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FA 簽署後與台灣共創雙贏之契機
壹、前言
台灣在全球經貿表現有目共睹，不僅為第 18 大貿易
國、全球投資風險排名第 5 名、全球競爭力排名第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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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環境評比全球排名第 4 名2，另在晶圓代工、IC

封裝、光碟片、Mask Rom、電解銅箔等全球市占率第一，
惟過去因為國際政治處境特殊，一直被排除在亞太或其
他地區經濟整合之外，對台灣經貿造成一定的衝擊，特
別是亞洲各國積極投入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而台灣卻
被排除在外無法參與最為明顯，但在兩岸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 完 成 洽 簽 經 濟 合 作 架 構 協 議 （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後，已開啓
台灣與其他重要貿易夥伴的經濟整合之門，為台灣經濟
前景創造新的契機。
此外，除了洽簽 ECFA 大幅改善兩岸經貿關係以外，台
灣同時亦力求改善內部經商環璄，諸如頒布「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 將營所稅從 25％降至 17％，在全世界僅高
於愛爾蘭及香港。另為減少外人投資障礙，採取一連串
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公司設立最低資本額規定、刪除外
國公司專撥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資金之最低限
制等，以建立有利外人投資的法制環境。另在 ECFA 簽
署之前，兩岸已先行簽署了 14 項協議，開啓兩岸三通
之門，另亦正推動台北松山機場作為都市機場，除已直
飛上海外，本（2010）年 10 月 31 日台北松山直飛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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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2010 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排名，台灣為本次排名進步最多的國家，從去年的第
23 名進步至第 8 名。
2
依據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 BERI）2010 年第 1 次
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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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田將啓航，與韓國首爾對飛航線預期近期啓動，大幅
提升台灣作為亞太營運樞紐之功能。
貳、ECFA 對我國影響及實際發酵效益
依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結果評估，簽署 ECFA 後我國
經濟成長率將增加 1.65%~1.72%，國內生產毛額（GDP）
增加約 69~71 億美元、總體產值（含括農業、製造業、
服務業等部門）成長約 2.75% ~2.83%，約增加 272~280
億美元，總就業人數成長 2.5%~2.6%，約增加 25.7~26.3
萬人，對台灣總體經濟呈現正面效益。且在 2010 年 6
月實際簽署後，相關效應隨即顯現：
一、 跨國企業紛來台投資成立研發中心
我國向來鼓勵外商來台設立研發中心，迄 2009 年止
共有 42 家外商來台設立，包括 IBM、易利信、摩托
羅拉、葛蘭素史克、Sony、杜邦、康寧、富士通及
艾司摩爾等知名大廠。自 2009 年 12 月兩岸啓動
ECFA 協商以來，各國大廠受到兩岸關係改善的鼓
舞，加上台灣原有的產業技術優勢，紛紛提前來台
布局，2010 年已有 9 家外商來台申請設立研發中
心，突破往年紀錄，第一家由微軟拔得頭籌，陸續
有比利時微電子中心（IMEC）
、惠普（HP）等已獲
核准，另有 6 件申請案尚待審查中，包含日立、爾
必達等，遍及工具機、綠能、雲端與資通訊產業等
廠商，顯示外商掀起來台設立研發中心熱潮。
二、 ECFA 帶動外資來台投資的意願
我國 2010 年 1 月至 6 月僑外投資金額為 22 億 1,809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2.5%；其中 79.3％為重
大投資案，主要投資來源為新加坡商福雷電子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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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日商丸紅株式會社、英商滙豐亞太控股
公司、美國超微電腦股份公司、荷蘭商 BASF Taiwan
B.V 等，其中僅 7 月份來台重大投資即高達 7 件，
且後續日商 Sony、講談社、樂天、日立均表達有意
來台新增或加碼投資，顯示洽簽 ECFA 後帶動外資
來台，另併同產創條例通過的效應，我國投資環境
較以往更具吸引力。
三、 資本市場活絡，外資來台發行存託憑證（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s）
我國自 1999 年即開放外商來台發行存託憑證，惟截
至 2009 年底外商來台發行 TDR 意願仍不高，在
ECFA 洽簽後，一方面鑒於台灣的資本市場較活絡，
另一方面在 ECFA 帶動下，兩岸政治局勢較趨穩
健，因此新加坡商繼亞東科技、福雷電子及歐聖集
團來台發行 TDR 後，包括東南亞著名品牌超級咖
啡、滬安電纜、聯合環境以及詩肯柚木等共 10 家均
表達有意來台上市，另大陸揚子江造船公司亦已於
9 月初在台發行 TDR，這是前所未見的現象，顯示
我國資本市場在 ECFA 作用下，提高吸引外商來台
籌資之興趣。
四、 早收清單中受益產業及金融業競爭力提昇
（一）

早收清單效益評估
依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對 ECFA 早收清單效益評
估，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 0.4%，增加約 17
億美元、我國整體產值成長 0.86%，增加約 57 億
美元，就業增加 6 萬人，節省關稅約 8 億美元，
全國受惠廠商約 1 萬 1,104 家，占全體廠商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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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受惠產業包括石化、機械、紡織、汽車零
件、小家電及鋼鐵等。
石化、紡織、機械、汽車零件為 ECFA 四大贏家

