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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經濟成長以出口爲主的台灣與韓國，因過於依賴出口導致台灣與

韓國出口率之增減變動對經濟影響甚大，爲了穩定海外出口市場，台

灣及韓國致力提高出口競爭力。 

近來，中國隨著改革開放後，已從「世界工廠」逐漸轉變為「世

界市場」，加之 2008 年國際金融海嘯以來，過去以歐美為主的市場萎

縮，使得中國市場變得更形重要，各國資本紛紛積極布局中國市場，

各國政府接二連三地與中國政府洽商自由貿易（Free Trade Agreement）

或雙邊貿易協定（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等協定，企圖先行搶佔中

國市場。 

台灣自馬英九主政之後，兩岸在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下，以

「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形式談判，並於 2010 年 6 月簽署了「海峽兩

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排除與中國的貿易障礙，擴展中國市

場，助產業發展，讓台灣經濟可順利成長及穩定發展。同時，韓國於

2005 年李明博政府時期提出且展開與中國洽簽「中韓自由貿易協定」

（中韓 FTA）之可行性，並於 2007 年更改了 1992 年與中國簽訂「中

韓修正後雙邊貿易協定」，也持續與中國政府洽簽「中韓自由貿易協定」，

亦已於 2013 年 9 月完成第一階段之簽定。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

韓自由貿易協定」生效。 

台韓兩國，對中國市場的競爭愈來愈激烈，而且中國政府調整經

濟成長模式，進一步發展內需市場，加上現在產業技術持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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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自有生産能力已威脅台韓產業，種種負面的影響需要更多

戰略思維來面對。 

本文在「區域主義」之基礎，論述台韓「競爭關係」轉型成「合

作關係」。近來東亞地區相互貿易積極發展，未來制度面的整合將使各

國更進一步發展。台韓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雖然出口產業重複，但在

產品的差異化上均有良好表現，亦帶來合作發展之可能及空間。因此，

未來台韓兩國通過互助與合作，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增加利益創

造雙贏。 

 

關鍵字：自由貿易、雙邊貿易協定、九二共識、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

架協定、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區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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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aiwan and Korea come mainly from export, 

as being too much depending on export, the rates of fluctuation to Taiwan-

ese and Korean economy have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ir economy. To stabi-

lize overseas export market, Taiwan and Korean should strengthen compet-

itiveness in exports. 

Recentl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ina has al-

ready transformed gradually from “world factory” to “world market”. Be-

sides, since 2008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revious European and Ameri-

can-oriented market has been weakened and rapid growth in Chinese mar-

ket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e capital of each countries are posi-

tioned aggressively to the Chinese market, each country governments con-

stantly discuss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or BT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attempting to firstly to take China market. 

Since the 92 Consensus (short for 1991 Consensus-One China Princi-

ple),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Ma Ying-jeou, president of Taiwan, two 

countries, Taiwan and China signed a traded agreement known as the Eco-

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as a “Cross Strait” 

agreement in June 2010. Through this agreement, it appeared to be a foun-

d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by solving the trade barri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the industry. Lee Myung-pak’s government in 

2005 suggested and negotiated China- South Korea FTA with China, and 

the ‘1992 of China-Kore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as amended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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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continuously discussed the ‘China-South Korea FTA’. And completed 

signing the first stage of China-South Korea FTA in September, 2013. The 

China-South Korea FTA came into effect as of December, 20th, 20150 

Two countries, Taiwan and Korea are getting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Chinese market.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ols economic 

policy for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trend of current industry technics in China are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China’s own productivity has already threatened Taiwanese and Korean 

industries, various negative influences, and more strategic thinking to face 

is needed. 

Based on the Regionalism in this thesis, stating the relation of Taiwan 

and Korea from the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 is changed to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 These days, East Asian region brought positive bilateral develop-

ment,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system will have one step further develop-

ment in the future. Even though the trade relations among Taiwan, Korea 

and China in the export industry are repeated, but the product differentia-

tions are pretty equally shown, it may bring som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Taiwan and Korea, they should pass mutual assis-

tance and cooperation, have bilateral 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will 

increase benefit and generate mutual win-wi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Free Trade Agreement,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1992 Con-

sensu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Chi-

na-South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FTA, Reg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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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992 年中國改革開放深化後，每年經濟成長高達 9.8%。中國於

2001 年加入 WTO 後，在 4 年内達成世界第 4 位的經濟大國，世界第 3

位貿易大國，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終於在 2013 年中國對外貿易突破，

進出口總額為 4.16 萬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世貿）對其它地區帶來重大的影響。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規

模和增長潛力。特別是對台灣和韓國，兩個國家天然資源不足， 内需

市場不大。因此對台，韓兩國（台、韓）中國市場重要性逐漸增加。 

台灣和韓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殖民地統治與 内戰的同樣歷

史背景之下，開始經濟開發。兩國實施了土地改革措施，向產業資本

扭轉。由於推動經貿自由化，在海外出口勞動集中的輕工業，因此開

始經濟發展。 

台灣 1953 年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計劃 主要經濟發展目標為發展

工業，創造就業機會。再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策略下，

第二階段農、工生產量大幅提高，1960 年年平均 9.2%，1970 年 10.3%

成長。 

韓國從 1962 年開始實施「經濟開發計畫」，積極主導《出口導向

工業化》1960 年年平均達到 7.7%，1970 年 8.3%成長 1

台、韓兩國 1990 年代新興高科技產業起飛期，資訊電子、光電、

通訊產業蓬勃發展。2000 年以後為新興高科技產業調整期，以知 識經

濟為發展目標，研發及高附加價值製造業為推動重點。 

。 

在台、韓的產業發展過程方面，兩國的產業發展相當相似，都經

歷了以紡織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鋼鐵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

                                                 
1 박범순(2012)，〈한국과대만 중국투자〉，삼성경제연구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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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及以電子/新材料工業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三個發展過程，每

一次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都面臨不同的經濟發展背景。 

兩國（台、韓）貿易代表國家，由於中國快速經濟發展，經濟依

賴中國的局面正在日益深化。台灣對中國出口比重由 1988 年的 3.70%

上升至 2010 年 31.02%，韓國 1998 年的 7.7%上升至 2013 年的 58.8%。 

進而兩岸的ECFA已經生效與 2014 年 11 月 10 日開啟了中韓自由

貿易協定（FTA）的實質性談判。2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競爭關係的兩國（台、韓），而且中

國的產業正迅速發展，因此要想保持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兩國必

須更加積極地推動自由貿易協定。 從長期角度看，中韓FTA將在穩定

南北韓局面，並走向統一的過程中，為韓國提供機遇之窗。通過中國

合作尋找兩國利益發展方法，謀求雙方互惠方向。這是本文主要探討

的議題和預測未來中國、台灣和韓國的發展方向。 

 

 

 

壹、研究動機 

根據 2013 年數據，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世

界第一大工業國、世界第一大農業國和世界第二大服務業國，同時也

是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 2002 年出版的書「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預測了在2020年中國的GDP將會超過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鄧小平開放改革開始，1980 年初龐大的勞動力基礎，爲了引進外

資放置於輕工業和加工製造業。那時期台、韓對中國出口激劇增加。

跟中國的經濟交流侷逐漸活躍，兩國（台、韓）經濟發展的動因。 
                                                 

2 蔡宏明(2012)，〈中韓 FTA 的展望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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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面對世界經濟的新變化、新挑戰、新形勢，

中國國際貿易面臨的國際競争格局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對今後的經濟

競爭有著重大的影響。 

從 2010 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增速下滑 17 個季度，這是改

革開放以來時間最長的周期。在此過程中，一些舊的模式和舊的理念

正在被打破，呈現出許多「新常態」的特徵。結合國際和國內多種指

標，中國已進入了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階段。 

根據韓國「中央日報」2013 年 3 月 26 日文章，中國政府發表了一

份令世人矚目的工作報告書，內容說中國的高技術製造業已成為國民

經濟的支柱產業。該報告書預估，中國高技術製造業的年平均增長率

將會達到 13.4%。中國的技術發展迅猛，甚至對韓國乃至美國和日本等

主要發達國家構成了威脅。在電視機和手機等主要領域內，中國續趕

上韓國，近來趕超韓國技術的事例越來越多，特別是中國在 3D打印機

等幾個未來產業中與韓國拉開了很大距離，遙遙領先。中國以巨大的

外匯持有額為基礎來收購跨國企業，預計在尖端產業中的“中國風暴”

會更加劇 3

由此中國從加工產業開始繼續提高高技術領域的轉換，兩國（台、

韓）受到不少的影響。台韓都是高度貿易依存的國家，出口表現成為

影響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中國對外貿易量快速增加，對中國的出口

明顯以生產高附加價值的高技術產業（High-Tech Industries）為主的兩

國受到了中國的威脅。因此需要政府的支持與推動及痰謀求對於中國

貿易政策變化的對應方案。 

。 

加上爲了世界貿易市場提升競爭力，中台「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定」（ECFA），和中韓 FTA 是重要的課題。兩岸 ECFA 經濟上的共同利

                                                 
3 《한국중앙일보》，200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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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促進兩岸之間了解與互動改善兩岸的政治關係。中韓 FTA 尋找共

同經濟利益，同時在政治上，要獲取跟北韓關係安全與穩定。 

本文主要是對於中國貿易政策變化對台韓兩國經濟方面的影響，

兩國發展方向，進行將深入探討。 

 

貳、研究目的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現況具有成長快速，中國已經成為世第二大經

濟體，中國巨大的經濟市場使得全世界大部份國家都和中國做生意。

中國經濟以及中國社會的穩定，中國的投資環境牽動著世界經濟的穩

定，以及世界各大財團的利益。中國一直是兩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及

最大出口市場。 

中國開放政策以後，由於中國引進對外外資、貿易、產業政策變

化，兩國對中國依存度愈來愈高，中國影響力深化。 

一、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討中國已發展成爲世界貿易大國，但貿易環境

日益改變，因此中國政府貿易保護主義之下，貿易政策變化。今

後台韓面對中國貿易的發展方向，謀求對應戰略方案。透 

二、本文以分析和研究，台韓兩國對中國投資與貿易關係的今昔、背

景與過程，以及未來的發展。兩國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因此兩國

政治上來說跟中國關係的重要性，發展程度，以及延續至今的模

式和發展情況，預測未來兩國與中國關係。 

三、本論文探求台韓對中國的經濟關係，整理及比較兩國的產業特性。

因爲兩國出口皆以製造業產品占絕大多數，近年在科技產業上出

現許多正面衝突。 

四、透過兩國主要產業構成調查結果之對照分析兩國之間影響，及面

臨問題尋找對共同問題的協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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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後中台 ECFA 和中韓 FTA 自由貿易，台韓因而獲得利益之產業，

及台韓因應中國產業快速發展造成之經貿衝擊，進一步探討兩國

共同謀求雙贏之方式謀求有利的方案。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途徑 

本論文的研究途徑以區域主義（regionalism）作爲主要研究途徑，

從區域化、區域主義及新區域主義進程導出透過區域合作創造利益概

念。區域主義是指專門研究同一區域內的各個行為體（包括政府、政

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或個人等）基於共同利益而開展區

域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實踐行動的理論，它特別注重一區域社會、文

化、政治，經濟與制度的連結，透過發展過程來追求共同的價值、認

同與制度。 

經濟全球化及國際權力結構改變，各大經濟區域內國家經貿互賴

升高，紛紛推動區域整合，建立制度化合作機制。國家間透過經貿互

動，達到自國的利益。台韓對於大中國經濟市場的依賴高，面對中國

的紅色供應鏈衝擊，兩國可透過產業策略合作，提高競爭力以面對中

國崛起的威脅。 

本文探求如何利用台、韓產業優勢透過區域理論，分析優勢產業，

發展經濟利益為主要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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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因本文探討對中國貿易政策之下台灣，韓國經濟發展之主要因素，

台韓兩國互相影響，如以先了解局部，未來再深入探求及分析兩國經

濟情況，比較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研究來

提取所需要資料的方法。本文將會對中國開放政策台韓經貿議題專書，

論文，新聞及網路資料，報章雜誌，以文獻整理與探討的方式。而且

中台韓貿易發展過程，出進口情況與困境，台韓的經貿影響，透過客

觀相關的論點與看法，並中台 ECFA 與中韓 FTA 出口產業分析，最近

進展，進一步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 

二、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必須為二者或二者以上之間的相互比對，以找出相

似性與差異性的一種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台韓

在對於中國貿易依存的情況之下，同時比較台、韓產業模式發展環境，

成長率數值，出進口比較，進而台韓產業在中國市場呈現之競合關係。

透過比較方法兩國的優點與弱點理解，加以比較分析。 

三、歸納與演繹法 

歸納法與演繹法都是在思考（推論）上所運用的方法之一，歸納

法是採用「由部分累積到整全」的研究途徑，而演繹法則是「由已知

部分透過邏輯推知未知部分」的研究途徑。它們同樣是運用所得到的

證據（前提），並用以支持所意圖下達的結論。本研究利用將中國與台

韓經貿政策與互動進行歸納整理，進而用演繹法推論中國與台韓經貿

關係之下，兩國互動關係與影響，對中國政策變化台韓對應方案以及

爲了兩國互相經濟發展可能合作的方法謀求。  

 



H 

7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論文首先研究時間範圍是鄧小平執政時期以後爲主，從1990 年

