨勢不謀

而合。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針對中國的資料中心打擊，中國越來越傾向開放的

RSIC-V 架構，例如阿里雲發表 RISC-V 開發者平台無劍 600，由阿里巴巴集團旗

下的全資子公司平頭哥半導體創建，已經使用該平台完成一款自研高效能 SoC 的

開發與原型設計，代號曳影 1520，可涵蓋邊緣運算、AI、影像識別、多媒體等多

種場景。因此，未來 RISC-V 架構的資料中心型態可能因此由中國主導並逐步與

CISC 架構分庭抗禮，如圖 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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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3、資料中心三大架構陣營 

 

(二)中國資料中心發展現況-「數字中國」 

2021 年中國公布最新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簡稱「十

四五」。目標之一是進行數位轉型，推動產業數位化與數位產業化。然而，數位轉

型的基礎設施出現了東西失衡的困境，因此提出「東數西算」計畫藉此打造產業

鏈韌性，中國國務院預估「東數西算」每年至少帶動 4,000 億人民幣的市場機會。 

1.「數字中國」的 2 大數位布局 

根據中國伺服器品牌浪潮預估，運算力指數平均每提高 1%，數位經濟和 GDP

將分別成長 3.5‰和 1.8‰，樹立了發展數位經濟的重要性。相較過往的「十三五」，

「十四五」首度新增了「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篇章，簡稱「數字中

國」，其主旨為：「迎接數位時代，刺激資料要素潛能，推進網路強國建設，加快

建設數位經濟、數位社會、數位政府，以數位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

式和治理方式變革」，同時立下眾多目標，包含打造數位經濟新優勢、加快數位社

會建設步伐、提高數位政府建設水準、營造良好數位生態等。 

「數字中國」更提及了中國兩大數位產業布局：產業數位化與數位產業化。

數位產業化的目標包含雲運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

慧、AR/VR。產業數位化的目標包含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製造、智慧農業、

智慧教育、智慧醫療、智慧文旅、智慧社區、智慧家居、智慧政務(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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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4、「數字中國」的 2 大數位布局 

 

2.中國近期重大數位基礎建設工程-「東數西算」 

為了達成上述的「數字中國」目標，2022 年 2 月中國的發改委、網信辦、工

信部、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通知，正式全面啟動「東數西算」工程，規模可視同

「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等大型基礎設施工程(圖 7.5)。上述的基

礎設施工程目的在於平衡資源，例如提供北方更穩定的水利設施、提供東方更充

足的天然氣與電力供應。發改委統計 2021 年中國資料中心總規模為 520 萬架，

運算力達到 130 EFLOPS，資料中心市場營收為 1,500 億人民幣，雲端運算市場規

模 3,030 億人民幣。「十四五」目標資料中心架數年均增速維持 20%，營收年均增

速 25%至 30%，國務院預估「東數西算」工程每年將因此帶動 4,000 億人民幣市

場機會，如圖 7.5 所示。 

「東數西算」顧名思義是要將東方的運算需求交給西方的資料中心處理，由

於中國運算需求市場大多集中於東部地區，尤其是在一線與二線城市地帶，導致

資料中心布局產生東西兩邊嚴重落差。例如東部的資料中心比重占比高達 65.3%，

西部僅 18.7%，中部 12.2%。「東數西算」將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

內蒙古、貴州、甘肅、寧夏等 8 地啟動建設超大型運算力樞紐節點，並規劃了 10

個資料中心集群，目前已有眾多中國資料中心大廠參與，包含騰訊、阿里巴巴、

華為、百度、字節跳動、優刻得、快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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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5、「東數西算」是中國近期重大數位基礎建設工程 

 

「東數西算」主要的關鍵趨勢之一在於協助達成 3060 能控目標，也就是 2030

年碳達峰與 2060 年碳中和，上述「東數西算」核心發展項目將以不同的天然資源

優勢協助達成。例如聯通呼和浩特雲資料中心全年平均氣溫 8 度，一年約有 5 個

月可使用自然冷源制冷，每年可節約電量 500 萬千瓦時，有效降低超大型資料中

心年耗電量，並傳送給各集群分擔，如圖 7.6 所示。 

中國移動預估電費在資料中心的運營成本中佔比超過 50%，另一方面，中國

信通院統計 2020 年中國資料中心能耗總量為 939 億千瓦時，碳排放量為 6,464 萬

噸。預計到 2030 年，能耗總量將達到約 3,800 億千瓦時，碳排放總量突破 2 億

噸，約佔中國總碳排放量的 2%，「東數西算」成為必要施行的重點政策。此外，

「東數西算」刺激中國資料中心市場新需求。資料中心為了達到「東數西算」低

時延的要求，網路傳輸速率將從現有的 100G 與 200G 邁向 400G 或 800G 等更高

速率的次世代光纖升級，帶給光纖產業新的市場機會。 

同時，為了提供更高效能的運算服務，以及「東數西算」目標集群內資料中

心的平均上架率至少達到 65%以上的需求，中國的民間機構與中央政府都將擴大

採購伺服器。由於資安等因素考量，勢必以本土品牌為主，成為聯想、浪潮、曙

光等未來的成長動能之一。發改委預估「東數西算」建設之後還會給西部帶來資

通訊技術與綠色能源等產業發展機會。例如 2025 年以前粵港澳樞紐的韶關集群

將建立 50 萬架標準伺服器機架、採購 500 萬台伺服器規模、投資超過 500 億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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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6、「東數西算」8 大樞紐與 10 集群分布 

 

「東數西算」對於台廠的機會是穩定與長期的資料中心市場動能，「東數西

算」成為中國資料中心市場的長期扶植政策，等同於穩定的伺服器市場成長動能。

從中國伺服器市場觀察，2021 年前五名依序為浪潮、Dell EMC、聯想、華為、曙

光，將近 80%皆為中國本土品牌。值得觀察的是浪潮，市占率從 2017 年逐步上

升，2021 年已達 26%成為中國伺服器品牌的龍頭廠商，對於切入浪潮供應鏈的臺

廠而言將是穩定的出貨動能。另一方面，臺灣的白牌伺服器（ODM Direct）也從

2018 年逐步成長，2021 年已達 6%。這兩大成長趨勢成為臺灣伺服器代工廠切入

市場的契機，同時也是「東數西算」受惠的主要利基點。 

3.美國禁止 AI 晶片出口中國，恐影響東數西算進程 

近期值得注意的事，美國政府 2022 年 8 月 31 日開始限制 NVIDIA 及 AMD

將高階 GPU 產品銷售到中國，主要名單為 NVIDIA 的 A100 及 H100 系列跟 AMD

的 MI100 與 MI200 系列。此舉正是要精準打擊中國推動「東數西算」後的市場發

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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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影響層面較大，美國商務部已於 2022 年 9 月初公告，延遲實施此禁

令，即 NVIDIA 可在 2023 年 3 月 1 日前為美國客戶提供 A100 出口，2023 年 9

月 1 日前，H100 與 A100 產品可以透過 NVIDIA 香港子公司進行銷售。 

美國商務部表示，此舉在「防止先進技術落入敵手」。由於高階 GPU 對於 AI

產業的推動至關重要，這將迫使中國即使成就紮實的資料中心基礎後，卻無法完

整發揮整體的效益。該禁令意味著中國需要購買更多中階的 GPU，導致中國為了

追趕到和美國相同的運算水準，增加更多的耗能與時間，大量的運算成本勢必拖

累中國的的 AI 技術發展。因此，中國少了 NVIDIA 的 AI GPU 產品技術導入，既

影響高階資料中心的建置，也阻礙了中國 AI 技術應用的推進。 

同時，中國為了突破困境可能加大研發自主 ASIC 加速處理器產業，透過自

研晶片與自研系統框架下，軟硬整合的效果可能不遜於透過當今的 GPU 運算架

構。凸顯出中國資料中心發展將與美國體系逐步脫離，發展出更具獨立性的資料

中心產業鏈。 

 

三、虛擬經濟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一)數位科技協助供應鏈的效率與韌性平衡發展 

產業界與學術界均認為藉由數位科技將能協助供應鏈達到效率與韌性的平

衡發展，進而達到更高的供應鏈價值。以下僅列出數種數位科技可以協助供應鏈

提升效率與韌性的相關技術： 

 物聯網（IoT）：利用 RFID 或感測器的物聯網解決方案可以即時的蒐集、

追蹤與分析數據，可以更快地偵測供應鏈並進行預警，諸如：天災、疫情、

空汙、製程中斷、貨物延遲等，讓企業能夠即時預防與反應。 

 區塊鏈（Blockchain）：利用區塊鏈技術可以提供跨公司供應鏈成員紀錄

可信、透明和可驗證數據，追溯整個供應鏈的物料供給、產能、物流、碳

排放等數據，並在可信任的狀況下進行數據交換，以提升整體供應鏈的透

明度。 

 數位雙生（Digital Twins）與模擬技術：數位雙生技術可以創建虛擬環境，

複製現實世界資產、設備或流程，以蒐集數據並進行模擬預測，進一步提

供企業最佳化行動建議。 

 預測分析：預測分析利用大數據、機器學習技術可以進行需求分析、供需

平衡分析、多供應商評估分析、設備預測分析、物流最佳化分析等，以計

算適當的效率、成本、彈性等多目標分析。預測分析還可以根據歷史經驗

進行事先預測，以提前進行各項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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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平台：透過集中式的雲端平台，可以將數據分享、交換或進一步進行

供應成員間的溝通、協同，以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 

 人工智慧（AI）與自動化設備：電腦視覺、自然語言等認知型人工智慧技

術結合自動化設備，能同時達到效率與韌性。例如：利用電腦視覺結合機

器學習、深度學習技術，可以彈性地進行混線的品質檢測、機器手臂的彈

性夾取、自動化物料搬運小車的動態路徑、無人機的電腦視覺多種工安狀

況檢測、降低與陌生人交易的成本(黃正傑&朱師右，2022)。 

由於篇幅之限制，本文僅針對虛擬經濟下，數位科技對供應鏈的影響中，僅

探討區塊鏈、數位雙生、雲端平台及 AI 等技術，如何提升供應鏈的效率與韌性，

並促使企業啟動數位轉型，以迎接數位經濟時代的到來。 

(二)區塊鏈應用於供應鏈金融 

供應鏈金融是金融機構將產業商貿過程當中，供應鏈上下游的資金流通與融

資需求結合供應鏈產品服務資訊流的一種商業貸款模式。然而金融機構現今仍無

法有效掌握供應鏈複雜的產品服務資訊流，且該供應鏈成員的價值評估、監管、

信用擔保等附加服務仍由主導該產業的核心企業所提供，也產生了供應鏈金融區

隔間多中介化的現象（陳凱迪，2017）。 

近年區塊鏈技術問世，具備去中心化、無法竄改、自動化的價值移轉功能，

受世人矚目並爭相投入。加上區塊鏈技術的核心效益仍然在改善金融服務與價值

移轉流程，因此，兩岸臺商積極運用區塊鏈來解決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境及與銀

行間的信任問題，並搭配專業夥伴形成供應鏈金融生態系。 

供應鏈金融的核心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可透過區塊鏈技術來改善，並透過區塊

鏈進行融資，為目前區塊鏈應用於供應鏈金融的代表模式，而過去以核心企業、

銀行、各級供應商為主要參與者的供應鏈金融市場，也因為應用區塊鏈的關係，

而開創金融科技、區塊鏈技術等新創企業（張儀潁，2020）。換句話說，透過區塊

鏈技術，可以讓各供應鏈成員與金融機構在同一個平台上同時紀錄產品服務資訊

流，方便金融機構甚至資金供需兩端即時交換訊息，讓此區塊鏈上的共同參與者

可以隨時獲得最新的資訊，有助於提高貿易融資的效率、透明度與安全性，並增

加貿易融資風險的掌握度（陳凱迪，2017）。 

對於金融科技業者而言，其已佈建的互聯網路，本身就容易形成區塊鏈強調

的分散式場景，一旦將互聯網路加入區塊鏈技術，將賦予各端點間流轉的資訊具

備不可竄改、可溯源、同步更新等特性，進而符合供應鏈金融對於交易資訊真實

性、可信賴性的要求，特別是具備資產特性的交易訊息（應收/應付帳款、動產/不

動產等）。而區塊鏈技術提供商則可運用其技術，來協助金融機構、核心企業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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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供應鏈平台做改善，或者協助其建置具區塊鏈特性的供應鏈平台（張儀潁，

2020）。 

對金融機構而言，供應鏈金融導入區塊鏈平台，不僅有利於金融機構掌握供

應鏈即時狀況、消除詐騙行為，並有利於金融機構進一步結合資產證券化等財務

工程技術，開發風險掌握度更高的貿易融資資產證券化商品，提供投資人投資或

促進各產業間供應鏈資金需求的媒合（陳凱迪，2017）。 

在區塊鏈技術的幫助下，銀行由於可立即驗證數位資產憑證的真實性、源頭，

因此得以更快完成對於中小企業的融資(圖 7.7)，對於銀行而言，由區塊鏈所形成

的貸放機制改變，將有助於其降低被倒帳的風險，因此在融資利率方面將可望有

所下降、提高中小企業的借貸意願，在市場拓展方面將可望突破地域與資產規模

限制、向國內外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在資金運用方面將可望藉由增加資金貸

放減少閒置資金、提高收益（張儀潁，2020）。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0) 

圖 7.7、區塊鏈結合供應鏈金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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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雙生技術已應用在供應鏈 

數位雙生係指透過數據蒐集、3D 建模，並運用人工智慧模擬等各類新興軟硬

體技術，對實體人事物進行數位化複製，以利後續採取相對應行動策略的解決方

案（胡自立&柳育林&簡妤安，2020）。對供應鏈而言，數位雙生就是利用資通訊

技術產生虛擬物件，協助企業進行實體物件、產品、設備的監控、分析、模擬或

預測甚至進行控制的技術或方法。 

製造業數位雙生涵蓋生產線、工廠、產品使用階段、產品生命週期乃至於整

體企業、供應鏈上下游、城市等各種實體物件的數位雙生。展望未來，在物聯網

技術、5G 聯網技術以及大數據、人工智慧技術持續發展，數位雙生將結合更多的

技術以達到數位雙生企業、數位雙生城市等願景。以下分析幾個技術結合方向。 

 AR/VR：利用 3D 電腦視覺技術，傳統針對產品或設備及元件清單進行產

線與模擬，以進行實體虛擬的映射。尤其數位雙生結合 AR/VR 將使得人

員智慧與人工智慧結合，使得數位雙生技術更為有效率、易學習、易記憶

並降低操作錯誤。 

 區塊鏈：當數位雙生系統要跨越工廠、供應鏈、不同領域時，區塊鏈能夠

確保資訊傳遞安全，讓數位雙生系統可擴張串聯眾多實體物件。例如從顧

客配置的產品組合、設計資料、材料或物件訂購、共享工廠生產狀況、產

品檢驗、產品運送等，都可以經過區塊鏈平台進行資訊的加密與用戶認證。 

 邊緣計算：不論是電腦視覺、AR/VR 或者大數據分析等，都需要在接近

實體的邊緣端進行高速地運算才能快速地反應回饋。強化邊緣計算將能協

助過濾更多來自實體設備端的資料，減少網路負擔、數據的雜訊等。例如

新創公司 SWIM 開發出智慧邊緣計算軟體，可以在邊緣端進行數位雙生

模擬、視覺化的計算及大數據分析，可以加快視覺化展現與數據分析反應

時間（黃正傑&朱師右，2021）。 

展望未來，由於 VR/AR 技術、感測器成熟，數位雙生技術也將從單純設備、

資產的數位雙生，進而更重視人、設備、環境互動的環境運算與智慧空間應用。 

(四)數位轉型備受重視，企業紛紛上雲並導入 AI 

COVID-19 疫情重塑人類生活新常態，為滿足遠距新常態，許多企業將舊有

IT 系統雲端化，進而帶動全球數位轉型意識抬頭。根據 iThome 2021 CIO 大調查，

疫情後，有 62.5%的大型企業加快數位轉型的腳步，31.3%企業提高數位轉型預

算。再者，美國科技媒體 VentureBeat 更預測，在生活新常態下，2025 年時企業

對公有雲的支出將會超越傳統 IT，可見對於雲端服務的數位轉型已是不可逆趨勢

（張皓翔，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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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方面，從資策會近 3 千家臺灣企業 2020 年數位轉型程度健診調查顯示，

高達 45.7%企業仍未啟動數位轉型，僅有 20.3%企業的數位轉型已經產生營運綜

效。若業別區隔，卻有高達 50.4%製造業仍未啟動數位轉型，高於服務業的 43.5%。

進一步分析製造業關切議題時，其對於庫存管理與數位供應鏈具高度興趣，反應

業者在面臨劇變環境下對於市場變化快速、多樣少量生產、短鏈等能力之需求，

顯見臺灣企業明顯具備較深的危機感，其就數位轉型之意識高於全球，但在進行

程度方面，則普遍仍處於初步階段（林信亨，2022）。 

至於雲端服務結合 AI 方面，Oracle 預測 2025 年時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會導入

AI 技術，因此企業的數據量預計將增加 600 倍，同時外部資訊安全威脅也會大幅

增加，使得多數企業難憑藉一己之力滿足所有 IT 需求，因此具外包性質的雲端服

務成為企業 IT 最佳解方。 

根據蜂行資本「2022 臺灣企業 AI 趨勢報告」，270 家受訪企業中有 52.5%認

為導入 AI 化解決方案是相當急迫的（張皓翔，2022）。可見 AI 為當前企業 IT 帶

來相當大的壓力，使得雲端化幾乎成為導入 AI 前的必經步驟。因此，雲端可說

是 AI 的根本，企業必需先導入雲端化的系統，才能開始進行數位轉型及相關數

位科技的選用。 

 

四、臺灣 ICT 廠商如何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  

全球經貿情勢變化多端，在美中貿易戰以及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

全球供應鏈出現解構與重組，國家安全與產業供應鏈安全成為各國優先的決策模

式。在此新決策模式之下，於鄰近市場處建構具一定規模且完整的產業供應鏈，

可望逐漸躍居為企業布局策略的主流。 

在國際產業鏈分工體系中，臺廠長期扮演品牌商重要供應鏈角色，惟現今美

中科技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供應鏈碎片化，臺廠還須面對「一個世界，兩套系

統」所導致的雙供應鏈轉移。各國政府為因應國家安全議題，強化布局供應鏈在

地化，亦推出相關投資優惠政策吸引臺灣廠商轉移投資。臺灣除了祭出臺商返臺

優惠政策強化在臺供應鏈建構，亦簽訂臺美合作備忘錄，持續強化資通訊等策略

性合作產業之供應鏈安全合作，期吸引臺商返臺共建臺美供應鏈安全體系。 

供應鏈布局的基礎，已從過往的降低成本轉變成降低風險，同時縮短供應鏈

的距離或是在地化生產，也就是從即時製造模式（Just In Time）轉變為風險製造

模式（Just In Case），整體的布局基調從降低成本邁向降低風險。消費需求端也發

生變化，以往面對消費市場的大量標準化產品，已轉向為少量客製化產品。供應

鏈的長度也將不斷縮短，從生產集中的模式走向分散化，並從過往的計畫性生產

轉型成預測性生產，如圖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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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8、Just In Time 與 Just In Case 供應鏈模式的轉變 

 

因此，將部分產線移往中國以外地區，以此迎合仍為全球最大的美國市場，

是業者不得不考慮的關鍵點。再者，隨著歐美日和中國等重要市場已瀕難以成長

的高滲透率天花板，南亞、東南亞及其他新興國家一方面以市場潛力吸引品牌業

者布局經銷通路，另一方面則以在地製造、投資優惠來攏絡甚至威逼生產業者前

往設廠生產。因此，來自於美國政策的壓力結合寄望於新興市場需求的拉力，資

通訊供應鏈轉移正值其時。 

以中國為生產製造核心的商業模式受到上述眾多因素挑戰，而這些挑戰迫使

著資通訊生產製造產業不再以中國為核心。世界各國也注意到此趨勢逐漸發酵，

因此順勢推出各種資通訊產業回流政策，試圖藉此吸引本土或是海外資通訊大廠

回國設廠。對於廠商而言，不得不出走後加上政策回流優措施下，成功促成了眾

多返國投資設廠案例，以至於其他觀望的廠商或國家也紛紛跟進，進而共同湧起

了 2020 年新的產業回流政策潮流。 

產業回流政策短期影響下，中國資通訊產業鏈之生產製造的模式將會順勢廠

商外移逐漸改變，不再追求純粹以規模量產與組裝製造為特色的資通訊硬體產

業，也不再只以滿足基本就業為目標，而是追求完整度更高與附加價值更高的資

通訊版圖。產業回流政策長期影響下，「G2」（Great 2）美中兩強抗衡格局，或將

演變成「GX」（Great X）多強爭霸。其中，中國自行主導安可聯盟（安全可靠技

術和產業聯盟）與美國聯合日韓台的 C4 聯盟（Chip 4）成為 2022 年供應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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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角力戰場，然而為了避免美國制衡，中國對於安可聯盟細節採取更嚴謹的保密