（二）

產業
石化、紡織、機械、汽車零件業，是台灣主要創
匯來源，每年出口額高達 605 億美元，占台灣總
出口額三成，該等產業均列入早收清單，其主要
的意義在於讓台灣產業能有與東協國家相同的立
足點，同時也使產業鏈根留台灣。又紡織、機械
業的主要競爭對手為日、韓，在 ECFA 加持下，
台灣在大陸市場將較日、韓更具出口競爭力。此
外，倘能利用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契機，加速產
業升級並發展自由品牌及建立通路，台灣的產業
將有另一番榮景。
金融業

（三）

ECFA 服務業中，大陸給予台灣早收清單有 11 項，
我方給予大陸為 9 項，台灣在金融服務業方面尤
有斬獲，其中大陸對台灣銀行業承諾台資銀行在
ECFA 架構下將較外商銀行提早 2 年核准辦理一般
人民幣業務，在承作台資企業人民幣業務方面，
台資銀行將比外商銀行快 3 年核准辦理。
叄、各國對 ECFA 均持正面樂觀看法
一、 美國國務院代理副發言人杜桂德表示：兩岸此項「正
面發展」令美國政府「受鼓舞」
；另美國商會認為兩
岸簽訂 ECFA 與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有助推
動在台外商擴大本地投資，亦樂見台灣強化兩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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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關係之餘，應與美國保持帄衡的經貿往來，呼應
台美應儘早恢復雙邊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
會談。
二、 歐盟執委會外交事務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Catherine
Ashton 發表聲明，強調台灣問題需透過和帄對話解
決之立場，並對台海近年所採取之建設性措施表示
歡迎。並稱持續擴展之兩岸經濟關係深具潛力，有
助於歐盟發展與東亞既存之重要貿易與投資關係；
另歐洲商會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公布其「2009~2010
建議白皮書」時，強調「全力支持兩岸簽訂 ECFA，
並主張台歐盟應儘速洽簽『台歐盟 FTA』等立場。
三、 日本新聞媒體報導稱，兩岸洽簽 ECFA 後日本與台
灣洽簽 FTA 時機似已成熟；另日本工商會 2009 年
10 月 23 日首度發表「對台白皮書」
，強調「支持兩
岸簽訂兩岸經濟協議，並希望台日雙方儘速洽談
FTA，建立雙方高層直接對話環境」
。
四、 新加坡外交部表示，ECFA 之簽署有助於促進區域
經濟合作並表達願與我進行台星經濟合作協議共同
研究。
五、 菲律賓商報籲請菲國政府與我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俾與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形成互補。
肆、ECFA 強化台灣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以及整體戰略的
地位
一、 加入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全球布局
面對東協加一，加三、加六及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積
極推動，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我國而言，雖有面臨
東亞區域邊緣化的危機，然我商在東亞各國早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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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布局，在越南居外人投資第 1 名，在泰國居外人
投資第 3 名（次於日、美）
、在馬來西亞居外人投資
第 5 位、在菲律賓居外人投資第 7 名、在印尼居外
人投資第 8 名，並與大陸建立起綿密的供需網路，
在 ECFA 簽署後，上述供需網路將更可發揮供應鏈
的功能，並成為外商拓展亞太市場最佳的夥伴。
二、 保障台商的權益和強化兩岸產業的專業化分工
據保守估計，台商對大陸投資超過 1,000 億美元，
廠商數超過 3 萬家，近 6 年台商營收成長 2 倍，2009
年總營收高達 2,635 億美元。明年中國大陸將啓動
「十二五規劃」
，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汽車、
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和資訊產業等七大「戰
略性新興產業」
，倘台商投入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行列，在兩岸經貿正常化與制度化，台商投資有保
障下，ECFA 營造之兩岸較少投資障礙環境將使台
商在大陸茁壯。故 ECFA 洽簽後台灣具差異性及利
基性的下游產品將會在兩岸重新取得發展的機會，
三通便利及調降營所稅等優質投資環境，將使得我
國產業在兩岸供應鏈之布局更加完整，投入七大「戰
略性新興產業」
，有助於在中國大陸市場拓展及建立
區域品牌。
三、 創造臺灣產品的長期競爭優勢
過去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使得台灣
貨品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遭受不公帄待遇，ECFA 不
但一舉消除此種不公帄競爭現象，甚至部分早收貨
品獲得比美日韓歐進入中國市場更佳之競爭優勢，
同時由於服務業進入將帶來新的商機；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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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智慧財產保護尚未完備，對保護產業採取高
關稅，歐美國家倘於中國投資生產，可能會有技術
外洩的風險，故可選擇法制與 IPR 保護較周全的台
灣作為台灣進入大陸市場之跳板，合作在台生產加
工，再利用 ECFA 出口中國的優惠，預料對台灣之
投資比重預期將會上升，台灣產業在資金及技術挹
注下，將可擴大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技術差距，並利
用中國大陸廣大的內需市場創造臺灣的長期競爭優
勢。
四、 外商前進中國市場的橋樑
台灣具有技術力、效率高、法規健全等優勢，可作
為各國拓展亞太市場產品的測試帄台，俾完善產品
功能，不但可提高拓展市場的成功率，亦可降低成
本，以醫藥業為例，台灣即可作為臨床資源整合者，
作為外商與中國大陸醫療業的整合帄台。另歐美企
業在中國遭遇文化限制及行政障礙多，尤其是服務
業，而台商在同文同種及已有經營成功的個例；於
ECFA 洽簽後，台商將較外商限制較少，將可作為
外商前進中國市場的橋樑，例如：在中國經營有成
的大潤發公司即為一例，歐商與該公司合作，從 1998
年在中國開設第 1 家店，到目前己達 130 家店，預
估明年可能突破 200 家，在中國市場占有率，已打
敗國際大廠家樂福及沃爾瑪（Walt-Mart）
，充分顯現
外商與台商合作所能獲得之高效益。
伍、後 ECFA 的經濟政策方向
一、 兩岸接續協商，達到經濟整合
ECFA 是架構性協議，已於 2010 年 9 月 12 日生效，
7