至 2013 年為主要時間，1990 年以前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以中國政策

發展背景為主要討論，並在 1990 年以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積極加入

世界市場後每年約 10%左右 GDP(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這段時期中

國經濟發展過程討論。 

其次檢視「中台韓貿易關係」的經濟關係的特徵、影響與中國對

台韓經濟政策改變，而台韓經貿比較性的探討。2014 年 11 月 10 日宣

布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TA）實質談判，由此中台（ECFA）對中韓（FTA）

有何不同？進而台韓經濟影響探求。也 2014 年以後，經濟變化過程進

行觀察，並而加以討論。 

 

貳、研究限制 

本論文主要限制，可分爲兩個部份來説，理論上的限制與貿易商

品比較的限制： 

先理論上限制於國際關係理論中，本論文使用區域主義

(regionalism)理論來分析。台韓對於中國經濟的依賴之下，探討依照中

國政策之下台韓合作方法。區域主義觀點看台中政治上敏感的問題，

本論文使用比重不大，而且經濟整合具有動態性。在許多的國際理論

中本論文無法全面應用，選擇此 區域主義 理論爲主要深入探討。 

貿易商品比較限制:對於中國經貿政策台韓貿易範圍相當廣泛，因

此研究範圍台韓兩國出進口的部分主軸，對中國的投資與服務方面的

部分添加補充。另外，本論文研究的時間範圍為「兩岸經濟協議」（ECFA）

之分析與探討，2010 年兩岸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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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時間的起點，而對於《中韓貿易協定》(FTA)2014 年 11 月 10 日實

質締結，但還沒施行，因而本論文因時間的關係無法追蹤後續中國和

韓國簽訂的結果，這是本論文台韓貿易比較部分的一部份限制，以後

可能發生變數。文獻的部分，以期刊文章論文研究報告、書籍、政府

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相關報導爲主，可能發生數值上的差異。 

 

 

 

第四節 資料與文獻檢閲 

壹、中國貿易政策 

文獻檢閲一 

文獻名稱 中國政策與兩岸經貿 

出版處所 五南圖書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 年 10 月 

作者 高長 

重點部分 貿易體制的自由化同時表現在外貿經營主體日

趨多元化的方向。隨著外貿行業進入壁壘的逐步取

消，大批外資企業進入，逐漸佔據了中國對外貿易

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加快賦予生産企

業，研究自營進出口權，授予商業流通企業，物資

企業及私營企業進出口經營權，並在深圳等經濟特

區實行對外貿易經營權自動登記制度，這些措施促

進了外貿經營主體多元化發展。 

  

文獻檢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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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名稱 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 

出版處所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班論文 

出版日期 2004 年 11 月 26 日 

作者 譚偉恩 

重點部分 

在經濟改革推動下，中國開始與世界接軌，爲

了獲得更多的利益與合作可能，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抛棄了對國際《規範》的仇視，積極參與和融入各

項國際制度組織，尤其是《國際經濟建制》。透過貿

易的往來和外國企業在中國的設廠與投資，中國與

其他國家的相互依賴度日增。依照《貿易和平論》

的觀點，國家間會因爲貿易而產生一種《聯合》作

用，在彼此間形成共同的利益。 一方面，使得每一

方同等程度地熱衷於尋求給對方帶來繁榮：另一方

面，讓具有依賴性的國家因爲擔心這種《聯合》作

用的消失而使經濟利益減損，以致不願發動戰爭。 

 

貳、台灣與中國貿易政策 

文獻檢閲一 

文獻名稱 後 ECFA 時代兩岸產業合作前景 

出版處所 政治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論文 

出版日期 2012 年 11 月 

作者 林祖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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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部分 

台商進入中國市場的利基很多，包括：第一，服

務業是内需市場，因此與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及人民

的購買力有密切的關係。 而中國有十三億的人口， 

市場潛力很大：在加上其人均 GDP 快速成長，購買

力自然是愈來愈可觀。因此很多人說，中國已經由《世

界製造工廠》轉變成《世界消費市場》，所以未來台

商在中國的服務業會有很多的機會。第二，服務業是

需要人與人的接觸，因此需要很多的語言與交易習慣

的配合，由於兩岸沒有語言上的障礙，再加上兩岸交

易習慣相似，因此台商在中國發展服務業的機會，要

比其他國家企業的機會來得高。第三，台商在台灣發

展服務業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我國目前服務業占

GDP 比重已經達到 68%，與美日等國的水準相同。

也就是說，台灣目前服務業的技術與水準已經相當不

錯，領先中國相同服務業有一段距離，因此台商服務

業在中國應該有很高的成功機會。 

 

文獻檢閲二 

文獻名稱 兩岸貿易順差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分析 

出版處所 法制輪叢 第 43 期 

出版日期 2009 年 2 月 

作者 葉紋琪 

重點部分 

在推動台灣經濟成長的消費、投資、政府支出、

貿易淨額四大因素中，兩岸貿易順差被檢驗得知是

2001 年之後台灣經濟成長的顯著因素。隨著兩岸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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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順差廣大將會逐漸推動了國民所得的成長，反

之，若制約兩岸貿易的出口淨額，將逐漸減少台灣

經濟產值。由於兩岸貿易順差表達出多種傳導經濟

政策和擴散產業的涵義，藉著對產業及個人投資的

影響，拉動經濟的成長，對於以出口道向又欠缺原

物料的台灣海島型經濟， 不僅直接促進各行各業生

産的增加，也對原物料市場和消費市場的繁榮有間

接推動的力量。 

 

參、韓國貿易政策 

文獻檢閲一 

文獻名稱 韓中經濟關係與兩國自由貿易協定（FTA）研究 

出版處所 韓國仁荷大學經營系研究論文 

出版日期 2009 年 2 月 

作者 金東湖 

重點部分 

韓國與中國簽定促進經濟發展的機會，但是在

巨大的中國市場只有差別性戰略得到成功，按照現

狀在中國跨國企業要打入中國市場除非具有競爭力

的對象，否則容易退出市場結構的弱勢，因此營造

提昇韓國有利的競爭環境，韓國希望向中國爭取努

力建立政策透過化的協商並且有利的關稅條件，還

是韓國在自身國家的境內，國內通過 R&D 技術增

進，培養優秀人才發展韓國立足世界經濟的貿易接

軌，需要促進產業投資及知識產權的高水準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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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貿易協定。 

 

文獻檢閲二 

文獻名稱 台韓商競合 韓中 FTA 與大陸市場機會與挑戰 

出版處所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 年 11 月 

作者 鄭煥禹 

重點部分 

最為重要的效果莫過於動態效果和 FTA 樞紐效

果。首先，韓國的出口將得到增長，但並不局限於

出口增長所帶來的對華貿易順差，而是隨著中韓兩

國貿易量的增加，將出現啓動經濟的效果。另一個

重要效果是：東亞分工秩序的重組。如果前簽署中

韓 FTA，韓國將搖身一變成爲高附加值產品的研發

基地和公司總部（Head Quarter）的中心地。尤其是

透過將位於中韓兩國之間的朝鮮，作爲國外加工生

産基地的條款來引導朝鮮實行開放政策，並將朝鮮

加入到國際分工結構中，這對於東北亞地區的和平

與安全具有深遠的意義。 

 

文獻檢閲三 

文獻名稱 變遷中的韓國中國政策 

出版處所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出版日期 2009 年 夏季號 

作者 劉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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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部分 

在自由派執政的 10 年裡，韓國的中國政策因雙方利

益重疊者多，尤其是對被韓政策的高度同調，雖仍

矛盾存在，但是雙方皆以大局為重而維持著緊密的

關係。無論在政治，安全或貿易，韓國與中國都幾

乎是聯手對付美日的局面。 

 

文獻檢閲四 

文獻名稱 韓國的中國政策 

出版處所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出版日期 2013 年冬季號 

作者 李明峻 

重點部分 

目前雖然美韓關係處於歷史高點，但這個同盟

正隨著地綠戰略和經濟轉變而改變。隨著中韓兩國

的崛起及由此導致的地綠政治轉變，使得中國日益

將韓國視爲一個可爭取的國家。由於日韓一直受到

歷史和領土糾紛的影響，使得中國堅信首爾比東京

更接近北京。因此，中國將韓國視爲華盛頓-東京-

首爾的美日韓同盟中《最弱的環節》，從而積極加強

對韓國的魅力攻勢。 

 

肆、台灣和韓國合作 

文獻檢閲一 

文獻名稱 兩岸 ECFA 協定與韓中台經濟關係 

出版處所 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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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2010 年 10 月 

作者 河凡植 

重點部分 

台灣和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

（ECFA），由於台灣銷往中國大陸大部份工業產品之

關稅為零，使得台灣較日韓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大陸

市場的優勢，在 2014 年中國和韓國雙方領導人簽定

自由貿易協定 FTA,釐清所有的雙邊貿易問題，中國

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南韓則是排名第七大出口

國，南韓表示貿易協定將會大砍中國的進口稅，幫助

南韓的服飾業、休閒產品、高級電子產品等中小型製

造商在中國市場更具競爭力，但是中國和南韓的自由

貿易協定並不包括稻米和汔車，根據南韓的統計

1992 年時貿易額還只是 63.8 億美金(折台幣 1,951

億)，到了 2013 年已經飆升至 2,289 億美金(折台幣 7

兆元)，整整成長了 36 倍，韓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對

雙方經濟貿易成長帶來的直接刺激有限，不過協定將

會有助於 M 促進中國和南韓之間的關係，南韓和北

韓向來關係不佳，目前處於停戰的狀態，而中國是北

韓唯一一個比較重要的同盟國。台灣和中國簽定

ECFC 後韓國已經韓中無關稅的品目及轉換生產基

地的關係，尤其 IT 與汔車產業比較沒有受到影響，

但大部份的產業對中國市場內競爭力減弱，因此韓國

需要加速簽定韓中 FTA 協定，以減緩價格競爭力的

影響，要求長遠的生產基地當地化及開拓消費市場。

台灣和日本的企業品牌已成功的打入中國市場，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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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的價格競爭力,因此韓國也尋求運用台灣成功的

合作案例，提昇韓國的國際競爭力的新契機。  

 

文獻檢閲二 

文獻名稱 兩岸 ECFA 協定與韓國經濟的影響 

出版處所 漢陽大學國際學研究所 

出版日期 2011 年  

作者 金徑彬 外 2 個人 

重點部分 

兩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對於

韓國的影響在短期來觀望在中國大陸市場占有率雖

然減少，但是市場機制降低價格競爭力是有助市場的

發拓，在長期來觀望由於台灣與中國在技術上和資本

結合的基礎上並且結合現代化高科技的產業串聯，韓

國企業因此減少進出中國市場的機會，特別是化工業

與 LCD 方面受到影響頗大，台灣雖然有生產能力但

沒有內需的市場，必須仰賴貿易國際化的方式提高出

口競爭力，在中國大陸尚未成熟的生產能力，企業方

面的深耕與中國大陸技術生產合作有可能無法促使

別的競爭國有機會參與，此外，在未來的遠景中國市

場內成功推動力的趨勢，服務貿易方面通過台韓合作

的契機尋求韓國經濟發展的願景，因此參考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定（ECFA）的經驗，韓國政府推動促使

與中國簽定 FTA 以發展韓國的國際競爭力是具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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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立場。 

 

文獻檢閲三 

文獻名稱 關於韓台中間經濟協力推進研究 

出版處所 韓國朝鮮大學貿易學系博士論文 

出版日期 2007 年 8 月 

作者 顏國瑞 

重點部分 

韓國與中國建交後在亞洲的東北亞經濟圈環境

變化，以中國中心的東北亞地區主義之下互相經濟

協力發展是正成長的貿易發展，中國已經通過開放

從勞工密集產業逐漸發展高科技產業且占居世界的

經濟大國，以韓國立場來拉攏運用此優勢，積極利

用中國市場進行經濟的統籌發展，且借助台中兩岸

ECFA 的成功,因此建議台、中、韓三國共同合作以

形成東北亞經濟樞紐的核心架構展翅世界，放眼東

北亞，再創世界經濟的高峰。 

 

文獻檢閲四 

文獻名稱 台韓在中國市場經貿合作可能性分析 

出版處所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 年 11 月 

作者 郭福墠 

重點部分 
韓國和台灣針對中國龐大的市場機會，透過合

作，共同開發市場並享勝利果實並非易事，也有很

 



H 

17 

多人對此持懷疑態度。事實證明，這種想法和懷疑

也理所當然。加上，韓國企業未能給中國企業營造

良好的信譽，也是導致韓國企業在中國失敗的原因

之一。同樣，台灣也在中國經歷過很多失敗，因爲

與中國當地人存在某種微炒得複雜關係而備受煎

熬，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即，韓國一台灣企業之間

構建合作夥伴關係的主要障礙，是超越經濟利害關

係的情感阻礙因素。這種情感阻礙因素需要雙方透

過長時間的努力，或者通過構建務實合作夥伴關係

的成功案例的累積，才能被消除。 

台灣和韓國在世界經濟上，處於競爭關係。以兩國出口主導型

國家結構發展，中國開放後，競爭變得更激烈。本論文研究的部分，

兩國跟中國的關係愈來愈依賴情況之下，兩國經濟合作進入中國市

場，容易獲得了成功。兩國主要產業，電子和電機部分合作以外，

除了經貿合作以外，在其他方面仍然有合作的可能性，例如：文化、

旅遊、服務、觀光及餐飲方面，可以有多元化的合作，分析這方面

的領域是本論文研究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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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韓台經貿政策之發展 

第一節 區域主義理論 

在國際政治中，區域（region）是以一定的地理界線為基礎，在政

治、經濟、文化上具有認同感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具有鄰近性、相

互依存性、相似性、包容性、重疊性等特點。4社會建構學者赫瑞爾

（Andrew Hurrell）認為區域為想像的共同體，世界上並沒有所謂的自

然區域，區域是在全球轉化過程中創造出來。5

壹、區域化與區域主義 

區域也可能超越地理鄰

近性，國家間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等功能互動，建立認同感，即可

視為區域。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區域是動態的發展概念，是反映區域

內政治經濟權力的動態節結構，是介於民族國家與全球體系的中間層

次，逐漸發展成國際政治領域的行為者（actors）。 

 

國家間互動產生認同而形成的區域，可以是「由下至上」的運作，

也就是地理上鄰近國家經由民間自然的政治、經濟互動，稱之為區域

化（regionalization）；若是由政府主導「由上至下」的運作模式，則是

區域主義（regionalism），即同一區域內的各個行為體（包括政府、政

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或個人等）基於共同利益而開展區

域性合作的全部思想和實踐行動的總稱，6

                                                 
4 Richard E. Baldwin(1997),”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The World Economy, Vol.20 Issue7,P.865 及馬孆

(2002)，《區域主義與發展中國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3。 

也就是透過政府間協商所訂

協定或成立機構，建立制度性合作機制。區域主義不僅強調地理上的

5 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a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tcs of Regions: A Comprehensive Ap-
proach”, op.cit: pp6-7. 