手段，如圖 7.9 所示。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9、安可聯盟與 C4 聯盟的抗衡 

 

另外，ICT 臺商回流氛圍逐步擴大。高附加價值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優先

選擇返臺投資，主因在於臺灣勞動力成本與生產力成本仍相對昂貴，因此返臺投

資業者主要也以高階伺服器、網通、自行車、汽車電子業者為大宗，此舉將有助

於完善國內產業鏈，成為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提供更好的發展基礎，也能促進

臺灣產業升級轉型，穩固臺灣全球供應鏈關鍵地位。大量生產、勞力密集產業往

新南向國家布局，主因在於新南向的勞動力成本與生產力成本更具競爭優勢。中

國產線主供中國，龐大的內需仍將撐起一定市場規模，臺灣資通訊產業仍將留守

此商業機會。 

由於供應鏈正在重組，全球關鍵國家角色也在轉變中，例如中國生產要素成

本快速上升後，加上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世界工廠角色逐漸弱化，

臺灣資通訊產業已採取更加分散化布局降低風險；在實體清單寒蟬效應下，陸資

品牌商供應體系開始降低對美系供應商依賴，轉向更深依賴日韓臺系中間財供應

商；東南亞區域承接了部分中國原有的製造能量，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更重要

的生產地位，同時當臺灣資通訊大廠擴大在東南亞設廠的同時，也更加積極布局

當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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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 40 餘年改革開放帶來經濟快速成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促

使社會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中國面對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不確

定性明顯增加，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亦在發展中。 

檢視美中貿易戰引發點之一，在於美國視「中國製造 2025」政策讓中國企業

具備不公平競爭的優勢，同時促使竊取美國科技的技術機密案件發生，進而撼動

美國企業的主導地位。如今制定標準或將根本性的影響美國科技業未來發展的趨

勢，尤其是當中國定義的科技標準越來越多，科技產業就更受制於中國。新美國

安全中心智庫（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也警示科技標準將讓特定企

業受益與受害。因此，一旦制定標準公布，美國或將跟進做出對應措施，可能再

度引發美國與中國新的科技產業紛爭。 

雖然目前科技標準制定仍位於初期階段，但龐大的中國內需市場，讓中國企

業備足發展自主技術標準的機會，正在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政策同時提供了

中國技術標準輸出國際的契機。因此，制定標準的影響可能從近期即開始發酵。

臺灣身處科技代工產業鏈的中間環節，勢必得因應全球標準複雜化的時代，而標

準複雜化也將帶來各項營運成本的耗損，徒增臺灣科技產業發展的阻礙。 

因此美國、中國、日本、韓國等開始積極拓展半導體產業的可能性，而從研

發投資面、租稅優惠面、建廠補助面而言，美國全方位的大力支持半導體產業回

流，例如創新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而歐盟僅提供研發投

資的吸引程度略低於其他各國的政策(圖 7.10)。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立法越來越

具備排他性，尤其是針對中國，對於供應鏈大廠而言是必得選邊站，取得協助就

得放棄全球市場，權衡之下是否符合利益仍有待商榷。 

另外，美國針對過去「中國製造 2025」發展的產業，進而提出加徵關稅清單

時，臺灣也因此受到直接負面衝擊。隨著未來更聚焦科技自主化的「十四五」規

劃，臺灣代工大廠紛紛調度全球產能，已將未來面對衝擊的風險與影響降低。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美中科技戰若逐漸轉移到產業標準及系統生態圈，屆時臺灣業

者或將面臨不只關稅影響的成本議題，甚至是雙方迫使臺灣能否正常接單的代工

議題，從而動搖臺灣科技產業的國際立足模式。 

臺灣 ICT 業者如何維持與各國良好的生產製造夥伴，同時確保自身的不可取

代性，或將因制定標準的上路而必須提早因應。關於臺灣資通訊硬體廠商因應方

面，多以鄰近的新南向國家為主要考慮據點，原因是鄰近中國便於連接零組件供

應鏈、外派人員於當地駐點亦較容易且成本較低。 



第七章 數位科技發展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181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10、各國政府積極推動區域半導體供應鏈發展 

 

相較於中國生產聚落已形成群聚效應，臺灣資通訊廠商在東協國家仍各自為

政而並未形成群聚效應，尤其主要大廠在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之布局規模不一，

難以帶動上游零組件產業前往聚集形成完整聚落，或可透過跨國貿易等方式補足

各國產業鏈缺口而達到互補的效果。 

因此，臺灣 ICT 大廠在上述各種政局情勢影響下，勢必會走向 3 大趨勢：跟

隨大廠、價值競爭、新闢道路。跟隨大廠後可能選擇留在中國或佈局海外、價值

競爭下仍會競逐成本或核心加值、新闢道路後開發新興科技或提供創新服務(圖

7.11)。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11、臺灣 ICT 廠商因應全球供應鏈重組的 3 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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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大廠的概念是跟著訂單走，以市場為優先考量，然而中國與非中國的政

局情勢可能迫使廠商無法兩者兼備。價值競爭的概念是往更具生產紅利的地區邁

進，例如東南亞的人口紅利與土地成本等。新闢道路的概念是邁向次世代的軟體

或硬體，比如 AR/VR 等萌芽期的產業鏈，甚至提供軟硬整合的解決方案，角色

定位將不在僅限於代工廠，例如伺服器從代工業者邁向白牌業者，跨過品牌商直

接服務客戶，成為新的「品牌代工商」，成為資料中心產業鏈中基礎設施與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不可或缺的供應者，也就是打造出臺灣的供應鏈即服

務（Supply Chain as a Service）願景。 

綜合上述的各廠商次世代供應鏈模式發展，除了被動式的防堵本國企業遭到

外國企業控制外，也有主動式的吸引中國的製造產業能量。由於美中兩國短期內

關係難見曙光，因此可以預期製造產業的全球化趨勢已勢不可擋，而在各國優先

鞏固自有供應鏈的前提下，供應鏈將會更加的彈性與分散，背後則是政府大力扶

植的結果，進而呈現出新的「短鏈效應」。 

總而言之，從機會與挑戰兩大層面來觀察臺灣 ICT 廠商的供應鏈布局可能

性。機會面而言，固守中國可能搭上「數字中國」熱潮，並藉此探索次世代的供

應鏈夥伴，例如研發更多數位孿生（Digital Twins）的解決方案。 

出走中國成為全球共識，各國樂見外國投資設廠並提供眾多補助與協助，進

而共同打造再工業化的宏局。挑戰面而言，固守中國勢必面臨本土供應商的競爭，

而中小型製造商的規模勢必難以長期發展。出走中國後面對附加價值不高的訂單

將難以取得相同的獲利成績，甚至面對歐美更加嚴謹的環保法規支出，後續的

ESG 經營將是新的不可忽視的議題，如圖 7.12 所示。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12、臺灣 ICT 廠商供應鏈布局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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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期的是，ICT 供應鏈模式將走向「雙刃」型態，也就是供應鏈信「任」

加上供應鏈「韌」性。過往的單一供應鏈從供應商到使用者的路程上有著過多不

透明的資訊誤差，產生了牛鞭效應（Bullwhip Effect），也迫使各環節的供應商都

面對不同的庫存壓力(圖 7.13)。 

另外，既有的供應鏈模式也發生過度脆弱的問題，進而引發「長短料」危機，

最後是每個廠商都被迫進行過度採購策略（Overbooking）。因此，上述的供應鏈

信任將能有效緩解庫存困境，還有供應鏈韌性將能有效優化過度採購的物流壓

力，也就是更快速的靠近供應、更細緻的多端點供應、更精準的供應協調性、更

彈性的庫存緩衝性、更高效的網路多角化，進而打造出「雙刃」型態的供應鏈，

克服當今各種多元的供應鏈衝擊。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22) 

圖 7.13、臺灣 ICT 供應鏈模式將走向「雙刃」型態 

 

五、臺灣的因應與政策建議  

COVID-19 疫情、美中貿易戰、貨櫃塞港、俄烏戰爭、ESG 發展等，背後都

代表著彈性適應風險的「韌性」能力。疫情之後，企業不斷追求的「效率」已非

顯學，取而代之的是彈性、適應力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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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供應鏈重組成「一個世界，兩套系統」，臺商多以市場為重 

美中科技戰火延燒，美中科技將呈現脫鉤，導致下世代技術不排除出現「一

個世界，兩套系統」以上標準，臺商將依市場決定技術發展方向。我國廠商單純

遵循「國際標準」制訂的大方向靠攏，未來真有中、西方分歧的標準規格，推測

我國發展仍是往歐美主導之全球標準靠攏(尤其是政府主導的技術發展)，但臺商

不會選邊站，並優游於「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雙供應鏈體系。 

因為美中都是臺灣資通訊廠商的重要市場，無法顧此失彼，面對美中科技戰，

臺商應採「左右逢源」策略，盤點產業技術來源與市場佈局狀況，既要成為美國

供應鏈安全的一環，同時保有現有中國供應鏈體系及市場，以降低企業未來的營

運風險（陳子昂，2021）。 

(二)企業數位轉型目的不一，政府及相關單位可協助個別企業做最適性的轉型成

效與評估 

大型企業擁有充沛的資源與人才，政府僅需提供基礎建設、標準與法規之友

善環境，協助其成為「數位創造型企業」。而中小型企業雖然有部份數位化能力，

但面對系統老舊的問題，亟需透過專案輔導與評鑑，找出關鍵待改善流程，建置

數位供應鏈能力，成為「數位加值型企業」。至於小微企業與工廠，因資源與預算

有限，普遍不具數位化能力，將是政府優先輔導的對象，透過「數位轉型快易通」

與「雲端平台」，以補助降低使用門檻，協助成為「數位基礎型企業」。 

由於各公司的現況差異不一，宜建立健全的數位評量工具，有效協助診斷企

業的數位轉型目的。同時，政府可協助資服業者建立示範實驗場域，串聯水平業

者的技術，提供企業客戶易於瞭解的應用場景與解決方案效益評估，加速臺灣供

應鏈數位轉 

(三)雲端化勢在必行，但政府政策尚缺臨門一腳 

COVID-19 疫情重塑人類生活新常態，為滿足遠距新常態，許多企業將舊有

IT 系統雲端化，進而帶動全球數位轉型意識抬頭。而雲端化可說是企業數位轉型

的根本，企業必需先導入雲端化的系統，才能開始進行數位轉型及相關數位科技

的選用。 

有鑑於此，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前身工業局)於 2021 年 7 月推出「臺灣雲

市集」平台，由政府嚴選服務不中斷、資安達標的服務供應商，上架雲市集後，

中小企業即可用「訂閱制」方式採購雲市集的軟體服務，最高可獲得價值新台幣

三萬元的點數補助（徐子苓，2022）。截至 2022 年 8 月底，已有超過 3.2 萬家企

業申請雲市集，其中以九人以下的小型企業佔 85.74％為最大宗。在產業類別上，

批發及零售業占 37.8％，住宿及餐飲業占 32.6％，兩類產業占最多。顯示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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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這兩大產業最積極參與數位轉型（曹悅華，2022）。目前雲市集有十五類雲

端解決方案，包含行銷推廣、開店平台、雲端收銀（POS）、行動支付等雲端軟體。 

雖然企業對雲端化與數位轉型意識提高，但政策面來說似乎還欠臨門一腳。

首先是監管，即使近兩年在醫療、金融法規上有部分鬆綁，但比起它國還是較為

嚴格，在當前雲端化已是不可逆的趨勢下，如何取得產業發展與安全保護的平衡，

是未來主管機關需要思考的重點。 

其次是資料治理，在數據為王時代，政府應制定出明確的規範，包含數據的

儲存、使用等，如此才能減少企業在上雲過程中面對的合規阻礙，也更能確保其

數據自主權。在具備更友善的政策環境下，國內雲端市場可望持續增長，同時帶

動公有雲加大投資力道，為國內數位經濟帶來正向循環（張皓翔，2022）。 

(四)積極培育數位化人才，優化管理跨世代人才，並落實「企業文化與數位化趨

勢」與時共進 

人才缺口一直是企業發展的痛點，隨著供應鏈數位轉型重要性日益提高，數

位化人才缺口問題將更擴大。尤其數位人才需求的競爭更白熱化，此競爭將要求

企業在招募時採取更聚焦的方式，尋找具特定領域、特定專長的人才。 

當員工是眾多世代的組合時，企業可優先考慮「再培訓」資深員工使其適應

數位化需求，以快速形成企業需求的數位人才庫，而其豐富的知識與經驗，以「導

師制度」傳承下一代員工，並鼓勵知識的共享；至於千禧世代、Z 世代具較高意

願和動機與數位技術結合，如機器人、自動化與人工智慧等，此結合能讓企業累

積數位技術、人才雙向學習之機會。 

後疫情時代，如何善用企業文化管理遠距員工的認同、歸屬感，進而留住員

工，將成為課題。而且企業應致力於「企業文化與數位化趨勢」能與時共進，如

此數位化人才才能源源不斷（何心宇，2020）。 

(五)政府可逐步盤點並擴大屬於臺灣的「穩定供應鏈」清單 

中國舉辦「二十大」強調要自力更生發展高科技，贏得關鍵核心技術的爭奪

戰。另一方面，美國管制半導體技術出口更新「臨時通用許可」，中國 IC 設計尋

求海外廠代工因此受到嚴格限制。美國半導體設備供應商應材 Applied Materials、

科林 LAM Research、科磊 KLA 開始從中國晶片公司撤出員工，美國銀行分析這

些限制讓半導體設備廠的 2023 年營收減少 70 億美元，尤其是全球 70%市占率的

前五大半導體設備廠，依序為應材、艾斯摩爾 ASML、東京電子 Tokyo Electron、

柯林、柯磊。其中，中國營收占比最高的應材 Applied Materials 衝擊最為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加緊授權「中國信息技術應用創新工作委員會」持續建

立「信創白名單」，遴選本土供應商，加速取代美國技術，目前為止已有 1,8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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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個人電腦、晶片、網路和軟體的廠商名列其中。美國也推出類似的「乾淨網

路」策略，嚴格篩選網通供應鏈體系的國家背景。 

建議我國政府也需因應盤點「穩定供應鏈」清單，也就是能穩定供應臺灣產

業鏈的廠商，設立各項足夠穩定的標準，能夠及時反映上述「信創白名單」或「乾

淨網路」等不同國家策略的衝擊。同時，協助更多臺灣廠商能夠入選上述的「穩

定供應鏈」清單，藉此實質提升臺灣未來整體供應鏈的不可替代性，成為各國倚

賴的供應夥伴。 

(六)智慧浪潮下兩岸均積極發展數位科技，卻具高度重疊性，我方可籌組國家代

表隊，隨時評估兩岸競合新局勢 

中國已是我資訊相關產品之最主要生產基地，兩岸資訊系統產業目前在客戶

與產品上仍有差異，雖存有競爭，但多屬分工性質。剖析中國將重點發展的工業

互聯網、數位中國、美麗中國、健康中國、人工智慧等，都與我國現正積極發展

的五加二產業創新政策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具有高度重疊性。尤其是中國政府

積極建構半導體產業聚落的的決心下，臺灣半導體相關產業雖仍具有優勢，但在

中國政策補助與業者積極購併下，差距已逐漸縮小，競爭形勢更為劇烈。 

觀察兩岸對於數位科技產業的擘畫發展，許多部份有重疊性，因此面對中國

的產業競爭與內需市場，唯有利用腹地，發展臺灣自己的獨特性（利基領域）、差

異性，才能在全球數位經濟浪潮下的競局中脫穎而出。 

因此在「衡外情、量己力」的策略下，深入清查中國尚未發展的核心技術（如

半導體精密設備及關鍵材料等），會是臺灣面對中國紅色供應鏈（成本下降、殺價

競爭）的挑戰，所謂創造差異化（區隔對手及集中資源）應有的戰略布局。 

展望未來，在智慧浪潮下兩岸均積極跨入新興應用，包括 5G、人工智慧、物

聯網、雲端服務等新領域，將成為下一波兩岸新興產業競合的重點，而在中國具

內需市場與政策、資金大力引導與扶持下，我國業者更需籌組國家代表隊，以審

慎因應兩岸產業競合新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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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全球氣候中和發展對供應鏈之影響 

溫麗琪1、林俊旭2 

全球有將近 140 個國家承諾碳中和，各國紛紛發展綠色新政，以明確的減碳

路徑帶動市場轉型，也因此對供應鏈產生顯著的衝擊和影響。例如：全球品牌大

廠的綠色採購壓力，Apple 承諾 2030 年以前完成綠能 100％以及再生料 100％的

環境目標，隨之而起，供應商的揭露和轉型壓力成為非常多企業「碳焦慮」的主

要來源。為了有效瞭解全球氣候中和發展對供應鏈的影響，本章首先從企業碳焦

慮的根源，各國綠色新政所帶來的主要壓力來源先談起，包括碳定價、碳關稅、

以及永續金融 ESG 政策。第二節再從跨國企業供應鏈管理方向進行分析：包括跨

國企業依據其特性所進行的轉型政策方向。第三節則提供企業的轉型政策：包括

BP、Apple、雀巢等十家國內外企業。最後則是本章結論。 

一、國際三大政策成為供應鏈主要壓力來源  

近年來高溫熱浪、暴雨洪水等極端氣候事件不斷上演，環境議題為人類生存

及財產安全帶來的風險已不容忽視，為了減緩氣候變遷，各國紛紛宣示 2050 淨

零碳排目標，並積極推動「碳邊境調整機制」、「碳排放交易市場」、「永續金融」

等經濟手段政策，期望驅動企業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同時，也成為了企業進一步

要求供應鏈轉型的最主要壓力來源。以下針對國際三大經濟手段政策進行簡要說

明： 

(一)市場手段：碳定價 

碳排放交易市場是目前全球公認最為公平有效的減碳政策，由於企業過去在

進行經濟活動時，不需為其排放二氧化碳所產生的外部成本負責，但這些外部成

本所造成的後果，卻由全球人類共同承擔，顯然並不公平，因此，將二氧化碳的

排放成本附加於企業，進而創造減碳誘因的碳定價制度便應運而生。 

碳排放交易機制是一種碳定價政策，政府首先會設立溫室氣體的總量管制目

標，再分配二氧化碳的排放配額給各個業者，且允許業者依據自己的排放需求，

購買或賣出排放配額。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至 2022 年 4 月，全球實施的碳排放

交易機制總共有 32 個，其中，又屬歐盟的碳排放交易市場規模最大，根據數據供

應商路孚特(Refinitiv)統計，2021 年全球碳交易總量共計 158 億噸二氧化碳，歐

洲碳市場就佔了超過 122 億噸，交易金額達 6,825 億歐元。 

                                                      
1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2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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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隨著全球愈加嚴格的氣候政策，也使得市場參與者預期未來配額

將逐漸稀缺，因而願意支付更高的碳價，也造就全球主要碳市場的交易價格與交

易量不斷提升、碳市場總價值連年成長，2021 年碳市場的總交易價值高達 7,600

億歐元，比前一年的 2,880 億元成長近 164%，更連續五年創下新高，顯示在全球

碳中和趨勢下，企業若不即早進行減碳工作，未來面對的排碳環境成本將會愈來

愈高(表 8.1)。 

表 8.1、2019-2021 年全球主要碳排放交易市場價量比較 

 
資料來源：Refinitiv 2021 年度碳市場報告(2022) 

