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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芯片突然全球缺貨】

汽車芯片是低階的芯片，卻需要

極高的良率，因為手機芯片有些微

差錯只會影響手機的功能，而汽車

芯片若有些微差錯可能影響行車安

全，所以汽車芯片是低階工藝，利

潤偏低，卻製造嚴謹，所以不是熱

門生意。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活

動減少，汽車銷量大減，同一時間

人們對視頻娛樂的需求激增，線上

遠距工作的需求增加，電腦相關產

品的銷售快速增加，於是半導體產

業減少了汽車芯片的產能，轉而生

產工藝較高，利潤豐厚的電腦，視

頻及手機芯片。

這時加上美國總統川普粗暴制裁

中國，打擊中國半導體的產能，使

得中國的汽車芯片生產受到破壞，

同時限制在華汽車公司不得向被制

裁的中芯國際就地購買汽車芯片，

迫使汽車工業轉向台灣韓國訂購汽

車芯片。

更沒想到2021年新冠疫情好轉，

汽車銷量回升，世界主要的汽車產

業紛紛擴大生產，汽車芯片的需求

頓時猛增，汽車產業集體轉向台積

電及三星求購汽車芯片。而台積電

及三星正在生產工藝較高，利潤豐

厚的電腦視頻及手機芯片，一時勻

不出生產線大量生產汽車芯片，頓

時全球汽車產業因為缺乏汽車芯片

而關廠減產，造成全球性汽車芯片

短缺的風暴。

【㆗國歐美都要㉂製半導體】

全球性汽車芯片的短缺風暴，歐

美日本汽車大廠集體向台灣訂購求

援，他們同時警覺到世界 90％芯片

的製造過程要依賴台灣，是一個嚴

重的瓶頸，已經危及國家安全。美

國 人 工 智 能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NSCAI及美國半導體協會SIA 都提

