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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產業政策各自為政，幾乎各項戰略性產業發展都出現競爭大於合作的趨勢，

兩岸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與政績，大搞融資、擴大公共支出重複投資，帶來產能過

剩、產業結構失衡、生產資源無效配置等問題，若不妥善應對，結果恐導致兩敗俱

傷。

台灣經濟困境與兩岸產業競合

台海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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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景氣深陷衰退陰霾已達27個

月，2013年投資、出口、消費

三頭馬車持續疲軟，拉不動台灣經

濟。台灣主計總處一直在下修GDP年

增率，從年初預估的3.59％到最新公

布的1.74％，更悲觀地認為2014年台

灣經濟成長將在2.59％左右。低經濟

成長恐將成為「新常態」。

兩兆雙星到四大慘業

一般來說經濟發達的OECD國家

才會出現低經濟成長數據，但台灣這

個成長中的新興經濟體竟然還沒茁壯

就已經呈現老態。台灣經濟出現大問

題，與台灣的主要產業失去競爭優勢

脫離不了關係。

2002年的時候，台灣大力投入

「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劃」，「兩

兆」產業為「半導體」與「影像顯

示」產業。「雙星」則是數位內容產

業（包含軟體、電子遊戲、媒體、出

版、音樂、動畫、網絡服務等領域）

及生物技術產業等潛力明星產業。

遺憾的是台灣「半導體」與

「影像顯示」產業產值雖然曾經雙雙

破兆，但在2013年初台塑與美光終止

共同開發DRAM後，台灣將全面退出標

準型DRAM市場。至於面板雙虎友達、

群創股價則早跌破票面額。觸控大

廠宸宏(F-TPK)的股價也從2011年的

982元到現在165元左右。中環、錸德

曾佔全世界CD-R總量的九成以上，可

是現在幾乎是氣息奄奄。一度被視為

後起之秀的發光二極體LED和太陽能

面板看來也不樂觀。至於由盛而衰的

PC、NB更不必說了。

從台灣海關統計我們看到2013

年11月台灣出口總值248.9億美元，

與上年同月持平但較上月減4.7％；

累計1至11月出口總值2776.3億美

元，較上年同期增0.9％，幾乎是零

成長，而且主要出口貨品如光學器

材和資訊通信產品雙雙衰退，全年

成長預計不會超過去年，是2009年

以來的低點。光學器材出口值192.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5.6億美元

(-2.8%)，主要受到液晶裝置之零件

減少3.3億美元(-4.6%)、液晶顯示裝

置減少3億美元(-4.1%)所影響。資訊

通信產品出口135.8億美元則較上年

同期減4.9億美元(-3.5%)，其中以

手機出口較去年同月減少1.2億美元

(-25.1%)為最。

資料來源：台灣「財政部」貿易統計

光學、照相、計量、
醫療等產品

資訊與通信產品

台灣光學器材和資訊通信產品出口值(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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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曾經帶領90年代和廿