6耿協峰(2003)，《新地區主義與亞太地區結構變動》，北京：北京大學，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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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更著重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與制度的連結，透過發

展過程來追求共同的價值、認同與制度。7

區域化與區域主義都是在全球化衝擊下加速發展，歐盟整合過程

可以視為區域化與區域主義同時進行，就亞太地區而言，由於缺乏歷

史與文化的共同性，自然融合力不足，惟區域內各國領導人均有推動

區域合作的共識，展開東南亞、東亞及亞太不同層次的區域整合行動，

可稱為區域主義的模式。 

 

區域主義，遠在五十多年前，學者維納（Jacob Viner）就曾指出：

「經濟學家宣稱已發現『經濟區域』（economic region）這個概念非常

有用，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已成功地發現一個定義，有助於決定是否兩

個或甚多的領域均在相同的經濟區域內」。8

                                                 
7 Andrew Hurrell(1997),”Regionalism in Theor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p.39-45. 

自此之後，不論經濟學家或

政治學者，對此問題的解決都沒有任何進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再次興起，冷戰結束及全球化運動受到世界政治的重視並蓬勃發展。

區域主義為當今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趨勢，但是定義並 不一致，如吉

爾平（Robert Gilpin）認為區域主義乃是「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若干國

家，試圖經過經濟合作或聯盟，改善他們與已開發國家地位，或增加

其在區域中份量---其主要一種合作方式，就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社會

建構論學者庫普坎（Charles Kupchan）認為區域主義是「一群對區域

有共同認同感的國家結合」。學者波契拉（Donald Puchala）認為是「一

致態度在特定的環境中建立體制，使得相關的政府與民族國家可以在

互動中發揮最大效用」。另外阿拉格帕（Muthiah Alagappa）認為是「為

了創造雙贏，地理位置相近的國家、非政府組織或私人機構進行的正

式或非正式的持續性合作，從而形成一排他性的社群」。綜合以上學者

8宋興洲(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四期，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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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概可歸納區域主義是透過建 立地區性國際組織或非政治性安排，

形成彼此利益相關的合作機制，經由制度面的安排，深化相互依存度，

培養彼此認同關係。因此，以政府為主要推動行為者，以互利為合作

動因，以制度與規則為合作基礎，從合作中發展認同感，是區域主義

共同的要素，只是各領域學者強調不同面向，如國際經濟學者著眼於

經濟整合，國際政治學者著重於區域政治安全的合作， 理論上區域主

義包括經濟、政治、安全、環境、文化、社會多元層面的合作，惟實

務上通常以最具互利性的經貿合作開始，再擴大到其他領域的合作。 

區域化通常是社會經濟互動的自然結果，也包括人員、多重 聯繫、

社會網路的建立，透過交流與互動，創造新型態的跨國公民社會。區

域合作也有可能建立在相近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歷史、社會、經濟的

相關性，隨者國家進行制度性合作的推動，使原本有合作阻礙的國家

產生對區域的認同。全球各地區區域主義多少都具區域化的基礎，如

自由貿易與資本的流動，產生相互依賴，進行制度化的區域整合，由

政府推動｢ 由上至下｣的整合，目的在制度規範下，擴大與深化區域合

作，因應全球化的競爭情勢。 

 

貳、新區域主義 

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一詞最早由帕馬（Norman Palmer）

所提出，他指出新區域主義是一種「世界性現象」的區域合作新發展。9

                                                 
9 Norman D Palmer(1991),”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Pacific”,Mass: Lexington Books,pp.1-8. 

瑞典學者賀特涅（Bjorn Hettne）提出新區域主義途徑（new regionalism 

approach），認為新區域主義本質上是產生於新國際架構下的理論與實

踐，他從世界理論（world society）與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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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發點，主張新區域主義與全球結構性變化密切相關，及強調區

域認同與規範制度的重要性。10

伊希爾（Wilfred J. Ethier）指出，新區域主義主要特徵有三：一是

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已經取得相當進展，工業化國家製成品的關稅水

準已經較低；二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顯得

日益重要；三是資訊處理、通信等國際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得直接投

資相對於國際貿易成本下降。

 

11

費爾南德茲（Raquel Fernandez）和波茲（Jonathan Portes）亦指出，

以新區域主義為標註的新一波區域合作浪潮已經超越單純的經濟領域

合作，走向區域政治、安全領域。相較於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理論

研究則更為重視政治經濟學、直接投資、基本的經濟改革等所謂的非

傳統收益，傳統因貿易所產生的經濟收益也漸漸變成次要地位。 

 

新區域主義受到經濟全球化影響是不爭的事實，經濟活動產生全

球經濟互賴現象，全球化市場與產業分工對各國經濟造成衝擊，區域

合作將是最有利的選擇。12經濟學者巴格瓦蒂（Jagish Bhagwati）認為

區域主義是國家為因應全球化，求生存所作理性自主的結果。13

                                                 
10 Bjorn Hettne and Fredrik Soderbaum(1999),”Toward Global Society The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p.33-47. 

1990

年初東亞區域主義的興起就是認識到全球化的時代，單靠自身力量難

以抗拒經濟風暴，必須借助區域的整體實力，才能保持經濟的穩定。

可見新區域主義的發展，一方面是區域內經濟活動造成高度互賴，須

作政策性的協調與規範，另一方面是全球經濟所產生的外在壓力，面

11 Wilfred J. Ethier(1998),”The New Regionalism”,Ecomomic Journal, 108,pp.1149-1161. 
12 Stephen A. Schirm(2002),”Globalism and New Regionalism”,USA:Blackwell Publishers,pp.12-24. 
13 Jagdish Bhagwati(1991),”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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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邊機制安排的挫折與區域集團的相繼成立，若不進行區域整合，

將無法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取得經濟地位。14

賀特涅（Bjorn Hettne）從區域主義形成國際權力結構及動能、性

質的角度，說明新區域主義與傳統區域主義的差別性，他認為傳統區

域主義形成於兩極冷戰的國際環境中，而新區域主義發生在一個多極

國際體系中；傳統區域主義是內向的和保護主義的，而新區域主義是

開放的並納入世界經濟體；傳統主義目標有侷限性，多著重安全與經

濟，新區域主義則包括經貿統合、社會、安全與民主多方面議題；區

域主義僅關心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新區域主義則全球體系變革後所

有行為主體的新互動模式。

 

15

1980 年代起，美國及加拿大有感歐洲經濟整合的進程快速，簽定

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並於 1990 年代初期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建立北

美自由貿易區；歐洲等國自冷戰時期成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也在 1990

年代初期轉變為歐洲共同體並成立歐洲聯盟將貿易實體轉變成經濟和

政治聯盟，大型區域體紛紛整合，新區域主義開始發展。新區域主義

在東南亞地區之發展，中國學者張蘊嶺指出，真正啟動東亞合作是在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10+3 機制（東協 10 國加中日韓 3 國）成了東

亞地區各國開展對話與合作的主渠道，經濟合作是東亞區域主義形成

及發展的基礎，儘管東亞合作受限於歷史與現實因素，還存有許多困

難，但從認識上來說，一個重大的進步是各國對「東亞共同體」概念

與定位的認同。張蘊嶺說明，發展中的東亞區域具有新的特徵，因而

稱之為「新東亞區域主義」其特徵為：一、以保證各國的主權和利益

為基礎，不做主權讓渡」進而平等參與協商；二、以局部區域合作為

 

                                                 
14韋麗紅、王漢君(2004)，〈東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示〉，《東南

亞縱橫》(北京)，第 135 期，頁 16-17。 
15Bjorn Hettne and Fredrisk Soderbaum，袁正清譯(2000)，《地區主義崛起的理論論闡釋》，(Theorizing 
the Rise of Regionalism)，世界經濟與政治，第一期，頁 66-71。 

 



H 

23 

基礎，東協地區的合作是東亞地區合作的基礎和動器；三、不採取「東

南至上」的內向方略，而是實行「開放的合作主義」，即在東亞地區各

國進行合作努力的同時，允許和鼓勵各國同時與區外國家進行合作；

四、合作目的在於求本地區之發展，穩定與和平，重在功能性發展，

因此區域組織建設相對碰撞。16

第二節 中國的對外經貿戰略 

張蘊嶺對新東亞區域主義之特徵作了精

準之描繪，也指出了東協作為東亞合作的基礎與核心地位。 

 

 

 

東亞地區有世界經濟強國日本，還有第一代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出

口為導向發展模式帶來高度經濟成長的亞洲四小龍台灣、韓國、香港、

新加坡，接著第二代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國、東盟成員國等經濟體，經

濟發展上多層次的次區域合作機制把東亞各國家的關係拉近。日本對

區域內貿易的依存度僅為 32.1%，因此不願意建立關稅同盟以上的區域

整合組織，日本的消極態度構成了東亞主義發展的障礙。當然，由於

東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差異甚大，各國難以接受對主權的多

讓渡，難以展開高層次的合作，共享增長旋即成為東亞合作的主要推

動力。17

中國的現代化始於 1950 年代，在 1978 年的改革開放後經濟實現

爆炸式的增長。在 1950 年代，中國從蘇聯引進諸多新技術，此舉曾被

認為加速了現代化進程。從蘇聯引進的都是大型項目，主要集中於鐵

路和港口的建設。然而，同期相較於日本、台灣和韓國等經濟體，中

這實際上給中國提供一個循序漸進，逐步主導區域整合的機

遇。 

                                                 
16張蘊嶺(2005)，〈探求東亞的區域主義〉，《國際政治》北京，頁 124-126。 
17陳虹(2003)，〈共享增長：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現實與思考〉，《國際經濟評論》，2003 年第 9-10
期，頁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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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現代化發展著實稱不上快速。1978 年後中國新現代化進程重要的特

徵是參與地區和全球生產的網路，使得中國迅速融入區域和全球成為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亞洲國家保持著不同的政治制度，在維護市場開

放、保持有利於現代化進程的穩定和安全環境方面有著共同訴求。18

由於中國經貿實力不斷增強及軍備擴充，中國的崛起讓「中國威

脅論」聲浪四起，除了鄰近國家日本、韓國、印尼、東南亞等國感到

憂慮與質疑，西方國家也頗有壓力，尤以美國的疑慮最深。因此，如

何降低東亞周邊國家和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心，創造戰略機遇，成為

中國外交政策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美國學者哥德斯坦（Avery Gold-

stein）認為，為了緩解崛起帶來的國際壓力，中國對東亞國家採取「確

保」（reassure）政策，安撫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擔憂；對於美國，中國力

圖維持合作夥伴關係，以減少美國的敵視和威脅感。 

 

在這一國際環境下，中國以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開始構建

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歷程。在戰略理念上，中國先後提出了「新安全觀」、

「睦鄰」、「安鄰」、「富鄰」、「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等體現國際社

會發展趨勢的先進觀念，展現出中國負責任姿態和維護國際秩序的良

好意願。此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中國以更加積極姿態參與國

際制度。從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看，1994 年中國參與的數量是 50 個，

與 1982 年相比增加了 26 個，但是到 2002 年，中國參與數量達到 163

個，幾乎涵蓋了所有重要的政府間組織，成為少數幾個參與國際組織

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其次，中國積極參與朝鮮半島、伊拉克和伊朗

等地區危機的解決，並努力發揮應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朝核問題上，

中國的積極斡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

的高度讚譽。再次，在反對恐怖主義問題上，積極與美國合作，對美

                                                 
18張蘊岭﹝美﹞傅高義(2005)，〈理解變化中的亞洲與中國〉，《國際經濟評論》，2015 年第 1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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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物質和道義上給予大力支持配合。在周邊關係上，中國積極實踐