出報告，建議美國必須在國內製造

芯片，不能依賴台灣的產業鏈。於

是拜登總統以行政命令，決定聯邦

政府出資超過1,000億美金，發展國

內完整的芯片產業鏈。

歐盟，尤其是其中的德國，發現

芯片的製造程序依賴台灣，危及國

家安全，也出資超過1,500億歐元，

發展建立歐盟的芯片以及數位科技

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在遭受美國川普總統的打壓

制裁之後，痛定思痛，同樣出資超

過1,400億美金，決心發展國內完整

的芯片產業鏈，並釐定其為國家重

要策略，計劃5～10年之內，有中

國完全獨立自主完整的芯片產業

鏈。

【台積電受外㈾㊧㊨】

受到美國的要脅，2019年台積電

決定投資20億美元到美國亞利桑那

州設立5奈米芯片製造廠，最近更

傳出台積電要在美國建立五六處芯

片廠，完成從晶圓，設計，製造，

測試，封裝所有工序的美國產業

鏈。台積電的五萬台灣員工，夙夜

匪懈，打造了台積電的輝煌。將來

台積電被迫在美國設廠，失去了台

灣的特殊工作文化，台積電不可能

在美國同樣的開花結果，很可能就

此前途終結。

台灣的半導體大廠台積電其實是

受 制 於 美 國 ， 外 國 人 持 股 佔

78.48%的外資企業，不是真正的台

灣企業。外資不但名列董事之列，

其靈魂人物張忠謀還時稱自己是美

國人，曾呼籲美國不該放掉半導體

製造。在緊要狀況下台積電諒不會

不顧及美國利益。加上台積電高層

或一般員工未被課以國家忠誠之義

務，自就難不以個人利害為考量被

他國挖角，跳槽韓國三星， 或轉為

中國大陸效勞，不乏前例。

【台積電不是護國神山】

台積電是外資企業，美國要他去

美國設廠，他就效忠美國，再者台

灣當前執政當局，為求美國的保

護，凡涉美事務或談判，莫不曲意

承歡，自我矮化，難期其在半導體

產業的國家利益上堅持維護。所

以，即使現在台灣舉國上下，將台

積電捧為護國神山，驕寵有加，但

真正大難臨頭時 ，是不會保護台灣

的。

半導體產業已經提高到攸關國家

安全的位置，照此情勢發展下去，

世界半導體10年之後必然是中國美

國歐盟三國鼎立，將來的芯片訂單

不再考慮商業競爭的價格，而是各

為其國下單，台積電未來不能再悶

聲發大財，而是被排擠的小咖。

台積電是世界唯一的企業，為了

因應手機競爭，大量投資，瘋狂開

發 5, 4, 3, 2 奈米的芯片製造，擁有

芯片最高端的製造工藝。華為已經

放話要開發5G的雲端手機，把手機

的作業運算交给雲端處理，使得未

來的雲端手機成為簡單的終端機，

不再需要高端工藝的手機芯片。最

近任正非放話，華為兩年之內將可

芯片脫困，果真如此，台積電的最

高端工藝的手機芯片生產投資，可

能泡湯。

台積電投資開發的 5, 4, 3, 2 奈米

的芯片製造工藝可能已經觸及矽原

料的物理極限，石墨烯及其他兩種

有可能替代半導體的原料，可以取

得更快更穩的電子流動效果，果真

如此，如同重新洗牌，台積電優勢

儘失。

【台灣半導體㆒枝獨秀的危機】

台灣對世界貨物出口的44％銷往

大陸，其中半導體產品佔了28%。

這是台灣出口賺取外匯的龍頭產

業，也代表半導體產品嚴重依賴大

陸市場，其中台積電利潤的22％來

自大陸，目前受到美國脅迫，只得

放棄。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幾乎囊括了台

大 成 大 清 華 交 大 70％ 的 理 工 畢 業

生，這是台灣最優秀的人力資源，

導致了這許多年來台灣大部份傳統

產業停滯不前，乏善可陳。也就是

說，台灣的教育，台灣的員工，都

為了支撐半導體產業付出代價。

民進黨政府認為汽車芯片全球缺

貨，各方有求於台灣，正是台灣的

驕傲，有助台灣經貿談判的籌碼，

大力內宣，卻不瞭解，估計10年之

後，中國，歐盟，美國都會有自己

的芯片產業鏈，屆時台灣的台積電

及半導體產業就不可能再像過去一

樣，惦惦呷三碗，悶聲發大財。

台 灣 半 導 體 貢 獻 了 台 灣 GDP的

16％ ， 這 是 極 端 不 平 衡 的 GDP結

構 ， 一 旦 半 導 體 有 事 ， GDP崩 塌

16％是不可想像的災難，希望政府

能未雨綢繆。

 
◎盛嘉麟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views on US-China relations, changing with time for 

sure. This article is presenting a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from multiple 
angles from US-China direct confrontations to tissues related to third 
party or geographic regions in the world, such as EU, M.E., Russia,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US neighbors), FVEY (Australia), South 
China Sea and Taiwan, and – how the world sees the US-China relation.
----------------------------------------------------------------------------------------

(5) Africa's View of the U.S. - China Relation
China as a developing nation making rapid progress is somewhat 

sympathetic to African nation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lonial masters made very little investment during their occupation of 
Africa. The West developed nations including Japan from Asia held a 
profit-first attitude in their loans and investment; they treated Africa just 
as a consumer market. Whereas China was willing to wait for her 
investment returns in longer terms, such as developing farm-land o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atiently waiting for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to occur and more flexible bartering deals to happen. This 
gave China many more friends in the UN. The U.S. has obviously felt it 
in the UN.

(6) South America and U.S. Close Neighbors
The U.S. long held the Monroe doctrine as her backbone of foreign 

policy regarding South America, Mexico and Canada. The U.S. is both 
protective and dominant. Even though China's interest is merely in trade 
of goods and raw materials for her industrial needs, the U.S. considers 
China's entry in S. America as a threat to her leadership, in fact, more 
likely viewed as challenging her 'governance attitude' regarding those 
regions. The USMC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specifically requires 
Mexico and Canada to source supplies from member countries rather 
than from China. Again, such protectionism makes the U.S. appear 
hypocritical when she demands other countries to open up and exercise 
free trade. Canada's arresting of the Huawei CFO bowing to the U.S. 
request of extradition on an Iran sanction violation has generated lots of 
international bad press for Canada and the U.S. 

