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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1日，本基金會協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政策取
向、意涵與影響評估」研討會，產官學界集思廣益、參與熱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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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1日，本基金會與政治大學、廣西社科院共同舉辦「兩
岸產業共同市場論壇」，共同研商台桂產業合作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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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6日，韓國新任副代表秦基勳拜會本基金會，並強
調強化雙邊交流與相互了解，並盼未來多做政策溝通。

18

2014年4月9-12日，本基金會 蕭榮譽董事長率團員35人參加
「博鰲亞洲論壇」，並與中共總理李克強會面，共同倡議強化
兩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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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2日，本基金會參加廈門「台交會」，台灣產業公會與代表參加領導會
見與展銷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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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5日，日本交流協會秘書長岡田健一拜會本基金會，研討兩岸產業合作
與兩岸互動議題。

20

2014年4月29日，南開大學台灣研究所曹小衡所長一行拜會本基金會，並研討兩岸
產業合作事宜。

20

2014年5月14日，上海國際研究院嚴安林執行所長一行四人，與本基金會董事長詹
火生、執行長陳德昇交流，並針對兩岸服貿協議與兩岸和平發展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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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2-24日，本基金會執行長陳德昇參加陜西西安「第十八屆中國東西部合
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就兩岸經貿交流事項進行研討。

21

2014年5月24-27日 ， 本基金會執行長陳德昇訪海南 「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
院」，遲福林院長接待，並就大陸改革開放與兩岸產業合作交換意見。

董事長的話

基金會在今年的 3 月邁入第 15 年，2001

會議的場合，蕭副總統大聲呼籲社會各界應該

年 3 月當時離開行政院公職不到一年的蕭萬長

有同舟共濟的決心，攜手合作，台灣才能夠向

院長，以其宏觀的格局、高瞻遠矚的視野，匯

前。本期特選刊蕭副總統最近在重要經貿會議

聚民間企業力量成立「財團法人兩岸共同市場

中發表的 3 篇文章，與大家分享。

， 從民間的角度， 推動兩岸經貿關係
基金會 」

自 2002 年本基金會成為博鰲亞洲論壇

的制度化與正常化。10 年來兩岸經貿關係的

（Boao Forum for Asia）基礎會員以來，並

發展， 在 2010 年 6 月兩岸簽署 ECFA， 使兩

從翌年起每年皆組團出席論壇，履行會員的權

岸經貿關係邁入法制化的新階段。

利和義務，今年已經是第 14 次出席，今年依

15 年來無論在國內、 兩岸、 甚或全球的

往例由榮譽董事長蕭副總統率團參加，是博鰲

經濟政治社會都起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隨著

論壇出席率最高的會員之一。兩岸的領導人也

網路世代的興起， 世界的距離有如天涯若比

藉出席論壇的機會舉行會晤，已經成為兩岸交

鄰，另方面隨著資本市場橫向快速流動，資源

流的重要平台。今年由蕭副總統和大陸的李克

的分配漸趨兩極化，我們正面臨一個變動不羈

強總理會晤，本期通訊有相當詳盡的報導，足

的新社會。而台灣目前更面臨著與全球市場連

為兩岸交流的歷史見證。

結或是被全球化潮流邊緣化的關鍵抉擇時刻。

最 後， 再 度 衷 心 感 謝 所 有 董 監 事 14 年

對於這個攸關國家前途的重大議題，蕭副總統

來盡心盡力的支持， 協助基金會邁向茁壯成

以其從政近半世紀的豐富經驗，時時刻刻對國

長 ； 也對所有諮詢委員多年來的建言， 提供

家發展極為關心的心情，尤其近年來面對著亞

對兩岸經貿關係的理念思維。當然，對基金會

洲各國積極尋求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更加憂心

同仁以有限的人力展現團隊效率，每年順利完

政治盤算凌駕經濟決策，將使我國在全球經濟

成重要工作計畫，更是要致謝。

自由化的潮流中被邊緣化。因此，在多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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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國是會議全國大會專題演講

「攜手合作，臺灣向前」

2014年7月26日
前副總統、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大家都知道，臺灣經濟面臨了許多挑戰。

移動容易，會因全球化而獲得更多的機會與更

要瞭解這些挑戰，一定要先看清楚世界經濟的

高的報酬 ； 沒有技術的人卻難以移動， 被迫

趨勢。世界經濟近 20 年來有兩大趨勢 ： 全球

面對更多的競爭，以致發展受限，薪資停滯。

化和知識經濟，這兩個趨勢都深刻的影響著臺

因此，全球化加深了所得分配的不均。

灣近年的發展。

知識經濟的發展則使強者越強， 也使所

全球化使國與國間的壁壘消失，資源得以

得不均的情況更為惡化。在知識經濟的時代，

快速流動。人與資金都向報酬高的地方移動，

有本事利用知識進行產業創新的國家，可以輕

產業則向生產成本低的地方移動。有技術的人

易獲得全球的市場，並放在成本最低的國家生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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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以獲取創新的大部分利益。專事生產但欠