(二)貿易手段：碳邊境調整機制 

歐盟議會於日前通過歐洲氣候法，明訂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1990 年減

少至少 55%、2050 年達到氣候中和的目標，隨著歐盟的排放限制愈趨嚴格，為了

避免歐盟高碳排產業因生產成本提升，而將產業外移至其他管制較為寬鬆國家或

地區的「碳洩露」情況發生，同時也為維護歐盟境內產業競爭力，並加速他國溫

室氣體減排，歐盟於 2021 年 7 月 14 日提出了「碳邊境調整機制」草案，就「水

泥」、「肥料」、「鋼鐵」、「鋁」、「進口電力」等管制產品之產品碳含量認定方式、

進口產品申報方法、驗證方法，以及繳納憑證的時程訂定相關規範。 

今(2022)年 6 月，歐洲議會通過新版草案，除將管制產品擴大至「有機化學

品」、「塑膠」、「氫氣」和「氨」以外，亦將管制範圍擴大至間接排放，即來自製

造商使用的電力排放也須納入產品碳含量的計算，以更實際反映歐洲工業的二氧

化碳成本。在時程規劃上，2023 年至 2026 年為過渡期，進口商無須支付碳排放

費用，但仍須按季向會員國主管機關提交包含進口產品數量、實際產品的直接、

間接碳含量，以及產品於出口國所繳納的碳價等資訊；2027 年起，進口商應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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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31 日前申報前一年 CBAM 相關資訊(進口量、進口產品碳含量等)，並且

在扣除已於出口國繳納費用，以及享有之免費排放額度後，購足 CBAM 憑證。 

由於國際供應鏈的廠商散落於世界各地，因此各國氣候政策較難以對國外的

供應商造成減碳壓力，然而，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已規定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進口商須申報進口產品碳含量，因此，供應鏈廠商將會面對到來自於歐盟進口商

的資訊揭露及減碳要求，待 2027 年正式上路之後，CBAM 將進一步帶動整體供

應鏈的綠化、同時也對資訊揭露、減碳不力之供應商造成直接的衝擊。 

(三)金融手段：永續金融 ESG 

永續金融政策是目前國際重要趨勢，其目的在於透過資金支持，提供企業經

濟活動轉型誘因，而為使政府及市場參與者清楚辨別永續經濟活動，讓資金得以

確實流入永續領域，許多國家如：英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皆提出了判斷經濟活

動是否永續的標準，其中，又以歐盟在 2020 年 3 月發布的《歐盟環境永續分類

法》(EU Taxonomy)，最顯積極與完備。 

《歐盟環境永續分類法》為「農林漁業」、「製造業」、「電力、天然氣、蒸汽

和空調系統供應」、「運輸及倉儲業」、「建築和房地產活動」等 14 大經濟活動類

別、共計 103 項的經濟活動提出不同的質化及量化標準，並從 6 大環境目的及 3

大要件來辨別經濟活動是否永續。6 大環境目的包含：氣候變遷減緩、氣候變遷

調適、水及海洋資源的永續性及保育、轉型至循環經濟、污染預防與控制、生物

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護與復原。而經濟活動若要符合環境永續的標準，需滿足

3 大要件：首先，經濟活動在上述 6 大環境目的中，需至少對 1 項環境目的具有

「實質貢獻」；第二，該項經濟活動對於其餘環境目的，皆無造成「重大危害」；

最後，該項經濟活動必須遵守最低限度的社會治理保障(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的跨國企業準則、聯合國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 

環境永續分類標準的建置直接證明了「環境保護就是增加企業成本」的思維

早已過時，在碳中和的趨勢下，環境永續的經濟活動將更具競爭力，企業唯有掌

握先機，盡早轉型經濟活動，才不致在國際綠色金融的發展下逐漸遭受淘汰。 

 

二、跨國企業供應鏈管理方向  

綠色供應鏈較過去傳統供應鏈的管理更為複雜，必須就生產供應鏈各個環節

進行環境表現的提升，包括綠色採購、環境化設計、供應商管理、產品回收等。

從以上各環節，可看出績效表現上，供應鏈管理方向和排放範疇、永續採購、以

及跨國企業永續轉型方向有極大關係性，因此，以下就(1)溫室氣體排放範疇與供

應鏈管理、(2)永續採購參考指標，以及(3)跨國企業永續轉型方向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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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溫室氣體排放範疇與供應鏈管理 

在各國逐漸朝向淨零排放的目標進行努力之際，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在其發布的《淨零挑戰：供應鏈機遇》(Net-Zero Challenge: 

The Supply Chain Opportunity)報告中指出，食品、建築、時尚、快速消費品(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FMCG)、電子產品、汽車、專業服務和貨運等八大供應

鏈之碳排放量，就佔全球總排放量 50%以上，顯示供應鏈在減碳上具有極大潛力，

也是各國對抗氣候變遷議題中的重點項目。 

此外，根據國際非營利組織 CDP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碳揭露計畫)的

報告顯示，企業在供應鏈的碳排放量遠高於企業本身營運的排放量，平均為範疇

一及範疇二的 11.4 倍，此一現象在終端產品市場尤為明顯(圖 8.1)。舉例來說，雀

巢公司直接排放(範疇一+範疇二)的碳足跡僅占整體排放量的 5%，而其供應鏈的

排放量則遠高於直接排放的 10 倍之多，這也使得供應鏈碳排放量的計算成為許

多企業衡量整體溫室氣體排放時，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Net-Zero Challenge: The supply chain opportunity (2021) 

圖 8.1、不同產業之排放範疇比較 

 

為因應國際三大氣候政策對於企業資訊揭露之要求，並進一步了解自身排放

熱點以訂定具體可行之減碳策略，近年來，溫室氣體盤查已成為企業進行轉型前

的必要工作。2006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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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公告 ISO 14064 標準，將溫室氣體排放概念分為範疇一、範疇二及範疇三，

以作為溫室氣體盤查與查證之依據。2011 年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與世界資源研究所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共同發布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企業標準(Greenhouse Gas 

Protocol-Corporate Standard)，將範疇三間接排放細分為以下 15 大項目： 

 上游原物料運輸及配送 

 商務旅行 

 員工通勤 

 下游產品運輸及配送 

 購買產品與服務 

 資本貨物 

 燃料和能源使用相關活動 

 營運過程產生的廢棄物 

 上游資產租賃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加工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使用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生命終期處理 

 下游資產租賃 

 連鎖經銷商 

 投資 

由於範疇三計算困難且企業可選擇性量化項目，導致數據不精確，因此 2018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公告新版 ISO 14064 標準，將原本範疇一更改為「直接溫

室氣體排放與移除」，範疇二改為「輸入能源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而範疇三則

改為「運輸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企業使用其他企業提供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上游)」、「使用企業產品衍生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下游)」及「其他來源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量(無法分類)」四大項目，如有無法量化項目應有合理性解釋並進行

評估，更準確要求盤查企業應主動確認與檢討其盤查運作(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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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各盤查規範之排放範疇分類對照表 

環保署規範範疇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GHG protocol) 
ISO/CNS 14064-1 

直接排放 範疇一 
類別 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能源間接排放 範疇二 
類別 2： 

輸入能源之間接氣體排放 

其他間接排放 

範

疇

三 

上游原物料運輸及配送 

類別 3： 

運輸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商務旅行 

員工通勤 

下游產品運輸及配送 

購買產品與服務 

類別 4： 

企業使用其他企業提供產品

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上游) 

資本貨物 

燃料和能源使用相關活動 

營運過程產生的廢棄物 

上游資產租賃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加工 

類別 5： 

使用企業產品衍生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下游)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使用 

銷售產品與服務的生命終

期處理 

下游資產租賃 

連鎖經銷商 

投資 

- 無 

類別 6： 

其他來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量(無法分類)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指引(2022) 

以下詳細說明 ISO 14064-1 標準各項排放源定義及計算方式： 

1.類別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 

(1)固定燃燒源 

鍋爐、熔爐、廚房瓦斯爐、廢氣燃燒塔及焚化爐等固定式設備之燃料燃燒，

產生二氧化碳(CO2)、甲烷(CH4)與氧化亞氮(N2O)溫室氣體。其數據收集可透過現

場耗用統計資料、採購量及庫存變化或採購金額回推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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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製程排放源 

水泥、鋼鐵、石灰、物理或化學反應之製程設施排放，計算方法有三種，分

別為直接監測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依排放係數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及質量平衡

法計算。 

(3)移動燃燒源 

運輸槽車、貨運車隊、船舶及飛機等使用燃料燃燒造成排放，數據可由單據、

加油月報及燃料金額獲得。 

(4)逸散排放源 

廢棄物掩埋、化糞池、滅火器、冷氣機、冰箱等，從設備使用或接合處及密

封處洩漏與逸散氣體，造成氣體排放。 

(5)土地使用、土地變更、林業排放與移除 

添加有機物質到土壤、溼地變農田、土壤耕作及排水等活動產生溫室氣體。 

2.類別二：輸入能源之間接氣體排放 

輸入電力與能源間接排放，例如使用外購電力機械設備、蒸氣或熱機械設備

等，產生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數據計算由電費單、電錶紀錄及定期帳單得知。 

3.類別三：運輸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1)上游原物料運輸及配送 

供應者運送至企業或遍及整個供應鏈所有運送，包括入庫物流、出庫物流及

公司自有設施間的運輸和配送，而產生排放量。最低限度邊界為運輸和配送供應

商在使用車輛和設施期間發生的類別一和類別二排放，例如：來自能源使用等，

而可選擇的項目為與製造車輛、設施或基礎設施的生命週期排放。此類排放的計

算方法有兩種，分別為供應商提供耗油或能源消耗數據及由延噸公里推估(某特定

期間內，所運送貨物重量與其運程乘積之總和，以噸公里為單位)。 

(2)下游產品運輸及配送 

在揭露年份中，產品在售後運輸和配送所產生的排放，同時包括零售和儲存

排放。其最低限度邊界為運輸供應商、分銷商和零售商在使用車輛和設施過程中

產生的類別一和類別二排放。下游產品運輸及配送的計算方式有兩種，分別為承

攬商提供耗油或能源消耗數據及延噸公里推估。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196 

(3)商務旅行 

在揭露年份，員工商務旅行所產生排放量，例如飛機、火車、客運、汽車等

交通工具排放量及住宿產生排放量，其最低限度邊界為使用交通工具過程產生運

輸類別一和類別二排放。商務旅行的計算方法有三種，分別是供應商提供數據、

延人公里(推估各班次每一旅客搭乘公里數之總合)及經濟法推估(僅限臺灣)。 

(4)客戶及訪客運輸 

客戶前往拜訪企業及工廠，搭乘交通運輸及旅途中所產生排放。其計算方式

與商務旅行相同。 

(5)員工通勤 

在揭露年份中，員工由住家往返工作地點的運輸排放，其最低限度邊界為員

工和運輸供應商在車輛使用過程中產生的類別一和類別二的排放。計算方法分為

三種，第一種為公司派車接送，確認此方法是否涵蓋在類別一或容易與商務旅行

項目合併計算；第二種方法為問卷調查員工通勤狀況；第三種為員工數與國家統

計數據推估。 

4.類別四：企業使用其他企業提供產品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上游) 

(1)購買產品與服務 

在揭露年份中，企業購買或收購所有服務及有形產品必須納入計算，原物料

的萃取、製造、生產及處理、農業活動、被上游活動所消耗電力的生產、上游活

動產生的廢棄物處理等皆包含在此項目中，此項目易與資本貨物混淆。其最低限

度邊界為購買商品和服務所有上游排放。購買產品與服務的計算方法有兩種，第

一種為產品法，排放係數由供應商提供單位產品排放係數或經由資料庫及國際文

獻來源獲得；第二種為經濟法，其數據來源與上述相同。 

(2)資本貨物 

此項目通常為會計帳中的固定資產、工廠、財產及設備等，在揭露年份中，

購買或獲得之資本貨物在生產過程中所有的上游排放量。資本貨物的計算方法與

前述項目相同。 

(3)燃料和能源使用相關活動 

在揭露年份中購買燃料、電力與製造過程能源排放，當中不包含已計算類別

一使用燃料排放及類別二電力排放，內容詳如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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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燃料和能源使用相關活動範疇三內容 

活動 說明 適用性 最低限度邊界 

外購燃料

的上游排

放 

企業在消耗的燃料提取、生產

和運輸，例如：煤礦開採、汽

油精煉、天然氣分配與運輸、

生質燃料製造等 

適用於燃料

的最終使用

者 

所有的上游排放(不包

含購入燃料的燃燒過

程) 

外購電力

的上游排

放 

企業在發電、蒸汽、供暖和製

冷過程中，所消耗燃料提取、

生產和運輸 

適用於能源

的最終使用

者 

所有的上游排放(不包

含發電投入燃料的燃燒

排放) 

輸 配 電

(T&D)

損失 

在輸配電系統中，損失的發

電、蒸汽、供暖和製冷 

適用於能源

的最終使用

者 

所有在輸配系統中產生

的上游排放，包含生產

能源燃料的燃燒排放 

出售給最

終用戶外

購電量 

由企業購買並出售給終端用

戶的電力、蒸汽、加熱和冷卻

的發電量 

適用於電力

或能源銷售

業者 

購入電力的生產所造成

的排放 

資料來源：Greenhouse Gas Protocol, Technical Guidance for Calculating Scope 3 Emissions (2013) 

(4)營運過程產生的廢棄物 

在揭露年份中，企業因生產而排放廢棄物，像是固體廢棄物及廢水處理等，

透過第三方處理廢棄物排放量。最低限度邊界為廢棄物處理公司的類別一和類別

二的排放，可以選項目為廢物運輸產生的排放。 

(5)上游資產租賃 

在揭露年度，企業向出租人租賃資產，其營運情況之排放應納入本項目。最

低限度邊界為公司在經營租賃期間發生的出租人類別一和類別二的排放，可以選

擇項目為：製造或建造租賃資產相關生命週期排放。計算方式為租賃資產的能耗

推估。 

5.類別五：使用企業產品衍生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下游) 

(1)銷售產品與服務的使用 

揭露年份中，使用企業賣出中間產品及最終產品而產生排放，排放分為兩種

階段，第一種為直接使用階段排放，客戶使用直接消耗能源的產品、原料、冷媒

及空調設備等，產生客戶的類別一和類別二的排放；第二個為間接使用階段排放，

會間接消耗能源或電力產品的排放，像是服裝、食品及清潔劑等。其最低限至邊

界為售出產品預期壽命中，直接使用階段產生的類別一及類別二總排放量。計算

方法為三種，分別為下游廠商提供特定數據、利用資料庫推算及利用下游廠商的

組織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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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銷售產品與服務的生命終期處理 

在揭露年份中，企業售出產品後，需假設客戶產品無法使用時，最終處理方

式而產生的排放量，如果是售出中間產品，則應計算中間產品壽命結束時，處理

方式排放量。其最低限至邊界為廢棄物管理公司在售出產品的處置或處理過程中

產生的類別一和類別二的排放。計算方式有三種，分別為產品碳足跡拆分、情境

假設及 LCA 資料庫流程排放量估算。 

(3)下游資產租賃 

在揭露年份中，企業將資產出租給客戶，其營運過程產生排放應納入本項目

計算。其最低限度邊界為承租人在租賃資產運營期間發生的類別一和類別二排

放，可以選擇項目為製造或建造租賃資產相關的生命週期排放。計算方法為租賃

資產的能耗推估。 

(4)連鎖經銷商及投資 

在揭露年份中，經銷商在營運過程中產生排放量，可直接調查特許經銷商的

類別一及類別二排放量、燃料與電力使用量等，若特許經銷商或加盟店數眾多，

可以合理的採樣方式推估。最低限度邊界為特許經營期間發生的特許經營者的類

別一和類別二排放。計算方式有兩種，分別為經銷商、加盟店提供數據以及利用

主要經銷商數據推估剩餘排放量，例如樓地板面積推估用電量等。企業股權投資、

債務投資及項目融資等投資項目所產生排放量，其依照投資比例乘以其公司類別

一及類別二加總排放量納入計算。 

6.其他來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無法分類)：無法分類於前述 5 項類別，則計算

於此項目。 

(二)永續採購參考指標：以電子產品環境影響評估工具(Electron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 EPEAT)為例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定義，

永續採購係指組織於滿足其商品、服務、工具與設備需求時，不僅為其本身帶來

利益，同時降低採購行為對環境造成之衝擊，更替社會與經濟帶來正面效益，並

達成環境、社會及經濟三者之間的平衡。 

為落實永續採購、並且發揮資金力量鼓勵環境永善商品的發展，許多國家與

企業紛紛訂定出明確的參考指標，以作為公共或企業永續採購之依據，以美國環

保署(EPA)與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共同推出的電子產品環境影響評估工

具(Electron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 EPEAT)為例，為滿足美國政

府與大型機構日益增加綠色電子產品採購需求，EPEAT 於 2018 年 4 月推出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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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透過十大項環境指標、共計 25 項的必要性標準(required criteria)與 36 項選

擇性環境標準(optional criteria)，來為綠色電子產品進行下列分級： 

 金牌產品(Gold Product)：除滿足所有必要之環境標準外，另須滿足至少

75%之選擇性環境標準。 

 銀牌產品(Silver Product)：除滿足所有必要之環境標準外，另須滿足至少

50%之選擇性環境標準。 

 銅牌產品(Bronze Product)：滿足所有必要之環境標準。 

EPEAT 十大項標準說明及各必要與選擇性細項標準呈現如下： 

1.物質管理：產品為符合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法案》

(REACH)，其目的為化學品評估和選擇，減少有害物質之使用，像鎘、汞、

鈹、溴和氯等化學品限制。 

(1)必要環境標準 

 產品應符合歐盟 RoHS 指令物質限制 

 淘汰添加汞的燈具 

 減少塑膠零件中溴和氯含量且塑膠零件需小於 25 克 

 符合歐盟電池物質含量限制規定 

(2)選擇性環境標準 

 限制使用鎘 

 限制使用鈹 

 降低塑膠材料的溴和氯含量 

 避免或淘汰歐盟 REACH 附件授權清單(XiV)中物質 

 減少歐盟 REACH 高度關切候選清單(SVHC)中物質 

 塑膠零件中阻燃劑及增塑劑大於 25g 

 符合電子業材料聲明標準(IEC 62474)可申報物質  

 製造商應要求供應商揭露產品中材料、組件和零件的物質清單 

 對產品中所含材料、組件和零件物質進行接收、驗證和維護 

 減少平板顯示器製造過程中氟化氣體排放 

 減少半導體生產中的氟化溫室氣體(F-GHG)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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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材料選擇：消費後再生塑料為產品必須使用回收再利用塑膠材料。 

(1)必要環境標準 

產品應包含至少 2%消費後塑膠再生料、資料類產品(ITE)衍生消費後塑膠再

生料或生物基塑膠任意組合。 

(2)選擇性環境標準 

更高消費後塑膠再生料及資料類產品(ITE)衍生消費後塑膠再生料或生物基

含量，或者產品及外殼應平均包含至少 10%資料類產品(ITE)衍生消費後塑膠再生

料。 

3.生命終期設計：在產品使用到終期時，可以透過報廢處理資訊了解應如何處理

廢棄物。 

(1)必要環境標準 

 製造商通過中央資訊或網站向再利用和回收設施提供材料、零件等資訊 

 使用大於 25g 和大於 100g 分解塑膠零件 

 由樹脂組成或多種樹脂組合成可分離回收的塑膠零件 

4.產品壽命/生命週期延長：提高產品修復性及維護性進而延長產品使用壽命。 

(1)必要環境標準 

 服務支持為銷售日起至少三年內，製造商應告知購買者如何獲得產品維修

和更換服務 

 外殼應可常使用工具拆卸，並不會造成損壞 

 製造商應告知是否有備用零件提供維修及使用時間長度 

 提供產品電池更換及資訊 

(2)選擇性環境標準 

 產品應包含長壽命可充電電池組，經過 1,000 次使用後亦可充電至原始容

量 65%以上 

 製造商應在公開網站上提供產品服務和維修資訊 

 購買產品後可用最少零件將產品升級或維修 

 鋰電池容易從產品取出，無需使用外部熱源、工具、妨礙產品重複使用或

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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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節省能源：透過電源管理系統，降低能源消耗、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減少溫氣