一世紀頭幾年的台灣經濟發展，但如

今「兩兆」產業一蹶不振，除了台積

電和聯發科在先進製程技術和IC設計

上仍然保有優勢之外，記憶體、面板

和LED、太陽光電產業已從當紅炸子

雞淪為「四大慘業」；盛極一時的筆

電、手機也在國際競爭中節節敗退，

不僅總和上兆台幣的設備投資都打了

水漂，更直接影響台灣整體經濟表

現。

前有強敵 後有追兵

我 們 常 說 「 失 敗 為 成 功 之

母」，但現在回頭來看「成功更可能

是失敗之母」。從台灣科技產業發展

歷程來看，過去的成功模式，如今反

成為台灣科技產業在新一波市場競爭

中失敗的原因。台灣科技產業主要定

位為歐美大廠的代工生產部門，透過

大量擴產、改善製程以及降低生產成

本，並在一段時期利用中國大陸的廉

價生產要素，快速擴充規模獲得了成

功；但此「快而淺」的發展模式，雖

然達到量的提升，卻沒有帶動質的轉

型，台商在自主品牌、創新等增加產

品附加價值的努力相對較少。

不論是「兩兆」產業到「四大

慘業」，台灣多數科技產業靠的是技

轉扶植，或者需要付給外國技術母廠

權利金，在規格和價格上沒有話語

權，只能困守價值鏈的底層；又因為

無法掌握關鍵零組件，沒有議價能

力，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競爭中被嚴

重地邊緣化，隨時有被取代的風險。

於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以及2011年歐

債危機時期，市場需求減少、消費者

購買力下降的衝擊中，台灣DRAM和面

板業被韓國三星等大廠的技術戰和價

格戰一舉打垮。台灣科技產業發展如

今反成了產業政策的失敗經典。

另一方面，大陸建置自主產業

鏈企圖旺盛。在政府積極扶植下，模

仿台商的經營模式，大量進入代工產

業。陸廠不僅衝產量、衝規模、拼價

格而且還將完成國內供應鏈整合，例

如大陸政府以提高面板進口關稅的方

式，助長了京東方、華星光電等本土

面板廠的壯大。至於太陽能產業，從

最上游的多晶矽，一路到下游模組，

早已是全球最大的生產聚落，無論在

技術或是規模都已經超越台商。

隨着中國大陸內部的產業供應

鏈日趨完整，商品競爭優勢日益強

大，我們隱約看到了下一個倒下的台

灣廠商。不到三年的時間，宏達電

(HTC)股價從2011年4月的1300元高峰

一路下跌到140元，市值只剩十分之

一。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的佔有率也

從世界排名第2的21％，到今年第二

季僅剩2.89%，遠遜於韓國三星、美

國蘋果，而且隨時可能被2012年才崛

起的小米機超越。沒有價格和技術優

勢的宏達電手機恐怕很難突圍。

競爭還是合作

面對全球產業鏈洗牌，許多人

會認為西進中國是台灣科技廠商避免

被邊緣化的解決方案。但如前文所

述，隨着大陸國內產業供應鏈日趨完

整，20年來兩岸產業分工體系的解

構，對台灣產業經濟已經形成衝擊。

2013Q2 智慧型手機品牌
全球市佔率

排名 品牌 市佔率(%)

1. 三星(Samsung) 32.5
2. 蘋果(Apple) 13.6
3. 樂金(LG) 5.2
4. 中興(ZTE) 5.0
5. 聯想(Lenovo) 4.9
6. 華為(Huawei) 4.8
7. 酷派(Coolpad) 4.5
8. 索尼(Sony) 4.2
9. 諾基亞(Nokia) 3.2

10. 黑莓(Blackberry) 3.0
11. 宏達電(HTC) 2.9
12. 小米(Xiaomi) 1.65

資料來源：ABI Research

◆隨着大陸產業供應鏈日趨完整，兩岸產業分工體系的解構，對台灣科技產業經濟已形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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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8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與產

業環境所曾遇到的問題，如今的大陸

都遇到了。除了品牌和技術一樣受制

於人之外，當年新台幣匯率從32美元

升值到25美元，近年來人民幣匯率也

從8.25美元升值到6.1美元。2008年

勞動合同法上路後工資上漲以及勞動

條件要求越來越嚴格，土地成本上漲

以及環境保護規範等等，都讓製造業

在大陸的生產成本越來越高。

有鑑於此，中國大陸在十一五

時期就已經着手進行調整產業結構。

沿海省份相繼騰籠換鳥以提高基本工

資、取消政策優惠等措施淘汰高能

耗、低效益的企業，引入高新技術產

業。生產成本增加的壓力下，只能拼

低價的台商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兩岸產業都面臨轉型，但是兩

岸新興產業政策有高度的重疊，從台

灣期待的「雙星」產業到生物科技、

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

療照護及文化創意等「六大新興產

業」，還沒茁壯為主要產業，就已經

面臨中國大陸在技術、資金和人才上

的磁吸效應和排擠。

兩岸產業政策各自為政，幾乎

各項戰略性產業發展都出現競爭大於

合作的趨勢，兩岸政府為了追求經濟

成長與政績，大搞融資、擴大公共支

出重複投資，帶來產能過剩、產業結

構失衡、生產資源無效配置等問題，

若不妥善應對，結果恐導致兩敗俱

傷，台灣在經濟低成長的「新常態」

徘徊，而大陸則落入「中等收入陷

阱」。

兩岸政府和產業都必須思考如

何避免零和競爭。大陸若將台灣擠出

產業體系，究竟是得利還是喪失下一

世代可能的技術盟友或國際市場開拓

夥伴？我們期待兩岸產業重構合理的

分工體系，在提升經濟發展、促進產

業轉型的道路上能夠互利互賴，共創

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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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產業發展重點項目
台灣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智慧產業 中國大陸戰略性新興產業

雲端運算

文化創意
新一代信息

智慧綠建築 節能環保

綠色能源 新能源

生物科技
醫療照護

生物產業

智慧電動車 新能源汽車

新材料

高端裝備製造

觀光旅遊

精緻農業

發明專利產業化

資料來源:台灣工業研究院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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