我們必須做到兩件事。第一是調整產業結構，

缺創新能力的國家因此面臨了很大的困難 ：

走上以創新驅動經濟成長的模式 ； 第二是更

只要工資變高，生產活動就會被轉移至工資較

加對外開放，和全球市場更加緊密連結。

低的國家。 這使得這類型的國家就業機會減
少，薪資水準也無法提高。
臺灣過去正是一個專事生產的國家， 所

臺 灣 經 濟 多 年 來 始 終 無 法 脫 離 以「 生

以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衝擊下受害深重。當

產」為中心的思維，所以強調大量的實體資本

臺灣工資上漲，企業為了生存，於是把工廠搬

投入於生產成本的降低。在知識經濟下，增加

到中國大陸或其他低工資地區。企業固然維持

生產量或者降低生產成本所獲得的回報是微小

了全球生產鏈上的地位，但臺灣的經濟活動卻

的 ； 唯有創新才能產生新的價值， 獲得好的

因此流失。所以我們這些年經濟沈悶，經濟成

回報，也唯有持續的創新才能帶動經濟的持續

長率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而且薪資水準停

成長。

滯，所得分配日益惡化。

所以我們必須致力於建立創新驅動的經

在這些趨勢下， 還有一項困擾著臺灣的

濟體系。這樣的體系是全方位的價值創造生態

元素，就是中國大陸。這項元素 20 年前還不

系統， 從產品研發、 設計、 製造、 行銷到維

會影響我們，但經過 20 年的高速發展，中國

修，每一個環節均有自我創新、自我提升的能

大陸已然崛起為全球化趨勢中不可或缺的元

力。創新的方式也十分多元，包括產品創新、

素。它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不僅是世界的

製程創新、生產要素組合創新、服務模式與服

工廠，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更是世界的主要市

務內容創新、以及新市場的開發等等。創新不

場，也與臺灣的發展息息相關。不論我們喜不

能只是實驗室或比賽的成果，而應落實為產品

「 中國大陸崛起 」 如今已是一個無可迴
喜歡，

的市場化，或者轉化為新創事業，與市場緊密

避的事實。

結合，才能成為經濟成長的動能。

但我特別要在此強調， 當前臺灣「 悶經

要塑造一個有利於創新的經濟環境， 政

濟 」 的根源是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 而不是

府必須在教育、金融、租稅、政府職能諸多方

「中國大陸崛起 」
。 我們需要回應的是全球化

面進行全面的，更深入的改革。目前「產業創

和知識經濟的挑戰， 而不是中國大陸崛起 ；

新條例」只提供租稅誘因，面相過於狹窄，也

「逢中必反」不會解決我們的問題。相反的，

只對較大型製造業廠商的創新研發有所助益。

我們的作法必須考慮中國大陸的存在，設法將

但創新不只限於製造業， 服務業和農業也都

中國大陸崛起的優勢，轉變為我們的勝勢 ；

有創新的必要。我國服務業占 GDP 約三分之

讓中國大陸不會成為我們發展的絆腳石，而是

二，但創新力不足，這是服務業難以擴大規模

我們邁向新階段的墊腳石。

並提供高端就業的主要原因。服務業的創新與

面對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挑戰， 我認為

4

調整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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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化，將帶動我國經濟的實質轉型，讓我們

老蕭論經濟

真正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

理安排，達到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目的。我想

我們尤其要特別扶持青年的創新與創

這也是政府召開「經貿國是會議」最重要的目

業。 政府應排除現有妨礙新創事業的法規障

的。當然，為了凝聚社會共識，政府對於可能

礙，建立有利於新創事業的資本市場，在資金

受到自由化衝擊的產業和勞工應該提出完善的

面上提供新創業者更強大的誘因與協助。我們

輔導和救濟方案，主動協助，各項方案也應積

要鼓勵臺灣年輕人的創新與創業，也要讓國際

極到位。

創新與創業者能夠容易加入臺灣， 共同建立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 最引起社會關注的

一個健全，且能與國際市場充分連結的創新生

就是公平的問題。最近各界對兩岸經貿往來，

態體系。 政府甚至可考慮建立一個大型的實

也有公平與否的疑慮。事實上，任何經濟分工

體園區，結合民間力量，協助新創業者全面發

的改變，均伴隨公平分配的問題。要解決公平

展 ； 英國近年在倫敦建立 Tech City 創業園

分配問題，不是去阻止分工，而是要有具高度

區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鏡。

的政策思維。政府必須把「公平」列為施政的
重要目標，擴大政策的廣度，從所得稅制、社

全球市場連結

會安全、 健保、 住宅、 環境、 能源等各個層

大家都知道， 臺灣是個海島國家， 資源

面，均可提出有益於社會公平的政策。只要能

匱乏， 市場狹小， 必須和全球經濟連結才會

建立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多重安全閥，則全

有成長動能。 這個道理， 在臺灣過去 400 年

球化伴隨的公平性疑慮，才可望得到緩解。

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已充分驗證， 不須在此贅
述。我們窮十年之力，才得以在 2002 年加入

短期經濟振興方案

WTO。 然而多邊體系近年來遭遇困難， 多邊

我上面所講的這些道理， 或許有人會認

談判沒有進展，各國都以雙邊或複邊的優惠安

為只是高調，緩不濟急，無助於解決當前經濟

排來進行市場的進一步連結。目前亞太地區最

的困境。我個人覺得，在短期振興經濟方面，

重要的區域性結盟是 TPP 和 RCEP，我們應該

政府應在公共建設方面加大力道，才能使沉悶

儘速參加，才能和其他貿易對手居於平等的競

的經濟恢復活力。政府近年因財務困窘，公共

爭地位。

建設已經沉寂很久。政府實應以創新思維，推

要加入 TPP 和 RCEP， 我們必須正視中

動公共建設證券化，透過新的公共建設財務規

國大陸的因素。中國大陸是亞太區域整合不可

劃，讓社會廣大的資源能投入公共建設，不僅

忽略的一員，其政治和經濟實力足以杯葛我們

更新臺灣的面貌，也替臺灣帶來新的動能。以

任何參與區域結盟的企圖。中國大陸雖可以干

下我舉四個明顯的例子 ：

擾我們參與國際活動，但必定不能忽略臺灣人

第一，桃園航空城 ： 這個案子已經規劃

民的集體意志。 所以只要大家團結， 凝聚共

多年，且國內外企業投資意願甚高，政府應拿

識，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合

出魄力，積極推動建設、招商，使其成為亞太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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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真正的「航空城」典範。
第二， 都市更新 ： 臺灣的城市地區， 很