新安全觀，宣導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博鼇論壇，發展與東盟的安全與

經濟合作機制。在發展中國家關係上，中國積極減免發展中國家的債

務，同時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與技術援助，帶動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19

中國在東亞區域合作政策取得進展，其主要原因在於政策本身的

自我克制和漸進主義色彩，有效地實現了維護自身利益和控制外在壓

力的平衡，即在謀求中國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中國的政策注意滿足東

協國家的核心利益，逐步推進合作，同時避免觸及美國在這一地區的

核心利益，防止美國施加強大的安全壓力，阻擾地區經濟和安全合作。

主動推動東協加一的合作，擴大東協國家的經貿整合腳步，加速一體

化的合作進程。 

20

一、積極參與地區合作 

具體而言，其戰略包括以下幾方面： 

2005 年中國駐日大使王毅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演講亞洲區域合作與

中日關係中表示，在地區合作戰略上，中國的立場十分明確，就是積

極參與地區合作。在政策層面上，中方將推進區域合作置於加強各國

雙邊關係等重要的位置上。這一政策取向的主要思考，主要是中國外

交日趨重視將追求本國利益與維護本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相結

合，使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潮流及時代前進的方向一致。21

                                                 
19金燦榮(2012),〈如何應對“中國威脅論”〉，《環球時報》，【線上資料】，環球網，

http://opinion.huanqiu.com/column/mjzl/2012-04/2647487.html ，2012/4/22。 

就亞洲而言，

中國的發展日益與亞洲振興聯繫在一起。目前中國與東亞國家和地區

的貿易已占中國貿易總額的近 60%，東亞國家和地區對中投資佔中國

引資額的 60%以上，自 2004 年起中國已成為亞洲第一大進口市場，從

亞洲國家的進口額年增長率約 40%，對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和併購額

20孫學峰、陳寒溪(2006)，〈中國地區主義政策的戰略效益〉，《中國外交》，頁 8-10。 
21王毅(2005)，〈亞洲區域合作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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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大幅成長，「中國特需」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也就是說，中國的利益與亞洲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中國在東亞地

區的戰略自然也就包括積極參與地區的合作，此戰略是中國奉行「為

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政策的充實與發展，目的是建設一個和平穩

定、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周邊環境。 

二、接受「開放的地區主義」 

在亞洲地區主義發展進程中，以地理相鄰姓為基礎形成了各種地

區概念，如東亞、亞太、東北亞、東南亞。其中，東亞地區主義與亞

太地區主義是兩個最有競爭性的地區主義，其主分歧在於地區合作涵

蓋的國家和地區主義邊界的確定。 

作為體系霸權國家，美國十分警惕各種地區合作的發展動向，擔

心排他性地區主義的氾濫，使美國在一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喪

失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冷戰後，東亞和亞太地區逐漸成為美國的戰略

重點，東亞地區主義的發展威脅到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因此，

美國支持亞太地區主義，並試圖主導和控制亞太經繼合作（APEC），

對於排他性的東亞地區主義，美國的態度十分謹慎。為此，美國在亞

太地區鼓勵的是「開放的地區主義」（open regionalism）。 

因此，為避免美國因在地區合作遭到排擠而擔心，中國接受了「開

放的地區主義」。2005 年 12 月，溫家寶在首屆東亞峰會上講話指出：「中

國將永遠做本地區人民可信、可靠的合作夥伴，絕不會在本地區謀求

支配性地位，強調中國主張在區域合作進程中堅持開放的思維，倡導

開放的地區主義，在開放中推動各國共同進步，促進本地區共同發

展。」22

                                                 
22溫家寶(2006)，〈溫家寶總理在首屆東亞峰會上的講話（全文）〉，《中國評論新聞網》，【線上資料】，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0/7/2/2/100072273.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0722
73，2005/12/24。 

2015 年 3 月習近平在博鼇亞洲論壇開幕演說再次的聲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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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協調推進包括亞太經合組織在內的跨區域

合作。」23

2007 年 10 月，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即將建設

自由貿易區提升為國家戰略層次，而後 2012 年 11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

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更進一步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要

工作方向。至 2013 年 11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

次全體會議中，中國為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即於經濟體制改革項目之

下，確立了建構「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重要方向。為此，中國中央不

僅於該次會議中決定要放寬投資准入，進一步開放外資准入限制，同

時也表示未來將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一方面藉此形成面向全球的

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另方面，還要擴大中國內陸沿邊開放，形成

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此主張即是避免與美國的核心利益發生衝突，

對各種並存的地區主義採取溫和的態度，鼓勵多樣性和多樣化，謹慎

對待封閉性的地區合作。這些政策的重要政治結果就是減少美國的憂

慮和抵制，防止觸及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利益，贏得中美政治合作

的基礎。 

 

三、支持東協主導東亞整合 

在參與地區合作的進程中，中國的自我定位是積極的參與國，積

極支持參與相關地區合作，避免成為合作的主導力量，始終強調東協

在地區合作中的主導地位，支持「東協方式」的地區主義和多邊主義。 

冷戰後，東協一直是亞太和東亞地區主義的主要倡導者、發起者

和組織者，創造了小國推動大國走向多邊合作的政治奇蹟。1994 年東

協發起了「東協地區論壇」（ARF），建立了亞太地區第一個、也是唯

一的政府間多邊安全對話機制；1999 年，東協又發起了 10+3 合作機制
                                                 

23習近平(2015)，〈邁向命運共同體 開創亞洲新未來〉，習近平出席博鼇亞洲論壇 2015 年年會開幕

式並發表主旨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線上資料】，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http://www.scio.gov.cn/zxbd/wz/Document/1397582/1397582.htm，201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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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 10 國加中日韓 3 國），推動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由於東協的主

導地位，東協內部的合作方式為以「東協方式」逐漸擴展到東亞和亞

太地區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支持在東協地區論壇和 10+3 進程中注

意維護東協的主導地位，支持「東協方式」所體現的非正式和協商一

致等合作的原則和規範。2004 年 11 月，溫家寶出席 10+3 合作機制的

第八次領導人會議時，明確地說明中國的立場和態度，強調並支持東

協在 10+3 合作機制與東亞合作進程中繼續發揮主導作用。在東亞峰會

(EAF)於 2005 年 12 月成立後，中國繼續支持東協在東亞峰會發揮主導

作用；東協則重申「一個中國」政策。24

其次，2002 年東協與中國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引起日

本的高度關注。東協與日本早於 1973 年開始發展非正式關係，但 2002

年東協與中國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後，2003 年日本也與東

協簽署「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並於 2003 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

好合作條約」後跟進，顯示東協的地緣關係，令中國與日本在與東協

合作的議題上相互制衡令。而東協也善用該優勢，於 2003 年第九屆東

協高峰會上正式宣示於 2020 年建立東協共同體，進一步擴大區域合作

的影響力。 

 

中國為了提高東協合作的意願，採取懷柔政策，一方面減緩東協

對中國崛起的壓力，消除「中國威脅」疑慮；另一方 面與東協合作時

也給予多項禮遇與提供農業、交通計劃等項目的補助，在合作的過程

中作了一定程度的讓步。爭取東協的政治心理戰上也發表了「關於非

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希望在多方面加 強與東協在非傳統安

全領域的全面合作。針對中國與部分東協成員之間的南海問題，雙方

制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其積極意 義在於中國認為其與東協成員

                                                 
24《中國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 年 5 月，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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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主權爭端，完全可以透過 對話處理相互存在的分歧，並藉此共

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總之，中國試圖減緩東協國家在中國

崛起後感受到的經貿與政治壓力，並釋出經貿優惠待遇及援助，這些

行動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助於推動東協與中國合作的發展。 

中國支持東協在東亞區域整合進程中的主導地位，不僅滿足了東

協的戰略利益，贏得東協的信任，也有利於避免損害美國的利益，減

少美國的疑慮。 

四、推進非傳統安全合作 

推動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成為中國參與地區主義的一個重要切

入點。中國支持地區安全對話，但中國的安全合作政策有一限度，就

是不希望通過低區多邊制度來處理涉及核心利益的傳統安全問題，而

主要推動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對話，同東亞國家在地區反恐、打擊跨國

犯罪、海上安全、武器擴散等安全領域進行對話和合作。迴避敏感的

傳統安全問題，推動非傳統安全合作，既可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如台

灣問題、南中國海問題)，也不容易觸及其他國家的核心利益，因此有

利於地區合作的推進，增強中國和周邊國家的相互信任。 

中國支持 10+3 和 APEC 把非傳統安全合作列入議事日程，希望非

傳統安全問題成為 ARF 開展對話與合作的重點。2002 年 5 月，中國向

ARF 提交了「關於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中方立場文件」，決定加

強合作，重點打擊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恐怖主義、武器走私、洗

錢、國際經濟，網路等領域的跨國犯罪。同時，中日韓與東協同意打

擊跨國犯罪的合作機制。2005 年 3 月，中國在海南省三亞市主辦了

2004/2005 年度 ARF 建立信任措施項目─「ARF 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

合作研討會」。藉由推動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中國與東協及周邊國

家加強互信，並擴大對第二軌道(非官方)對話與合作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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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統安全合作也不易觸及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反而有利於

加強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九一一事件為中美關係的穩定與合作提供

了轉機。 

九一一事件成為中國政府對待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政策轉捩點。九

一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開始不斷強調以恐怖主義為首的非傳統安全

威脅，提出了一系列官方文件，加強了這個領域的合作。對非傳統安

全問題的政策調整尤其是對反恐的強調普遍被認為是中美關係實現轉

折、走向穩定的關鍵。25

重視非傳統安全合作有助於推動中國與東盟關係的合作,同時消除

了美國擔心亞太同盟體系瓦解的憂慮。 

 

五、以 10+3 作為亞洲區域合作的主要方式 

在 10+3 框架內，一系列機制得以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東亞峰會

(EAS)始於 2005 年 12 月，中國認為東亞峰會應是 10+3 進程的一個提

升，因此應繼續最為一個亞洲機構而存在，而日本為了牽制中國，希

望把印度和澳大利亞牽扯進來，使之成為更大的組織，因而在很大程

度上脫離了峰會的目標。美國也很關注這個新組織，對其是否會對美

國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和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十分關注，當中國發

覺東亞峰會不可能根據初衷來建立的時候，中國的想法有所變化，接

受了東協為東亞峰會吸收成員所確定的原則，還試圖減輕美國隊這一

新地區組織的憂慮，在整個過程中，中國進一步認識到美國和日本因

素起到關鍵作用，因而強調東亞峰會將有一個透明的程序，「開放的地

區主義」原則應得到遵守。對中國來說，東亞峰會是讓地區內國家在

重要事務上開展對話的新平台，它不會也不應該取代 10+3 合作，相反

地，兩者應共存和平地推進。 

                                                 
25孫學峰、陳寒溪(2006)，〈孫學峰 陳寒溪：中國地區主義政策的戰略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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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動東亞區域整合，大綠學者門洪華認為可獲得如下的戰略

利益：第一，全面提升與東亞國家，尤其是東協國家的關係，消除「中

國威脅論」，並將之轉化為「中國機遇論」、「中國貢獻論」，從而為中

國建立戰略依托帶創造輿論基礎；第二，牽制日本和美國，從而在東

亞構築大國合作的均衡框架；第三，阻止台灣擴展東南亞空間的圖謀，

為兩岸經濟融合創造條件；第四，為中國國內市場的整合提供條件，

進一步促進西部大開發的建設，為中國國內統一市場的建立創造條件；

第五，為創設和主導地區國際制度創造基礎，從而奠定中國崛起的地

區性根基。26

堅持東盟在地區主義進程中的主導地位，既滿足了東盟國家的核

心利益，同時避免了大幅度削弱美國的地區影響力。 

 

目前來看，中國在東亞「和平崛起」的因素之一是其透過區域化

發展的國際趨勢，逐漸 累積了其在東亞經濟與政治的實力。1997 年的

東亞金融危機給中國實現「負責任的大國」之形象；區域化的壓力，

提供中國 在區域活動的舞台；而美國在國際上實力的透支，則給予中

國 在東亞區域崛起的空間。 

此後，中國開始於各種重要場合全面發展有關「和諧世界」的相

關論述。從消極面來看，中國由「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與鄰為

善、與鄰為伴」、「和諧世界」到目前習近平主政時期強調「親誠惠容」

搭配「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向外輸出「亞太夢」等對外論述之發展，其主要目標之一即係在尋求

更高之戰略制高點的過程中，淡化自 1990年代以來外界因「中國崛起」

對中國戰略敵視與疑慮的升高。 

                                                 
26門洪華(2005)，〈國家主義、地區主義與全球主義一兼論中國大戰略謀劃〉，《中國外交》，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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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積極面來看，亦可發現目前的中國已不再滿足於國際體系「參

與者」的角色。隨其「綜合國力」的大幅提昇，中國已進一步以國際

體系「建設者」的姿態，嘗試從其傳統價值出發，積極提升中國在「軟

實力」(softpower)方面的論述能力與話語權，藉此推展所謂中國版的「普

世價值」，以為中國客觀物質力量的提升，找尋來自國際與國內可長可

久之主觀思想價值上的支持基礎。27

第三節 韓國與其他國家簽訂FTA之目的 

 

 

 

 