體排放。 

(1)必要環境標準 

 符合當前能源之星計劃(ENERGY STAR)要求 

 對於顯示產品及提供初級電源的產品應具有小於 0.5W 最低功率模式 

(2)選擇性環境標準 

 內部能源效率需高於美國能源之星最低效率 80Plus 效率等級 

 外部電源能源效率超過國際外部電源效率六級 

 產品能耗應低於能源之星規範最大能量限制 

6.生命終期管理：提供產品回收服務、充電池回收及報廢處理，將產品重複利

用，減少垃圾並保護人類健康。 

(1)必要環境標準 

 製造商應提供全國產品回收再利用服務，像產品翻新或回收 

 製造商提供可拆卸充電電池回收計畫，並公開使用其計畫相關成本 

 透過政府認證報廢電子產品處理計畫，由製造商收回報廢設備 

7.產品包裝：包裝成分透過可回收材料、永續森林材料及散包裝，進而減少對環

境污染及塑膠使用。 

(1)必要環境標準 

 淘汰添加重金屬的包裝 

 產品包裝不得使用漂白劑將原始或回收纖維進行漂白 

 使用可分解包裝材料 

 包裝材料中應標記樹脂代碼 

 木質纖維包裝應含至少 35%回收成份 

(2)選擇性環境標準 

 產品包裝平均含至少 90%可回收、生物基塑膠或永續森林材料三項任意

組合成的包裝 

 製造商應向機構或客戶提供散裝包裝選項，以減少包裝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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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命週期評估及碳足跡：從原材料提取到產品壽命結束之生命週期評估、產品

碳足跡到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透過公開揭露及認證。 

(1)選擇性環境標準 

 製造商應使用 ISO 14044 和 ISO 14040 之標準，公開揭露任何產品進行生

命週期評估(LCA)且通過第三方認證 

 製造商應使用 PAS 2050 對從原材料提取到產品⽣命週期結束的產品生命

週期溫室氣體排放，即產品碳足跡，進行評估會計和報告標準 

 企業碳足跡為製造商自有和租賃設施溫室氣體排放及整個供應鏈溫室氣

體總排放量 

 產品運輸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9.企業環境績效：企業經由報告和公開揭露環境管理體系、能源管理及可再生能

源等，通過第三方認證。 

(1)必要環境標準 

 製造商通過第三方機構或採用國家標準認證環境管理體系(EMS) 

 製造商的企業環境績效報告，包含用水及消耗、能源使用及範疇一、範疇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 

(2)選擇性環境標準 

 供應商設施通過第三方機構或採用國家標準認證環境管理體系(EMS) 

 供應商的企業環境績效報告，包含用水及消耗、能源使用及範疇一、範疇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 

 製造商能源管理系統及能源績效改進，需通過第三方認證 ISO 50001 或認

證文件符合國家採用的標準版本 

 供應商能源管理系統及能源績效改進，需通過第三方認證 ISO 50001 或認

證文件符合國家採用的標準版本 

 製造商使用可再生能源 

 供應商使用可再生能源 

10.企業社會責任：通過社會責任規範及避免採購衝突礦物，保障勞工權益。 

(1)必要環境標準 

 公開揭露產品中衝突礦物使用資訊，聲明符合標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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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性環境標準 

 製造商應遵守國際勞工標準及各國內勞工規定 

 製造商應遵守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OHS)  

 通過工人培訓計畫、工會及成立合作社等項目改善衝突礦物採購 

 冶煉廠和精煉廠經由第三方機制認證，確認資訊準確性 

(三)跨國企業永續轉型方向：再生能源、循環經濟 

除上述藉由具體標準、指標來落實永續採購外，企業亦常透過響應國際氣候

行動倡議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及利害關係人宣示其轉型決心，同時也發揮採購影

響力，向供應鏈傳達減碳方向、並敦促供應鏈加速減碳行動，以符合企業未來的

永續採購標準。以下舉例說明再生能源及循環經濟相關國際倡議之內容與發展現

況： 

1.再生能源：RE100 氣候行動倡議 

2014 年由英國氣候組織 (The Climate Group, TCG)與碳揭露計畫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共同發起的 RE100 氣候行動倡議，在提倡再生能源使用

上展現出顯著的影響力。截至今(2022)年 1 月，全球已有 349 家企業響應 RE100

氣候行動倡議，並承諾最遲於 2050 年以前全面採用再生能源。 

根據 RE100 的 2021 年度報告《加緊步伐：RE100 於挑戰市場中加速發展》

(Stepping Up: RE100 gathers speed in challenging markets)顯示，2021 年響應 RE100

的 315 家企業，每年總消耗電力便高達 3,400 億(340TWh)度電，超越電力消耗排

名第 12 名－英國的年消耗電力。報告亦指出，2021 年企業的再生能源採購量總

計為 1,520 億(152TWh)度電，佔總消耗電力的 45%，此佔比也較 2015 年大幅成

長了一倍，顯示在 RE100 倡議之下，企業再生能源整體採購佔比已獲顯著提升(圖

8.2)。此外，自 2019 年以來，加入 RE100 的製造類別企業大幅增加，因此，2021

年所有會員企業提出達成 100%採用再生能源的目標年平均為 2030 年，較 2020

年延後了兩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1 年響應 RE100 的 315 家企業成員當中，有 77 家企業

參與了其供應鏈的再生能源使用、35 家企業預計於兩年內啟動供應鏈再生能源計

畫，此外，亦有四分之一的企業成員要求其供應鏈訂定再生能源採購目標。報告

指出，由於再生能源是企業與供應鏈之間較易於溝通、交流的話題，因此，也成

為了企業迅速降低供應鏈排放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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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E100, Stepping Up: RE100 gathers speed in challenging markets (2022) 

圖 8.2、2015-2020 年 RE100 成員數及再生能源佔比成長趨勢 

 

2.循環經濟：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 

在循環經濟方面，跨國非營利民間組織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於 2018 年共同合作推出「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New Plastics Economy Global 

Commitment)」，承諾的共同願景包含以下六大面向： 

 透過重新設計、創新和全新的物流模式以淘汰有問題或不必要的塑膠包裝 

 在可行狀況下，應當採用重複使用模式，降低一次性使用包裝的需求 

 所有塑膠包裝都能 100%重複使用(reusable)、可回收(recyclable)或可堆肥

(compostable) 

 確保所有塑膠包裝的重複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是實際可執行的 

 塑膠使用與有限資源的耗用完全脫鉤 

 所有塑膠包裝都不含有害化學原料，並重視所有產業相關人員的健康、安

全和權利 

除了上述共同承諾的內容外，「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亦分別針對企業、政府

或其他(如非政府組織、基金會、學會、金融機構及其他組織)簽署者，分別訂定不

同的承諾內容，在企業方面，更依據角色的差異而有各自明確之承諾目標，企業

簽署者應承諾之內容條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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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同全球承諾的共同願景 

(2)遵循下列各項承諾 

A.使用包裝商品之企業、零售業者、觀光服務業、食品服務業、包裝生產者。 

 採取行動，在 2025 年淘汰有問題或非必要的塑膠包裝 

 採取行動，在 2025 年將一次性使用的包裝轉變為重複使用之商業模式

(reuse business models) 

 在 2025 年，100%轉變為可重覆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的塑膠包裝 

 針對 2025 年所有使用的塑膠包裝，設定採用可回收塑膠原料比例(消費者

使用後回收比例)的宏遠目標 

B.原物料製造商：設定宏遠的 2025 年目標，增加使用可回收塑膠之比例，或

(僅針對生產可堆肥塑膠的製造商)設定 2025年達成 75%原料來自於可再生

材質，並自負責任管理之來源採購原料。 

C.收集、分類、回收產業：設定宏遠的 2025 年目標，增加可再生/可堆肥塑膠

的產量和品質，同時按此原則降低掩埋和焚燒塑膠的總量。 

D.耐久財(Durable goods)3製造商：設定2025年所有用於產品或零組件的塑膠，

使用可回收原料塑膠的目標比例。 

E.塑膠產業的供應商：設定一系列宏遠目標，支持塑膠產業達成各項承諾。 

F.投資者：在 2025 年前，針對可以落實塑膠循環經濟願景的企業、科技或其

他資產進行具規模性的實質投資。 

(3)承諾相互合作，以增加重覆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塑膠原料的使用比例 

(4)公開發布年度執行進度報告 

「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至今已獲得世界各地超過 500 家政府、企業、金融

單位、學術單位等組織簽署，其中，除了佔全球塑膠包裝生產總量 20%的企業簽

署者，皆已承諾採取行動實現 2025 年各項目標外，各企業也承諾相互合作，以加

速提升重覆使用、可回收或可堆肥塑膠原料的使用比例。 

此外，根據「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2021 年度進展報告，簽署全球承諾的品

牌和零售商估計將於 2018 年至 2025 年間降低約 19%的包裝原生塑膠總使用量

(圖 8.3)，如再加上塑膠和包裝製造商簽署的回收含量目標，將能進一步減少每年

約 800 萬噸原生塑膠的生產，相當於每年在地下保留 4,000 萬桶石油；這也意味

著在「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的共同合作及明確目標之下，不符承諾的塑膠原料

供應商將會面臨到極大的轉型衝擊與挑戰。 

                                                      
3 耐久財是指無法立即消費完畢且相對不易耗損、可持續使用 3 年以上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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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圖 8.3、2018-2025 年簽署承諾之零售商和品牌商降低使用包裝原生塑膠量示意 

 

三、各產業綠色供應鏈案例  

從上面跨國企業永續轉型方向的討論可得知再生能源和循環經濟為主要企

業的轉型策略。然而，不同企業的經濟活動不同、性質不同，在轉型策略上也會

有很不一樣的作法。因此，以下就目前各產業的代表性案例進行說明： 

(一)零售業：Walmart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Walmart 在淨零目標的制定上，通過 SBTi4的認可，承諾在 2040 年前全球營

運達到零碳排，相關中短期目標的設立包含了範疇一及範疇二5的溫室氣體排放應

於 2025 年前減少 35% (以 2015 年排放量為基準)，並且在 2030 年前減少 65%。

                                                      
4 2021 年 10 月 SBTi 發布了⟪淨零排放標準⟫(The Net Zero Standard），試圖為企業長期的氣候策略建立標
準，這項⟪標準⟫為希望設定「淨零排放目標」的企業，提供了更為清晰的指引，協助企業以科學為基
礎，建立減量目標。 

5 依溫室氣體排放來源劃分之三大類溫室氣體排放範疇，範疇一係指來自於製程或設施之直接排放；範

疇二係指來自於外購電力、熱或蒸汽之能源利用間接排放；範疇三係指非屬自有或可支配控制之排放

源所產生之排放，如因租賃、委外業務、員工通勤等造成之其他間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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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mart 同時也是 RE1006能源倡議組織的成員，針對營運活動之能源使用，目標

在 2025 年前轉換使用至少 50%的再生能源，並於 2035 年前達到使用 100%再生

能源的願景。另外，Walmart 也計劃透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改善運輸過程中使

用的冷凍技術等方式達到其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Walmart 為了達成全球價值鏈在 2030 年前減少十億噸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

的目標，從 2017 年開始透過「Project Gigaton」管理其範疇三的排放，為其範疇

三排放管理之主要政策。 

參與「Project Gigaton」計畫之供應商，應設立與 Walmart 要求之六大領域(能

源、自然資源、廢棄物、包裝、資源使用、交通)相關的減碳目標7，該目標需謹守

明確(Specific)、可衡量(Measurable)、可達成(Achievable)、相關性(Relevant)、時效

性(Time-limited)之五大原則(SMART 原則)，且需每年定期向 Walmart 回報目標之

執行過程與狀況，才得以取得 Walmart 的認證。 

匯豐銀行在 2019 年開始，提供資金給予參與 Walmart「Project Gigaton」並且

符合資格的供應商，特別針對中小企業，使其能夠有足夠的資金做出相對應的綠

色投資及轉型。截至 2022 年 6 月，共有 4,516 間供應商參與該計畫。另外，所有

供應商皆須遵守 Walmart 提供之「供應商行為準則」，除遵守相關環境法律與法規

外，供應商還應當減少能源耗用、設計與運作廢料回收體系，並以負責任的方式

處理化學廢物。 

(二)石化業：BP 公眾有限公司(British Petroleum)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BP 提出在 2050 年前達到淨零排放，階段性目標包含在 2025 年全球營運減

少 20%排放量、2030 年前針對範疇一、範疇二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至少 50% 

(以 2019 年排放量為基準)。 

BP 因為石化產業性質的關係，從上游原油提煉探勘、中游聚合產生工業基本

原料，過程都將消耗大量能源而產生較高的碳排放，石化產業下游製造之產品也

屬於高碳排產品，故其減碳策略主要透過產業轉型，從「聚焦於生產資源的國際

石油公司」轉型為「著重於提供客戶解決方案的整合能源公司」(Deloitte, 2021)，

                                                      
6 RE100 是由國際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與碳揭露計畫(CDP）於 2014 年共同發起的全球再生能

源倡議，邀請全球企業公開承諾 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 
7 設立並匯報至少一項六大領域相關之減碳目標的供應商會獲得「Sparking Change agent recognition 

status」之認證；設立並匯報至少三項六大領域相關之減碳目標的供應商會獲得「Giga-Guru status」認

證。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208 

增加投資氫能源等再生能源、減少原營運中高碳排產品，提供市場符合淨零趨勢

所需的能源產品，在轉型方面的相關政策包含了： 

 預期在 2025 年前投入 40%以上的資本支出在幫助其產業轉型成複合型能

源公司、目標 2030年產出 90-100億的息稅折舊攤銷前盈餘(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EBITDA)8，該項投資預期納入

各種低碳技術，包括再生能源、生質能源、太陽能、離岸風電、氫能產業，

並提早佈局氫能以及碳捕集、使用和封存(CO2 Capture Utilization Storage, 

CCUS)等技術 

 減少上游產業之石油製造及石油精煉製造，預計在 2030 年前減少 40%的

油氣生產 

 在 2023 年前完成所有製造廠區增設甲烷測量器，掌握排放程度並減少

50%以上的排放量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BP 的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企業本身的上游油氣生產業，對於範疇

三溫室氣體排放之控制，BP 主要透過上游油氣減產、碳封存及捕捉技術及藍氫的

使用，目標在 2025 年前減少 20%排放量、在 2030 年前減少 35-40%之溫室氣體

排放(以 2019 年排放量為基準)，以支持其 2050 零碳排目標之達成。另外，BP 也

計畫從消費端著手，減少提供碳排放密集的產品，如化石燃料，並增加低碳能源

之供給。 

(三)電子業：Apple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Apple 的減碳目標通過 SBTi 的認可，承諾在 2030 年對整體公司業務、製造

供應鏈和產品生命週期實現碳中和，並於 2030 年前相較 2015 年的碳排放減少

75%，同時著手制訂創新的碳移除解決方案，以消除剩餘 25%的總和碳足跡(鄭宇

涵，2021)。 

在排放範疇方面，Apple 範疇一、二的碳排放佔整體排放量不到 1%，其排放

主要以範疇三為主，佔整體排放量 98%以上(圖 8.4)；Apple 自 2020 年 4 月已透

過 100%再生能源及購買碳抵消達成自身營運碳中和目標，並開始專注於如何和

供應鏈合作達成供應鏈和產品生命週期碳中和。 

                                                      
8 息稅折舊攤銷前盈餘(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EBITDA)。EBITDA 

是用來評估公司核心獲利能力的指標，去除跟公司營業沒有直接關係的項目(利息、哲稅費、折舊和

攤銷），更可以看到公司主要業務的賺錢能力，通常會與營業現金流(透過公司本身營運實際流入的現

金）比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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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Apple 官網 (2020) 

圖 8.4、Apple 企業內部與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Apple 2020 年宣示將在 2030 年以前，使其全製造供應鏈達到 100%碳中和；

在能源方面，Apple 本身為 RE100 能源倡議組織成員，並持續與其全球供應鏈合

作，以其 2015 推出的「清潔能源計畫」9，加速並支持供應商全面轉用清潔能源，

Apple 雖然並未指定參與該計畫的供應商應選擇使用何種清潔能源，但鼓勵供應

商應建立自己的再生能源採購或發展策略，如果供應商無法設置再生能源案場，

Apple 則希望供應商與新的再生能源案場簽署電力購買合約。截至 2022 年 4 月，

Apple 的 213 個主要製造合作夥伴已承諾在 25 個國家使用可再生電力推動所有

Apple 生產工作。Apple 也在世界各地直接投資再生能源計畫，包括中國和日本近

500 兆瓦的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項目，同時，Apple 也和臺灣當地夥伴合作建

設屋頂太陽光電，以供應直營門市或辦公室的部分用電，並透過簽訂長期合約擁

有這些再生能源憑證，利用臺灣再生能源憑證(T-REC)的追蹤系統來驗證所購買

的再生能源，作為上游減排計畫的一部分。 

                                                      
9 ⟪清潔能源計畫⟫是 Apple 為幫助其供應商達成營運過程中 100%使用清潔能源的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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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原料採購方面，Apple 遵守「負責任的物料閉環採購方法」10，目標

是僅使用回收與再生原物料來製造產品，透過三種方式達成其物料使用的循環： 

 採購可回收再生物料及包裝材料 

 增加產品使用週期 

 報廢產品可成為未來裝置的用料等 

2021 年 Apple 之電池包含 100%負責任的採購和再生的主要礦物，如何協助

回收業者以高效率且安全的方式回收 Apple 的產品，是原物料閉環採購一項重要

的環節，因此，Apple 提供《Apple 回收廠指南》給專業的電子產品回收業者，使

業者能安全地拆卸 Apple 產品，同時將資源回收極大化。 

除此之外，Apple 針對其供應商亦提出了《供應商責任準則》(supplier 

responsibility standards)，規範供應商本身也應透過保存、重複使用、回收、替代

或其他措施，減少其本身所消耗的化石燃料、水、有害物質和天然資源。《供應商

責任準則》中對於供應商整體環境其他方面的行為規範還包含： 

 在溫室氣體排放項目中，供應商需詳細登錄碳足跡，並每年進行查驗 

 供應商應對供應鏈中之物料進行盡責調查，確保物料來自非衝突礦區 

 供應商應對水資源及廢棄物皆應實施系統管理，對因營運產生的廢水進行

識別、控管並減量，且目前 Apple 已有 17 家供應商廠區獲得水資源管理

組織，國際可持續水管理聯盟(AWS)的認證 

 物質管控方面，供應商所有提供給 Apple 的產品應遵守 Apple《管制物質

規範》 

(四)紡織業：Adidas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Adidas 承諾在 2025 年前全球營運達到碳中和，且其減碳目標通過 SBTi 認

可，Adidas 達到碳中和的策略為增加市場中永續產品的供給及生產過程中產品物

料的循環，目標在 2025 年其銷售的 90%產品都能包含永續之生產製造。「3-loop 

strategy」即是 Adidas 的一項環境策略，透過可再生物料製作產品，並且得以回收

再製，最後達到循環經濟的目的。Adidas 在 2020 年首次發行其永續債券，其產

生的資金會用來支持永續原物料、永續製造生產、社區經營等項目。 

                                                      
10 在⟪2022 年環境進度報告⟫中，Apple 的負責任採購工具箱，為閉環採購提供了一系列的策略與做法，

希望透過增加回收與再生資源的獲取比例，最後達到閉環採購的目的，跳脫使用需透過開採而來的原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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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針對供應鏈排碳，Adidas 提出 2030 年前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30% (以

2017 年的排放量為基準)，以及 2050 年供應鏈實現碳中和的目標。Adidas 透過

adidas SEA (Social Environmental Affairs)團隊對其供應商進行審查與管理，新進供

應商須符合 adidas SEA 團隊所要求的條件，才有機會與 Adidas 合作，例如：所

有供應商須遵守 1998 年制定的 Rstricted Substances Policy (‘A-01’ Policy)，不合規

定的原物料將會被愛迪達拒絕；對於原有供應商，adidas SEA 團隊將對其定期評

比、輔導與分級教育訓練，並將其戰略一、二級供應商11納入其環境計畫，共同為

淨零目標做出貢獻。 

供應商除須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外，Adidas 在能源、水資源、化學物質使用

及廢水處理皆對其供應商做出相對應的細項規範，並計畫在 2025 年達到以下目

標： 

 針對能源使用，Adidas 要求其戰略一級、二級供應商使用再生能源，使排

放量不再增加，得以維持在 2017 年的水準 

 在水資源方面，二級供應商應對其設備減少 40%的用水量 

 有關化學物質的使用，目標 80%以上的供應商須遵守「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ZDHC 12」、「生產限用物質清單 Manufacturing 

