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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延續超過半

年，在疫苗問世猶遙未可知的情形下，已然

對包含臺灣在內的全球經濟造成結構性的影

響，當然也對就業市場帶來恆久性的衝擊。

事實上，在今 (109) 年武漢肺炎疫情之前，

臺灣經濟與產業結構就已受到美中經濟戰爭

與 5G 時代數位轉型趨勢的衝擊而產生結構

性的轉變，而肺炎疫情又對這些衝擊帶來異

同不一的進一步影響。如何看待疫情後的臺

灣產業發展趨勢，以及對我國就業市場的影

響，在現階段便顯得格外重要。

本文將先就臺灣產業結構與就業市場如何受

到上述一連串事件的影響進行探討，也試圖就

我國面對劇變就業市場提出可能的因應對策。

貳、疫情對我國經濟及產業結構的

衝擊

臺灣的產業結構在過去兩年內，歷經了前

所難見的快速變遷。美中經濟戰爭由簡單的

貿易戰演變為高規格的科技戰，近來美國提

出的「乾淨網路 (Clean Network)」政策更

是有摧毀中國產業與供應鏈之勢。去 (108)

年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中國臺商大舉回

臺投資，不但提供了臺灣經濟成長的支撐、

帶來許多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深化了臺灣

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成長與出口模式。這種

深化其實有利有弊。利的是在短期可以提供

疫情對產業及就業市場影響
之挑戰與因應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邱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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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動能與就業機會，也使得我國在地

產業鏈更加完整化，強化我國製造業能力。

但製造業的蓬勃發展也容易因占據過多資源

而排擠、耽誤了經濟可能的轉型，例如研發

活動或軟體產業的發展。

今年年初爆發的武漢肺炎疫情又為臺灣經

濟帶來另一波與美中貿易戰部分相同卻也大

有不同的影響。武漢肺炎疫情一開始因中國普

遍停工關廠所造成的供應鏈斷鏈，即已使得若

干外資企業掀起撤離中國潮；之後由於中國政

府將引發疫情的責任大力「甩鍋」給美國，引

發美國報復，美國及日本開始採取積極補貼政

策策動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撤中返國」生產。

即使在中外資不一定回到美、日母國生產，但

自此加速了外資企業移出中國的腳步。

中國臺商在此趨勢下，除了以中國為目

標市場的產業留在當地外，部分臺商或基於

終端品牌廠的要求，或基於成本考量，開始

將生產基地移往東南亞或南亞市場，另一方

面當然也加速了部分臺商的回臺投資。這一

個效果與先前的美中貿易戰類似，都深化了

國內製造業的板塊。在疫情不墜之下，臺灣

甚至藉由製造實力獲得他國難有的「疫情紅

利」— 臺灣防疫成果領先全球，生產線得以

維持運作，只要國外下游對國內中上游廠商

的需求還在，影響相對較小；此外，疫情也

對臺灣品牌帶來顯著的推升效果，成為國際

投資熱點，越來越多國際知名科技大廠開始

布局擴大在臺投資。這些都成為支撐臺灣經

濟表現冠於全球的主要動力。

當然，武漢肺炎疫情對不同產業的影響大

異其趣，這又可分為短期與長期影響。就短

期而言，由於疫情對於各國人民的生活型態

帶來巨大影響，進而改變生活與消費模式，

因此而興起的宅經濟、遠距溝通、零接觸經

濟等模式帶動了對於網通、個人電腦、筆記

型電腦、半導體、伺服器等資通訊相關產業

的高度需求，而這些產業正是臺灣向來擁有

優勢的製造業。這些製造業的出口提升正是

臺灣出口得以維持不墜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於先前國際疫情嚴重所導致的各

國關廠停工潮，使得對我國一般製造業中上

游產品的需求大幅衰退，例如石化、機械、

紡織等傳統製造產業的出口受到的傷害尤

深，這一方面使得我國出口在 3 月到 6 月面

臨了連續 4 個月的衰退，另一方面也對就業

市場帶來衝擊，勞資協商縮減工時的勞工人

數大幅攀升。所幸在年中時，各國陸續解封

經濟，國際下游廠商啟封恢復生產，使得我

國一般製造業得以逐漸恢復出口，這不但讓

臺灣 7 月份的出口恢復正成長，8 月份的出

口還創下歷年新高，外銷訂單的數字也極為

亮眼，彷彿未曾發生疫情衝擊。

雖然目前我國無論資通訊產業或一般製

造業看起來都呈現榮景，但由於背景原因不

同，面對未來的挑戰自也有所差異。資通訊

產業，特別是半導體相關產業，一來在國際

上具有技術優勢，被取代性較低，二來在美

國主導下，全球供應鏈正在快速、具體成形，

這個明顯「去中國化」的新供應鏈雖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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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來自中國企業的訂單，但也讓臺廠得以

