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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實 正視機遇 創造機會 

史惠慈  

中華經濟研究院 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副主任 

 

一、區域經濟整合正加速邁向更廣更深的結合 

經濟整合是目前東亞國家最積極推動的重要

議題，從 APEC 領袖會議、東協峰會到中國-東協

(10+1)領導人會議，都可見到經濟整合的議題。以第廿二次

亞太經合會（ＡＰＥＣ）領袖峰會為例，北京綱領1包括《APEC

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與會各國已同意決定開

展亞太自貿區（ＦＴＡＡＰ）聯合戰略研究，於 2016 年底提

出對區域內 FTA 所造成之「義大利麵碗」效應、貿易投資障

礙、實現 FTAAP 可能之困難等議題研究的最終報告與建議；

《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建立亞太地區自貿資訊交流

機制，在 2025 年前實現硬體、軟體和人員交流互聯互通，實

現無縫、全面聯接和融合亞太的遠景目標；制定自貿區能力

建設行動計畫，通過《第二期亞太自貿區能力建設行動計畫

框架》，縮小亞太經合組織成員間能力差距，加速建成亞太自

貿區。 

25 屆東協峰會「內比都宣言」依循 24 屆東協峰會的結

論以及 APEC 議題走向，持續強化東協區域經濟整合，尤其

是 2015 年後的發展，重視區域差異縮小東協成員國間的發

展落差，推動和諧、穩定、均衡的經濟成長，於第 27 屆東協

峰會要提出 2016-2025 的後 2015 的東協願景與發展。除東協

本身的區域經濟整合外，東協亦強調東協成為此區域的整合

平台，加強與區域夥伴間的合作，擴大資訊分享，如東協加

一、東協加三、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等。 

                                                
1參考中國 APEC 發展理事會「北京綱領：建構融合、創新、互聯的亞太─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

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http://www.apec-china.org.cn/1/2014/11/12/21@2504.htm。 

http://www.apec-china.org.cn/1/2014/11/12/21@2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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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努力

在推動多邊協議。在此次 APEC 期間美國與中國大陸就資訊

科技協定擴大談判（ITA Expansion，或稱 ITA II）達成共識。

ITA II 談判乃屬 WTO 多邊談判，在美國與中國大陸達成共

識以後，未來參與 ITA II 談判的 27 個談判成員將回到 WTO，

繼續完成後續協商。而 ITA II 談判的結束為多邊談判注入動

能，之後美國與印度在十三日突破僵局，就糧食補貼問題達

成共識後，終於掃除最後障礙。ＷＴＯ秘書長阿茲維多十四

日表示，兩周內正式生效的「可能性很高」。 

綜整而言，不論台灣是否參與，區域間或是多邊組織所

推動的經濟整合的步伐並未放緩，而且正在加速走向更深更

廣的結合；台灣的意見或利益，也非區域整合或多邊組織推

動經濟整合的重要考量，這是台灣須正視的國際現實。事實

上不僅如此，中國大陸與南韓也在 2014 北京亞太經合會

(APEC)場外雙邊高峰會後宣布陸韓 FTA 達成協議，預計明

(2015)年上半年生效。南韓連續與歐盟、美國、東協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陸韓 FTA 拍板，意味南韓已正式完成美國、歐盟、

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等全球主要市場布局，也將過去在國際

市場激烈競爭的台灣遠拋在後。 

 

二、台灣應面對的現實 

台灣內需市場小，以貿易立國，屬於出口拉動型經濟模

式2，因此，對外貿易對台灣經濟成長非常重要。雖然就台灣

海關的數據來看，台灣出口依然成長，但就全球表現而言，

依據 WTO 的資料，台灣佔全球總出口的比重已由 2000 年的

2.3%掉為 2013 年的 1.6%，而與台灣市場重疊性高、出口產

品高度重疊的韓國，佔全球總出口的比重卻由 2000 年的

2.7%攀升為 2013 年的 3%。隨著韓國與東協、美國、歐盟的

                                                
2 2013 年台灣的對外出口依存度為 73%，對外貿易依存度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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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完成 FTA 簽署，台灣在各個市場的進口市占率3不僅下