Restricted Substance List, MRSL」，同時，至少 80%供應商之廢水處理應

參考 ZDHC 之《廢水指南》中之相關做法 

Adidas 對其環境計畫中的一、二級戰略供應商須共同合作的環境作為包括：

主要供應商應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持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與越南的主要供應

商合作，提供再生能源相關的技術指導，並計畫參與越南的直接購售電合約13；

生產過程中供應商應不再引進任何新的燃煤機械並同時使舊機械逐步退場；

Adidas 也將對其在亞洲的一、二級供應商採取環境相關訓練計畫。 

(五)食品業：雀巢 

1.減碳目標 

雀巢之減碳目標通過 SBTi 的認可，目標在 2050 年前達到零碳排，該目標涵

蓋了範疇一、二、三的排放。其階段性目標包含：以 2018 年排放量為基準，2025

                                                      
11 戰略供應商：包括製造合作廠商及主要物料供應商，為 Adidas 長期合作的策略夥伴。一級供應商：

意指與 Adidas 有直接合約關係的供應商。二級供應商：意指 Adidas 負責設計、製造的獨立被許可方

或者為 Adidas 開源商品製造的中介代理商，二者的直接供應商。 
12

 ZDHC(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致力於推動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的目標，透過一系列指
南工具提供產業(輸入端)及其供應鏈(過程管理)處理相關有害物質的做法。 

13 直接購售電合約將允許商業和工業組織以直接購售電合約的形式獲取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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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達到減排 20% (透過所有據點全面使用可再生電力、可再生包材的轉換、使用

經永續認證的咖啡與可可豆、20%主要物料之取得須來自再生農業等策略)以及

2030 年前較 2018 年減排 50% (過種植 2 億棵數、50％主要物料之取得來自再生

農業、生產製造過程使用再生熱電發電等)。 

2.減碳策略 

因食品業的產業性質，需透過牛隻飼養、大面積伐林種植等碳排放活動取得

食品原物料，生產包裝過程亦會產生高量碳排放，故雀巢約 95%的溫室氣體排放

來自其上下游產業(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因此透過與企業夥伴合作達到其減碳

目標尤為重要(圖 8.5)。 
 

 

  資料來源：Nestle 官網 (2022) 

圖 8.5、雀巢 2018 年各範疇溫室氣體排放量 

 

雀巢供應商不僅需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還需參與雀巢的減碳計畫，共同

合作達成目標。雀巢為減碳目標的達成制定了八大計畫： 

(1)與原物料供應農場合作達到減碳目標： 

在畜牧業方面，研發瘤胃改造的創新科技，減少牛隻產生的碳排放，並且以

再生農業生產的飼料餵養，同時提供農場供應商更效率的管理方式，以最少的資

源達到最高的產量。在土地與農業生產方面，雀巢要求供應商不再破壞森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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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採取混農林業等作法，停止對自然資源的剝削，並且同時增加造林活動，在

2023 年前計畫種植 600 萬棵樹。雀巢透過 Nespresso AAA Sustainable Quality™ 

Program, the Nescafé Plan and Nestlé Cocoa Plan 管理原物料之選用，並有責任採購

的相關標準規範「responsible sourcing standard」。 

(2)創造更多低碳產品，並重新規劃現有產品： 

在生產決策中加入原物料的碳排訊息，幫助產品經理的生產決策。 

(3)投資在包裝的革新： 

透過新的包裝設計及單一化塑膠原料，讓包裝可以達到回收再利用的目標，

並將一次性塑料轉換成食品級塑料，減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 

(4)使用可再生能源生產製造商品： 

2025 年所有據點應全面使用可再生電力生產；2030 年生產製造過程使用可

再生的熱電發電。 

(5)最佳化路線、最大化裝運量減少運輸過程的碳排放： 

透過投資 IT 系統規劃最效率的運輸路線，並且轉換符合歐盟汽車污染排放

標準的低碳運輸設備。 

(6)開發碳去除技術(agroforestry, silvopas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forests and 

peatland)： 

透過混農林業、林木牧場、復原森林及煤炭地等自然農法，達到碳去除之效。 

(7)持續打造雀巢的永續品牌價值： 

在雀巢的子品牌中，持續打造永續的品牌價值。 

(8)提倡環境議題： 

與農民、產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及社區共同深度討論、並參與氣候議題。

此外，土地使用與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佔了雀巢超過 2/3 的排放量，因此農業領

域的減排便是雀巢的首要目標，為終止生產過程中持續的伐木活動，雀巢在 2021

年 6 月實施「Forest Positive」14策略，目標在 2025 年停止所有伐木活動。 

                                                      
14 「Forest Positive」計畫通過打造 100%零毀林的供應鏈、長期對森林的保育行動及幫助雀巢主要林地

轉型等三大策略方向，幫助林地的長期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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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鋼鐵業：寶鋼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根據寶鋼股份提出的碳達峰及碳中和的雙碳目標，其計畫在 2023 年四基地

總體實現碳達峰，2025 年形成減碳 30%工藝技術能力，2035 年力爭減碳 30%，

力爭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寶鋼實現碳中和的路徑主要有三： 

(1)綠色製造 

致力於鋼鐵產品製造過程的低碳化，分為短中長期的做法，有為達成不同目

標的不同做法，短期追求能源效率的提升，例如增加廢鋼使用量的舉措；中期有

富氫碳循環高爐、電爐產能置換、生質循環利用等佈局；長期則以氫基豎爐從源

減少碳排放。 

(2)製造綠色 

致力提供更多綠色鋼鐵產品，以推動社會低碳轉型和中國能源開發。此外，

寶鋼的「取向硅鋼」亦能支持中國西部到東部的電力高效率運輸。 

(3)綠色產業 

在廣東、雲南等地發展林業碳匯合作。並與中國寶武合作發展綠色生態圈，

在水氣污染治理、清潔能源開發等方面持續推進可持續發展計畫。 

寶鋼發行了中國首單低碳轉型綠色公司債券，資金用來支持其於 2022 年開

使建造的「湛江鋼鐵氫基豎爐系統」項目，該項目用以代替常規高爐冶金流程，

並預計於 2023 年底完成。該氫基豎爐通過風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發電製取“綠

氫”，生產過程中大幅減少溫室氣體的產生，為一個透過從源頭杜絕排放的方法，

有望實現淨零碳排放的鋼鐵冶煉過程。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寶鋼雖未針對其供應鏈提出明確減碳目標，然而，其仍規定供應商應遵守其

內部規章制度，包含：《原物料供應商管理辦法》、《設備資材供應商認證管理辦

法》、《供應商現場審核管理辦法》、《原物料供應商評價標準》等。寶鋼對於供應

商的選用將納入國際標準認證之考量，依照《資材備件採購管理方法》規範的採

購政策，其將優先與通過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和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

理體系認證的供應商合作，也會優先考慮具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的供應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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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寶鋼承諾不採購原料來自衝突礦產區和高風險影響區的衝突礦物，以

及主要透過海運運輸原物料的寶鋼，將配合國際海事組織的標準15與其船東進行

合約的調整與修改，推動航運低碳排放。 

(七)航空業：維京 Virgin Atlantic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維京航空目標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並且在 2026 年減少 15%總排放(以

2019 年排放量為基準)，2030 年前採用至少 10%可持續航空燃料，2040 年前減少

40%淨排放(同以 2019 年排放量為基準)。 

在策略上，維京航空因其產業性質，有超過 80%的溫室氣體排放是來自其飛

航過程的燃料使用，故從 2011 年開始，維京航空與 LanzaTech 合作開發可持續航

空燃料，並同時與 Carbon Engineering 及 Storegga 合作，計畫在英國塔爾伯特港

旁建造可持續航空燃料的廠房，以利直接捕捉廢氣，轉換成可持續航空燃料，並

在 2018 年奧蘭多到倫敦的航行中首次使用了可持續航空燃料。 

另一方面，維京航空也試圖減少飛航過程中的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例如在洗

漱包物質的選用每年就可以為維京航空減少 9.5 噸的塑膠廢料，耳機包裝袋改用

可回收包裝、攪拌棒改用竹子製成及改用紙質吸管等策略每年都將為維京航空減

少可觀的塑膠廢料的產生。而維京航空也將透過機種汰舊換新、與機長溝通最佳

路線等方式提升飛航效率。 

此外，維京航空參與了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實施的「國際航空碳抵銷及減排計劃」(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RSIA)16，透過第三方專家的參與，將資金投

入在可靠的碳抵減計畫中。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維京航空未對供應商提出具體減碳目標，然在策略上，維京航空要求其供應

商遵守相關供應商準則，並且透過 EcoVadis17平台監測與評估其供應商的永續作

為。 

                                                      
15 國際海事組織(IMO)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於 2016 年 10 月決議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船舶燃油硫含量

必須從現行的 3.5%以下，減至 0.5%以下。 
16

 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的成員國必須確保其航空公司遵守每三年

碳抵消的要求。從 2019 年開始，成員國每年還要對其國際航班的碳排放進行監測、報告和驗證。 
17 Ecovadis 為一幫助企業管理上、下游減排成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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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內產業案例：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日月光的減碳目標，通過 SBTi 認證，中期目標為在 2030 年前將範疇一及範

疇二 (以 2016 年為基準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35%，最終在 2050 年前達到零碳

排放，而短期盼能在 2025 年達到以下目標： 

 節電比率大於當年度需求電力 2%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 100％廠區 

 再生能源使用量佔總用電量的 27% 

 溫室氣體密集度較 2015 年減少 10% 

 廠區導入內部碳定價 

 輔導關鍵供應商溫室氣體盤查 100% 

在策略方面，日月光所推動的循環經濟包括五大主軸：直接回收、再使用、

場外再生、再生物料、供應與租賃。日月光將循環資源及去物質化的概念導入到

產品的流程設計及生產週期階段中，透過再生設施及再利用廠，對原物料、水資

源、化學品、包裝材料等資源進行回收再生、重新設計製造，最後將再生資源及

可回收材料再次提供給供應商，達到循環經濟的效果。 

此外，日月光於 110 年亦訂定「環境責任政策」，以規範日月光投控並作為與

商業夥伴和利害關係人推動環境保護事務的原則。「環境責任政策」相關策略包

括： 

(1)設計與開發  

 提升產品生態效率，導入創新研發技術與管理 

 管控及限制生產製造物料及元件之有害物質使用  

 提供輕薄短小及具能源效率的產品解決方案  

 研發循環回收之材料或延長使用壽命  

(2)採購與供應鏈  

 依循日月光投控衝突礦產採購管理政策和綠色產品規範，全面推動綠色採

購  

 兼顧客戶需求與綠色設計，與上/下游供應鏈合作開發創新的材料及設備，

以提升整體供應鏈之技術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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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產與製造  

 提升資源、能源與水的使用效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棄物之排放，並應妥善處理廢棄物及循環利用 

 廢水妥善處理、回收與監測  

 增進原物料之可回收性與再利用  

 重視並尋求環境友善材料替代有害物質，擴大內外部循環再生利用，以達

成「資源最大利用率」與「落實清潔生產」之目標  

 透過重新設計、循環加值、回收還原、共享經濟、循環農業與產業共生實

際作法，推動循環經濟  

(4)運輸與物流 

 透過溫室氣體盤查掌握上/下游輸配碳排放量，選擇低碳排放之運輸載具，

持續優化運送路徑規劃和配送中心之網絡  

 優先選用可回收、低環境衝擊或可重複使用之包裝材料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日月光的碳排放有 92.4%都是來自範疇三(圖 8.6)，故日月光的淨零目標達

成需與供應商協作完成。日月光針對範疇三排放提出較 2030 年減排 15%的目

標，在策略上，對於供應鏈的管理則聚焦於「循環再生18」與「低碳使命」，其

中循環再生的減碳策略中又包含水管理、廢棄物與資源管理、循環經濟等範

疇，透過循環設計使能資源循環再生，最後達到價值鏈的循環經濟效果，以及

透過對產品的去碳化設計與優化，達到低碳生產與製造的目的。 

日月光透過與供應商合作達到其減碳目標，供應商需簽訂「供應商行為準

則承諾書」，遵守日月光投控制定之「供應商行為準則」，其中對於供應商的環

境相關規範包括：廢水、廢棄物及有害物質的管控、預防污染與節約資源、供

應商本身也應建立自身公司級別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等。 

此外，日月光每年針對供應商進行調查與風險評估，例如：日月光會對其

供應商提供的礦產進行盡責調查，而供應商產品中所含之金、錫、鉭和鎢需來

自業界公認之組織所認證之非衝突礦產的冶煉廠。 

 

                                                      
18 日月光投控的循環再生是以日月光投控為核心，連結產業鏈上的供應商與合作夥伴，透過重新設計、

循環加值、回收還原、共用經濟、循環農業與產業共生實際作法，創造出半導體業的循環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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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月光控股官網 (2022)，本報告部份重製 

圖 8.6、日月光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九)國內產業案例：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自身營運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友達光電於 2022 年加入全球再生能源倡議組織 RE100，是全球顯示器製造

業中首家承諾於 2050 年全面使用再生能源的企業，減碳目標通過 SBTi 認證，承

諾於 2025 年達成絕對減碳 25% (以 2018 年為基準)，並於 2030 年實現所有辦公

據點零碳排。 

2018 年友達提出「Carbon 2020 減碳計畫」，預計透過產品創新、綠色製造、

綠色採購三大方向，達成五年內減碳 100 萬公噸的目標，截至 2020 年，累積減

碳貢獻度已達成 194 萬公噸(圖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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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官網 (2020) 

圖 8.7、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Carbon 2020 減碳成果 

 

此外，友達也制定其他碳管理策略，包括： 

(1)設計與開發  

友達每年公告碳價作為外部成本內部化參考指標，如 2021 年公告內部碳價

為每噸 1,099 新台幣元，相對每度電可節省碳費成本為新台幣 0.55 元。 

(2)碳資產管理 

制定碳資產管理策略，友達持續精進 F-Gas 減量管理，再提出抵換專案申請，

使公司減碳的努力實質轉換為碳資產。 

(3)創新提案與獎勵制度 

鼓勵企業同仁持續發想新方案及參與活動，促進全員參與並發展更具創新的

節能技術。透過數位平台，公告各廠區競賽成績，各廠區亦以生產直接成本項目

例如節電率、水回收率等訂定年度目標，每月審核目標達成率，作為各廠碳能源

管理績指標與獎勵依據。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友達光電與關鍵供應商共同承諾於 2025 年後逐年降低碳排放量，達成 2030

年碳排放絕對減量 20%目標，並對其供應商布達減碳節能、合法礦源、在地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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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等重要政策，例如綠色採購方面，友達在 2021 年與工研院合作導入綠

色採購管理機制，研擬修訂綠色採購政策及建立供應商篩選與檢核制度，採購單

位與相關供應商須承諾遵循綠色採購原則、減少購置一次性物品，並優先評估符

合環保署認可的綠色標章產品與服務；循環經濟方面，透過逆物流及循環使用，

節省地球資源等。 

供應鏈深度減碳是友達氣候行動下的重點目標，關鍵供應商將承諾完成溫室

氣體盤查及建立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並透過友達自行開發的 SCM CSR 

portal19系統平台，系統化整理水、電、碳排、廢棄物等年度稽核資料，建立供應

鏈永續績效指標，並進行管理及評比，例如，在水資源方面，友達推動供應商節

水管理，同時監控、輔導供應商完成節水目標；節電減碳方面，推動供應商節電

方案，降低產品生命週期的能源使用；運輸方面執行具低碳精神的複合式運輸；

循環經濟的概念則透過包材回收及泥物流及循環使用來實踐。 

友達的供應商須遵守《AUO 供應商/外包商行為準則》，其中在環境方面的規

範，包含污染預防、廢棄物管制、水資源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追蹤等。值得注意

的是，友達列出了在環境方面對供應商的稽核重點與關注範疇，包括： 

(1)對於廢水廢氣與固體廢棄物，供應商應提供排放許可及污染防制計畫書、污

防設備操作與維護紀錄、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2)對於化學品與有害物質，供應商應提供危害物質種類清單及使用量、法規文

件及申報紀錄、操作及貯存管理等相關資訊。 

(3)對於溫室氣體管控，供應商應提交友達近期盤查紀錄、第三方查證報告、減

量方案。 

(十)國內產業案例：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自身營運的目標與策略 

台積電目標在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及 RE100 目標20，階段性目標為：2025

年排碳達高峰，2030 年降回 2020 年水準。為此，台積電制定了《台積公司環境

保護政策》，以持續推動綠色廠房、綠色製造與綠色供應鏈的方式，管控環境風險，

邁向淨零排放。 

台積電對於氣候與能源的控管方式分為：推動低碳製造、使用再生能源、改

善能源使用效率、強化氣候韌性等四大方針，例如，在溫室氣體減量方面，台積

                                                      
19 SCM-CSR 為 AUO 採購的永續供應鏈管理平台，提供的功能有：1.AUO 供應鏈 CSR 相關政策公告、

2.供應鏈 ESG 績效指標、3.供應鏈 ESG 相關問卷調查、4.CSR 相關線上課程與共榮活動、

https://scmcsr.auo.com/csr_scm/  
20 台積電的計畫是在 2030 年以前，達成全公司生產廠房 40%用電量使用再生能源，非生產廠房 100%使

用再生能源；2050 年則 100%使用再生能源，且用電消耗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降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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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透過製程氣體使用量最佳化、使用碳中和天然氣等作法控制範疇一溫室氣體排

放；透過興建綠建築廠房及使用再生能源等方式控制範疇二排放，目標 2030 年

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30%。在再生能源使用方面，台積電目標在 2030 年

全公司營運據點使用 40%的再生電力。透過尋找節能機會點、與機台設備商開發

節能方案的方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目標新節能措施累積節電量達 50 億度(以

2016 年為起始年)。並且根據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Recommendations, TCFD Recommendations) 之架構強

化氣候韌性，使其生產活動不會因氣候災害而中斷。 

2.針對供應鏈的減碳目標與策略 

台積電對於供應商永續管理方針可分為「提升永續風險控管」與「推動綠色

低碳供應鏈」二大策略方向，持續要求供應商以台積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為

行動依歸，並訂立節電、節水、減廢與減碳目標。二大策略方向說明如下： 

(1)提升永續風險控管 

2030 年前，第一階供應商21應完成「永續管理自評問卷」、要求供應商進行負

責任礦產盡責調查，且每年至少稽核三間供應商負責任礦產盡責調查等。 

在策略上，台積公司與供應商夥伴密切合作，透過「遵循準則」、「評估風險」、

「參與稽核」及「持續改善」四大執行方針驅動供應商持續改善、勇於承諾，並

主動與其上游供應商展開永續行動。為促進全球供應商夥伴共同成長，台積公司

以全球責任供應鏈管理平台「Supply Online 360」統整供應商溝通管道，透過控管

線上數據以推動線下改善成效，具體實踐永續半導體供應鏈，台積電也將供應商

依風險矩陣評估分級，採取不同程度的因應該不同風險。 

另外，台積公司依據「負責任礦產確保計畫(Responsible Minerals Assurance 

Process, RMAP)」要求供應商採購非衝突原物料。台積公司要求產品中含有鉭、

錫、金、鎢的供應商遵循負責任礦產政策採購，並簽署負責任礦產聲明書。 

(2)推動綠色低碳供應鏈 

2030 年前，提升在地採購比例(間接原物料達 64%、零配件達 60%)、輔導供

應商累計節電量達 15 億度、累計節水量達 3,500 萬噸、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100%，主要產廢在地供應商減少 35%廢棄

物產出量。 

在「推動綠色低碳供應鏈」的執行上，台積電推動臺灣、美國、中國廠區的

在地採購，協助當地供應商提升技術與品質、降低成本及碳排放量，建立高效率、

                                                      
21 第一階供應商：直接交易且年度訂單 3 筆以上，交易金額大於 500 萬新台幣者，民國 109 年共 1,144

家符合定義，同時因每年簽署供應商重複度高，簽署頻率由每年調整為每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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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競爭優勢的半導體產業鏈。在台積電公司本身的減碳策略中，透過零廢製造中