逐漸擺脫中國廠商的競爭威脅，只要新的供

應鏈得以有效成長茁壯，臺灣在全球供應鏈

的地位當不至於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臺

灣與美國、日本不但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關係

有望日益緊密，在技術與人才方面的整合也

可望逐漸強化，這對臺灣資通訊產業的轉型

提升將可帶來前所未有的成果。

對於傳統製造業而言，疫情帶來的榮景是

否能有效長期延續難以預料，畢竟相關產業的

國際競爭對手不少也不弱。長期而言，相關產

業若能積極尋求轉型升級，才能維持競爭力，

否則長期還是可能陷入辛苦經營的局面。

對於臺灣而言，為了維持就業，製造業長期

還是必須維持一定的比重，但如何打破長期微

利低薪的困局，也是必須努力的方向。蔡總統

先前提出了臺灣應該發展成為亞洲高階製造

中心的目標，這應該是臺灣經過多年摸索後，

聚集各種想法後的最大公約數—既要維持製

造業，又不能使出口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也

要面對越來越窘迫的有限資源限制，將製造業

推向高質化、高值化，的確是臺灣應該且值得

努力的目標。至於所謂「高階製造」，當然

不能維持過去單純製造、依賴降低成本 (cost 

down) 及產品價格的傳統模式，除了必須發

展更高技術、更高品質的產品外，透過軟體服

務加值的系統整合輸出，是未來臺灣在國際經

貿體系中得以勝出的唯一解方。這就有賴軟體

產業與各種智慧應用的發展。

事實上，除了美中經濟戰爭與武漢肺炎

疫情這兩個「意外」的衝擊之外，還有一項

衝擊臺灣產業結構的「意料中」因素，便是

5G 時代的來臨。早在多年前，「過度重硬

體而輕軟體」便是常被檢討的臺灣經濟病徵

之一，卻也多年難以改變，正因為臺灣製造

業早已緊密鑲嵌於全球生產鏈中，很難有破

口可以打破。儘管如此，政府對軟體發展的

重視向來未曾停止。蔡總統第一任期時提出

的 5 + 2 產業創新計畫即把「亞洲•矽谷」

計畫置於首位，希望透過物聯網的發展及打

造良好新創生態系來引領產業改革創新；在

蔡總統日前展開第二任期後，也因應外在局

勢的變化，將 5 + 2 產業創新計畫升級為六

大核心戰略產業計畫。六大計畫的首兩項分

別為資訊及數位產業發展、5G 時代的數位

轉型及資訊安全，這兩項都是軟體產業發展

的目標，非僅如此，資訊及數位產業的發展

還必須延伸至六大計畫中的其他項目，在生

技、國防、綠能、民生與戰備產業中，發揮

支援及提升成果的角色，可說掌握了臺灣未

來產業發展的核心。

武漢疫情實際上更為軟體的發展、5G 的

應用產生了推波助瀾之效。疫情對經濟的重

大影響之一是人們的內需消費型態轉變。在

疫情下，一來人民防災意識提高，各種行為

決策會考量疾病風險，二來所得減少影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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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支出與型態。因此，消費品質與內容開始

