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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新貿易保護對兩岸經貿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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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中貿易逆差大 成川普心中大梗 

年度 貿易赤字 對中國出口 對中國進口 對中國貿易逆差 對臺貿易逆差 

1985 -121,880 3,855.7 3,861.7 -6.0 -11,696.3 

1990 -80,864 4,806.4 15,237.4 -10,431.0 -11,175.1 

1995 -96,384 11,753.7 45,543.2 -33,789.5 -9,682.3 

2000 -372,517 16,185.2 100,018.2 -83,833.0 -16,096.7 

2005 -714,247 41,192.0 243,470.1 -202,278.1 -13,211.3 

2010 -494,661 91,911.1 364,952.6 -273,041.6 -9,796.8 

2015 
-500,445 

115,932.0 483,188.7 -367,256.7 -15,081.7 

2016 
-504,793 

115,602.1 462,618.1 -347,016.0 -13,210.8 

2017 
-566,031 

130,369.5 505,597.1 -375,227.5 -16,737.3 

表1 美國貿易赤字及對兩岸貿易逆差概況(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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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普佈局貿易戰 前後採軟硬兼施 

軟－示好:  
 

「習川會」後，
雙方依據「中美
全面經濟對話」
架構，進行百日
行動計畫；而美
國商務部於5月
12日公布雙方就
十大領域達成共
識的「早收」清
單，並將討論一
年期計畫，進一
步加強雙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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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普佈局貿易戰 前後採軟硬兼施 

硬－下馬威: 
 
 
 

 
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關稅成了川普的貿易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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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簽署退出TPP 
2017/1/23 

 
川普一上任即簽署退出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實現其競選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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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拚外貿 目標是「收復所有供應鏈」 
2017-03-08 聯合報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rravo)表示，美國為
推動經濟成長，將促進與各國更為「互惠」的貿易
關係、降低貿易逆差，並確保美國生產能力不致落
於外國之手，目標之一是「收復所有供應鏈」。 
納瓦羅六日在華盛頓一場經濟會議表示，川普政府
的目標之一，是要收復所有供應鏈和製造能力，這
些是競爭環境平衡之下可以存在的。 
 
納瓦羅說，美國總統川普的目標是要促進「自由、
公平、互惠的貿易」。他指出，目前美國與全世界
貿易「毫無互惠」可言。他點名愛爾蘭、越南、中
國大陸、南韓、台灣、瑞士等十六個「占（美國）
貿易逆差很大比率」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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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   容 
2018/1/17 1.美國商務部發佈公告，正式對原產於中國的塑料裝飾緞帶產品發起反傾

銷反補貼調查。 
2.同時公佈對華聚酯短纖反補貼調查終裁結果，根據不利事實推定分別裁
定兩家強制應訴企業補貼幅度為38%和47.57%，裁定其他中國企業補貼幅
度為42.79%。 

 

2018/1/22  
根據<貿易法201條-防衛措施調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於1月22日
宣布，川普已決定針對進口太陽能電池與模組及洗衣機課重稅；前者最高
30%，而後者課50％關稅。 
 

2018/2/12 美國商務部公告，對進口自南韓、土耳其、希臘、印度、加拿大和中國的
大口徑焊管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 

2018/2/16 1.美國商務部宣佈，對進口自中國的鑄鐵污水管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即
「雙反」調查。 
2.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進口自中國和印度的細旦滌綸短纖作出反補貼產
業損害肯定性終裁，認定中國和印度的涉案產品對美國國內產業構成實質
性損害或損害威脅。 

2018/2/21 美國商務部宣佈，對進口自中國、斯里蘭卡和泰國的橡皮筋(Rubber Bands) 

產品發起反補貼和反傾銷(即「雙反」) 調查。 

2018/3/9 根據<貿易擴張法232條-國安調查>:川普在9日簽署對進口鋼鐵與鋁製品課
徵分別高達25%與10%的懲罰性關稅文告；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獲得豁免。 

預計4月 4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將公布針對中國竊取智慧財產權以及強迫技
術轉移行為的「301調查」結果時，全面對中國進口服飾、消費電子等廣
泛產品徵收懲罰關稅，並限制中國在美投資。 

表2  川普付今年以來一連串的貿易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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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對中國進口的600億商品課關稅 
 

2018-03-15 聯合報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rravo)
已向川普提交每年向大陸進口商品徵收
300億關稅計畫；但川普要求的金額可
能達600億；課稅商品可能達100項，
其中，包含科技業，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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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中貿易戰 陸產業恐成爆點 