心將電子及化學品回收，台積電要求清運廠商遵守《供應商運輸管理白皮書》規

範，同時清運廠商應取得 ISO 45001 等管理系統認證，預計於 2023 年達 100%認

證率。此外，台積公司也持續要求及輔導供應鏈節電、節水，以達其 2030 訂定之

目標。 

(十一)小結 

綜觀十間國內外企業，在減排目標及策略的制定上，有過半數的企業以國際

倡議項目：氣候科學方法(SBTi)設下其減碳計畫，以 2050 年達成淨零排放為最終

目標，分階段訂定其達標規劃；在節能計畫的設立上，國外企業有 Walmart、Apple，

國內企業有友達、台積電加入 RE100 再生能源倡議行動。 

此外，尚可觀察到，企業對於其減排策略的制定，不外乎是在能源、水資源

管理、固體及氣體廢棄物、化學物質、包材選用、運輸改善、自然資源維護等幾

大項中提出其環境策略及承諾，作為達成企業淨零目標的實質做法；而依據企業

的產業性質，企業對於供應商管理側重的重點會有所不同，例如，食品業的雀巢，

因原物料開採的過程必然會造成森林生態的破壞，其對於自然資源就做出了 2030

年植樹累積 2 億棵的承諾；以石化產業的 BP 則計畫透過上游逐年減產及投資低

碳能源的方式，以生產面的減排及銷售面的轉型，引領該企業走出傳統高污染產

業的行列；而紡織業的 Adidas，因其製造免不了使用大量的化學及人造物質，故

在化學物質及廢水處理的管理上，皆使用了高規格的國際標準：ZDHC《生產限

用物質清單》及 ZDHC《廢水指南》。 

由於大部分的企業，其溫室氣體排放大宗來自上游製造生產及原料取得，也

就是範疇三排放的部分，因此綠色供應鏈管理對於企業凈零目標的達成便顯得格

外重要。報告中的十間國內外企業，皆有自己一套管理供應商的系統及方針，在

供應商的選用及評定等議題上，部分企業明確規範出供應商應取得或逐漸取得相

關國際標準認證如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ISO 9001 品質管理

系統認證及國際可持續水管理聯盟(AWS)認證。除此之外，供應商也應遵守該企

業所訂出之最低標準的供應商行為準則，規範中最常見的範疇為：原物料取得須

來自非衝突礦區；提升能源效率及逐步採用再生能源等倡議；對於水資源、廢棄

物處理，供應商應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針；因應企業本身循環經濟的策略，供應

商也應合作發展能夠回收再生的物質，且配合該企業的物質回收處理政策。 

在國際間的淨零趨勢下，各品牌大廠皆做出了該企業的減排承諾，所有供應

鏈上的企業應一同作出相關環境承諾，品牌大廠才有機會趕上其所提出的計畫時

程並且達標，因此，臺灣企業也應儘早提出該價值鏈上符合品牌大廠要求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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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包括全面性的碳盤查活動、合規的減碳行動方針等，以達成全人類對於環

境共同的目標—巴黎協議中對於 2050 年全球升溫不超過 1.5℃的願景。 

四、綠色供應鏈對臺灣意涵及因應建議  

從本章「碳排放交易市場」、「碳邊境調整機制」、「永續金融」國際三大經濟

手段政策、跨國企業永續轉型方向，以及國際上品牌大廠主要之轉型方向和綠色

供應鏈要求案例，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主要結論 

1.碳中和承諾下，碳稅、碳關稅、金融機構的資訊揭露、以及供應鏈管理為企業

轉型壓力來源 

近幾年極端氣候事件對於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環境保護意識的

提升也進一步驅使國家和企業紛紛承諾碳中和目標，更帶動了供應鏈的轉型契

機。而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碳邊境調整機制」、「永續金融」三大政策的發

展，亦分別為供應商帶來了不同的影響與衝擊。 

在碳排放交易機制方面，雖目前多數碳交易市場尚未納入供應鏈排放，然而，

隨著碳定價政策的發展，「碳排有價」的概念將逐漸深植於一般大眾和利害關係人

的觀念之中，也使得供應鏈碳排所帶來的外部成本更容易被外界計算、檢視，成

為了供應鏈減排的間接驅動力。另外，在碳邊境調整機制方面，繼歐盟公布碳邊

境調整機制草案後，美、日等國亦陸續表明跟進，代表未來出口商將會面臨到來

自於各地進口商對於產品含碳量資訊揭露以及減碳的要求，也對供應鏈造成最主

要、直接的衝擊。最後，歐盟環境永續分類法為各項經濟活動訂定出明確的永續

標準，使金融機構在投資決策上更易於比較、判斷企業所生產的單位產品碳含量

是否符合永續標準，因此，在永續金融政策下，供應鏈所面臨到的將是如何降低

原料碳含量，使其符合環境分類法的挑戰。 

2.供應鏈規範從過去較寬鬆的環保要求，轉變為更具體、強制性的規範要求，如

再生能源 100%、再生料 100% 

在各國品牌大廠明確的對外說明轉型方向下，供應商轉型的契機已從過去鼓

勵性質的宣導，轉變為強制性的綠色供應鏈規範。從美國電子產品環境影響評估

工具(EPEAT)、RE100、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以及各產業綠色採購政策以觀，相

關的採購指標亦從抽象、寬鬆的標準，轉為更具體、嚴格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

下，供應商「不減碳就拿不到訂單」的跡象已逐漸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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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既有採購商的轉型壓力，供應商尚須面對來自氣候倡議所形成的聯合約束

力 

在過去一般的認知當中，供應鏈的轉型壓力可能大多來自於採購商，然而，

隨著愈來愈多的國際大廠響應 RE100、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等國際氣候倡議，供

應鏈轉型壓力的來源已逐漸從單一、獨立的採購企業，擴大為來自於整體倡議所

形成的聯合約束力，響應氣候倡議的企業將自成綠色供應網絡，進一步加劇氣候

議題對於供應鏈所帶來的衝擊。 

(二)主要建議 

身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碳中和對於我國產業供應鏈造成的潛在風險與

衝擊不容小覷，如何有效降低來自於各界的轉型壓力，有賴於企業與政府即時的

因應對策。 

1.政府應敦促企業盡快建置碳盤查、環境資訊揭露與 ESG 運作架構 

以企業而言，從上述各產業綠色採購政策可以發現，未來供應鏈面對到的主

要轉型壓力包含：盤查、資訊揭露與減碳，因此，無論是大型或中小型企業，皆

應事先了解自身採購商對於綠色供應鏈的相關政策，例如：是否有特定項目之資

訊揭露要求(產品碳含量、耗水、耗電量等)、是否針對再生能源、循環材料或水資

源方面訂定環境目標等；並盡早透過第三方認證機構的盤查，釐清自身經濟活動

在相關指標上的表現，據此擬訂出具體可行之減碳策略。 

2.國內政府和各國綠色新政相關趨勢差異甚大，宜即早建置排放交易市場、碳邊

境調整機制、以及永續金融相關政策架構 

政府作為引領企業轉型之主要推手，亦應密切關注國際政策趨勢，並即時做

出因應，尤其碳定價已成為各國政府邁向淨零碳排之重要政策，未來碳邊境調整

機制上路後，更將對未設置碳排放交易機制的國家造成衝擊，因此，對於我國而

言，碳排放交易機制的建置刻不容緩。此外，在資訊揭露方面，目前臺灣企業 ESG

相關議題的資訊揭露主要透過「永續報告書」(Sustainability Report 或 ESG Report)

來呈現，並且規範食品工業、化學工業、金融保險業、餐飲收入占營收達 50%以

上的企業，以及資本額達 50 億元以上(預計 2023 年資本額門檻由 50 億元降至 20

億元)的企業才具有申報永續報告書的義務。然而，來自供應鏈的資訊揭露要求並

不會因企業規模而有差異，且我國中小企業佔比高達 98.9% (共 154 萬 8,835 家)，

對於我國經濟競爭力影響甚巨，因此，政府如何提升國內盤查量能、並且輔導企

業進行盤查、資訊揭露等工作，亦為未來協助我國產業供應鏈轉型之一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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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需要建置跨部會統整平台，有效統合碳議題的發展核心和重點，逐一進行

部會成員和企業教育訓練，避免政府各單位雞同鴨講，浪費社會資源 

由於國內既非聯合國會員，亦非巴黎協議會員國，資訊來源受阻，國內政策

溝通常有雞同鴨講的情勢發生，甚至資訊積非成是的狀況出現。目前非常需要跨

部會統整平台，才能促成重要政策的形成，避免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喪失，如排放

交易市場、碳邊境調整、和永續金融的制度建置。 

國內需要建置跨部會統整平台，有效統合碳議題的發展核心和重點，逐一進

行部會成員和企業教育訓練，避免政府各單位雞同鴨講，浪費社會資源。 

4.國內需要建置淨零碳排資訊平台，有效建置各企業面對資訊揭露所需的各項資

訊 

以企業資訊揭露的需求而言，目前除了碳排放資訊的揭露之外，還有企業是

否遵循 ESG 相關法令等各項指標數據。由於氣候議題為科學邏輯性議題，必須進

行系統性思考，資訊的整合需要成為必要，因此，政府即有必要建置企業淨零碳

排實際資料庫，做為未來政策滾動式調整之所需。 

 

五、附件 

(一)各產業綠色供應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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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減碳目標與策略 

  
目標 

策略-Scope 1+2 策略-Scope 3 
組織(範疇一＋二) 範疇三 

零售業 Walmart 

1) 2040 年達成淨零

(base year：2015) 

2) 2025 年減排 35% 

3) 2030 年減排 65% 

4) 減碳目標經 SBTi認

證 

1) 減碳 10億噸 

2) 承諾以巴黎協議

2050年淨零排放為目

標 

1) 再生能源的使用 

2) 提升能源效率 

3) 改善運輸設備 

4) 轉換固定式燃料 

5) 冷凍技術的改善 

˙「Project Gigaton」:設定六大領域（能源、自然資

源、廢棄物、包裝、資源使用、交通）相關的減碳目標

及方案 

˙Co-created a collaborative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open only to Walmart suppliers 

˙供應商應遵守⟪供應商行為準則⟫ 

石化業 BP 

1) 2050 年達成淨零

(base year：2019) 

2) 2025 年減排 20% 

3) 2030 年減排 50%  

1) 2050年達成淨零

(base year：2019) 

2) 2025 年減排 20% 

3) 2030 年減排 35-40%  

1) 提升營運效率 

2) ccs-碳捕捉，回注

(reinjection)，增加氣體的回

收 

3) 營業生產活動組合最佳化 

4) 增加低碳能源的投資比例 

˙Scope 3： 

1) 營業生產活動組合最佳化 

2) CCUS and blue hydrogen 

˙Value chain: 

1) 生質能源製造/銷售 

2) 電動車充電(EV charging) 

3) 再生能源 

電子業 Apple 

1) 全球營運已於 2020

年達碳中和 

2) 減碳目標經 SBTi認

證 

1) 2030 年達成碳中和

(75%透過減排，25%透

過碳抵減機制） 

2) 減碳目標經 SBTi認

證 

1) 低碳產品設計 

2)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3) 增加再生電力的使用 

4) 減少生產流程中直接排放 

5) 投資碳移除項目 

1) 供應商須遵守⟪準則⟫（供應商行為準則）、⟪標準⟫

（供應商責任標準） 

2) 幫助供應商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 

3) 支援供應商改用再生能源 

紡織業 Adidas 

1) 2025 年達成淨零

(base year：2017) 

2) 減碳目標經 SBTi認

證 

1) 2030 年減排 30% 

2) 2050 年達成淨零目

標 

3) 減碳目標經 SBTi認

證 

1) 增加水資源使用效率 

2) 增加廢棄物轉換率 

3) 實施永續生產過程 

4) 要求建物的興建與翻新符合

綠建築標章 

5) 持續追蹤職場安全 

1) 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 

2) 生產中不再引進任何新的燃煤機械並使之逐步退場 

3) 與在越南的主要供應商合作開發 direct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DPPA) mechanisms 

4) 持續增加能源使用效率 

5) 對其在亞洲的一、二級供應商採取環境相關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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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Scope 1+2 策略-Scope 3 
組織(範疇一＋二) 範疇三 

食品業 Nestle 

1) 2050年達成淨零(base year：2018) 

2) 2025年減排 20% 

3) 2030年減排 50% 

4) 減碳目標經 SBTi認證 

1) 以永續的方式獲取原物料（研發瘤

胃改造的創新科技，減少牛隻產生的碳

排放等） 

2) 包裝的創新、減少廢棄物產生 

3) 提升運輸效率（最大化裝運量及路

線的優化）使用再生能源製造產品 

4) 投資在能源效率的提升 

供應商應與雀巢一起達成淨零目標 

˙遵守⟪責任採購準則⟫ 

˙供應商也應對其上游產業做出符合該準則

的規範 

鋼鐵業 中國寶鋼 

1) 2023年碳達峰(2020為基準) 

2) 2025年形成減碳 30%的技術工藝 

3) 2035年減碳 30% 

4) 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 

*未明確指出該目標是否涵蓋範疇三排放 

《寶鋼股份城市鋼廠整體規劃綱要

(2019- 2024年)》為其環境管理策略 

1) 提升能源效率 

2) 興建綠色工廠推動城市循環經濟建

設 

3) 發展 CCUS、CCS技術 

˙內部規章制度：《原物料供應商管理辦

法》、《設備資材供應商認證管理辦法》、

《供應商現場審核管理辦法》、《原物料供

應商評價標準》等 

 

˙嚴格的供應商准入：供應商須提供相關 ISO 

14001、ISO 45001、ISO 9001 認證等、供應

商審核、供應商評估 

航空業 
Virgin 

Atlantic 

1) 2050年達成淨零(base year：2019) 

2) 2026年減排 15%  

3) 2040年減排 40% 

*未明確指出該目標是否涵蓋範疇三排放 

1) 發展可持續航空燃料(SAF) 

2) 增加使用耗能效率較好的機種 

3) CORSIA計畫成員- 投資在碳移除等

項目(如再造林、再生能源、直接空氣

捕捉) 

遵守 Virgin Atlantic 的責任供應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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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Scope 1+2 策略-Scope 3 
組織(範疇一＋二) 範疇三 

臺灣 日月光 

1) 2050年達到淨零

排放 (base year：

2020) 

2) 2025年減排 20% 

3) 2030年減排 35% 

4) 減碳目標經 SBTi

認證 

1) 2050 年達到淨零排

放 

2) 2025 年減排 20% 

3) 2030年減排 15% 

4) 減碳目標經 SBTi認

證 

短期盼能在 2025年達到以下目

標： 

1) 節電比率大於當年度需求電

力 2% 

2)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 100％廠

區 

3) 再生能源使用量佔總用電量

的 27% 

4) 溫室氣體密集度較 2015年

減少 10% 

5) 廠區導入內部碳定價 

6) 輔導關鍵供應商溫室氣體盤

查 100% 

1) 價值考量：獲取具競爭力的供應鏈整體價值 

2) 多元化供應：維持同種材料至少有兩間以上之供

應商，確保原物料之持續供應 

3) 品質優先：取得供應商所提供最佳品質之產品與

服務 

4) 策略性合作：整合供應商之資源與能力協同提升

創新力 

5) 永續採購：提升供應商經濟、環境與社會之永續

性績效 

6) 責任礦物採購：確保供應商提供之產品使用來源

可靠的非衝突礦產 

 

˙⟪供應商行為準則⟫： 

供應商須訂立公司級別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能源消

耗和所有相關範疇一、二的溫室氣體排放應追蹤、紀

錄及公開報告，已達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供應商應

當找到方法來改善能源利用效率並盡量減少能源消耗

和溫室氣體排放 

 

˙⟪環境責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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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Scope 1+2 策略-Scope 3 
組織(範疇一＋二) 範疇三 

臺灣 友達 

1) 2050 年達到淨零

排放、全面使用再生

能源 (base year: 

2018) 

2) 2025 年減碳 25% 

3) 2030 年全球辦公

據點零碳排 

4) 減碳目標經 SBTi

認證 

5) RE100 

1) 2050 年達到淨零排

放、全面使用再生能源 

2) 2025 年要求供應商

開始逐年降低排放量 

3) 2030 年碳排絕對減

量 20% 

4) 減碳目標經 SBTi認

證 

˙友達氣候變遷管理政策： 

1) 資訊透明：依國際標準揭露資訊 

2) 減緩調適：發展綠色產品，進行效率管

理 

3) 責任參與：參與政策研訂 

4) 合作發展：與利害關係人合作發展低碳

經濟 

 

˙其他碳管理策略：導入內部碳定價、制

定碳資產管理策略 

1) 對供應商布達減碳節能、合法礦源、在地採

購、綠色採購等重要政策 

2) 透過自行開發的 SCM CSR portal 系統平台，

系統化整理水、電、碳排、廢棄物等年度稽核資料 

3) 建立供應鏈永續績效指標，並進行管理及評比 

 

˙2023年起，供應鏈每年減碳 2%，所有供應商應

於 2022年取得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驗證，

作為未來減碳的基準 

˙齊力於 2030 年前達成減碳 20% 的目標 

˙供應商須遵守⟪供應商/外包商行為準則⟫ 

臺灣 台積電 

1)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使用 100%再生能源 

2) 2025 年達到碳達峰 

3) 2030 排放水準回歸 2020 年、電力採用 40%

以上的再生能源 

⟪台積公司環境保護政策⟫： 

以持續推動綠色廠房、綠色製造與綠色供

應鏈的方式，管控環境風險，邁向淨零排

放 

 

1) 推動低碳製造：持續採用最佳技術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成為產業低碳製造標竿 

2) 使用再生能源：持續購買再生能源及設

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增加再生能源使用量 

3) 改善能源使用效率：規畫年度新增節能

措施，積極落實節能行動，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 

4) 強化氣候韌性：擬訂氣候變遷應變與預

防措施，降低氣候風險影響 

˙「推動綠色低碳供應鏈」: 

提升在地採購比例（間接原物料達 64%、零配件

達 60%）、輔導供應商累計節電量達 15 億度、

累計節水量達 3500 萬噸、高用電供應商取得

ISO 14064 溫室氣體排放查證證書完成率

100%，主要產廢在地供應商減少 35%廢棄物產出

量 

 

˙「提升永續風險控管」： 

以⟪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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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環境面向目標與策略 22 

企業其他環境面向

的目標及策略 
Energy Nature Waste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Chemical Water Biodiversity Material use 

零售業 Walmart 

1) 減少能源使

用或增加效率 

2) 轉型再生能

源  

1) Walmart's 

overall goal: 2030

年前復原 5億畝的土

地及 100萬平方公里

的海洋 

2) 透過：投資

WRI、MapBiomas 等

組織 

3) 與供應商合作達

成（提供的相關商品

需有可持續認證） 

1) 對可回收材

料有適當的管

理體系 

2) 妥善處理食

物、產品、物

質廢棄物 

 

1) 減少產品不

必要的包材 

2) 使用可回收

包材 

提升運輸效率、

最佳化運輸路線 

以負責任的方

式處理、儲

存、運輸與棄

置化學品和危

險廢物 

1) 須對廢水、雨

水回收管理 

2) 有適當的運作

體系 

投資自然資源

的同時保護生

物多樣性 

設計製造低碳

生命週期的產

品 

石化業 BP 

投資新能源項

目（離岸風

電、太陽能、

氫能） 

支持以自然為基礎

的環境項目 

減少甲烷排放       1) 提升水資源使

用效率 

2) 生產過程水資

源循環再利用 

 

˙2025達到 20%水

資源正效益 

˙2030達到 100%

水資源正效益 

1) 提升環境多

樣性 

2) 支持恢復生

態的項目 

3) 發揮淨正面

影響 

  

                                                      
22 黑色：企業本身規範、藍色：企業對供應商的規範、桃紅色：企業本身+供應商須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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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其他環境面向

的目標及策略 
Energy Nature Waste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Chemical Water Biodiversity Material use 

電子業 Apple 

˙RE100 成員 

 

1) 能源效率 

2) 再生電力 

3) 減少直接排

放 

1) 投資碳移除

項目 

2) 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

理系統)認證 

 

˙供應商應取

得、遵守必要

環境使用許可 

1) 供應商應以負責

任的方式回收廢棄

物，並有系統的管理

與減少廢棄物 

2) 需制定污染預防

等方針 

3) 定期識別、減少

有害氣體排放 

 

˙採納 UL2799 零廢

棄物標準 

2025年終止塑

膠包材 

  供應商遵守⟪管

制物質規範⟫ 

1) 供應商應減少廢

水並對其監測 

2) 供應商應系統性

管理雨水 

 