同日「智慧財產權保障合作協議」亦生效，為兩岸
經濟整合向前邁進一大步。預訂於協議生效後 6 個
月內進行下列 4 項協商：
 簽署貨品貿易協議，包括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
非關稅措施及貿易救濟措施等逐步消除兩岸關稅
及非關稅貿易障礙；
 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促進雙方服務業合作逐步消
除服務業貿易障礙；
 簽署投資保障協議，建立投資保障機制，提高規
定透明度，逐步減少相互投資限制，已預定列入
第 6 次江陳會談內容；
 簽署爭端解決協議，以解決任何有關 ECFA 解釋、
實施和實施和適用的爭端；另雙方建立經濟合
作，包括 IPR、金融、貿易便捷化、電子商務及海
關等合作。
二、 加速全球布局
洽簽 ECFA 打開我國與亞洲區域整合之門，即為我
協助企業布局全球重要策略之一。另為協助企業之
國際布局，亦從提供廠商良好經營環境著手，包括
制定產業創新條例，將營所稅從 25％降至 17％。此
外，為加強與亞太連結，將打造台北松山機場為都
市機場，直飛東京及首爾，台北至東京航線將於本
（99）年 10 月 31 日啓動。以協助企業與歐美日連
結為例，正推動全球創新走廊計畫，配合 ECFA 架
構及兩岸直航有利經貿環境，選定綠能、材料、數
位內容、精密機械和生物科技五大產業，推動國際
廠商來台投資與技術合作，由台灣做中間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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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結合頂端的先進國家技術，和底端大陸
等新興國家本土市場，形成完整的供應鏈，共同進
軍大陸龐大內需消費市場，同時亦布局全球新興市
場，初步已獲得日商之廻響。
三、 健全產業結構，增加升級轉型的籌碼
洽簽 ECFA，台灣傳統產業勢必受到衝擊，我國經
濟部已研擬完成產業配套措施，利用 ECFA 進入中
國市場，以軟實力優化產業結構，發展自有品牌及
建立通路且政府並全力發展重點產業，作法如下：
1. 傳統產業全面升級
對傳統產業注入 ICT 設計藉以加值，協助其升級生
產較高附加價值產品。
2. 加速發展新興產業
六大新興產業：選擇我具有優勢及符合世界發展趨
勢之生物科技、觀光旅遊、綠色能源、醫療照護、
精緻農業、文化創意等列為六大新興產業，全力加
速發展。
四項新興智慧型產業：將雲端運算、智慧電動車、
智慧綠建築、發明專利產業化為重點發展產業。
3. 全力推動十大重點服務業
在服務業方面，推動國際醫療、國際物流、音樂及
數位內容、會展、美食國際化、都市更新、WiMAX、
華文電子商務、教育、金融業等十大業別之發展，
期發展出具國際化、科技化、特色化之服務業。
陸、結論
洽簽 ECFA 提供給同文同種、具語言與文化優勢並長期
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台商取得領先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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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市場之優勢，簽署 ECFA 是台灣跳脫東亞經濟邊緣
化的起步，參與東亞區域整合的開始並讓台灣有更公帄
的機會與其他對手國競爭，是我國重新布局的思考時
機，政府目前已宣布成立「全球經濟策略小組」，督導
追蹤創新、招商、投資等工作，全力推動台灣經濟的轉
型及升級，在內外在條件與配套措施兼備的情況下，加
上台灣本身具有之地理、語言、文化等各方面的優勢，
台灣將積極達成「全球創新中心」
、
「亞太經貿樞紐」
、
「台
商營運總部」與「外商區域總部」的目標願景，故值此
台灣貿易版圖變化之際，如何與台灣合作，創造更多的
經貿效益，似值得各國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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