1990 年代上半期韓國透過擴大內需，出口依賴度有所降低，但外

匯危機以後，出口比重反而呈現遞增趨勢，使以出口為主導型產業結

構為基礎的經濟對外依賴度的增加，無疑衍生韓國經濟易受外部變化

影響的隱憂。 

九零年代初期對外經貿政策雖以多邊協商（WTO）為主，對於區

域主義的發展一向持保留態度。自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後，東亞區

域主義盛行，金大中總統認為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有助於多邊貿

易自由化的發展，由過去的保守、被動轉換為積極，開始嘗試推動區

域及雙邊的 FTA 協議。這種態度的轉變除了韓國主要的貿易夥伴持續

投入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風潮以外，而其後繼之韓國總統， 不論是同

為進步派理念的盧武鉉政府，亦或是保守政黨的李明博或是現任的朴

槿惠總統， 都持續地將「推動 FTA 政策」，視為帶動韓國產業轉型的

重要經濟布局。 

                                                 
27葉長城(2015)，〈中國加速推動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談判目標及對其總體經濟可能影響之研

析〉，《中華經濟研究院》，【線上資料】，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262754&nid=250，
201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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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在於韓國長期的發展型國家體制建立了龐大的尋租

體制，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政商關係，金大中政府由多邊

主義轉向衝擊更為為明顯的區域主義，主要動機即在利用國民對於經

濟改革的支持，開放韓國國內市場。在此一原則下，韓國政府除了修

正原來的貿易政策以外，在政府組織上，仿效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的設置，在外交通商部

之下建立了部長級的「通商交涉本部」（Office of the Minister for Trade, 

OMT），專責政府多邊官僚事務協調與對外貿易談判。通商交涉本部主

司自由貿易協定業務，除了設立「FTA 交涉代表」以外，尚有 FTA 政

策局及 FTA 交涉局，專責多軌式 FTA 政策的推動。另外，為了強化國

民對於 FTA 的認識，後來增設了「FTA 國內對策委員會」，以利政府

推動符合民意之 FTA，以研究有利國民福利之 FTA，並化解國內對於

FTA 的反對勢力。 

除了組織改革以外，韓國政府也積極強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推

動，以 1998 年韓國第一次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智利為例，為了強化自

由貿易協定簽署的順利，韓國政府特別成立了跨部會貿易政策協調委

員會，並且成立特別工作團隊，內含市場進入、貿易規則、服務業、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程序等 5 個小組，並且同時與美國、日本、紐西蘭

及泰國研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以求韓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的洽簽模式可以應用到其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Park and Koo, 2007b: 

26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在此一階段的自由貿易推動策略仍

屬謹慎，在積極與東亞區域國家進行貿易協定締結之前，為了避免國

內的反對者以及顯然而見的政治成本，金大中政府選擇雙邊貿易總額

佔韓國貿易總額僅 0.63%的智利作為第一個簽約國家，仍然希望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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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衝擊的情形下逐步開放國內市場，以化解可以預期的政治衝擊

（Robertson, 2012: 473）。 

韓國政府希望能「以韓國為核心，連結美國、EU、ASEAN、中國、

日本等占韓國貿易額的九十％的五 大經濟」。FTA 戰略的設定，將幫

助國內中長期產業政策的設定，因為 FTA 的協商與談 判將影響到國

內產業結構，因此為了能有效擬定提高產業附加價值的中長期產業政

策， 有必要設定明確的 FTA 締結戰略（外交通商部，2004）。在「FTA

推動路線圖」中羅列出韓國選定 FTA 締結國的四個基準，包括了：1.

經濟上的適切性、2.政治外交上的意含、3.對方締結的意願，以及 4.

能幫助韓國與主要大型經濟體進行 FTA 簽訂的國家。依此判準，韓國

政府希望締結FTA的國家主要分成兩類，一類是諸如：智利、墨西哥、

新加坡等國家，這些國家與韓國同樣對世界開放與朝向經濟自由化發

展，而韓國必須防禦其輸出市場之國家，與這類國家簽 FTA 可向世界

宣示韓國自由化的意志；第二類則是與推動韓國經濟結構調整以及東

北亞產業分工相關之國家，主要就是日本與中國。若按照時程的規劃，

短期優先推動韓日 FTA，還有新加坡、ASEAN、加拿大、EFTA 與墨

西哥的 FTA。被列為中長期締結目標的，則包括了中國、印度、美國、

歐盟、韓中日、EAFTA、MERCOSUR 等大型經濟體。28

中韓 FTA 是中國第十三個國際間 FTA 協定，也是迄今中國和外國

達成的最大規模 FTA，就人口和 GDP 總量而言，中韓 FTA 的規模在

全球範圍內也是屈指可數的。兩國間將逐步實現貨物、人員、資本自

由來往，從而避免同質惡性競爭，促進兩國產業調整和經濟發展。 

 

最初，中韓兩國更感興趣的，是和日本共同構建中日韓三國自貿

區，但因為中日、韓日關係的一波三折，和日方對加入這一自貿區態

                                                 
28董思齊(2014)，<韓國 FTA 政策轉變的政治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14 年 4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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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反复，自 2004 年 9 月“東盟+3”經濟首腦會議起，中韓兩國就開始嘗

試單獨討論雙邊 FTA 問題，2006 年 11 月 17 日 APEC 長官會談期間，

中韓兩國經貿部門達成協議，決定自 2007 年起，召開中韓 FTA 產官學

聯合研究活動。2012 年 5 月 2 日，中韓開啟 FTA 協商宣言在北京正式

發表，至 2014 年 11 月 10 達成協議前共進行了圍繞 22 個核心領域的

14 輪談判，協商密度之大，談判效率之高，都是罕見的。這表明了兩

國政府、商界推進 FTA 落實的意願和熱情。 

自朴槿惠總統上台後，中韓雙邊關係明顯升溫，早日達成 FTA 協

議並落實實施，對中國而言，可以就近和一個有實力的強大經濟體達

成密切聯繫，拓展中國產業、市場的空間和緩衝餘地，對韓國而言，

一方面可在中日韓地緣三角中獲得更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同時和

中國進行 FTA 談判的亞太國家、地區不在少數，誰率先落實，誰就在

龐大的中國市場門口領到了一張可提前入場的“VIP 優惠券”。 

中韓同為世界經濟體系內的貿易大國，在不少出口領域內互為上

下游，中韓 FTA 的達成，有助於這兩個出口大國間避免同質惡性競爭，

並實現優勢互補，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全球市場的展開，可起到

如虎添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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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積極與中國簽訂ECFA之原因 

1980 年代以來出口貿易即是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1987 年台

灣出口總額為 53,753.7 百萬美元（佔 GDP52%），1995 年激增至

113,342.0（佔 GDP41.3%），2000、2005、2010、2011 年台灣出口依存

度分別為：46.6%、54.4%、63.8%、66.1%。面對國際需求的大幅萎縮，

民間消費與企業投資都隨之下降，2009 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為-1.8%，

2010 年金融海嘯稍緩，經濟成長力道返漲至 10.7%，但受歐債危機波

及，2011 年又下降至 4.04%（見圖表 1）。 

 
 

圖 2 -1 2007-11 台灣 GDP 構成與成長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2b) 

註：2011 年經濟成長為預估值 

 

因此，面對金融危機衝擊，顯現台灣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有：一、

出口產品組成過度集中於 ICT 產品；二、出口地區由歐美移至東亞，

而亞洲區域內生產鏈仰賴出口，與全球景氣連結；三、以製造業為主

的產業結構附加價值逐年下降。根據經建會的計量分析，外需變動影

響出口變動下，全球金融危機對台灣實質 GDP 變動的衝擊在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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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季最嚴重達-12.68%（經建會，2010）。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認為台資企業國內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在長期效應下自然進口減少、

產能外移，政府和企業應該更關注效益的提升（連文榮，2011）。全球

競爭環境的轉變凸顯了台灣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政策思維將影響

未來發展前景。 

自 1980 年開始，兩岸經貿往來逐漸頻繁，主要模式是台商逐漸增

加對中國的投資，投資的內容則大部分集中在製造業。但在 2008 年世

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世界經濟格局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中國由

於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成為世界經濟中最重要元素之一。且發展到

今日，中國的經濟內涵及其增長方式都已出現重大的轉型，特別是經

濟增長方式的調整要求越來越迫切。在這種背景下，海峽兩岸的合作

方式和內容面臨重大調整。這種調整主要體現在產業的重新佈局和新

舊產業的更替，以及雙方產業體系的協同化。 

由於經濟紐帶的關係出現了重大轉機。由於市場轉換的關係，長

期以來佔據台灣經濟最大重心的美國在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迫使台

灣逐漸經市場目光轉向中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進一步推進海

峽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2010 年 6 月 29 日，中國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

經過五輪的陳、江會談，終於取得重大成果，在實現兩岸“三通”的基

礎上，簽署了 ECFA。ECFA 的簽署，也表明海峽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

的開端，兩岸關係真正開始駛入“正常化的軌道”。 

ECFA 是一個架構協議，未來仍需對重要協議進行協商與洽簽，包

括商品貿易協議、服務業貿易協議、投資協議、經濟合作協議以及爭

端解決機制等。由於目前早收清單中只有一小部分的商品列入最早的

降稅名單，因此未來仍然有相當多的商品要列入討論降稅的清單中。

以中華民國關稅進出口稅則的商品標準碼(HS Code)，兩岸商品總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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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500 項，其中扣除早收清單項目及 2000 多項的農產品以外，仍然

有 8000 多項需要協商降稅的幅度與時程。 

ECFA早期收穫實施四年來，成果豐碩。貨物貿易早期收穫方面，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4 年全年，自台灣進口ECFA早期收穫產品中，共

減免關稅約 8 億美元。截至 2014 年底，自台灣進口ECFA早期收穫產

品累計減免關稅約 22 億美元。據台灣海關統計，2014 年全年，自中國

進口ECFA早期收穫產品中，共減免關稅約 8200 萬美元。截至 2014 年

底，自中國進口ECFA早期收穫產品累計減免關稅約 2.2 億美元。自台

灣進口產品中，除石化、機床等受惠金額較大的產品外，也不乏中小

企業和民眾直接受益的產品，比如生鮮農產品、農副產品加工品、汽

車零部件、家用篩檢程式、小電器、內衣、箱包、襪類產品、手工具

等。29

自從 2008 年 5 月，馬英九上任以來，兩岸關係不斷改善，也使得

兩岸經濟合作與產業合作都往前邁進了一大步。這持續改善兩岸的整

體關係，而且對於台灣的經濟有很大助益，同時兩岸產業合作的機會

也不斷增加。 

 

雖然 ECFA 對台灣經濟帶來挹注，要注意的是，中國十二五規劃

所推動的七大新興產業與台灣六大新興產業多所重疊，中國強調的兩

岸產業聯結、人力資源互補是有待進一步思考的議題。過去兩岸經貿

合作的模式乃基於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的必要，企業廠商外移尋求更具

市場競爭力的生產要素，台灣擁有技術、管理以及資金的相對優勢。

然而在新興產業的建構中，兩岸基本上是站在同等的起跑點，中國挾

其龐大的資金和市場需求，期以磁鐵效應將兩岸產業合作機制導向以

                                                 
29許雪毅 王笛(2015)〈兩岸經合會第七次例會在臺北舉行取得多項成果〉，《新華網》，【線上資料】，

http://www.gwytb.gov.cn/lhjl/ecfa/201502/t20150204_8931908.htm，20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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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為主體的依賴模式，這是台灣在推動新興產業必須慎思慎行

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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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韓經貿關係之互動 

台韓關係起源於日本統治之下，國民政府時期，韓國於上海成立

臨時政府，國民政府以互助國身份幫助韓國，此後開始保持密切的關

係。台韓關係在 1960 年代曾因駐台大使與蔣介石於日本軍事學校同窗

背景身份及相同政治立場下，進而有更進一步的友好關係。但此友好

關係並無維繫太久，1973 年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六二三宣言」宣布

對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開放門戶，開始尋求與中國改善

關係，台韓關係開始疏遠。 

兩國地理位置臨近，但關係上卻是疏離狀態，許多比較政治學者

說，台灣與韓國在世界上歷史背景、政治背景、經濟發展過程等評價

上是相同的國家。首先以歷史背景來看，台灣被日本統治 50 年，韓國

36 年；政治方面來看，因 20-30 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以致 1990 年代已達

到了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帶動之下，政治方面也逐漸開朗化，民

族意識抬頭，進而台灣有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中壢事件，韓國有 518

光洲事件，民族化運動的歷程演變，政治改革變化；經濟方面來看，

主要經濟產業及輸出產業相同均依賴貿易為大宗，因產業別相同，近

而在經濟關係上兩國常成為比較對象。近年來因觀光客增加，民間交

流擴大，政府兩國互惠關係，展望未來產業上雖有競爭利害關係，但

在發展上是互相扶持的友邦關係。 

本章主旨研究台灣、韓國產業的結構比較經濟成長率、出口的比

率及自由貿易體系下現況，最後為台灣與韓國經濟交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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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台韓經濟及產業結構之差異 