太陽能電池與模組：川普已決定針對進口太陽能電池與模組。 
 

鋼材和鋁材：川普在9日簽署對進口鋼鐵與鋁製品課徵分別高達
25%與10%的懲罰性關稅文告。 

 
汽車零件：美國指控中國對美傾銷廉價汽車零件。 

 
紡織品及服飾：美國最近幾十年來，受廉價進口產品衝擊最嚴重
的是紡織、服飾與皮革製品。 

 
家具與玩具：這兩種勞力密集產業已在美國裁撤大量就業機會，

中國製造商很可能成為進口設限的目標。 
 

電器、電子設備： 4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將公布針對中國

竊取智慧財產權以及強迫技術轉移行為的「301調查」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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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三角貿易」，也就是日本(進口)- 台灣(出口)- 
美國。因而，台灣對日持續逆差，對美則一直順差。 
 
19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 「三角貿易」變成了「四角貿
易」 。日本出口核心原料和零組件到台灣，台灣把這些加工為半成品，
然後出口到中國做最後的組裝（兩岸已形供應鏈，價值鏈），最後再賣

到美國等世界市場。 
結果：中國必然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而美國是中國的最大出口市場。 

四、美中貿易戰 台產業難以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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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角度 
Ex: 2015太陽光電雙反案，美通過中國大陸太陽光電產品傷害了美國的
太陽能產業；但反傾銷稅率上，台灣廠商平均稅率約19.5%，而中國大
陸一線廠商之雙反稅率卻普遍降至17.5%，誰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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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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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年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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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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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 (單位：美金千元；截至 2018 年 01 月止) 

2011 13,100,871.00 

2012 10,924,406.00 

2013 8,684,904.00 

2014 9,829,805.00 

2015 10,398,224.00 

2016 9,183,992.00 

2017 8,743,186.00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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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商投資行業，主要分布於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非金屬
礦物製品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金融
及保險業及批發及零售業等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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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美貿易戰 台灣無法置身度外 

(一).臺灣直接銷售到美國的大宗產品是運輸設備，以汽車零阻件和
腳踏車最多；其他如電子零阻件，泰半是臺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高
達55%，又其中九成在大陸生產。川普若強勢抑制大陸進口，臺灣
必遭受池魚之殃。 
 
(二)根據財政部統計，去年我國出口到美國占比約11.7%，美國也
是臺灣外銷訂單最大來源國，去年全年結構比高達28%。若川普執
意採取貿易保護主義，臺灣勢必難逃波及，也將影響經濟成長。 
 
 
(三)臺商足跡遍及全球，難免受川普的全球課稅政策所衝擊。 



中國手上握有談判籌碼 

(一)中國持有大量美債，金額超過一兆美元，一旦大量拋售美債， 
  勢必影響美債價格及美元匯率，造成金融市場動盪。 
(二)中國可能選擇一些美國出口品實施新關稅，尤其是農產品。  

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一旦採取關稅或抵制進
口報復，美國黃豆及玉米等產業將受重創。 

(三)中國可根據相關規則向WTO投訴(據悉，目前已提請WTO就  
美國關稅問題展開辯論)。 

(四)根據健康和安全標準規定限制美國牛肉進口。 
(五)消費抵制美國汽車或旅遊。 
(六)對蘋果手機、波音飛機加徵關稅。 
(七)對於在中國營運的美國企業採取更嚴的法規限制，使美國更 
       難打入中國新興的服務、零售、網路或金融等產業。 

台灣呢？無籌碼卻成川普籌碼? 



中國表面言和 台下施小動作 

敏感時刻 陸持美債規模創6個月新低 
    2018/03/17 |  工商時報 

鑑於美國可能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中國先發制人採取措
施限制美國的行動是合理的。中國只要持續拋售美債，推升美

債利率，將使美國發行債券的成本大幅提升。 



中美緊張關係升溫 中投出清黑石
股份 退出長達11年投資 

鉅亨網新聞中心2018/03/15  

中美緊張關係升溫之際，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
公司 (CIC) 出清所持的黑石集團 (Blackstone)(BX-US) 股份，結
束在該美國私募基金巨擘長達 11 年的持股。 
 
中投在 2007 年 5 月黑石首次公開募股 (IPO) 前，宣布斥 30 億
美元購入黑石約 1.01 億股無投票權股份，相當於黑石股份的 
9.9%。此金融危機前的交易備受讚許，被視為中國恢復與美國
貿易平衡的努力。過去 5 年，中投逐漸減持這些持股，但在中
美關係轉差之際，去年減持的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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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美中貿易戰沒有發生，面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措施
幾無籌碼(經濟手段)可施；又鑑於台灣主要出口集中在
美中兩國，雖不屬於CPTPP會員國，但會員國中有一
些仍佔我國出口有不小比重者。因此，若能積極加入
CPTPP第2輪談判，應可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及佈局，
降低貿易戰風險。再者，如何提升國際競爭力，全球
佈局更是刻不容緩 

五、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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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順利加入CPTPP，台彎的紡織、石化塑膠、建
材、鋼鐵、機械等在越南、澳洲、馬來西亞、墨西
哥等會員市場有助拓展該地市場。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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