(7) Australia and The Five Eye Alliance
The five eye alliance, U.S., U.K. Canada,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FVEY), is an intelligence alliance, but it gets involved in the U.S. trade 
war and technology sanctions concerning telecommunic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from China. Under the U.S. pressure, FVEY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to sanction Huawei, a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Their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except New Zealand 
which took a conciliatory position with China, are now on the rock. 
China took a firm stand and singled out Australia to severe their trade 
ties.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trading partner of Australia which exports 
her 39.4% goods and 17.6% services to China. Combined with COVID-
19's impact, Australia's economy is badly hurt and may never return to 
previous level in the future. FVEY has been regarded as a high-profile 
discriminating organization. The world is hardly receptive to its 
behavior; and they see that the U.S. is leading the pack.

(8) South China Sea and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U.S. launched the Pivot to Asia strategy to strengthen her 

containment of China and instigated the Philippines to challenge China 
on her sovereignty of som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in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urt. China denies such court's jurisdiction 
over sovereignty matter and its ruling. This episode prompted China to 
increase her naval presence in SCS and her successful island 
fortification program, building ports and airfields on land refills on a 
few strategic islands. The U.S. has sent her carriers and naval vessels 
claim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SCS as well as attempting to extend 
the containment plot to Indian Ocean by recruiting India and Australia 
to join her Indo-Pacific alliances. India although has taken part in the 
Indo-Pacific navy exercises but showing no intention to be an ally 
member. Many of the ASEAN countries simply expressed their 

displeasure being pressured by the U.S. to take side on this U.S.-
China confrontation. Here is a Monroe doctrine case in SCS for 
China, why is the U.S. thinking differently from a Monroe case in 
South America?

(9) Taiwan as a part of China
The U.S. and China established their diplomatic tie on the basis 

that the U.S. recogniz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China 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only China, expecting 
a peacefully reunification someday. The U.S. maintained an 
informal tie with Taiwan and exploited this two-China situation as 
a pressure point to hurt China, even selling offensive weapons to 
Taiwan. China has kept her promise patiently waiting for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but the island has drifted away from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Taiwan 
promoted independence for the island. The mainland Chinese now 
view the U.S. as the culprit for such shift under the disguise of 
democracy with a real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ir reunification. 
The island Chinese has developed a serious split with different 
ideas of re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albeit most people 
recognized that the future would not be in their hands. The island 
citizens may be uneasy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they cannot rely on the help from the U.S. Taiwan's 
independence movement would be similar to California or Texas 
independence movement, never acceptable to the rest of the nation. 
Trump made use of the Taiwan issue to antagonize China with no 
obvious gain. Biden Administration may change their Taiwan 
policy after they handled the COVID-19 situation, but they do need 
to stand in someone else shoes to think about the US-China issues 
for a change.

The U.S. has many think tanks on foreign policies. They tend to 
reinforce each other's view all based on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US-China issues, we need to take a third party or a world 
perception to gain understanding. Why can we apply Monroe 
doctrine to S. America and China cannot apply Monroe doctrine in 
SCS? Why do we demand others to open trade and yet we restrict 
trades to others? Why do we need to form allies as if war is 
imminent? Why did we fail in Africa with prejudice as we preach 
diversity at home?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article will stimulate 
some honest discussions and arrive at some sensible conclusions!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 World View on U.S.-China Relations (II)