向划槳，讓力量互相抵銷，使得這艘船只能在
原地打轉。
最後， 針對這艘我們的命運之船該航向

多是 30 年以上，甚至更久的老舊建築。在多
天災的臺灣，這些建物實有安全的疑慮。都市

何處，我有兩點建議 ：

更新推動困難，主要在於法規僵化和融資的配

第一，多一點經濟，少一點政治。 經濟

套不足。政府應推動大面積的都市更新，而非

的決策固然少不了政治的考量，但不能只讓政

目前流行的個別式建築更新 ； 利用大面積的

治盤算凌駕經濟決策。 過去即使在威權的時

更新，創造更多的合作空間，才可能克服原住

代，臺灣的經濟決策也大體依循專業原理，不

戶「斤斤計較、少數綁架多數」的問題。

被政治所左右，我們的經濟才能發展到今天的

第三，大故宮計畫 ： 最近故宮國寶赴日

境地。民主化之後，政黨輪替已是常態，但政

本展覽，造成萬人空巷的風潮，足見故宮國寶

策的延續性更為重要。經濟政策不能任由政黨

的魅力。目前故宮展覽場地不足，加以遊客眾

利益綁架，必須回歸經濟專業的考量，才能避

多，人聲吵雜，實有損國寶的身價。擴建故宮

免政策的反覆。

場館刻不容緩，政府應利用行政鬆綁手段，善
用社會資源，加速完成此一建設。

第 二， 對 臺 灣 要 有 信 心， 不 必 害 怕 競
爭。我們曾經走過幾乎一無所有的困頓時代，

第四，自由經濟示範區 ： 自由經濟示範

這證明只要團結， 就能克服困難。 臺灣的產

區旨在鬆綁法規，發展高端服務業，達到先行

業、技術、人才都是世界一流的，我們要對自

先試、吸引投資、創造就業的目標。它既不是

己有信心，也要對政府有信心，不必害怕全球

一個針對兩岸的政策，也不像服貿協議一樣是

化下的競爭。但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建立在政府

全面性的開放。所以我誠懇的呼籲朝野，理性

的開誠布公和政策的穩定性上。政府應把政策

看待這個自由化的方案，不要有過度的政治聯

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列為施政的首要任務 ；

想 ； 這是臺灣服務業現代化的方案， 絕不是

政府和民眾雙向溝通是化解雙方認知落差的不

兩岸整合的安排。

二法門， 民眾「 知的權利 」 應得到充分的尊
重。

結語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我們大家都在同

參與「 經貿國是會議 」， 是因為我們都關心臺

一艘船上。過去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這艘船

灣未來的發展、也關心我們下一代的前途。這

才能走過許多狂風暴雨、也才得以安度許多驚

種無私的關懷是臺灣得以不斷向前走的力量。

濤駭浪。這艘船未來要航向何處去，讓我們一

希望今天的國是會議是個起點，讓我們大家捐

起來決定。 但我們不能只是橫槳坐在船的兩

棄成見，攜手合作，共同推動臺灣向前，邁向

端，互相數落不是，然後聽任這艘船在大海中

更美好的未來。謝謝大家。 

漫無目的的漂流 ； 我們更不能各自朝相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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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炎熱的夏天， 大家願意群聚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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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ECFA
海峽兩岸暨香港民間經貿合作論壇

2014年5月28日
前副總統、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各位來自兩岸三地的企業家，大家午安，
大家好。

政策大方向沒有改變，未來兩岸貿易自由化仍
將是大勢所趨。

今天萬長很高興應邀參加台灣工商協進會

ECFA 的簽署和實施，對兩岸三地有很重

與香港世界華商聯合促進會，以及浙江民營企

要的意義。 香港和中國大陸在 2003 年已簽訂

業發展聯合會舉辦的「海峽兩岸暨香港民間經

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
貿合作論壇」

的安排」)，並逐年增訂補充協議 ； 台灣和香

「 兩 岸 經 濟 合 作 協 議 」(ECFA) 自 2010

港之間亦存在長期緊密的經貿關係，在兩岸推

年 6 月簽署迄今已近 4 年，ECFA 後續協議中

動 ECFA 之後，台、港、大陸兩岸三地彼此間

「 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 」 已於 2012 年簽

的經貿關係更為密切，也有更大的互補互利空

「兩
署並生效， 雖然因為台灣內部若干爭議，

間，且兩岸三地都是華人社會，血緣相連， 文

岸服務貿易協議」自去年 6 月簽署迄今尚未生

化、語文等相通，可說正逐漸形成「大中華經

效，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商談進度延後，但兩岸

濟圈」的整體架構，以三地經濟的實力，若能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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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若能和東協充分整合， 在
亞太地區將可形成完整、 強大
的產業供需鏈， 強化並擴大以
兩岸三地為核心的「 大中華經
濟圈」。
兩岸三地經濟的擴大整
合， 企業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 兩岸企業家於去年七月將
原 有 的 企 業 論 壇「 紫 金 山 峰
會 」 加以轉型， 正式成立「 兩
岸企業家峰會 」， 成為兩岸間
常態性、 長效性的高層次民間
經貿交流平台， 並立即設置七
個產業合作推動小組， 以推動
第五屆「ECFA海峽兩岸暨香港民間經貿合作論壇」在台北舉
行，前副總統蕭萬長（前右）、海協會前會長陳雲林（左）出席
開幕。
照片資料來源：中央日報