˙與 AWS 合作，且

供應商應逐步取得

AWS認證 

設計、管理、

生產及採購物

料時，考慮生

物多樣性的問

題 

˙礦物來自非衝

突礦區：⟪負責

任原物料採購標

準⟫ 

 

˙原物料採購的

閉環循環政策 

紡織業 Adidas 

˙取得 ISO 

50001(能源管

理系統)認證 

 

˙一、二階供

應商使用再生

能源保持排放

穩定 

取得 ISO 

14001(環境管

理系統)認證 

增加廢棄物轉換率 包材使用回收

的低密度聚乙

烯製成 

  ˙2025年目

標：80%以上的

供應商須遵守

ZDHC⟪生產限用

物質清單⟫ 

 

˙Restricted 

Substances 

Policy 'A-01' 

˙增加水資源使用

效率 

 

˙2025年目標： 

1) Tier 2 供應商

減少水資源密集使

用度 40%以上 

2) 目標 80%供應商

遵守 ZDHC⟪廢水指

南⟫ 

1) 承諾保護關

鍵物種 

2) 自然生態系 

1) 責任採購政

策 

2) 使用有機棉 

3) 原料使用回

收聚酯纖維 

4) 使用海洋廢

棄塑料取代原聚

酯纖維 

5) 創造能循環

利用的物質 

 

 



後疫情產業供應鏈韌性發展研究 

232 

企業其他環境面向

的目標及策略 
Energy Nature Waste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Chemical Water Biodiversity Material use 

食品業 Nestle 

1) 2025 年全面營運

全面使用再生能源  

2) 2030 年生產製造

過程使用可再生的熱

電發電 

 

˙生產製造過程盡可

能使用再生能源 

1) 2025 年前 100%零毀林 

2) 使用再生農業產生的

原物料 

3) 使用永續認證的咖啡

與可可豆(可可豆追朔源

頭並須符合相關第三方認

證) 

4) 主要物料之取得來自

再生農業 

5) 2030 年前種植 2 億棵

樹 

  ˙2025年前

100%使用可再

生包材，增加

回收率 

 

˙減少塑膠的

使用 

提升運輸效率 最小化危害環

境保育的物質

使用且該物質

須妥善處置 

節約用水，加

強水資源管理 

恢復森林及泥

碳地，以增加

生物多樣性 

  

鋼鐵業 中國寶鋼 

1) 外購清潔能源、

自建新能源循環設施 

2) 透過技術改革創

新提升能源效率：氫

冶金技術、天然氣噴

吹實驗、富氫碳循環

高爐低碳冶煉技術、

微波電加熱燒結工藝

研發 

 

˙取得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認證 

取得 ISO 14001(環境管理

系統)認證 

1) 投資大氣

污染治理、污

水排放治理、

廢棄物循環利

用 

2) 遵守寶鋼

的⟪危險廢棄

物管理辦法

⟫、⟪固體廢棄

物管理辦法⟫ 

3) 鋼渣等固

廢循環利用 

  海運是寶鋼原料

運輸的主要方式

之一，2020年國

際海事組織

(IMO)決定所有

船舶使用燃油的

硫含量標準降低

到不高於 0.5%，

寶鋼將與各家船

東溝通推動船運

的低排放 

  使用廢水、雨

水回收再利用  

*寶山基地

2030年冷軋廢

水項目 

避免廠區建設

在生態脆弱地

區、持續監測

周邊環境保護

生物多樣性 

責任採購：礦

物來自非衝突

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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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其他環境面向的

目標及策略 
Energy Nature Waste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Chemical Water Biodiversity 

Material 

use 

航空業 
Virgin 

Atlantic 

˙ 2030年達到 10% 

SAF 

 

˙不使用過多資源製造

產品，且所有產品使用

的能源都應盡可能有效

率 

避免使用對雨林造

成高度破壞的物質 

供應商應去除任何可能的一

次性使用物質，且該物質不

侷限於塑膠 

供應商使用產品

時應考量包裝設

計是否符合： 

1) 減少資源耗

用 

2) 是否為可再

生可回收材質 

3) 未來能夠再

使用的可能性 

透過選用在地

供應商減少運

輸活動的碳排

放 

最小化使用對

環境有害的化

學物質並確保

對物質廢棄處

置不傷及環境 

確保水資源管

理，包含節水方

法、不污染社區

水資源供給的方

法 

餐飲部購買的

產品需支持生

物多樣性 

  

臺灣 日月光 

˙提升資源、能源與水

的使用效率，降低溫室

氣體排放 

 

˙⟪供應商行為準則⟫ 

1) 供應商須訂立公司級

別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2) 能源消耗和所有相關

範疇一、二的溫室氣體

排放應追蹤、紀錄及公

開報告，已達溫室氣體

減排的目標 

3) 供應商應當找到方法

來改善能源利用效率並

盡量減少能源消耗和溫

室氣體排放 

˙⟪供應商行為準

則⟫ 

1) 取得所有必須

的環境許可報告 

2) 應節約和實踐

（如改良生產、維

修和設施程序、替

換材料、再利用、

節約、回收或其他

方法）節約自然資

源（包括水、化石

燃料、礦物和原始

森林產品）的消耗 

 

˙承諾零無毀林，

緩解與森林相關的

風險與衝擊 

˙減少污染物、有毒物及廢

棄物之排放，並應妥善處理

廢棄物及循環利用 

 

˙⟪供應商行為準則⟫ 

1) 應實施系統性的措施來

識別、管理、減少和負責任

地棄置或回收固體廢棄物

(無害的) 

2) 應控制營運過程的廢氣 

 

˙以日月光投控為核心，連

結產業鏈上的供應商與合作

夥伴，透過重新設計、循環

加值、回收還原、共用經

濟、循環農業與產業共生實

際作法，創造出半導體業的

循環經濟價值 

優先選用可回

收、低環境衝擊

材料或可重複使

用之包裝材料 

透過溫室氣體

盤查掌握上/下

游輸配碳排放

量，選擇低碳

排放之運輸載

具，持續優化

運送路徑規劃

和配送中心之

網絡 

⟪供應商行為準

則⟫：應當識

別、管理釋放

到環境中的有

害物質並加以

妥善處理 

˙廢水妥善處

理、回收與監測 

 

˙⟪供應商行為

準則⟫ 

1) 施用水管理計

劃，以記錄、分

類和監察水資

源、使用和排放 

2) 尋求機會節約

用水，以及控制

污染渠道 

3) 所有污水在排

放或棄置前，應

當按照要求對其

進行分類、監

察、控制和處理 

承諾遵循

SDGs 15保育

陸域生態系

統，與外部組

織合作促進生

態資源管理 

⟪供應商行為

準則⟫ 

1) 責任採

購：礦物來

自非衝突礦

區 

2) 應當遵守

所有適用法

律法規和客

戶要求，禁

止或限制在

產品和製造

過程中納入

特定物質(包

括回收和棄

置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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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其他環境面向

的目標及策略 
Energy Nature Waste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Chemical Water Biodiversity Material use 

臺灣 友達 

˙導入 ISO 

50001 能源管理

系統 

1) 低碳生產創新 

2) 提高能源效率 

3) 推動再生能源

（友達為 RE100

成員，目標 2030

達到 30%使用再

生能源、2050年

達到 100%使用再

生能源） 

 

˙⟪供應商行為

準則⟫ 

應追蹤、紀錄企

業層面的能源消

耗及溫室氣體排

放，並尋求合成

本效益的能源改

善方法 

1) 導入 ISO 

14001 環境

管理系統 

2) 2020 年

發起「Green 

Party 手 

護臺灣綠色

堡壘」十年

植樹計劃 

 

˙⟪供應商行

為準則⟫ 

1) 取得所有

必須的環境

許可報告 

2) 應預防污

染、節約資

源 

廢棄物再利用，推動

循環經濟：廢光組剝

離液再利用、廢溶劑

轉換成輔助燃料、再

生銅管 

 

˙供應商稽核重點： 

1) 排放許可及汙染

防制計畫書 

2) 污防設備操作維

護紀錄 

3) 廢棄物清理計劃

書 

 

˙⟪供應商行為準則

⟫ 

監測控管廢氣排放、

應實施系統性的措施

來識別、管理、減少

和負責任地棄置或回

收固體廢棄物(無害

的) 

與供應商合作

包材回收專案 

綠色運籌：複合

式運輸導入方案 

˙供應商稽核

重點： 

1) 危害物質

種類清單及使

用量 

2) 法規文件

及申報紀錄  

3) 操作及貯

存管理 

 

˙⟪供應商行

為準則⟫ 

應當識別、管

理釋放到環境

中的有害物質

並加以妥善處

理 

˙ISO 46001(水資源效

能管理系統) 

1) 開發再生水資源 

2) 降低水資源依賴強

度、提高製程用水回收

率 

3) 廢水零排放 

 

˙⟪供應商行為準則⟫ 

1) 施用水管理計劃，

以記錄、分類和監察水

資源、使用和排放 

2) 尋求機會節約用

水，以及控制污染渠道 

3) 所有污水在排放或

棄置前，應當按照要求

對其進行分類、監察、

控制和處理 

 

˙與供應商合作製程節

水方案 

  ˙通過國際標

準流程管理

IECQ QC 

080000 認證，

實施有害物質

管理 

 

˙⟪供應商行為

準則⟫ 

應當遵守所有

適用法律法規

和客戶要求，

禁止或限制在

產品和製造過

程中納入特定

物質(包括回收

和棄置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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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其他環境面向

的目標及策略 
Energy Nature Waste 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Chemical Water Biodiversity Material use 

臺灣 台積電 

1) 目標 2030年

達生產營運據點

40%用電量為再生

能源 

2) EUV 氫能回收 

3) 使用其再生能

源（太陽能、陸

域風電） 

 

˙全數廠區通過 

ISO 50001 能源

管理系統 認證 

 

˙「推動綠色低

碳供應鏈」目標

（2022/2030）: 

1) 供應商節電達

4.3億度/15 億度 

2) 高用電供應商

取得 ISO 14064

查證證書完成率

達 55%/100% 

 

˙已開始要求供

應商需節能 20% 

植樹薪傳計

畫：於 2022

年提供總共

約 45,000 棵

樹苗（相當

於 7.5個大

安森林公園

的樹木

量），由各

市政府盤點

規劃適宜土

地給台積電

栽種 

˙實施循環經濟策

略，目標 2025年開

始回用電子及化學品 

˙加強空污防範與管

理 

 

1)「推動綠色低碳供

應鏈」目標

（2022/2030）主要

產廢地供應商廢棄物

產出量減少 32%/35% 

2) 循環經濟，零廢

製造中心，電子級⟪

供應商行為準則⟫品

回收計畫（將廢液再

製成電子及化學

品）:稽核、輔導供

應商遵循廢棄物清運

控管等作業程序並取

得 ISO14001 環境管

理系統認證 

 

˙⟪供應商行為準則

⟫：供應商應實施系

統性的措施來識別、

管理、減少和負責任

地棄置或回收固體廢

物（無害的） 

以減量

（Reduce）、

再利用

（Reuse）、

循環使用

（Recycle）

的 3R 原則，

檢視不同原物

料供應商的包

裝模式，針對

研磨墊包裝

盒、記憶體包

裝袋、矽晶圓

運送箱封膜、

晶圓盒包裝袋

4 種包材，分

別與供應商進

行材質及規格

評估、精進包

裝方式 

運輸排程優化與

使用低碳運具 

˙有害物質流

程管理系統

（QC 

080000） 

 

˙⟪供應商行

為準則⟫應當

識別、標籤和

管理對人類或

環境造成危害

的化學物質、

廢棄物及其他

物質，從而確

保這些 物質

得以安全的處

理、運送、儲

存、使用、回

收或再使用及

棄置 

1) 導入 AWS 可持續水

管理機制，實踐水循環 

2) 強化廠區水回收與

用水效率 

3) 發展工業再生水回

收技術 

 

˙「推動綠色低碳供應

鏈」目標(2022/2030) 

 

˙供應商累積節水量達

2,000 公噸/3,500 公噸 

 

˙⟪供應商行為準則⟫ 

1) 供應商應當實施水

管理計劃，以記錄、分

類和監察水資源、使用

和排放；尋求機會節約

用水，以及控制污染渠

道 

2) 所有污水在排放或

棄置前，應當按照要求

對其進行分類、監視、

控制和處理 

3) 供應商應當對污水

處理和控制系統的性能

進行例行監視以確保達

到最佳性能和合法性 

廠區復育螢火

蟲計畫 

⟪供應商行為準

則⟫ 

1) 礦物來自非

衝突礦區 

2) 供應商應當

遵守所有適用

法律法規和客

戶要求，禁止

或限制在產品

和製造過程中

納入特定之物

質（包括回收

和棄置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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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業減碳時程比較 23 

 

 

 
 

 

  

                                                      
23 企業範疇 1+2 減碳時程：台積電未說明減碳目標比例，故未列入圖中、另 Apple 範疇 1+2 已於 2020

年達碳中和。企業範疇 3 減碳時程：寶鋼/ virgin atlantic 無範疇三資料、台積電未說明減碳目標比

例，故以上企業未列入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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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全球供應鏈形成主要源自於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的分割及

分散。所謂的價值鏈是指一個產品從構思到最終消費者使用及其後續服務，整個

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企業活動，包括設計、生產、行銷、分銷和向最終消費者提

供支援服務等多種活動。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及充分利用全球各地之資源，

跨國企業讓價值鏈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在最適合該階段的國家完成，並決定是透過

內部交易(製造)還是外部交易(購買)來完成，促使外包(outsourcing)及生產分割/分

工(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等活動蓬勃發展，並改變了全球貿易及投資型態。 

然而隨著 2017 年美國政府川普主政以至接任的拜登政府，基於美國國家利

益，為遏制中國崛起及技術趕超，發起一波接一波的關稅的制裁措施，並透過進

出口管制、擴大外人投資審查，及人員管制等措施，由於美中為世界前兩大經濟

體，兩國間的惡性競逐，必然對歷經數十年發展的全球化產生重大的衝擊；加以

過去 3 年 COVID-19 疫情反覆，以及年初發生至今的俄烏戰爭與淨零碳排及能源

短缺的影響，以比較利益為出發點的全球供應鏈，面臨從根本上變革的可能性。

本報告嘗試描繪全球的半導體、5G、電動車，以及數位科技產業等產業供應鏈面

臨這波多重變因之衝擊的挑戰，並提出淺見供政府相關單位與社會大眾思考對我

國之影響與因應之參考。 

 

一、研究結論 

(一)科技產業供應鏈面臨之衝擊與挑戰 

1.半導體供應鏈風險分析 

(1)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半導體產業是個資本與研發支出皆相當龐大的產業，進入的門檻相當高，在

經過數十年的自由競爭與全球貿易的發展下，呈現今日該產業高效分工的產業結

構。從目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分工來看，設備與材料主要被美國、日本與歐洲

企業掌控，但製造的環節則集中在東亞地區，特別是臺灣、韓國、中國等地。 

A.產業結構風險 

依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在

2021 年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有超過 50 個環節，在單一

地區就掌握了超過 65%的市占率，其中先進晶片幾乎集中在臺灣與韓國，更

有高達 92%的市占率由臺灣掌握。 

然而，從整體市場觀察，美國雖然在半導體製造落後於亞洲，但美國仍

掌握核心的關鍵技術，美國依然是全球先進 IC 設計和半導體設備的領導國

家，這也意謂著亞洲晶圓製造仍需仰賴美國半導體各項軟硬體供應，才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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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高階晶片。不僅如此，亞洲晶片製造商的主要客戶大都來自美國，如蘋果

(Apple)、高通、輝達等都是台積電的重要客戶。這讓美國在拉攏亞洲半導體

供應鏈相關業者選邊站的時候，比中國有更高的影響力。 

B.市場供需風險 

在自由貿易的市場競爭下，市場供需平衡是由商品的價格來調節。然而，

在 2020 年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各地因防疫而實施的封城措施，擾亂了

半導體晶片的出貨時程；加上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引發了氖氣供應中斷的

危機，以及惡劣天候與意外事件的影響，近幾年半導體晶片的供需處在嚴重

失衡的狀態，喚起了世界各國對於供應鏈過於集中的危機意識。 

另一方面，在半導體晶片的極端失衡之後，隨著世界重要國家擴增產線，

各國專家皆預測半導體產業將迎來產能過剩的危機。英國《經濟學人》也提

出預警，半導體供需失衡的現況將在 2022 年第三季開始陸續進入緩和的局

面，但 2022 到 2024 年還將新增 58 座半導體工廠，讓整體產能擴增 40%，

除了台積電等前幾名大廠外，其他晶片製造商恐將陷入超大型的泡沫危機。 

C.地緣政治風險 

對於地緣政治緊張帶來的風險，世界各國普遍認為這是單點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造成的問題，解決方式當然是希望世界各地都擁有先進的晶

圓廠和晶片的生產線。基於此，主要國家及區域紛紛提出半導體的產業發展

政策，積極吸引本國及外國企業在當地建立半導體生產體系，以避免任一半

導體生產據點發生問題而帶來巨大的國安危機。 

(2)臺灣半導體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全球半導體產業所面臨的產業結構風險，是全球性，也臺灣半導體產業

面臨的問題，很不幸並無法倖免於萬一。 

B.市場供需風險 

這波疫情造成全球晶片市場的嚴重失衡，對臺灣而言，是利大於弊。由

於過去兩年半導體廠在產能全開但仍無法滿足市場需求下，導致國內外的半

導體業者均大幅擴張投資，在面對未來所有產能開出但全球需求未能同步跟

上的情況下，臺灣的半導體企業將暴露在供過於求的風險之中。然而，對於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而言，由於競爭者少且在 AI、5G、資料中心等新興需求的

快速成長下，產能過剩的風險較小。但對於其他以成熟製程為主的臺資企業

而言，將會受到產能快速擴張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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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緣政治風險 

全球逾 50%的晶片產自臺灣，且除了韓國外，其餘國家都缺乏先進晶片

的製造能力，若兩岸爆發武裝衝突，不僅對美、中兩國的經濟帶來影響，整

個東亞、東南亞地區也都會受到非常嚴重的衝擊，可能引發區域經濟的衰退，

並可能引發長期後遺症，除戰爭風險之外，由美國發起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也可能對臺灣帶來不利的影響，不少國際間的報導普遍對於晶片四方聯盟

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認為此舉的最終目的是要擺脫對臺灣的依賴，就連將

臺灣視為競爭對手的韓國，認為即便短期內可能因制衡臺灣而使韓國取得技

術上的有利進展，但最終可能還是不敵美國想要擺脫依賴亞洲的目標，而使

韓國半導體產業蒙受不利的影響。美國政府現階段挺臺的立場不假，但相較

於日本政府採取邀請台積電赴日設廠，與日本半導體業者謀求互補、共榮的

策略，美國政府多以扶植替代方案的思考模式，來降低對美國造成的威脅，

因此對於美國提出的策略聯盟方案，臺灣必須審慎思考。 

2. 5G 供應鏈風險分析 

5G 產業的供應鏈長，涉及的基礎元件與網通設備相當複雜且範圍廣，當特定

零組件/設備出現供應問題時，就會導致 5G 供應鏈的斷鏈危機。此外，5G 為各國

競相搶占的關鍵技術領域，使得 5G 產業暴露在不穩定的地緣政治風險中。 

(1)國際 5G 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5G 產業上游的基礎元件，多存在集中度過高的問題，即產品集中於某幾

個企業或國家。企業/國家集中度高的結構性問題，讓 5G 上游零組件在面對

外部衝擊時，顯得更加脆弱，可能造成短期供貨不及、供應鏈斷鏈風險。 

其次，許多通訊設備及其零組件以中國為製造中心，相當仰賴中國製造，

如 PCB 在中國生產的比重超過 50%以上；全球被動元件 MLCC、晶片電阻在

中國產能比重高達 50%~70%。生產高度集中中國讓 5G 供應鏈暴露在風險中，

如中國因疫情對相關城市採取嚴厲封控措施，衍生零組件短缺與物流中斷現

象，衝擊全球供應鏈。 

B.市場供需風險 

5G 基礎建設與 5G 智慧型手機的快速發展，成為推升供應鏈上游基礎元

件與中游網通設備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在 5G 發展帶動高階零組件需求的同

時，車用電子、電動車、人工智慧(AI)、低軌衛星、元宇宙等應用領域的技術

突破，亦搶占高階零組件的供給，多樣應用領域同時快速發展，使得高階零

組件的需求倍增。其次，因疫情而衍生的生產停工，至使許多零組件與上游

原物料缺乏，讓高階零組件產能難以快速提升，無法達到市場的需求。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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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零組件亦因技術問題，如 5G 基地台用射頻業者需求的第三代半導體材