進入臘月，年味愈濃，梅花漸次

開，風雪裡為年填色不少。

清代鄭板橋在《寒梅圖》題詩曰

"寒家歲末無多事，插枝梅花便過

年。"宋代李清照在《清平樂·年年

雪裡》亦曰"年年雪裡，常插梅花

醉 。 " 供 "年 "一 枝 梅 ， 是 一 件 雅

事，也成為一種民族傳統。"歲朝

清 供 "， 歲 ， 年 也 ； 朝 ， 初 、 始

也；清供，陳列的清雅器物，主要

包括各種盆景、插花、時令水果、

奇石、工藝品、古玩、精美文具

等。春節前後，正值梅花盛開時

節，如是歲朝，便是為了來年紅紅

火火、衣食無憂，在寒冬時節也沾

些春意。

梅花高潔傲骨，清氣襲人。圍爐

聞梅香，輕飲梅花酒，是過年最好

的祝福。新年就這樣在梅花香中到

來。清代孔尚任在《甲午元旦》寫

道"蕭疏白髮不盈顛，守歲圍爐竟

美國是個典型的現代帝國主義，

對中國處處打壓。其最可惡之處，

莫過於至今仍拽著台灣不放，將其

據為禁臠。美國在1979年中美建交

公報中，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就台灣

是中國一部分，在英文版中卻用了

認知， 而非承認。最近拜登又重

申了此一立場，並強調，此一中國

的首都在北京。且稱台灣當局為

"民選代表"，而非政府。但仍不肯

清楚說出，兩岸同屬中國，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其實這並無關係，

只表明了，中國的實力還沒強到，

令美國不得不承認一個中國的現

實。尚有待兩岸同胞共同努力！

             目前中國的人年平均收

入為10.410, 10美元，已超過中等水

平。雖然比美國的3.9萬美元少了許

多。但人口基數大，GDP已達美國

的70%。因此中國既是一個富國，

又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西方有

人說，中國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

了，應列入發達國家。表面上是抬

舉，實則想"捧殺"我們，不懷好

意。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僅次於美

國，位居世界第二，但平均GDP只

有美國的1/6。按標準仍屬發展中國

家。作為發展中國家，在收取進口

關稅，和保護國內商品上有些好

處。但這不是中國強調自己是發展

中國家的著眼之處，主要還是希望

能與發展中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上，

共同奮鬥。但究竟中國是否發展中

國 家 ， 還 是 應 按 國 際 標 準 來 處

理，該是什麼，就是什麼。美國

為著與中國博弈，連國際規範都

不願遵守了，不怕被人笑話嗎？

作為來自台灣的人，我們本可

在一中立場上，如同馬英九時代

一樣保持中立。但既然台獨政權

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就逼著我們

不得不選邊站了，否則我們將如

何面對列祖列宗呢？他們一會兒

是日本人，一會兒是南島人，一

會兒是美國人，我們可辦不到。

既使有人手裡拿著僑居地護照，

但心中還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請別逼我們背叛祖宗吧！

我們相信，美國並不希望和中

國為台灣問題發生衝突。我們也

相信，美國人對台灣並無領土野

心。雖然1854年美國東印度公司艦

隊司令貝理，曾鑒於台灣位置適

合作為貿易中心，一度建議美國

政府佔領它，但並未實施。在尚

無現代國際公法與國家學說前，

即主張，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

部分，或難令人信服。但中國人

最早發現，並開發台灣，則是事

實。1662年鄭成功驅除荷蘭人，收

回並治理了台灣。1683年施琅攻佔

台灣，使它歸入大清版圖。清政

府於1885年改台灣府為台灣省。自

此台灣遂成為中國一個普通的行

省。1945年台灣光復後仍一扔舊

制。因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

容置疑。誰想染指或割裂它，就

等於向中國宣戰。

近日受拜登政府欲改善對華關

係影響，台獨分子突然放軟了身

段，並更換了主管兩岸關係的官

員。但這些形式上的改變恐無濟