及落實兩岸產業合作與交流之
工作。
未來兩岸企業家合作的目
標， 是透過峰會平台， 擴大並
深化兩岸產業交流與合作， 包

截長補短，擴大合作，必將成為亞洲乃至亞太

括 ： 相互參股、 相互投資， 並根據各自的優

地區最具活力、最有未來性的核心經濟圈。

勢，建構涵蓋兩岸企業在內的兩岸產業鏈，共

從更廣泛的區域經濟合作來看，2010 年
「東協一中國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東協和

8

同發展品牌、共建產業標準，共同開創新的營
運模式，並共同拓展海外市場等。

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南韓、印度等多個

台港產業亦具高度互補性， 港陸企業亦

ASEAN +1 也陸續生效啓動， 目前以 ASEAN

有緊密的合作關係，萬長衷心期待，兩岸企業

+6 為基礎的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合作的新模式，未來可以擴大到兩岸三地的企

協定 ) 正加速進行談判， 預計 2015 年可以達

業，以引領「大中華經濟圈」乃至亞洲及亞太

陣，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台灣和香

產業的發展趨勢，共同提升兩岸三地的經濟動

港亦不能置身事外，應積極參與亞洲乃至亞太

能及影響力。

經濟整合， 大陸也應該全力協助台、 港加入

最後， 預祝這次論壇圓滿成功， 並祝各

RCEP。 華人在東協國家占有重要地位， 兩岸

位事業昌隆，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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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名譽博士學位
頒授典禮」頒贈儀式致謝詞
2014年5月20日
前副總統、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吳校長、 校友會伍理事長、 各位師長、
各位貴賓、各位校友、各位同學 ：
大家早安，大家好！

為連理，內人半世紀來無怨無悔的持家奉獻，
讓我全心全力投入公務。所以說政大給了我知
識和智慧，也給了我一個溫暖家庭的推手。

很高興也很榮幸在此與大家齊聚一堂，

感念的是當年政大求學期間， 許多師長

慶祝政治大學 87 週年校慶，也是政大在台復

都是學術界地位甚高的菁英。他們教誨不倦，

校一甲子。母校特地在今日校慶，頒授名譽博

見重士林的為學風範，對受業門生影響甚大。

士給我，我衷心感謝母校給我的這份殊榮。對

其中我印象深刻的，例如李其泰老師的無私教

我個人而言，這是我非常感恩，感念及感動的

誨， 嚴格相授 ； 齊覺生老師的以身作則， 逆

時刻。

境求勝的精神 ； 又如陳大齊校長百年樹人的

感恩政大給了我學士和碩士兩個學位，

教育家風範，讓學子沐浴春風，敦品勵學。

培育我在國際關係的專業知識，以及分析問題

感 動 的 是 政 大 在 台 復 校 初 期， 校 園 簡

的視野高度。更重要的是，在政大求學期間，

陋，常受水患之苦，六十年來，在歷任校長及

我認識一位國貿系的學妹，相識相戀，後來結

師長共同努力之下，整體環境及教學設施都長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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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左)於政治大學
87週年校慶上,頒授國際事務名譽博士
學位給前副總統蕭萬長(右)

足進步， 已打造成一所完整綜合性的一流大

亞洲經濟崛起， 本人成立兩岸共同市場基金

學。身為政大的一份子，我以政大為榮。

會， 努力爭取成為博鰲論壇的基礎會員。 我

民國 46 年，我以第一志願考上政大外交

有幸參與並見證我國經濟外交的努力， 珍惜

系， 在大學四年， 研究所三年的七年求學期

過去台灣經濟奇蹟的成果。 我要說， 閉關自

間， 我勤奮讀書， 力求上進， 奠定厚實的專

守故步自封， 絕非良策， 唯有積極參與國際

業知識能力。民國 52 年，我考進外交部，從

空間，才是國家發展正道。

委任科員， 開始我的公職生涯， 一直到 101

21 世 紀 是 國 際 競 爭 激 烈， 變 化 多 端 的

年副總統卸任， 五十年公職期間， 我一直秉

時代。 面對此一嚴峻的挑戰， 我們該如何自

持著政大師長所教導的“ 為民眾服務 ＂ 的精

處？ 值 得 深 思！ 台 灣 是 否 需 要 持 續 經 濟 成

神， 換句話說， 就是謀大眾利益， 富國利民

長？ 是否需要持續國際連結？ 是否需要提升

的遠大志向。 在過去的五十年， 若我對台灣

國際競爭力？ 盼望社會各界菁英充分溝通討

有所貢獻，全要歸功於政大的這個優良傳統。

論，讓年輕一代擁有比我們更美好的未來。

半世紀的公職生涯， 讓我深深感受到，

邱 吉 爾 曾 說 過「 悲 觀 者 從 機 會 看 到 威

台灣在國際政治現實的困境中， 靠著經濟實

脅， 樂觀者從威脅看到機會 」 讓我們做有信

力， 創造出國家競爭力及國際能見度。1979

心的樂觀者。

年中美斷交， 我們與美談判取得永久性最惠

最後， 再一次感謝教育我， 嘉惠我， 肯

國待遇 ； 1988 年台灣貿易實力增強，我們爭

定我的政大， 並祝福母校， 校運昌隆， 生日

取加入關貿總協定 GATT，後來成為觀察員，

快樂！

為 2002 年 加 入 世 貿 組 織 WTO 奠 定 基 礎 ；
1991 年台灣獲邀參加亞太經合會議 APEC ；
嗣後每年都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 2002 年鑑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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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師長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各
位同學前程似錦，快樂幸福！謝謝大家！