料-氮化鎵(GaN)，目前仍有技術上的難題，產量可靠、一致的系統組件和成

本結構仍屬不易。 

過去兩年多的 COVID-19 疫情，以及近年美國德州暴風雪與日本福島強

震，讓 5G 零組件、終端裝置生產等出現生產停滯與物流壅塞問題，而後續

超過預期的需求反彈伴隨著全球物流壅塞問題，更讓供應鏈跟不上變化，進

而出現短期產業鏈供需失衡的問題。由此可見，由於 5G 零組件組成多，且

5G 零組件多呈現企業/國家集中度高的結構性問題，任何天然災害引發之 5G

零組件廠商停工，皆可能影響 5G 零組件之供給，為供應鏈潛在的外在風險。 

C.其他風險 

隨著資安問題與國安議題連結一體，資安認證與資安合規需求日趨嚴格，

也造成供應鏈成本的提升；而近幾年在各國際廠商取得 5G 專利後，5G 專利

授權及爭議，也開始發酵，針對 5G 手機廠商的全球專利訴訟近來頻頻發生，

專利授權也衍生出供應鏈成本的提高。  

(2)臺灣 5G 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多項零組件的關鍵材料/設備自主性低，當原材料供應不足時，臺廠可能

面臨原材料成本上漲或產品交期延長之潛在風險。其次，部分零組件臺廠產

能過度集中中國，易受中國政策不穩定影響，威脅廠商生產製造的穩定度。 

B.市場供需風險 

零組件廠商積極擴產提高產能過剩風險，進而使廠商面臨低價競爭威脅；

而臺廠與陸廠在 PCB 產業的重疊性高，技術差距持續縮小下，將使臺廠供應

商面臨收益降低、客戶轉單等風險。 

C.地緣政治風險 

中國去美化雖使臺廠短期受益，但長期中國朝自主研發發展，將激化兩

岸 5G 廠商的競爭態勢；而「去中化」與「去美化」趨勢，迫使臺廠必須面對

產能重新配置或產品調整之挑戰。未來｢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之發展趨勢下，

臺廠面臨 5G 研發成本上升及選邊站之難題。 

D.其他風險 

Open RAN 架構確實存在商機，然而臺廠在布局 Open RAN 市場時，亦

面臨長期投資提升與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影響。首先，Open RAN 的分散式

架構拆分模式多元，系統整合與通訊穩定度等方面尚待加強，電信業者決定

最適模式前，仍需歷經資源盤點和場域測試，因此規模化商用階段仍待時日，



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245 

且目前 Open RAN 架構在網路性能、安全風險、產業生態成熟度等面向，皆

難以與傳統封閉式網路架構匹敵。 

3.電動車供應鏈風險分析 

車輛產業在多數國家中採取較高關稅，加上其運輸成本高，故國際車廠多採

取在主要市場建立完整供應鏈體系以就近供應的策略。同時，為有效管理全球布

局且在各區域市場自成體系的供應鏈，導致傳統汽車供應鏈體系具有生產據點集

中於主要市場，且垂直分工、封閉式等特性。如是的特性也導致部分地區的單一

事件便可能造成供應鏈中斷、供應鏈脆弱化的風險。 

(1)國際供應鏈的潛在風險 

A.產業結構風險 

除區域集中之外，關鍵零組件掌握在少數國家的廠商之手是另一風險。

不論是電池材料、次系統/系統、整車、或充電服務，基本上均可看到中國業

者的布局，尤其在電動車和電池材料領域表現更是突出，2022 年第 1 季中國

前三大電池企業(寧德時代、比亞迪、中創新航)的市占率已達 50.5%；動力電

池四大關鍵材料中，中國企業供給金額全球占比皆超過 50%，且中國於全球

動力電池原材料提煉比重高達 80%。此外，電動整車生產或電池製造商及電

力驅動系統廠商的布局仍集中於中國、歐洲、美國等地；而車用晶片、車用

記憶體等大多數業者集中在亞洲地區，顯示在車輛產業供應鏈當中供應商高

度集中化的風險。 

另就電池領域來看，電池成本最高約占電動車製造成本的 30-35%，而目

前車輛電動化最關鍵的鋰電池以中國、韓國和日本廠商為主，且鋰電池的主

要材料也掌握在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手上。電池供應過度集中於少數廠

商及特定區域，讓斷鏈風險及供應鏈脆弱性大幅提升。 

隨著近年來電動車市場大幅成長，以及聯網、安全性提昇、車廠為提昇

消費者體驗而逐漸增加的新功能等，均加速推動車用晶片的需求。然而，若

以目前車用晶片使用較多的 40 奈米以上晶片投產速度，汽車的生產數量仍

將因為車用晶片的成長速度未能跟上而受到限制。未來 10 年內，車用晶片在

供給成長不及需求成長之下，仍會是限制電動車生產成長的最大因素。 

(2)臺灣車輛產業結構風險 

臺灣由於市場規模小，國產車廠及其零組件廠生產的固定成本高，採購原物

料議價能力差；且臺灣汽車整車廠受制於國際母廠，汽車零組件廠受制於技術合

作對象，決策能力偏弱，海外市場拓展不易。另，臺灣廠商規模相對較小，參與

國際車廠新車款開發設計的機會少，且難以長期投入資源爭取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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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以硬體設備之研發生產見長，軟體及整合型人才短缺。近年來，產

業在軟硬體整合的需求之下，了解硬體又具備軟體發展技術的人才更是不易尋

得。此現象在進入「軟體定義汽車」的時代，對於臺灣車輛產業的轉型及發展將

產生更大的阻礙。 

4.小結 

當前全球科技產業供應鏈面臨的衝擊與風險主要可歸納為兩個面向，一為來

自於外部，一為來自供應鏈本身結構。外部因素可以是人為，如戰爭、地緣政治

等因素，也可以是來自然界，如 COVID-19、地震等，各項因素影響時間有長有

短，影響層面之廣度與深度亦有差異。以下僅針對供應鏈本身結構與美中貿易戰

及科技戰這兩項因素，摘要結論如下，因為從時間、深度與廣度三個維度來探究，

兩因素對已建構之科技產業供應鏈順利運行存在極大的風險。 

(1)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 

近年美國對中國展開加徵懲罰性關稅的制裁措施，引發美中貿易戰，並透過

進出口管制、擴大外人投資審查，及人員管制等措施，避免技術外流至中國及降

低美國資訊安全及國家安全受到中國企業、產品、服務之威脅。美中貿易衝突除

了對在中國及美國生產的企業、當地消費者及美中兩國經貿表現產生直接影響

外，也波及世界其他國家，造成全球經濟成長趨緩，並促使全球跨國企業生產基

地移轉，改變國際產業供應鏈布局。 

美中在科技領導地位及世界霸權地位的競爭更是激烈。美國企圖從經濟、貿

易、技術及供應鏈等各種面向上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同時避免被中國超越，最典

型的案例即是禁止晶片製造業者不得將先進半導體設備及由美國半導體設備、軟

體及技術生產的晶片售予華為、中芯國際等中國代表性科技企業，企圖完全阻絕

中國科技業者透過第三方管道間接取得美國半導體技術及產品。 

2021 年就任的拜登總統延續川普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 (Strategic 

Rivalry)」，並且修正川普時期採取單邊主義對抗中國的作法，轉而積極尋求與日

本、澳大利亞、印度、韓國、歐盟等盟友合作，包含推動「印太經濟架構」(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及籌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企圖在全球經貿

體系及供應鏈上孤立中國；以及與英國及澳大利亞建立新的安全夥伴關係

AUKUS，在安全與防衛能力方面展開合作。 

一般咸信，從歷史角度，兩大強權走向霸權地位的競爭，視彼此為戰略競爭

對手，影響絕非一朝一夕，更何況當前兩強之爭，是兩種制度與理念之間的競爭，

對全球之影響不只是供應鏈，也是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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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定供應鏈環節在地理或供應商上的高度集中 

從歐美對關鍵領域供應鏈的盤點報告分析可以看到，歐美報告把特定供應鏈

環節在地理上的高度集中，尤其是關鍵原料供應環節以及生產製造環節兩部分，

視為是造成全球供應鏈脆弱的根本原因，認為特定供應鏈環節高度集中單一地

區，易使供應鏈受天災人禍、基礎設施故障等風險影響。此外，許多尖端產品、

材料、工具和設備都需要長期進行高額投資，形成供應來源有限的獨占或寡占市

場，亦容易因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使供應鏈陷入中斷，也被視為是造成全球供應

鏈脆弱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半導體為例，在過去全球自由貿易的環境下，半導體

產業形成一個高度專業分工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各區域及各國根據其相對優勢在

供應鏈中發揮不同的作用，彼此相互依賴。美國在研發密集型活動中處於領先地

位，日本在半導體材料競爭力強，荷蘭的 ASML 是全球唯一一家有能力生產頂級

EUV（極紫外光）光刻機的廠商；至於半導體晶圓製造及封裝測試環節，全球則

有七~八成產量集中在東亞，其中記憶體以韓國生產最多，占全球 44%；而邏輯

晶片則以臺灣生產最多，尤其是在 10 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晶片方面，臺積電的

全球市占率高達九成。當前由於臺灣存在複雜的兩岸關係，可能持續在美中對抗

下受到威脅，使得全球供應鏈面臨不確定風險，從而不論美國、日本、歐盟或是

中國，都全面加速晶片自主政策，企圖在半導體領域自力更生。 

(二)地緣政治外影響供應鏈運行兩因素 

1.數位科技發展及全球氣候中和發展 

產業界與學術界均認為藉由數位科技將能協助供應鏈達到效率與韌性的平

衡發展，進而達到更高的供應鏈價值。尤其是過去十年除了半導體製造科技持續

大幅度進步，在人工智慧領域也有突破與大步進展，兩者結合大數據，不只對產

業的供應鏈，對人類社會的各個面向也必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1)數位科技發展對全球供應鏈之影響 

數位科技產業依據其特性及應用別，可區分為資訊業、網通業及軟體業等三

大次產業。在後疫情時代及數位經濟下，全球資訊業、網通業及軟體業將呈現高

效能、大頻寬與虛擬化的發展趨勢。 

數位科技協助供應鏈的效率與韌性平衡發展，以下僅列出數位科技可以協助

供應鏈提升效率與韌性的相關技術： 

 物聯網（IoT）：利用 RFID 或感測器的物聯網解決方案可以即時的蒐集、

追蹤與分析數據，可以更快地偵測供應鏈並進行預警，諸如：天災、疫情、

空汙、製程中斷、貨物延遲等，讓企業能夠即時預防與反應。 

 區塊鏈（Blockchain）：利用區塊鏈技術可以提供跨公司供應鏈成員，紀

錄可信、透明和可驗證數據，追溯整個供應鏈的物料供給、產能、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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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等數據，並在可信任的狀況下進行數據交換，以提升整體供應鏈的

透明度。 

 數位雙生（Digital Twins）與模擬技術：數位雙生技術可以創建虛擬環境，

複製現實世界資產、設備或流程，以蒐集數據並進行模擬預測，進一步提

供企業最佳化行動建議。 

 預測分析：預測分析利用大數據、機器學習技術可以進行需求分析、供需

平衡分析、多供應商評估分析、設備預測分析、物流最佳化分析等，以計

算適當的效率、成本、彈性等多目標分析。預測分析還可以根據歷史經驗

進行事先預測，以提前進行各項風險管理。 

 雲端平台：透過集中式的雲端平台，可以將數據分享、交換或進一步進行

供應成員間的溝通、協同，以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 

 人工智慧（AI）與自動化設備：電腦視覺、自然語言等認知型人工智慧技

術結合自動化設備，能同時達到效率與韌性。例如：利用電腦視覺結合機

器學習、深度學習技術，可以彈性地進行混線的品質檢測、機器手臂的彈

性夾取、自動化物料搬運小車的動態路徑、無人機的電腦視覺多種工安狀

況檢測降低與陌生人交易的成本。 

(2)全球氣候中和發展對供應鏈之影響 

近年來高溫熱浪、暴雨洪水等極端氣候事件不斷上演，環境議題為人類生存

及財產安全帶來的風險已不容忽視，為了減緩氣候變遷，各國紛紛宣示 2050 淨

零碳排目標，並積極推動「碳邊境調整機制」、「碳排放交易市場」、「永續金融」

等經濟手段政策，期望驅動企業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同時，也成為了企業進一步

要求供應鏈轉型的最主要壓力來源。在碳中和承諾下，碳稅、碳關稅、金融機構

的資訊揭露、以及供應鏈管理為企業轉型帶來壓力；而供應鏈規範從過去較寬鬆

的環保要求，轉變為更具體、強制性的規範要求，譬如要求再生能源 100%、再生

料 100%；其次，除了既有採購商的轉型壓力，供應商尚須面對來自氣候倡議所

形成的聯合約束力。 

淨零排放及能源轉型已漸成為不可逆的趨勢，但此趨勢除促使全球供應鏈重

新洗牌外，也可能導致部分國家在過渡期間產生電力供應不穩，影響企業生產的

問題。渣打銀行 2021 年發布的《零碳倒數計時》報告對全球 400 家跨國公司淨

零轉型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96%的跨國公司計畫在 2050 年達到淨零

排放，且 78%的跨國公司表示，在 2025 年前，會將碳排成效不佳的供應商替換

掉，其中 15%已經開始行動。  

另外，中國近年來已數次因減碳目標、氣候異常等因素而採取強制限電措施，

導致企業停產/限產，部分專家預言，中國未來的限電措施恐成為常態。而歐洲對



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249 

俄羅斯能源的高度依賴，導致其因俄烏戰爭深陷能源危機的風暴中，不僅可能導

致歐洲經濟衰退，也將提高未來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 

(三)主要國家推動供應鏈重組之政策工具 

美中經濟及科技對抗長期化、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及氣候變遷等使全

球供應鏈面臨巨大風險，斷供斷料致影響國家安全的擔憂在各國蔓延，各國政府

遂紛紛提出強化供應鏈韌性及自主性之相關政策及措施。以下為全球主要國家與

地區之相應作為。 

1.主要國家之外資審查改革趨勢 

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2011 年 11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

間，至少有 13 國引入新的外資國安審查機制，並有 15 個地區對其現行審查機制

提出至少 45 項修正法案。對外人投資敏感產業或關鍵基礎建設提升審查要求的

國家，旨在避免外國人透過投資行為取得關鍵技術或是控制關鍵基礎建設。此外，

美國對於外資審查，也將有可能不再侷限於國內，近期美國國會亦考慮對美國人

進行海外投資審查。眾議院已提出新增強化美國企業赴海外投資之投資審查構

想，若美國企業擬至「關切國家」（country of concern）進行投資，而影響美國供

應鏈者，則美國政府有權阻止相關交易。 

2.美歐提升出口管制之重點領域與方向 

各國實施出口管制制度歷史已久，其傳統目的在控制大毀滅性武器及導彈技

術之擴散、維繫區域穩定、打擊犯罪與反恐、需求短缺及執行聯合國決議等目的，

惟近期特別是美國，受到中國產業與技術興起之威脅，美國為了尋求經濟發展與

國家安全的平衡性，維繫國內產業能量，更為保有全球的技術領導地位，因此將

傳統的出口管制工具進一步運用到對於「軍商兩用」的先進技術之控管，一方面

維持美國技術的領先性，他方面也將正式展開與中國的強權對抗。如此一來，出

口管制不僅將牽涉美國國家安全，對於美國的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影響也至關重

要，也必然影響到各國供應鏈發展的方向。目前美國對出口產品的管制將新興及

基礎技術領域納入「軍商兩用」共同管理，並持續擴大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3.雙邊與區域供應鏈合作之重點與架構 

針對供應鏈的未來發展，各國也意識到全球化與產業分工細緻之演變下，單

靠一己之力無法改變大局，因此拜登政府上任後，已開始與盟友展開雙邊或區域

性合作，推進美國「經濟聯盟」的概念；俄烏戰爭則更進一步將歐洲地區與印太

地區的跨區合作與防堵策略提升到新的層次，針對西方國家所設定的對手(rival)

包括中國、俄羅斯等，可預期未來在經濟層面乃至於供應鏈合作上，將加速與擴

大影響層面。此外，早於這些地緣政治緊張情勢之前，中國實際上也早就展開培

育其本土關鍵產業供應鏈佈局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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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結 

綜合而言，近年來美國、歐盟及中國等都發起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政策。歸

納美歐推動的共同重點，一是依據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科技發展方向，認定對其經

濟有重大意義之關鍵產業。第二則為分析供應鏈安全，最後則是透過供應鏈改組

分散及推動關鍵產業回流國產化及重建製造能等方式提升關鍵供應鏈安全。這些

舉措背後，反映出幾個基本態度的逆轉改變。第一是對中國態度的逆轉。以美國

為例，已確立中國不再是合作夥伴，而是戰略競爭對手的立場。歐盟的戰略自主

性雖然看似中性，若搭配其將中國視為競爭者及對抗者的新定位，也是類似的思

維。全球生產供應高度集中在中國（也就是所謂世界工廠）的現狀，就會從「效

益最佳化」組合變成「風險最大化」結構，因而需要調整。而對於來自中國風險

的憂慮，美歐等國不僅自行推動供應鏈調整外，也積極推動志同道合夥伴的雙邊

或多邊合作，預期這個效應與趨勢，將會隨著美中對抗與俄烏戰爭而加速各國立

場趨向涇渭分明，而擴大合作的範圍與陣營對立。 

 

二、研究建議 

美中經濟及科技對抗長期化、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及氣候變遷等使全

球供應鏈面臨巨大風險。面對全球政經情勢變局，在全球景氣低迷之際，臺灣經

濟及產業表現仍相當穩健，但當前國際情勢對臺灣成為全球安全、韌性的供應鏈

夥伴有不良的影響，削弱我國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下可發揮的實力，因此對我國

經濟安全已形成諸多挑戰，可能影響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及下世代產業發展

的競爭力。面對全球國際經貿環境快速變化，國際供應鏈風險攀升，如何避免臺

灣更陷於地緣政治風暴的中心，確保於國際經貿體系供應鏈的樞紐位置，實有賴

大家共同努力，並掌握以下幾項原則： 

(一)臺灣必須更加明確我國產業發展政策及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定位，致力於先進

技術部署及擴大臺灣的產業優勢，以在不利的地緣政治局勢中，穩固跨國企

業來臺/在臺投資信心。 

(二)政府應該要提供國家資源，投入研發下世代半導體的製造技術研發，參考發

展類似歐洲跨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的作法，在臺灣設立跨國跨領域

研發中心。 

(三)針對不同的產業，臺灣應擬定不同的產業發展政策及供應鏈布局策略。 

(四)政府實有必要通盤考量半導體未來在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應扮演的角色，如

何持續維持並擴大臺灣半導體的國際優勢，同時讓半導體成為有助於臺灣下

世代創新應用產業發展的活化劑。 

(五)臺灣業者在 5G、電動車等領域的全球參與深度普遍不足，臺灣關鍵零組件

掌握度不夠，整體產業發展走向亦不夠明確。基於此，政府必須儘速明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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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慎選深耕領域，集中資源來強化優勢，才有機會在全球供應鏈中掌

握關鍵一環。 

(六)為持續吸引國內外投資，持續完善基礎建設，解決五缺的問題，及加速法

規、制度國際接軌，刻不容緩。 

(七)確保臺灣自身的能源安全及充裕的綠能供應，擬定碳中和及能源轉型路徑

圖，加速數位及綠色雙轉型，並推動智慧電網、儲能設備等能源相關產業的

發展。 

(八)臺灣產業位處國際供應鏈的一環，受到來自客戶的壓力，政府相關單位，宜

持續提供國內廠商教育訓練、擴充第三方查證量能、更新與完整國內資料庫

係數、建置資料蒐集與資訊共享平台。 

(九)新興科技產業快速輪動下，一國高階人才，尤其是 STEM(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技術、Engineering 工程、Mathematics 數學)人才的質與量將成為

成就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臺灣除了要積極培育本土人才外，更要強化對

國際優秀人才的招攬，充分利用全球資源來擴充臺灣的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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