於 事 。 筆 者 月 前 曾 寫 過 一 篇 拙

文，題為"只有重回"九二共識"，

才能擺脫台海危機"。但筆者僅為

一介書生，從未涉足公職，人微

言 輕 。 雖 文 中 所 言 句 句 發 自 肺

腑，但恐難為身負台灣安危者聽

進去。2020年台灣自大陸獲得貿易

順差達866.73億美元，對大陸出口

額則占總出口額43%。離開大陸台

灣經濟繁榮將難維持。既然台灣

的繁榮離不開大陸，台獨分子仇

中反中又有何立場呢？ 

其實即使台獨分子看清了，大

陸關係的重要性，也無濟於事。

因台灣幾全受制於美國，是美國

反華的一枚棋子。因此兩岸的安

危，其關鍵不在台獨而在美國。

只有當美國能夠意識到中美關係

的重要性，一旦中美因台獨發生

衝突，不但是中美的災難，也會

波及全世界。希望美國切莫鼓勵

或放縱台獨分子一意孤行，以免

導致中美衝突，釀成世界大禍。

台灣的安危基本取決於美國的態度
◎ 謝芷生

廢眠。剪燭催干消夜酒，傾囊分遍

買春錢。聽燒爆竹童心在，看換桃

符老興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

歡笑拜新年。"

插了梅花便過年，梅花的冷香

馥郁，梅枝的俠骨清冽。插梅也是

有講究的，枝條不宜太多、太繁，

最多三兩枝，一枝最好，就像清代

阮元所畫的那枝梅，枝少花疏，干

屈如鐵。供"年"一枝梅，不僅是用

梅花來供"年"，更要身心如"梅"來

供"年"，習得梅那份鐵骨傲霜、冰

清玉潔、不畏嚴寒、凌雪綻放的高

潔品性。

家居附近公園的梅花，開得正

盛，香氣漸有漸無。"梅萼知春，

見南枝向暖，一朵初芳。冰清玉

麗，自然賦得幽香。"風吹過，點

點梅花落。那些梅樹，老乾蒼勁，

新枝挺發，繁花密萼，正反轉側，

一片生機。風裡的花蕊挺勁清秀，

繁而不雜，分外清逸。宋代王安石

賦《梅花》："牆角數枝梅，凌寒

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

來。"我不會賦詩，只能和家人撿

一些梅花回家做梅花酒，年節飲

之。東漢《四民月令》有："以小

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

後與酒。梅花酒，元日服之卻老。

"梅花酒的製法簡易，在梅花盛開

時節，選摘新鮮的梅花，用清水洗

淨瀝乾，通風處晾一晚。倒入細砂

糖，糖漬兩天兩夜。糖漬過的梅花

倒入瓶子，加冰糖，倒入適量白

酒，密封一段時間即可開瓶享用！

輕啜一口，梅花酒的清香，令人仿

若身置梅林。

供"年"一枝梅，這梅花裡也有著

濃濃的鄉思了。"君自故鄉來，應

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

未。"唐代王維的《雜詩》總能做

到詩中有畫，寥寥幾句，詢問友人

"你從故鄉來，該知道故鄉的事。

請告訴我，你來時，我家窗前的梅

樹，是否已經開花？"

都說梅是報春花。元代王冕在

《 白 梅 》 中 讚 道 "冰 雪 林 中 著 此

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

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我更喜

歡一代偉人毛澤東寫的《卜算子·詠

梅》"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

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

爛漫時，她在叢中笑。"毛澤東對

梅花情有獨鍾，他一生戀梅、惜

梅、品梅、詠梅，與梅花結下不解

情緣。

我愛梅贊梅，供"年"一枝梅，寄

願新年，梅心作骨身是瓶，五福臨

門滿堂春。

(作 者 簡 介 ： 李 愫 生 ， 原 名 李

鋼。80後，出生於河北邯鄲，現居

鄭州。知名情感作家，文化策劃

人，媒體主編。河南省作家協會會

員，首屆河南青年作家30強。曾在

《讀者》《青年文摘》《世界文

藝》《小說月刊》《短篇小說》

《鴨綠江》《雨花》《芙蓉》《散

文選刊》《詩殿堂》（美國）《國

際日報》（美國）等國內外多家報

刊發表作品。有部分作品被改編、

搬上影視屏幕。出版小說集《在喧

囂的世界，安靜地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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