經濟論壇

兩岸經貿交流的


社會反思與政治挑戰

基金會執行長

陳德昇

兩岸經貿交流二十餘年來， 對於雙方現

並促成兩岸經貿發展與合作。儘管兩岸關係發

經濟代化提升、 社會福祉分享都產生實質貢

展波折不斷，制約經貿合作深化發展，但兩岸

獻。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台灣的資金、

經貿互動仍持續推進。

技術和人才對其經濟發展與成長扮演重要角

2008 年 馬 總 統 執 政 後， 突 破 兩 岸 政 治

色。 不過， 由於兩岸經貿關係與政治的特殊

僵局。 兩岸執政當局除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性，使得兩岸互動明顯聚焦在政經層面，漠視

展外， 並簽署 21 項協議（ 參見表 1）。 其中

社會面向與職能， 終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不僅提供兩岸往來交通便利， 更在權益保障

化，且對兩岸政經發展產生衝擊。

與 經 濟 利 益 上 獲 得 實 惠。 尤 以 2010 年 6 月
簽署之「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 簡稱

一、兩岸經貿交流與結構變遷

ECFA） 最具代表性。 雖然 ECFA 僅為架構性

1990 年代以來， 台商在經濟全球化， 以

協議， 以及早收清單（early harvest） 享有

及兩岸投資環境變遷，構成之「推力」與「拉

關稅減讓之商品比重與利益分享有限，但未來

力」互動影響下，形成赴中國大陸投資熱潮，

持續完善服務業貿與貨品貿易，以及爭端解決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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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兩岸簽署二十一項協議（2008年6月-2014年2月）
時間
2008 年 6 月 11-14 日

會議名稱
第一次江陳會談

協議名稱
1. 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
2. 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1. 海峽兩岸空運協議

2008 年 11 月 3-7 日

第二次江陳會談

2.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3. 海峽兩岸郵政協議
4. 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1.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2009 年 4 月 25-29 日

第三次江陳會談

2.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3. 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
1. 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協議

2009 年 12 月 21-25 日

第四次江陳會談

2. 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
3. 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
1.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2010 年 6 月 28-30 日

第五次江陳會談

2010 年 12 月 20-22 日

第六次江陳會談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2011 年 10 月 19-21 日

第七次江陳會談

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

2012 年 8 月 9 日

第八次江陳會談

2013 年 6 月 21 日

第一次林陳會談

2014 年 2 月 26-28 日

第二次林陳會談

機制後，將對兩岸產業合作產生深遠影響。

2.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

1.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
2. 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1. 海峽兩岸地震監測合作協議
2. 海峽兩岸氣象合作協議

百億美元 ( 兩岸統計口徑不同，參見表 4)。
兩岸經貿發展二十餘年， 由於經濟規模

兩岸經貿失衡擴大

總量差距變大，與每人平均 GDP 差距縮小的

1991-2014 年 3 月官方統計， 台商投資件數

趨勢（ 參見表 5、 表 6）。 換言之， 兩岸經濟

為 40,872 件， 累 計 投 資 金 額 達 1,366 億 美

總量已由 1980 年大陸是台灣的 4.49 倍， 及

。 不過， 根據台商和市場人士
元（ 參見表 2）

至 2013 年已達 19.2 倍 ； 每人平均 GDP 亦

評估， 台商大陸實際投資金額累計至少高達

由 1980 年 台 灣 是 大 陸 的 12.36 倍，1990 年

4500~5000 億美元。 此外， 陸資來台則因開

25.87 倍，到 2013 年僅達 3 倍。

放較晚與我方政策限制， 目前投資金額不及
十億美元 ( 參見表 3)。在兩岸貿易方面，每年
貿易額已高達千億美元，我方貿易順差亦達數
12

差異、市場轉型與現代化變遷，導致兩岸經濟

台 商 大 陸 投 資 已 歷 經 20 餘 年， 根 據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經濟論壇

表2：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統計
單位 ： 億美元，%

經濟部核准資料

期間

件數

金額

中國大陸對外公布資料

平均每件金額

項目

實際金額

50,838

291.4

1991-2001

24,160

198.9

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3,116
3,875
2,004
1,297
1,090
996
643
590
914
887
636
554

67.2
77.0
69.4
60.1
76.4
99.7
106.9
71.4
146.2
143.8
127.9
91.9

0.0
0.0
0.0
0.0
0.1
0.1
0.2
0.1
0.2
0.2
0.2
0.2

4,853
4,495
4,002
3,907
3,752
3,299
2,360
2,555
3,072
2,639
2,229
2,017

39.7
33.8
31.2
21.5
21.4
18.7
19.0
18.8
24.8
21.8
28.5
20.9

2014

110

29.5

0.3

427

6.2

較上年同期增減比例
累計至 2014 年 3 月止

-36.8
40,872

29.0
1,366.3

—
—

-3.4
90,445

-18.0
597.5

(1-3 月 )