滑，且與韓國的市占率差距逐漸擴大。中國大陸是台灣第一

大出口市場，陸韓 FTA 的簽署讓台灣在出口的前四大市場，

無一倖免的面臨關稅不公平競爭，這也是 FTA 的排他性特質

所帶來的嚴重影響。固然這並非市占率下滑的唯一因素，但

這是企業無法一直依靠成本下降、經營改善等自身作為去擔

負的額外成本，此弱化其與他國企業間的競爭，而政府應該

建置公平競爭的環境，讓企業能夠發揮其真正的競爭實力。 

其次，台灣的貿易非常集中於少數產品，此由中國大陸

自台灣進口前百大的產品貿易額即占了中國大陸自台灣進

口總額的 81.79%，但貿易項目僅占 1.21%即可看出。而高度

倚賴少數出口品項之貿易特質，當面臨影響或無法獲得同等

優惠關稅待遇時將帶來相當的負面衝擊，也擴大了經濟波動。 

再者，由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主要產品為電子零組件

及其製品、機械、光學、化學原料等類產品，而這些產業的

出口中屬於中小企業出口的比重多不及 20%，僅機械業的出

口中屬於中小企業的出口比重接近 40%4。即台灣現行對外出

口的主力產品多屬大企業的出口。然台灣的製造業 7 成的就

業是中小企業所雇用，98.7%的企業屬於中小企業，因此如何

擴大中小企業的出口是台灣重視的議題。 

在此貿易特性下，ECFA 早收協議特別為中小企業爭取

到一些零關稅優惠項目，然而由於此等項目的出口金額，關

稅減讓後雖成長率高卻並不能在短期能夠改變其在台灣總

體出口中的比例。而且中國大陸自台灣進口享受零關稅的貿

易額(包括 ECFA 早收項目)達 959.8 億美元，約占大陸自台

灣進口的 7 成；但由貿易項目來看其實僅占了大陸所有進口

稅項的 15.8%。 

                                                
3
 A 國的進口市占率乃是 I國自 A國的進口占 I國的總進口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出 A國在 I國進

口市場中的重要性。 
4
 2014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附表 13-3，3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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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台灣還有 8 成左右的項目對大陸的出口未能

享有零關稅，包括機械設備製造業、成衣服飾、金屬製品等，

正是中小企業出口占比較高的行業，此類項目面臨關稅的障

礙或是台灣競爭力不足等因素影響下，未能在中國大陸進口

市場佔有相當的市場商機，或正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當後

續關稅排除後勢必能增加此類產品的競爭力，有利其獲取大

陸市場商機，有利於中小企業的發展，也藉由擴大受惠產品

的類別改善台灣現有過於倚靠少數產品出口的貿易結構。 

因此陸韓 FTA 的先行生效，短期受傷害最大的並非大企

業，大企業多已進行全球生產佈局或者大陸生產佈局，隨著

其他 FTA 洽簽所帶來的關稅不公平競爭基礎時，自可調動區

域產能或外移生產基地以為因應，而對於大多數尚面臨關稅

障礙的中小企業而言，在規模限制以及不斷增加的關稅歧視

負面效應影響下，將侷限在台灣本地市場，缺少了未來發展

空間5。然依據 2014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國內工業的內銷值

中小企業佔了 4 成左右，其餘為大企業的內銷市場，換言之

即便國內市場也非中小企業可獨享。 

 

三、正視機遇創造機會 

為了替台灣的企業出口打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對外洽簽

FTA 或者參與國際多邊協議是台灣政府應積極爭取的，因為

關稅的優惠是廠商需以競爭優勢或經營利基去彌補的，此相

對減弱了企業的競爭力。而台灣現行出口最大的電子產業的

發展經驗則是最好的證明，自資訊科技協定(ITA)生效之後，

受惠於與各會員國之間關稅減讓之效果，不僅我國實質得到

出口利益，亦提升我國資通訊業者之出口競爭力，相關資訊、

通訊及電子零組件產業，生產包含筆記型電腦、有線電視終

端、無線網路卡、主機板、伺服器、液晶顯示器、平版電腦、

                                                
5 依據 2014年中小企業白皮書附表 7，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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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型電腦、數位相機、智慧型手機、網路電話機等 10 餘項

產品，全球市場占有率均為第 1，使我國成為資通訊產品的

出口大國。 

不過，很明顯的國際政治現實並不利台灣對外拓展公平

競爭的環境，陸韓 FTA 的達成協議為台灣面對的不公平海外

競爭市場，再添一城，而且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中美 ITA 

II 的達成共識則是削弱了台灣的可擴張的市場商機，台灣在

ITA II 清單中的主推產品被排除在清單之外。 

即便如此台灣還是不能自外於多邊協議(ITA II、TISA 等)，

或區域經濟整合的行列，尤其是位處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

(TPP、RCEP、FTAAP 等)。台灣的孤立並不會為台灣創造更

多的讓利，台灣的利益是要靠自己爭取，而自由化與開放是

台灣過去的經驗也是未來可遵之路。積極務實的爭取加入區

域經濟整合，當然更不能遺漏涉及最大出口市場的 ECFA 貨

貿協議。 

對於貨貿協議勿貪戀短期成效，由於台灣尚有 8 成的品

項仍在中國大陸市場面臨關稅，其中約 20%的貿易額屬於台

灣積極爭取的少數四大產業之產品，大多數的項目貿易額並

不高。爭取二次早收，一則項目不會多，再則台灣積極爭取

的少數四大產業之產品也很難納入，則可預見的短期效益不

大，無法緩解陸韓 FTA 的威脅。積極務實地談完貨貿協議是

當務之急。此時對內的溝通與達成共識已是刻不容緩之事，

提出明確的方向與做法，解除擱置兩岸談判的關鍵因素，勿

讓政治利益放在經濟利益之上，更不應任其影響台灣的未來。

當然因應自由化與開放，所應有的配套措施也應落實。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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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國大陸自台灣及韓國進口的貿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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