兩國因歷史因素與戰後背景關係，經濟發展上產業型態也以不同

方向發展，台灣以中小企業為基礎，韓國是以財閥為主，在經過二次

大戰後兩國皆重視國家經濟發展，並以日本為主的策略各自發展著。

由於韓國在戰後的百廢待興，民生凋敝，加上與日本歷史發展產生的

恩怨情仇，韓國政府為使國家經濟建設快速重建與發展，政府著重於

將經濟資源掌控於少數財閥策略下，秉持以大企業大財團為核心發展

推動經濟，才有機會和日本在經濟上並駕齊驅，產業及產品發展上採

取資本導向為主的策略，由政府扶植重點產業或選擇產品，由政府著

重栽培，扶植產業及產品成為國家產業的發展重心。 

相反之，台灣的產業型態卻以小而美發展著，因當時政府屬於少

數執政的專制集權體制的臨時政府心態，為避免集會結社與民間力量

過於集中，因此對於產業的經濟發展較為被動且避免於集中。30

壹、台灣經濟發展變化 

產業組

成結構以中小企業為導向發展，由於資本額規模小投入設限不多，並

以開發技術為著重，使得台灣在產業發展上直接與世界接軌，而在製

造技術上隨美、日採取代工模式為軸心發展，使得台灣產業發展類型

以追隨市場，透過生產彈性調整速度以應付市場需求，但產業的發展

型態卻因為生產市場的高度競爭，呈現產業生產成員切割與分散，逐

漸中小企業群聚形成產業聚落。 

 

1950 年代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主要實施進口替代策略，

因為那時政府開始土地改革，提高傳統農業的生產力供應內需，以農

業為培植對象造成工業外匯短缺，因此政府採取進口替代政策。 

                                                 
30연국서(2007) ，《한국,대만, 중국간경제협력 추진전략》，조선대학박사논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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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60 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已面臨全球化現象，政府也採取鼓勵出

口的政策，以輕工業產品代替農業產品為外銷主力。於是不僅創造大

量的外匯，也推動工業化的發展，在此時設置了加工出口區，訂定相

關產業政策，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獎勵大量出口爭取外匯，成為台灣

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政府透過國有企業來提供工業發展的基礎。 

1970 年代初期政府原來的輕工業轉而發展成鋼鐵石化、機械等重

工業為主，但 1978 年石油危機發生後，促使政府產業政策再轉變，經

濟發展結構再度轉型。 

1980 年代的台灣經濟發展持續以產業轉型為重心，選擇市場潛力

大、關聯效果大、附加價值高、技術密度高、能源係數低及污染程度

低的工業，作為策略性發展對象，給予資金的補助，並且在技術、管

理及市場等方面予以輔導，發揮促進產業升級，改善產業結構的功能，

產業的發展已經到短識經濟的時代而在此時成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ITRI)，協助產業開發新的應用技術，營造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環

境。 

1990 年代提高國民所得，均衡區域建設，提高生活品質的目標之

下政府建立全球發展中心，更強調新興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2000 年以後，面對知識經濟的競爭，進一步希望藉由知識的力量

使達到國產業重要的環節。 

 

貳、韓國經濟發展變化 

1950 年代韓戰之後，政府努力由落後的農業國家轉為工業化國家。

韓國工業化的起步以外資設立之工廠加工海外原料開始的。1960 年代

初政府扶植培養企業導向韓國工業化。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像

是以輕紡工業爲主的勞力密集型產業，雖然工資水準低，但勞動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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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豐富，勞動力素質高等優勢，成爲勞力密集型產業。使韓國經濟在

短期間内迅速成長原動力。 

1970 年代是產業向重化工業轉變和深化的過程，重化工業發展之

初是爲了實現資本設備的進口替代，但勞力密集型出口導致勞動力短

缺和工資上漲，因此先進國經濟保護加強，開發國家的價格競爭，使

得勞力密集型產業出口受限，於是開始將勞力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

型產業升級，韓國政府主導重化工業政策，到 1980 年代重化工業占製

造業比重達到 50%以上。 

因此對傳統重化產業進行技術升級，形成出口主力產業，同時對

精細化工、精密儀品、電子機械及航空航大等產業重點扶持並將資訊、

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作爲未來積極發展的產業，1990 年代後

資訊產業作爲新的發展重點，2000 年代IT產業占GDP的比重 1997 年的

8.6%成長到 2000 年的 12.3%。31

 

 

參、台韓產業技術發展 

台灣和韓國經濟發展歷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是 1970 年代之

前都是先發展農業，再到勞力密集的工業，再發展進口代替輕工業。

1980 年代之後的產業發展才出現較大的差異。到 1990 年代台灣和韓國

致力於扶植高科技產業，到現在高科技產業成為兩國經濟成長原動力。

開發中國家追求技術進步的主要途徑有三種：一是透過與具有技術優

勢的已開發國家的企業進行合資投資來獲取先進的技術，二是經由出

資向其他企業購買自身所需要的技術（主要引進專利權，商標權，技

術資訊，技術指導或培訓，技術人員等），三是企業通過自身擁有的研

發隊伍來研究開發所需要的技術。32

                                                 
31 Kao Jen Shan(2008)，《한국과대만중국투자》，삼성경제연구소(한국). 

 

32 連文榮、蔡依恬(2003)，〈台韓影響出口之內在條件比較〉，《國際經濟情勢週報》，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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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1997 年IMF以後政府產業技術政策全面調整，制定了「科學

技術五年計劃」，韓國政府產業技術政策主要目標是在關鍵技術領域超

先進國家水平，全面提高國際競爭力。33

台灣和韓國 1980 年代兩國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時間是相同的，

但自 2000 年以來韓國投入研發經費均高於台灣，且政府幫企業開發高

技術，占 GDP 比重亦超過台灣，投入科技創新貢獻經濟成長，使得韓

國研發技術漸拉開與台灣距離。 

 

 

肆、台韓經濟成長率變化 

依照韓國實質經濟成長率變動情況觀察可以發現在韓國金融風暴

後經濟成長急快衰退。1997 年 5.9%，1998 年變成-5.5%。其後韓國政

府採行激勵景氣措施及推動經濟之下，經濟快速復甦。 

台灣的情況來看 2001 年受全球 IT 產業泡沫化，美國 911 恐怖攻

擊事件的影響經濟轉爲-1.26%其他年度皆呈穩定成長。韓國 1999 年經

濟成長率 11.3%到 2000 年經濟成長率為 8.9%大幅增加。接下來至 2001

年及 2003 年受國内外景氣下滑影響經濟成長率又急降為 4.5%及 7.4%

而信用卡卡債風暴後的 2005 年亦僅成長 3.9%，2008~2009 年亦受全球

金融海嘯衝擊，經濟成長又下降。由此可見韓國經濟比台灣經濟不穩

定的因素多經濟波動較大。台灣也是 2008 年~2009 年代全球金融海嘯

關係，2008 年 0.76%，2009 年-1.57%，但 2010 年 10.63%成長率大幅

上升。主要原因是台灣和中國在 2010 年 6 月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定」（ECFA）。按照經濟成長率變化可見台灣和韓國由於外部因素很

敏感反應。 

                                                 
33 權常喜(2008)，〈到信息通訊強國成長〉，《DAUM》韓國，【線上資料】，

http://media.daum.net/digital/others/newsview?newsid=20080814104109761，20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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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隨國内液晶，顯示品，石化等產品的投資活動再起，國内

固定資本投資毛額成長率開始穩步復甦，但 2005 年國内投資又開始收

手，顯示台灣面臨投資不振的問題。 

特別注意是中國投資卻特續廣大與中國躍升成長為台灣和韓國最

主要出口貿易夥伴的區域經濟超勢轉變，顯見中國此一經濟巨龍的崛

起，對台灣和韓國的產業發展產生了直接的衝擊。 

 
表 3-1 台灣與韓國經濟成長比較 

單位：美元 

年別 台灣 GDP 韓國 GDP 台灣經濟成長率 韓國經濟成長率 

1996 年 13,650 12,518  6.18  7.6 

1997 年 14,040 11,505  6.11  5.9 

1998 年 12,840  7,607  4.21 -5.5 

1999 年 13,819  9,779  6.72 11.3 

2000 年    14,941 11,292  6.42  8.9 

2001 年 13,448 10,631 -1.26  4.5 

2002 年 13,750 12,100  5.57  7.4 

2003 年 14,120 13,460  4.12  2.9 

2004 年 15,388 15,082  6.51  4.9 

2005 年 16,532 17,531  5.42  3.9 

2006 年 17,026 19,691  5.62  5.2 

2007 年 17,814 21,632  6.52  5.5 

2008 年 18,131 19,161  0.76  2.8 

2009 年 16,988 17,041 -1.57  0.7 

2010 年 19,278 20,562 10.6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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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台灣 GDP 韓國 GDP 台灣經濟成長率 韓國經濟成長率 

2011 年 20,939 22,451  3.80  3.7 

2012 年 21,308 22,708  2.06  2.3 

2013 年 21,902 24,000  2.23  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台韓經濟政策之差異 

台灣和韓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發展採取廉價勞力密集加

工產品出口歐美及日本市場的開放政策，因而使兩國高速成長，國民

所得增加等經濟發展。但 1990 年代全球化時代正式開始，廉價勞力密

集加工產品已經過多，資源特別不足的台韓開始研究開發高科技產業

及智慧技術，成爲國家的主力產業，因此台韓兩國政府建立科技方面

的政策及培育高科技產業，為找經濟發展的機會繼續努力發展。 

 

壹、韓國經濟政策 

一、高科技產業政策 

1990 年代之後技術政策作了調整，不再單純因產業需求而制訂，

納入「達到科技先進國家技術水準」及「謀求人類福祉」等技術政策

目標，積極地推動國家高科技（HAN）計畫、創新研究（CRI）計畫、

策略性國家研發計畫等國家型研發計畫。 

為達成「達到科技先進國家技術水準」及「謀求人類福祉」等技

術政策目標，韓國政府積極建構技術移轉體系，於 2000 年 1 月通過「促

進技術移轉法案」（The Technology Promotion Act），設立技術移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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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簡稱KTTC），提供技術供需雙方

搜尋之平台。34

1997 年韓國金融危機的時候當時金大中總統強調「我們在工業化

雖然比人家晚了幾十年，但要在未來的資訊化社會裡要成爲領導國」

又說「未來國家的命運就在 6T（ 1.BT:Biology Techonology、 2. 

ET:Environment Techonlogy、3.IT:Information Technology、4. NT:Nano 

Technology、5.ST:Space Technology、6.CT:Culture Technology）」，金大

中總統在任的時候，政府支持IT產業的發展也為今日韓國發展的基礎，

並認為未來是「科技」和「傳統產業」，「知識產業」和「製造業」整

合時代，危機就是機會，現在來臨轉換時代爲了未來國家發展，現在

必須準備。

 

35

盧武鉉總統上任後，宣佈政府將繼承金大中政策設立了統整政府、

產業界及學術界的意見，在「選擇與集中」的前提下進行規劃，但政

府角色只有政策協助立場，主要是民間產業界主導基本的選定原則如

下：韓國國内產業的競爭力、未來國際市場需求量、技術變化趨勢、

可否有創造高附加價值的潛力、產業化可行性、無廣大就業機會的效

果。 

 

 

二、韓國的科技發展策略 

韓國產業技術以國家型研發計畫及基礎性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為技

術研發支援措施，此外，提供研發稅額減免制度，如提列技術開發準

備金者享有租稅減免優惠。 

（一）國家型研發計畫（National R&D Program） 

                                                 
34 許瓊文(2002)，《韓國科技政策》，工研院經資中心。 
35 金允種(2010)，《未來科技產業（6T），生 産性分析及啓示點》，韓國科技技術規劃評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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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自 1982 年政府開始推動國家型計畫，其目標為集中資源長期

及大規模地發展高科技，引導企業結合政府捐助的研究機構（GRIs），

共同執行政府所選定的研發計畫，以提昇企業研發能力，這代表政府

給予 GRIs 研發經費的分配方式已不同於以往定額分配制，轉變為 GRIs

與民間企業、大學競爭研究經費。 

1982 年由科學技術處依據「技術開發促進法」建立以核心、公共

福祉等技術領域之國家研發資助機制，藉由公共研發之擴展，以引導

民間企業之研發投資與鼓勵產業、大學與政府捐助研究機構間之研發

合作。其推動方式可分兩種研究類型資助計畫，一為高風險研究計畫，

由政府推動，經費由政府完全資助；另一為產業推動之核心產業技術

計畫，在民間企業投資經費與研發能力不足無法獨力開發下，由政府

與民間部門共同出資開發。 

現行計畫包含了尖端技術國家計畫（HAN）、創造性研究計畫

（Creative Research Initiative,CRI）、策略性國家研發計畫、國家研究實

驗室計畫等國家型研發計畫。 

（二）支援企業技術研發重要措施 

支援企業技術研發重要措施為產業資源部(1999 年更名為工商能

源部)於 1996 年所推動的基礎性產業技術開發計畫（Base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其作法為資助企業研發成本，發展 3

年內的短期核心技術、5 年內的中期基礎性技術、未來 10 年內的下一

代產業技術，甚至進行國際研發合作計畫，以提升韓國產業的國際競

爭力。 

韓國政府預計 2015 年會先投入物聯網產業 772 億韓圜、智能型機

器人產業 700 億韓圜、穿戴式智慧型機器產業 983 億韓圜、5G行動通

訊 771 億韓圜、智慧汽車 282 億韓圜以及智能型半導體 608 億韓圜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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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韓圜左右的投資資金。此外，為提早看到產業育成效果，未來創造