（含 1991 年以前）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處，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53期（2014年5月），頁2-9。

表3：核准陸資來台投資統計
單位 ： 千美元

陸資來台投資
項目

明顯的， 從統計數據顯示，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的
政策下，積極吸引外資、技術，追求 GDP 高速增長，使
大陸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雖然兩岸經貿

件數

金額

交流與發展有助兩岸經貿榮景， 但由於台灣產業外移、

342

503,634

環保意識抬頭、 競爭力衰退、 人才流失、 吸引外資與政

2010

79

94,345

府效能不彰等因素， 皆導致台灣經濟成長， 與每人平均

2011

102

43,736

2012

138

328,067

國民所得增長遲緩， 並衍生社會自信弱化和矛盾日益尖

2013

141

360,884

34

12,757

2009-2012

2014
（1-3 月）

合計

517

877,275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處，兩岸經濟統
計月報，253期（2014年5月），頁2-13。

銳。 尤其是經濟衰退與政治生態惡化亦不斷積累社會焦
慮感，且能量不斷蓄積，終在太陽花學運引爆，「服貿」
爭議僅是導火線。

兩岸經貿交流欠缺反公饋與反省機制
兩岸經貿交流在政策運作， 以及反饋與修正機制，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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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兩岸貿易統計（1990-2014）
單位 ： 百萬美元

我國海關統計

期間

出口

中國大陸海關統計

1990-1993

17.4

進口
2,055.8

總額
2,073.2

出口
24,708.1

進口
3,074.3

總額
27,782.4

1994

131.6

1,858.7

1,990.3

14,084.8

2,242.2

16,327.0

1995

376.6

3,091.3

3,467.9

14,783.9

3,098.1

17,882.0

1996

623.4

3,059.9

3,683.2

16,182.2

2,802.7

18,984.9

1997

626.5

3,915.3

4,541.8

16,441.7

3,396.5

19,838.2

1998

914.9

4,113.9

5,028.8

16,629.6

3,869.6

20,499.2

1999

2,602.1

4,528.9

7,131.0

19,537.5

3,951.7

23,489.2

2000

4,391.5

6,229.3

10,620.8

25,497.1

4,994.9

30,492.1

3001

4,895.4

5,903.0

10,798.3

27,339.5

5,000.2

32,339.7

2002

10,526.9

7,968.6

18,495.5

38,063.1

6,585.9

44,649.0

2003

22,890.8

11,017.9

33,908.6

49,362.3

9,004.7

58,367.0

2004

36,349.4

16,792.3

53,141.6

64,778.6

13,545.2

78,,323.8

2005

43,643.7

20,093.7

63,737.4

74,684.4

16,549.6

91,234.0

2006

51,808.6

24,783.1

76,591.6

87,109.0

20,735.2

107,844.2

2007

62,416.8

28,015.0

90,431.7

101,021.7

23,458.3

124,480.0

2008

66,883.5

31,391.3

98,274.8

103,339.6

25,877.9

129,217.5

2009

54,248.7

24,423.5

78,672.2

85,722.9

20,505.3

106,228.2

2010

76,935.1

35,946.0

112,881.1

115,693.9

29,676.6

145,370.5

2011

83,960.0

43,596.5

127,556.5

124,919.9

35,111.9

160,031.8

2012

80,714.2

40,908.2

121,622.5

132,183.9

36,779.1

168,963.0

2013

81,788.2

42,589.3

124,377.5

156,559.4

40,667.2

197,226.6

19,006.0

10,546.5

29,552.5

33,177.7

8,975.0

42,152.7

2014（1-3 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處，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53期（民國103年5月），頁2-1。

表5：兩岸國內生產毛額（GDP）比較
單位 ： 億美元

1980

1990

20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國大陸

1,894

3,569

1,1984

27,130

34,941

45,195

49,902

59,305

73,185

83,584

93,962

中華民國

422

1,647

3,262

3,764

3,931

4,001

3,775

4,282

4,652

4,753

4,893

倍數差距

4.49

2.17

3.67

7.21

8.89

11.30

13.22

13.85

15.77

17.62

19.20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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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
單位 ：（每人）美元