明顯影響內需，好的內容變得重要；網路使

用人口增加，改由線上消費，線上數位型態

多元化等，都將刺激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

發展。也因此，包含人工智慧 (AI)、物聯網 

(IoT)、智慧聯網 (AIoT) 在 5G 時代下的資訊

及數位產業的發展即變得更為重要。

過去幾年來，臺灣科技產業朝向軟體發展

及發展各種智慧應用的腳步已經加快，舉凡

智慧生活、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醫療、

自駕公車等項目，在亞洲•矽谷的智慧城鄉計

畫協助下，都已有不少具體成果。近年來，

臺灣主辦的智慧城市展不但規模日益擴大，

也吸引許多東南亞政府官員前來取經。展望

未來，透過各種智慧應用帶動的系統整合勢

將成為我國未來出口的新模式，特別是在新

南向政策下，將可扮演我國朝向新南向國家

連結的新作法，不再拘泥於只將新南向國家

作為生產基地。

綜合上述的討論，我們大概可以說，在疫

情後臺灣的產業發展會有幾個具體面向，一

是優勢的資通訊產業未來仍會有長足的發展

機會，可望日益茁壯，二是傳統製造業必須

儘速進行數位轉型，以便因應更激烈的國際

競爭，三是數位及資訊產業將會因市場及政

策的帶動而更為勃發，四是在 5G 時代下的

各種智慧應用將成為介接國際市場的主力，

進而改變臺灣的出口結構。

參、疫情對就業市場的衝擊與可能的

因應

在疫情衝擊下，我國的就業市場若與其他

國家相較，受到的影響實屬輕微。這其中，

失業率並未明顯提高，而勞資協商縮減工時

的人數主要來自於一般製造業，但在 7 月各

國經濟解封後，人數已逐漸減少。可說疫情

對就業市場的短期衝擊尚不可懼，只要疫情

趨緩，應可回歸常態，或甚至因為臺灣產業

的優異表現而帶來正向影響。

疫情對臺灣就業市場的影響，主要應是產業

變遷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效果。根據前述，無論

是製造業或者即將蓬勃發展的軟體資訊服務

業，均將對軟體數位人才產生極大需求，這類

人才的缺口如何藉由教育體系及訓練體系補

足，應是疫情後臺灣就業市場最重要的課題。

數位經濟發展十分快速，是自物聯網與大

數據後的新經濟浪潮，被視為是「第四次工

業革命」的基礎。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與英國政府的定義，數位經濟泛指

透過數位產業帶動的經濟活動，加上非數位

產業透過數位科技之創新活動。過去 20 年

間，全球產業投入及各國政府的推動，已促

使數位經濟快速發展，進而促成消費者、競

爭者、供應商之間出現更加多元的互動模式；

而網路技術的無線高速化、IT 產業的行動運

算化及電子商務的虛實整合化等三大發展，

更帶動產業朝跨世代、跨境、跨領域、跨虛

實之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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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等數位

新興科技正在重塑產業面貌，近年來各種嶄

新的商業模式與營運型態正方興未艾，也在

翻轉現行的工作型態，對勞動市場帶來新的

變化。國內外對於數位科技對勞動市場衝擊

的探討頗多，包括工作技能需求內容及工作

型態的轉變。根據牛津大學學者 Frey and 

Osborne (2013) 的研究，未來 20 年，美國

將有高達 47% 的工作會實現自動化，「機

器取代人力」、人機比降低所帶來的失業問

題日益浮現。2017 年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

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發布的資訊

經濟報告指出，受自動化影響較大的為製造

業，對教育、健康和社會工作影響較小，但

自動化對服務性質工作的影響可能日益加

大，這些影響包含數位化的工作變化、數位

化對整體工作的衝擊及新技能的需求程度。

也就是說，數位科技的躍進影響工作場域的

轉變、帶來職缺的消長，產業不但要因應不

同類型的創新商業或經營模式所帶來的工作

變化、培育相關所需人才，還需要積極因應

因傳統工作模式改變而產生的「科技性失

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我國也不例外，當前臺灣經濟結構正面臨

產業數位升級轉型的階段，根據 2019 年國家

發展委員會《數位經濟及 AI 對社會影響與因

應策略》報告指出，直到 2030 年，我國數位

轉型人力需求缺口將達 8.3 萬人，而在未來

10 到 15 年，我國恐將有 46% 的工作機會因

科技發展的影響，出現科技性失業問題。

綜觀未來產業發展趨勢，不難理解新科技

應用已逐漸普及，逐漸帶動物聯網、人工智

慧、大數據分析 / 雲端運算、AR/VR 呈現突

破性成長，促使產業數位轉型、新生活型態發

展、創新服務應用建構等重大變化。這些變化

最主要的特色便在於跨域產業發展之工作技

能需求不斷提高，也將促使就業市場產生以下

變化。

一、對整體工作環境之重要影響

數位科技趨勢對總體經濟與勞動市場的影

響已經引起頗為廣泛的討論，尤其是針對未

來就業移轉程度與新興型態的工作環境的條

件、勞動市場的法規環境等，進而引發就業

需求的改變、就業契約產生變化、所得分配

更加不均等可能的轉變，可說明如下 :

( 一 ) 職業型態多元化

由於網際網路蓬勃發展，使勞動力與工

作任務在供需之間更具有彈性，而未來專業

分工也將日益複雜，因此職業型態會相對多

元。為了能因應工作環境的變化，如專職及

兼任工作型態的組合、轉職流動性增加（在

不同職業、行業間的轉換勞動保障條件及身

分、工作轉換頻率、員工流動日益頻繁）、

學校與職場的界線模糊化（學習與工作並

存），也會出現勞力外包的群眾模式工作。

( 二 ) 薪資結構改變

隨著 AI 與智慧機器人的發展，在工作時間

及工作地點均可能變得更有彈性的情況下，

員工將不僅僅從事單純的一份工作，更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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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朝向兼職或承接多元型態的工作發展。