科學部將由產業領域中擇選出成效最為顯著的產業優先發展。再者，

韓國政府的育成對象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預計至 2021 年為止會成立 1

兆 5,000 億韓圜基金去協助中小企業發展，並提供中小企業從大企業的

技術開發階段開始參與的機會，進而強化中小企業的商業化能力。36

（三）促進民間技術開發活動之主要稅制 

 

韓國依據 1972 年「技術開發促進法」創立技術開發準備金制度，

企業研發支出提列準備金可享有租稅減免優惠；另外，若企業設立研

究所或產業技術組合則給予租稅獎勵及委託特定計畫，以提供經費資

助。 

（四）人才發展措施 

在培育本身科技人才上，韓國政府 1971 年設立韓國科學院（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KAIS），做為以研究為主的研究院，來輔助現有大

學和研究機構。另外在 1985 年成立韓國技術學院（Kore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針對有才華的大學階段學生加以訓練。這兩個機構

在 1989 年合併成為韓國高等科學技術研究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KAIST 與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緊

鄰，位於 Taeduk 科學園區。ＫAIST 的畢業生在韓國社會非常受到重

視，並被視為精英份子。 

成立於 1995 年的光州科技研究院（Kwang-J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則是一所鼓勵大型、跨科技領域的研究計畫的訓練機

構。 

工商能源部規劃促進科技之高級人力資源，規劃於 2005 年底訓練

十萬名人才，預計投入一千億韓元，而 2002 年共投入 180 億韓元訓練

                                                 
36 김준범(2015)，《한국 5조 6천억 IT산업육성》，《조선 BIZ Chosun 
Biz》한국，【인터넷】，http://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5/03/24/2015032402924.html，
201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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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人，訓練範圍包括 20 個部門的產業領域，如先進染料、汽車零件

以及半導體。此外，工商能源部將加強工程教育品質，透過各種計畫

使產學合作，如 Accredit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計畫，將由 2001

年的一個增加至 2002 年的五個，而在 2005 年時可達到五十個。並籌

組工程教育支援團隊，成員含括一百位的企業主管。 

韓國總統朴槿惠於 2013 年提出「創造經濟（Creative Economy）

行動方案」，預計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將軟軆和數位内容產業打造成

爲韓國創造經濟的核心產業，並 2013 年至 2014 年共投資將近 3000

萬。37

（五）智財權措施 

在軟軆專業人才培育，預期到 2017 年培養出 10 萬名軟軆人才。

其目標是透過創意，創造新就業機會及市場，透過創造經濟強化韓國

之全球領導地位，創造一個尊重創意的社會。 

智慧財產權局之下發明推廣協會（簡稱 KIPA）建構網際網路的專

利技術市場（IP-Mart），同時藉由每年舉辦專利技術推廣展覽會，達到

技術流通、擴散與商品化之目的。 

 

三、韓國技術領域 

韓國在早期產業技術發展重點領域的選定，主要是配合工業化需

求而制訂，如：1960 年代以勞力密集型輕工業技術為主，1970 年代以

鋼鐵、造船、機械、電子等重化工業為主，1980 年代以機械、電子工

業中偏向現代化資本密集產業為主。直到 1990 年代為有別以往重點領

域之選定，開始考量韓國產業技術水準與未來發展之需求，如 1990 年

代初，韓國強調尖端電子資訊、半導體、液晶顯示器、機械電子、新

材料、精密化學、光學、遺傳工程、尖端紡織、尖端汽車及航空等 11

個知識密集型高科技產業。 
                                                 

37 徐爵民，《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科技部，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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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技預算之分配比較，科學技術處是韓國國家科技預算的最大

使用者，約佔 35%；工商產業能源部的科技預算比重有明顯增加趨勢；

而韓國國防研發預算的比重低於 20%。韓國爲在21 世紀初趕上西方七

個主要的先進國家，大力加強對科技的支援，在基礎研究和許多戰略

領域確定了具體的發展目標和研究重點如下： 

（一）基礎研究 

爲適應科技的高速發展和日益嚴重的技術保護主義，韓國盡力促

進本國的基礎研究和具有獨創性的科技開發活動，以減少對國外技術

的依賴，爲提高國家的競爭力奠定堅實基礎。如韓國在「2010 年科學

技術發展長期計畫─基礎研究部分」中提出了基礎學科的發展目標，包

括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球科學、天文學及宇宙學。 

（二）資訊技術 

資訊技術是韓國科技發展的重點。韓國所有的大型科技計畫都包

括資訊技術領域的研究專案，並實施許多單項開發專案。韓國軟體技

術提升計畫的研究專案如：1.Han-Gu1 資訊處理技術，包括 Han-Gu1

爲基礎的人機界面、Han-Gu1 資訊資料庫、人工智慧型電腦、開放型

Han-Gu1 電腦；2.軟體生産與工程技術，包括用於開發程式的標準化技

術、資訊系統增強技術、目的系統增強技術、生 産率與質量管理技術、

軟體再建工程；3.應用軟體生産技術，包括電腦基礎培訓技術、教育軟

體的標準化、電腦製圖、虛擬現實、即時類比、人工智慧。 

（三）生物技術 

韓國有一項爲期 14 年的國家生物技術發展計畫「2000 年生物技術

計畫」，力爭於 2007 年在生物技術領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使生物技

術産業成爲韓國重要的出口支柱産業。韓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重

點包括新功能生物材料、生物功能的工業利用、生物醫學工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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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分子生物學、基因組織、分子繁殖和細胞培育、食品生物、生

物多樣性與環境保護、環境與安全的評估技術、生物能的生産以及基

礎生命科學。 

（四）核能技術 

韓國缺乏自然能源，因此非常重視核能的開發與利用。韓國核能

政策目標是將核能作爲發電的重要能源，以保證能源的穩定性供給；

建立韓國獨立的核反應爐技術和核燃料迴圈技術；私營部門的積極參

與，提高核工業技術水平，促進核技術出口；擴大核能在農業、醫藥、

工業部門中的應用，使核技術在改善人類生活質量、促進科技創新。

韓國從 1992 年開始實施核能研發十年計畫，並於 1997 年制定綜合性

的核能開發計畫。 

（五）海洋科學技術 

爲確保可持續發展的海洋開發能力，儘早進入海洋強國行列，韓

國制定實施了海洋科技開發綜合計畫，課題包括：海洋調查與預報技

術、共同基礎技術、海洋生物資源開發技術、海底礦物資源開發技術、

海洋能源利用技術、海洋空間利用技術、海洋環境保護技術、下一代

造船技術、極地技術、海洋交通安全技術。有些先進的技術，如多用

途海岸設施實用化技術、可下潛萬米深海的新一代潛艇技術及超高速

船舶製造技術，對於先進技術將以引進或國際合作方式獲取。 

（六）航空航太技術 

韓國在 90 年代初開始發射衛星和探測火箭，在取得一定經驗的基

礎上，制定了目標宏偉的航太科技計畫，爭取在這一領域進入世界前

10 位。韓國的宇宙開發工作分爲實驗衛星、廣播通信衛星、多用途實

驗衛星和運載火箭四大部分。韓國近期打算開發韓國之星 3 號衛星與

探測朝鮮半島上雪大氣的中理科學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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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韓國科學技術處於 2000 年研擬並經國家科學技術會議

（NSTC）認可公佈的長程科技發展計畫中，揭示了未來長期發展科技

的願景，重點領域包括：資訊技術、材料科學、生命科學、機電學

（Mechatronics）、能源與環境科學。此項長期科技計畫的目標是希望

在 2025 年以前，韓國的科技地位能夠擠入世界前七名。預計在 2005

年前韓國將全面提昇其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2010 年前完成新一代半

導體的研發、通訊網路、網際網路與多媒體技術。 

工商能源部規劃集中投資在開發高級技術，以創造與促進新市場

的開發，於 2002 年投入一兆韓元實施此計畫，將持續推動「產業技術

地圖」的發展，以提供開發高科技的里程規劃，2001 年 8 月已完成機

器人、行動通訊設備以及光纖等技術地圖。預期於 2002 年 7 月完成多

媒體及醫藥工程技術，並預期至 2005 年可完成 50 個領域的技術地圖。 

對於新技術如資訊技術（IT）、生物技術（BT）和奈米技術（NT），

以及主要傳統產業如汽車、電子及半導體，以不同方式加以推動，在

資源配置上，工商能源部將投入 7,700 億韓元於韓國已具有較其他國家

優勢之新技術的開發，如系統單晶片(SOC)、DNA 晶片及奈米材料；

另投入 3,200 億韓元開發可運用於主要傳統產業之技術，如交通工具及

造船。 

 

四、韓國服務產業 

全球經濟競爭重點正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轉型，服務貿易已成

為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引擎，亦是發展中國家抓住新一輪國際產

業轉移機遇，利用自身比較優勢大力發展的戰略領域。韓國政府本著

把握歷史契機、制定國家戰略、集中優勢資源、確立品牌效應的方針，

強化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旨在通過發展服務貿易，加快轉變外貿增長

方式，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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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主持「經濟相關部長會議」時討論通過由企劃財政部、未

來部及文化體育觀光部三個部會所研擬之「服務產業推動政策方向及

第一階段對策」。38

1、醫服務產業係唯一持續創造工作職缺，但其生產力及對外競爭

力仍如前偏低； 

有關該政策方向之主要內容如下： 

2、為服務產業發展，將以「創出優質工作職缺，達成僱用率 70%

目標」及「透過提升競爭力，提高生產力，並育成為高附加價

值產業」等兩大目標，提出推動服務產業擴充基磐、強化具潛

力服務業競爭力、消除現存瓶頸及檢討糾葛課題等 4 大原則； 

3、中長期視野，以階段性、持續建立位服務產業發展對策之計畫。 

（一）韓國服務產業特定 

1、韓國服務業吸引外資遠超製造業 

近幾年，韓國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成為吸引外資的熱點。2005

年-2007 年，服務業共吸引外資 225.4 億美元，佔韓吸引外資總量的

67.7%，比製造業高出 35.4 個百分點。餐飲、住宿業穩中略降，但金融

保險業、通信業、房地產等現代服務業成為帶動外資增長的主力軍，

前景看好。 

2、資訊服務、現代物流等行業的逐步完善引領相關領域服務業發

展 

在韓國服務業中，資訊服務業和現代物流業發展成效尤為顯著。

與日本類似，韓國政府積極實施「電子韓國」（e-korea）戰略，極大地

推進了資訊服務業的發展。與此同時，韓國現代物流發展日臻完善。

較為完整的物流系統服務，日益高效的物流資訊化建設，逐漸增強的

                                                 
38 經濟部(2003)，〈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報導〉，韓國企劃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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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物流意識同資訊服務業有效結合，大舉帶動了金融服務、電腦和

資訊服務以及其他商業服務業的增長。 

3、貨物貿易的快速增長促進服務貿易的協同發展 

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之間的高度依存關係，決定了兩者發展總體

趨勢的趨同性。2007 年，韓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超過 7000 億美元大

關，達到 7286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14.7%。貨物貿易的大幅增長有力

促進作為中間環節的運輸、通訊、保險、金融等服務貿易協同發展。 

（二）韓國服務貿易政策 

韓國政府自 2001 年起，大力發揮各政府職能部門作用，制定和完

善提高服務產業競爭力的相關措施及促進政策。從稅制、金融、企業

費用負擔等層面入手，改善與製造業措施差別，取消對服務業發展不

利的政策。2003 年韓政府提出實現服務業高附加值化方針，2004 年取

消阻礙服務業市場發展的 43 項政策限制，2005 年制定了通信、廣告、

教育、醫療等 26 個現代服務業部門發展規劃，2006 年底公佈「加強服

務業競爭力綜合措施」，2008 年制定三階段服務貿易促進體制。根據措

施內容，大致可分為改善服務貿易環境、2010 年的「激勵服務業進軍

海外市場方案」、2013 年的「服務業發展政策指導原則」及「創意型經

濟行動網領」、2014 年的「七大服務業振興方案」，内容主要針對金融

支援及研發（R&D），國際行銷及人才培育與媒合等方面採取若干具體

措施，以強化服務業出口的支持措施。39

1、加大稅收優惠 

方式如下： 

引入文化接待費制度；延長臨時投資免稅制；在臨時投資免稅制

度中擴大文化、環境及通信服務業範圍；加大對入駐濟州投資振興地

區服務業的稅收支援；免除觀光產業基金收入法人稅；擴大享受稅收

                                                 
39朱美智，〈南韓服務貿易現狀與促進服務出口主要政策〉，《國際金融參考資源》，第六十七輯，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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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的知識基礎服務業範圍；減輕服務業用不動產的貿易稅負擔；對

文化產業公司、電子廣播服務、大德研究開發特區內的研究所及尖端

技術企業予以稅收優惠；加大對電影業的稅收優惠；將體育設施建設

費涵蓋在學齡前兒童教育費中予以返還。 

2、加強金融支援 

設立中小企業產業支援基金，由 2002 年的 600 億韓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1000 億韓元，並對知識發展型產業種類，產業銀行和企業銀行還