1980

1990

20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國大陸

193

314

949

2,069

2,651

3,412

3,748

4,433

5,445

6,188

6,747

中華民國

2,385

8,124

14,704

16,491

17,154

17,399

16,359

18,503

20,006

20,386

20,958

倍數差距

12.36

25.87

15.50

7.97

6.47

5.10

4.36

4.17

3.67

3.29

3

註：倍數差距：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確有值得檢討與反思之處。兩岸經貿交流、雙

「鯊魚返鄉」)，都顯示社會對立和矛盾加劇，

方經貿協議的簽署、利益分享或商機創造雖具

終導致政治與經濟面的強衝擊。

貢獻，但其中衍生的社會和政治衝擊已浮現。

另以兩岸經貿協議與談判為例， 服務業

其中不僅涉及社會分配、世代正義，更對兩岸

開放項目選擇中，雙方皆有政治效應、經貿利

經貿互動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以開

益考量，但往往較多的考慮政治與經濟層面，

放陸客觀光為例，就北京觀點而言，中共「惠

而忽略社會面向的潛在衝擊與反作用力。換言

台」與「讓利」的作為，台灣人民理應得到實

之，如何選擇政治效應與經貿利益高，但社會

惠。不過，事實的發展並非如此，陸方旅遊系

衝擊低的產業（ 表 7 ： 129 選項 ） 應做優先

統、陸商、港資與利益集團獲取暴利，台灣旅

選擇。即使現實上無法做最優選項，可能存在

遊業者則為爭奪客源不惜低價搶單，再以詐取

社會中度衝擊，亦須做政策說服、輔導升級與

與高額回扣彌補差價，終導致旅遊品質日益低

補償安置之努力，才能減少負面影響。此外，

落，風險日增。

兩岸對政治認知不盡相同，電信與廣告議題即

另以兩岸經貿互動為例， 兩岸政治互動

易產生政治安全和社會疑慮。在台灣服貿爭議

建構在「 一中原則 」 與「 九二共識 」 基礎之

中，開放項目中顯然對印刷、理髮業者的社會

上。中共當局亦驅動台商投資與經貿依存，作

衝擊低估（ 表 7，783 選項 ）， 這其中也存在

為鞏固政治認同的基礎 ； 另一方面， 台灣的

社會自信不足，媒體誤導與政治信任脆弱之挑

政治動員亦需台商的奧援和政策支持。然而，

戰。換言之，如何做好決策評估、社會衝擊偵

此種政經互賴的格局， 漠視處於弱勢社會面

測與回應能力提升， 應有助於兩岸協議之簽

向的挑戰，政治與經濟面向與社會呈現弱勢互

署。

動。尤其是在所得分配集中化與不合理性、年
輕世代生存日益艱困，喪失未來願景。此外，

「服貿協議」爭議反映兩岸經貿失衡挑戰

台資企業員工社保基金繳交不規範，或是獲利

基本而言， 太陽花學運導致兩岸經貿協

台商返台炒作房地產、 豪宅衍生的社會負面

議簽中斷，本質上固有國民兩黨權力鬥爭，亦

形象 ( 媒體稱， 不是台商「 鮭魚返鄉 」， 而是

是 2014、2016 大選逼近的政治動員效應。不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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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兩岸經貿協議政經社效應評量
政治（效應）

經濟（利益）

社會（衝擊）

高

1

2

3

中

4

5

6

低

7

8

9

過，太陽花學運能形成社會強烈回應效應，主

有限，且在兩岸民眾社會形象不佳、對員工福

因仍在於 : 兩岸經貿運作之社會弱勢與失衡衍

利關照不足，此與兩岸社會的期待，顯然有較

生挑戰。尤其是兩岸經貿運作分配的扭曲、陸

大之落差。此亦是兩岸經貿政策運作與企業經

方「讓利」與「惠台」措施認知偏差，兩岸經

營者必須深刻反思的課題。

貿決策反饋機制失靈，以及長期漠視社會功能
與效應。此外，經貿利益與互動應非對台政策
唯一手段，安全疑慮與操作失當亦可能衍生社

必須指出的是， 兩岸經貿交流與互動運

會焦慮與反噬。因此，如何強化兩岸經貿運作

作，如果長期缺乏「社會信任」基礎，終將難

與決策的反饋機制調適與回應能力，以及兩岸

以貫徹， 即使有強力的政治操作， 亦無法落

政經體制，能與社會體系共生與調和，應為努

實。尤其是未來兩岸經貿政策與互動，應更積

力方向。

極落實經貿協議的履行、社會回饋與世代正義

就兩岸政策面向而論， 由於經貿政策互

的關照。 換言之， 當前 21 項協議中， 能有效

動較多政治因素的思考和規劃，欠缺社會關懷

貫徹與執行協議仍屬有限。雖然兩岸共同打擊

與回應能力。尤其是在決策面出現政策執行失

犯罪、 直航與 ECFA 執行成效較明顯， 但是

誤與挑戰之際，亦應有反饋調整修補機制，以

在投資保障、食品安全、產業惡性競爭和旅遊

持續完善政策運作。明顯的，當前兩岸經貿政

流弊，仍未得到及時與有效的處理，皆有可能

策運作不僅存在反思與評估機制不足，亦欠缺

腐蝕台灣人民對兩岸政策的社會信任基礎。此

跨部會與兩岸協作能力和努力，終導致兩岸經

外，兩岸經貿互動不應侷限兩岸格局的思考，

貿互動之社會挑戰日益尖銳，並衝擊兩岸政治

而應同時有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整合與拓展國際

互信與協議簽署進程。此外，兩岸經貿政策運

市場之安排，始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與良性互

作下，廠商運用台灣政治身分與角色，造就其

動，並鞏固兩岸關係的基礎。

個人與財團利益極大化，但其對社會回饋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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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1日，本基金會協辦「中共十八
屆三中全會政策取向、意涵與影響評估」研
討會，產官學界集思廣益、參與熱列。
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 本
基金會協辦之「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政策取
向、 意涵與影響評估 」 研討會， 在遠東大飯
店舉行。 本基金會董事長詹火生、 執行長陳
德昇籌辦， 與會貴賓來自產官學代表近百人
參加。
由於「 三中全會 」 對未來習近平改革規