即員工可能會有受僱於多個雇主的情況，因

此員工和雇主都需要有更靈活的薪酬結構。

此外，隨著數位化科技的發展，企業對低階

與高階職位的需求增加，反而對中階職位的

工作需求將會減少，而中階職位員工的工作

技能又不足以取代高階職位員工，卻有可能

被低階職位員工所取代，這可能促使未來的

薪資結構更加 M 型化。

( 三 ) 工作場所改變

物聯網、雲端計算平臺與科技產品的蓬勃

發展，使就業者可在任何時間 / 地點登入雲

端平臺進行資料存取，也可利用雲端計算平

臺來分析數據，這將使得未來工作地點選擇

也變得更彈性化，辦公室或固定的辦公地點

已經不是唯一的選擇。因此，新興科技發展

不僅會改變組織的工作場所，而且連個人的

工作場所也將會有所變化。這有助於員工節

省大量時間，可將時間用在更有工作效益的

地方，更有助於工作的安排，達到更有效率

的結果。

( 四 ) 工作時間調整

針對工作時間調整的可能性，包含工作時

間縮短、無固定工時工作、工作與生活分界

模糊、無保障工作時數等。隨著 AI 與機器

人發展，現有工作時間的制度將產生重大變

革，取而代之的是彈性化的工作時間。資訊

技術的便利性可讓就業者不必拘泥於上班時

間工作，未來就業者需要更彈性的工作模式 

/ 時間來因應未來新型態工作變化。

( 五 ) 技能驗證基準發展

為了因應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變化，技能證

照職能基準的完善發展更為重要，這包含職

業訓練內涵調整方向、教育制度的改革、高

等教育供給調整、新型態數位人力媒合保障

及個人技能認證基準等。在工作技能培養方

面，終生學習、具備工作高度彈性調整能力

都是重要課題，且對於跨領域人才及資源整

合人才的需求會大量增加。

二、數位技能養成與培育的重要性

( 一 ) 跨域產業發展之工作類型需求

全球供應鏈面臨少量多樣化生產、客製化

消費變化的大趨勢，但我國產業長期對最終

消費市場向來陌生，掌握度不高。未來出口

區域或消費市場皆需要資料數據分析、數位

行銷策略規劃人才，藉以進一步連結並縮短

生產與消費的距離，才能有效滿足最終端不

同消費型態需求。

由於產業針對連網物件或生產銷售網絡快

速擴張，針對資訊科技安全相關工作類型需求

必將有所增加。以我國擁有資通訊產業發展基

礎優勢而言，應該加速提升相關人才培育，並

針對 AI 語意分析、資料探索等進行技能提升

輔導。為了因應數位軟硬整合產業發展趨勢，

亦須透過跨域整合的加值，才能真正有效發揮

數位創新趨勢下的新產業價值，因此科技跨域

及資源整合的工作需求會相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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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跨域產業發展之數位技能需求

面臨數位創新趨勢，就業者的數位技能的

養成日漸重要，更強調跨領域、軟硬整合之

重要性，如溝通能力、創造力、問題解決能

力、國際移動及國際語言能力、產業技術能

力、資訊使用技能等層面。數位技能養成需

求並非針對特定層級或類型的就業者，而是

未來毎一位就業者都須因應不同產業及工作

職務內容而有不同程度的需求養成。

其 中， 產 業 技 術 能 力 和 資 訊 使 用 能 力

可透過實務經驗累積、經驗傳承和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方 式 來 加 以 養 成。 如

數位科技趨勢快速變化對就業者資訊使用能

力需求會顯著提升，尤其針對第一線現場工

作人員所需的人機協同技能最為重要；再

者，機器人發展將取代部分人力，各業技術

能力會隨產業發展的類別或生產階段需求而

有所不同，並更加強調各產業的核心知識 

(domain knowledge)  技術能力的重要。

未來創新的產業跨域整合經營模式，除

了對第一線現場員工造成影響外，對中高階

主管的專業能力需求更高，除了專業能力之

外，對於跨域溝通能力、創造力與問題解決

能力需求也會因而增加。在面臨國際化、全

球化趨勢下，我國就業者具備國際移動能力

的條件，將相對擁有更多的工作選擇權，對

於瞭解不同文化的意涵，培養跨組織、個人

的協調能力，擁有跨國團隊成員溝通方式及

了解需求，也是就業者必須具備的能力。

肆、結語

武漢肺炎疫情對長期的經濟與產業結構

正逐漸產生結構性的衝擊，更加速促進了在

5G 時代數位經濟潮流趨勢下的產業轉型發

展。臺灣自不例外，未來跨領域或是軟硬整

合型態產業發展，將帶動臺灣勞動環境、勞

動體制條件、工作型態或相關技能需求面向

出現質化轉變。政府過去的 5 + 2 產業創新

計畫與現今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計畫，透過

連結未來、連結在地、連結國際的方式，是

帶動臺灣未來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要關鍵。因

此，透過這些計畫帶動的產業發展，也將會

帶動新一波工作類型與相關技能需求變化，

未來各業在跨域整合加值人才及數位技能養

成更是臺灣無可迴避的重要發展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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