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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2005 年 7 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後，人民幣即呈現出持續升值的趨勢。

而匯率的波動不僅會影響貿易，也可能影響貿易收支，另一方面也會影

響貿易結構。最新出爐的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今年中

國大陸將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促進全球經濟成長的最大推動力，並且中

國大陸已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家。因此，人民幣升值成為各國經濟

學家觀察的焦點，也影響著各國的經濟成長。本研究以三次產業分類法

為基礎分類理論，以及以台幣升值和台灣產業結構變化之經驗來做對

照，探討中國大陸近年來三次產業結構變動之趨勢，並以人民幣升值為

變數，探討人民幣升值對於大陸產業結構變化之影響。本研究發現，台



幣升值對於產業結構變化影響之經驗與人民幣升值，中國大陸產業結構

變化之趨勢及影響相似。與台灣相同的是隨著大陸人民的收入相對增

加，對於原有傳統產業出口利潤雖有較不利之影響，但相對於進口之內

需市場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則有相當大之貢獻。 

摘要

(英) 

Renminbi exchange rate system reformed Since July of year 2005, and during 

these years, the Renminbi continues to revalue. But the exchange rate undulation is 

not onl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trad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ut also 

affects the trade structure. The most newly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orld economics forecast inducates that, Mainlan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surmounts the USA, becomes the biggest propelling for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grows in the year of 2008. Meanwhile, Mainland China also already 

becomes the world biggest trade surplus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Renminbi revaluation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world’s economist obersavation 

topic, and it also affects the economical growth of the world. This research takes 

tertiary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as the foundation classification theory to discuss 

the tendency of recent industrial structures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use the 

Renminbi revaluation as the variable factor to find out the Renminbi revaluation 

influence in Mainl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Moreover, take the experince of 

New Taiwan Dollars revaluation and Taiwan’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s an 

example to analysis and predit Mainlad China’s Change.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as Renminbi revaluation, people of Mainland China income increased relativel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the disadvantageous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export profit. On the contratry, it brings advadvantages to import goods 

for the needs of the domestic market, as well as brings the big contribution for 

Mainland China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which is similar to Taiwan’s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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