本基金會與政治大學、廣西社科院共同舉辦「兩岸產業
共同市場論壇」，研商台桂產業合作與經驗分享。

劃、 推動與落實具重要意義， 因而相關學者
論證、 對話與互動亦相當活躍， 是一次頗具
政策意涵之會議。

由於 RCEP 是兩岸區域整合重要平台，
台商如何運用廣西區位優勢和桂台合作強項，

2014年2月21日，本基金會與政治大學、廣

皆有發揮空間。

西社科院共同舉辦「兩岸產業共同市場論
壇」，共同研商台桂產業合作與經驗分享。

2014年3月6日，韓國新任副代表秦基勳拜會

本會與廣西社科院合作辦理研討會已歷

本基金會，並強調強化雙邊交流與相互了

九屆。 此次於政治大學合辦共有六十餘位學

解，並盼未來多做政策溝通。

界人士參與， 亦有台商分享相關案例。 會議

新任韓國駐台副代表秦基勳曾任職中國

共有十餘篇文章發表， 本基金會董事長詹火

成都，略曉中文，其新角色希望強化中韓交流

生、執行長陳德昇參加。

與產業合作，以及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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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9-12日，本基金會由 蕭榮譽董事

35 名產業界代表參加。 會中除與國際友人交

長率團員35人參加「博鰲亞洲論壇」，並與

流外，亦參加李克強總理會見。雙方針對兩岸

中共總理李克強會面，共同倡議強化兩岸合

產業合作交換意見，並研商擴大產業合作的新

作。

思路和作法。
本次論壇由 蕭前副總統率團參與， 計有

此次會議李總理除釋出積極合作善意外，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本基金會 蕭榮譽董事長(左7)率台灣代表團出席。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蕭李會現場，本基金會 蕭榮
譽董事長(左)，中共總理李克強(右)，握手言歡。

18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 ◆ Vol.22  2014.8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蕭李會，雙方共同倡議強化
兩岸合作，本基金會 蕭榮譽董事長(左)，中共總理李
克強(右)。

基金會會務報導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蕭李會現場，本基金會董事
長詹火生(左)，與中共總理李克強(右)握手合影。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記者會現場，本基金會 蕭榮
譽董事長(中)接受記者發問。最高顧問錢復(左)、董事
長詹火生(右)。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兩岸企業
家圓桌論壇我方代表依序排列，本
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右1)、蕭榮譽
董事長(右2)、董事長詹火生(右3)、
國光生技董事長詹啟賢(右4)、蕭副
總統辦公室主任王玲惠(左3)、證交
所董事長李述德(左2)、台灣金控董
事長李紀珠(左1)。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國台辦晚宴歡迎台灣代表
團、本基金會 蕭榮譽董事長(中)、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右)、國經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春正(左)。

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本基金會董事長詹火生
(右)接受鳳凰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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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結束返台前，海南台商午宴款待，本基金會 蕭榮譽董事長(前排右5)、台商會會長
黃益豐(前排右4)與團員合影。

蕭榮譽董事長亦提出兩岸經貿發展之道。

二人訪問本會，執行長陳德昇接待，並針對博
鰲會議與兩岸互動交換意見。

2014年4月12日，本基金會參加廈門「台交
會」，台灣產業公會與代表本基金會參加領

2014年4月29日，南開大學台灣研究所曹小衡

導會見與展銷大會。

所長一行拜會本基金會，並研討兩岸產業合

本基金會董事長詹火生與執行長陳德昇

作事宜。

。 詹董事長
參加廈門舉辦第 18 屆「 台交會 」

曹所長一行主要探討兩岸產業合作面臨

除參加主題演講外，執行長亦接受當地媒體採

機遇和挑戰，並針對此次服貿協議存在之爭議

訪，就兩岸產業合作交換意見。

研商，並提出未來兩岸產業合作之新思路。

尤其是當前兩岸經貿正處於競合時代，
如何強化與合作，實為當務之急。

2014年5月14日，上海國際研究院嚴安林執行
所長一行四人，與本基金會董事長詹火生、

2014年4月15日，日本交流協會秘書長岡田健

執行長陳德昇交流，並針對兩岸服貿協議與

一拜會本基金會，研討兩岸產業合作與兩岸

兩岸和平發展進行討論。

互動議題。
日本交流協會秘書長岡田健一與隨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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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以早餐會於神旺飯店宴請嚴安林一
行，本會董事長詹火生、執行長陳德昇參加。

基金會會務報導
數據看兩岸

本基金會執行長陳德昇參加陜西西安「第十八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絲綢之路國際
博覽會」。

會中嚴所長對台灣人認同變化較為關切，也對

2014年5月24-27日，本基金會執行長陳德昇

服貿協議之衝擊表示憂心，研判兩岸雖不至於

訪海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遲

有衝突，但仍存中長期風險。

福林院長接待，並就大陸改革開放與兩岸產
業合作交換意見。

2014年5月22-24日，本基金會執行長陳德昇

執行長陳德昇此次訪問主要就大陸改革

參加陜西西安「第十八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

形勢與兩岸產業合作與遲院長交換意見。「 中

投資貿易洽談會暨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

改院」為大陸非政府智庫的組織，對中國大陸

就兩岸經貿交流事項進行研討。

改革政策具一定影響力，目前正著手「十三五

本基金會執行長陳德昇參與此次大會，

(2016-2020)」 有關「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與

除針對陜西經貿合作進行研討外，國民黨榮譽

任務」規劃案。另該院表達，希望強化兩單位

副主席章孝嚴、前法務部部長廖正豪亦與會。

學術與交流合作。

由於大陸東西部地區投資環境之特質與
條件相對有限，台資亦有減少投資之趨勢和挑

未來兩單位將進一步推動政策對話和互
訪，落實交流合作之績效。

戰。如何強化雙方產業強項與優勢結合，仍待
雙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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