提供特別基金扶持；自 2002 年起，產業銀行和企業銀行每年支付 10

億美元用於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改善利用技術及信用擔保服務業種

的信用審查標準。 

3、擴大稅收減免範圍 

自 2002 年起，對屬於服務業中小企業及創業中小企業實行稅收減

免稅種由 6 個增加至 18 個，對中小企業特別稅額扣除稅種由 13 個增

加至 24 個，並對 49 個行業加大支援力度；進駐產業園區的服務行業

適用與製造業同等的地方稅，財產稅及綜合土地稅減免優惠。 

4、完善服務貿易人力資源培養體系 

實施國家職業培訓需求調查，擬定「平生職業技能開發五年計劃」；

設立各服務領域專科學校，加強「產學服務專門人才聯合教育」；構築

服務業人才監測系統及人才網；強化對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再教育；與

「服務產業支援中心」共同輸送高品質服務專業人才；由各行業主管

部門、有關人員及專家共同擬定「服務業人才培養體制完善計劃」。 

5、營造良好的服務貿易外部環境 

統籌規劃 WTO、自由貿易區等多雙邊談判，利用多雙邊政府渠道

加強對重大問題的磋商和協調；結合服務業發展現狀和實力，分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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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業比較優勢，促進服務貿易規範有序出口，為服務貿易企業走出

去創造良好環境。 

（三）韓國優勢服務產業狀況 

項次 產 業 說 明 

1 運輸業 運輸業在韓國服務貿易佔據重要地位。運輸服務

業是韓國進出口增長第一大行業，亦為服務貿易

第一大順差來源。韓國服務出口增勢強勁，主要

得益於運輸業。 
2 金融服務業 (1)政府資金力推金融改革。政府注入資金主要通

過兩大機構進行：一是韓國儲蓄保險公司，主

要負責向金融機構重新注資，彌補虧損，保護

存款人利益；二是韓國資產管理公社具體執行

清理不良債權工作並負責收購不良資產。 
(2)金融業加快合併重組，民營化程度不斷提高。

為了調整金融結構，提高銀行的對外信譽度，

提升國家信用等級，韓將金融業經營指標化，

同時將自有資本充足率基準引入到銀行經營

中。此外，韓不斷借助外資發展金融。通過外

資銀行認購銀行新股、金融債券、參與不良資

產處理等方式引入外資。 
(3)銀行業務逐漸向證券、投資業延伸。銀行傳統

的存貸款業務日益弱化並喪失競爭力。目前，

韓銀行正大力拓展業務範圍，創新金融產品，

增加衍生金融產品的投放與服務，在確保傳統

業務市場份額的基礎上，擴大個人消費貸款、

助學貸款、中小企業貸款、住房擔保貸款等的

市場份額。金融業的贏利點正從傳統業務逐漸

向金融衍生業務轉移。 
3 文化服務業 韓國文化創意產業帶動的產值已達 39兆韓元（約

新台幣 1 兆 3000 萬元），佔該國GDP的 6.57%。

韓國文化產業政策始於政府於 1998 年所正式提

出的「文化立國」方針，並在 1999 年至 2001 年

先後制定了「文化產業發展五年計劃」、「文化產

業前景 21」與「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明確

提出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中長期計劃，在組織管

理、人才培訓、資金支持、生産經營等有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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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產 業 說 明 

推出一系列重大措施，全方位地推動文化產業的

發展。韓國文化產業範圍包括電影、錄影、光碟、

有戲、出版、印刷、期刊、廣告、動畫及網際網

路等。40

4 
 

手機服務 擬定手機網路（WiBro）、移動多媒體廣播（DMB）
等新興手機服務方案，建全手機內容流通及傳播

等相關法律制度。加強對依賴海外進口的手機核

心零部件的研究和開發。 
5 流通業 對擬開拓的海外市場予以調查，對開拓海外市場

的企業予以支援，加強企業與大韓貿易投資振興

公社、中小企業振興公團等有關機構的合作與聯

繫。加強企業與投資對象國商會組織的交流與合

作，敦促對象國開放市場。 
6 貴金屬、寶石

業 
減輕納稅負擔，提高貿易品質和透明度。建立「貴

金屬-時裝-觀光」一條龍設施體系，擴大銷路，

提高競爭力。 
7 時裝產業 發掘時裝設計新人、擴大中小品牌的對外出口、

設立時裝設計振興中心、培養時裝設計專門人

才。 
8 排水服務業 改善上下排水設施、擴大內需市場、建立開拓海

外市場支援體系，制定排水產業支援政策。 
9 數位廣播 成立由廣播公司、生產企業、廣播委員會、政府

等機構組成的「數位廣播委員會」。促進特別法

制定工作，規定模擬電視取消時間，統一安裝數

字廣播電視裝置，對低收入階層予以支援。 
10 市場調查等

服務外包業 
提高企業對服務外包的認識，舉行各種活動，擴

大服務外包的市場需求；鼓勵分支機構及有限公

司的設立，通過兼併等形式擴大企業規模，提高

產業效率。 
11 海洋休閒及

體育產業 
擴充帆船、快艇、滑水等大眾海洋設施，舉辦垂

釣等海上休閒娛樂活動，開發適合海上體育活動

的場所。 
 

貳、台灣經濟政策 

                                                 
40 林子強，〈數位傳播全球化策略之探求-以韓國文化產業為例〉，頁 36。 

 



H 

59 

一、台灣高科技產業 

1970 年代台灣各方面快速進步，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主政推動十

大經濟建設計劃，運用科技方法建設國家，加強改善產業結構。1978

年，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内召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與會專家

學者，企業界領袖以及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集思廣益，以期推動國家

科技政策，提升科技水準，促進產業升級。 

行政院於 1979 年正式頒佈實施「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並成立「行

政院科技顧問組」，聘請國際知名科技顧問，每年舉辦科技顧問會議，

並協助國家科學發展之推動。1999 年政府為確立推動科技發展的方針

與原則，通過並公佈了「科學技術基本法」。該法第九條規定，政府應

每兩年提出科學技術發展之遠景，策略及現況説明：第十條則規定，

政府應每四年訂定國家科技發展計劃，就是基於科技發展的推動，需

要時間與詳細措施規劃後落實執行。台灣除了考量本身的科技實力，

了解自身在國際科技社群的定位，長程目標與政策，落實推動，國家

科技發展的基礎安了據點。41

（一）台灣的科技發展政策 

 

1、建立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的設立是台灣在 1970 年代末期的重要政策。設立科學園

區的動機是於台灣在 1973年發生了第一次的能源危機。該危機的發生，

使台灣政府認識到 1960年代所大力推行的建立在勞動密集型基礎上的

工業政策，必須進行重大調整，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是台灣經

濟發展的必行之路。而為了吸引外國高科技企業的投資並轉移技術，

政府必須提供一個產業聚集空間，使廠商除了員工訓練、廠房、土地

等基礎設施成本得以達到規模經濟而降低外，還可以在科技革新的傳

                                                 
41黃昭謀(2006)，《台灣科技精英的資訊化社會建構：從科技政策談起》，頁 96，未出版，世新大學

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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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上享受聚集經濟的利益。因此，台灣政府模仿美國加州矽谷，設立

了科學園區。而科學園區要能成功，人才的匯集是關鍵，在新竹，由

於清華與交通兩所以理工見長的大學的存在，加上工業技術研究院的

成立，以及新竹廣大的發展腹地，成爲科學園區設立的最佳地址。因

此，台灣政府於 1980 年設立了新竹科學園區，並於前一年通過了實施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列」。現在，科學園區已成爲台灣高科技發展的

重鎮，並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華裔科技人才投資和從事開發研究，對台

灣相關高科技技術的提升有非常顯著的貢獻。 

2、政府科技支援 

1973 年政府將原隸屬經濟的礦冶研究所、金屬工業研究所和聯合

研究所合併為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爲台灣第一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該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從事與產業發展相關的技術及產品開發，並將技

術成果擴散到民間廠商，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援和服務。設立為台

灣科學與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同時，工業技術研究院又

是政府介入工業研究發展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管道，它承擔了經費龐大

的政府科技專案研究計劃絕大部分的研究任務。科技專案計劃是自

1979 年開始實施，該計劃主要從事應用和技術發展階段的研究，主要

目的在於促進產業投入研發，培植經濟實力和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

以確保經濟的發展。計劃的主要定位在於：推動新興高技術工業發展。 

3、策略性工業發展政策 

自 1970 年代開始，由於特別強調高科技產業的建立，因此政府以

特別的手段扶持這些產業的發展，除了建立工業技術研究院、科學園

區外，政府更重點扶助「策略性工業」的發展。到了 1980 年代中期，

台灣的產業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扶持某些特定產業，而是在於提升台

灣產業的整體實力，對關鍵技術的扶持取代原先以產品為獎勵物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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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由此帶動了台灣半導體工業的發展。台灣半導體工業的發展正

是在政府的產業政策的協助之下，廠商投入資金、計術、人力，並通

過委託代工、技術所授權、倂購，共同研究發展等方式而躋身世界上

第四大半導體生産國的。 

4、促進產業升級條列的制定 

1980 年代中期，隨著新台幣大幅升值，勞動力工資不斷提高，土

地成本高漲，台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喪失了比較優勢，進而削弱

了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加速產業升級，提高產品的附

加值，尋求新的競爭優勢，刻不容緩。有鑒於此，立法院於 1989 年正

式廢止了實施近 30 年的「獎勵投資條例」，並於 1990 年底通過了「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主要是針對產業升級最直接

相關活動，如研究開發、人才培訓、自動化等「特定功能」提供低減

租稅措施，同時也針對重要科技、投資事業提供股東低減或 5 年免稅。

所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基本上是一個通過租稅免優惠措施來帶動

產業升級的產業政策工具。該條例的最大特色是重視功能性的獎勵而

大幅度減少產業別的獎勵。台灣在其產業發展過程中，採取了設立科

學園區，推動策略性工業，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與

科技專案計劃四個重點政策，分別有其重要的產業發展涵義。 

（二）台灣技術領域 

1、半導體產業 

為因應全球資訊電子產業的發展趨勢，迎合未來新興消費性產品

「輕薄短小，多省廉快」之需求，台灣半導產業界無不朝向前瞻性產

品設計、微縮製程技術及高階封測技術開發等方向發展；尤其是對於

著重管理效能與成本導向的晶圓代工製造而言，不斷提升製程技術及

擴展經濟規模，以增加生産良率並降低成本，更是面對未來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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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成功因素。因此，12 吋晶圓厰的建置與先進製程的研發，遂成

爲台灣半導體製造廠商提昇競爭力之重要發展策略。 

2、影像顯示產業 

台灣推動影像顯示產業發展願景在於建構台灣成爲全球主要產品

研發及製造重鎮，使台灣成爲全球第一大供應國，以及在2006 年影像

顯示產業值超越新台幣 1 兆，並促成民間年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3500 億

元以上。 

2005 年台灣已成就三大光電產業主要產業發展群聚（cluster），北

部的新竹、桃園，南部的台南、高雄，與中部的台中、雲林等區域，

在 TFT LCD、OLED 等相關產業皆有蓬勃的發展。在關鍵零組件部分，

玻璃基板、彩色濾光片、偏光片、背光模組、光罩等皆在三大群聚中

皆已有完整的供應鏈，在北中南三個產業群聚的帶動下，讓台灣成為

全球重要的顯示器國家。 

3、通訊產業 

為加速台灣通訊產業升級，並帶動半導體、軟體、資訊、消費性

電子相關產業創新發展，經濟部 2003年成立「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針對推動無線通訊、寬頻網際網路、應用服務等三大重點產業為目標，

並訂出 2008 年提升產值至新台幣壹兆元、成為全球前十大通訊產值貢

獻國的推動願景，以「技術研發」與「產業推動」二大構面，全面推

動台灣通訊產業發展。 

推動策略方面，「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以善用政府資源、強化

資訊服務、促進產業整合和建立全球領先地位幾個構面切入。推動措

施則包括建立獎勵投資方案以擴大廠商投入意願，推動及協助寬頻無

線相關產業聯盟運作，如行動上網聯盟、通訊產業聯盟，並召開各類

 



H 

63 

交流活動與論壇以增進產業的合作；另外也建立跨部會單一服務窗口，

以掌握廠商需求、國際市場狀況與國外標準組織的動態。 

台灣通訊產業發展已臻成熟，即將面臨轉型，欲再創產業高峰，

必須由生產製造轉為設計應用與創意服務，而人才的提昇即扮演關鍵

角色。「通訊專業技術人才發展計畫」在建立考、訓、用合一之專業訓

練體系，強化通訊產業訓練科技人才，配合通訊專業技術人力能力鑑

定制度之發展，開辦相關專業課程以培訓產業所需科技人才，提高通

訊技術人力水準。 

4、生物科技產業 

生物科技產業是 21 世紀最受重視的新興科技產業，許多國家包括

台灣、美、日、英、法、德、荷蘭、韓國、新加坡、中國等在研擬其

經濟發展策略時，均將生物科技列爲積極推動的重點產業。而生物科

技經過科學家數十年之研究，已可預期將會對人類未來之生活造成很

大的衝擊與影響，加上運用領域非常廣泛，包括醫療、農業、能源以

及環境生態及食品等各種產業，故生物科技之研發不僅牽動特定產業

的成長，也會對其他產業產生連帶效果。世界各先進國家都將生物科

技列爲國家發展之重點科技，積極健全產業發展環境。 

台灣自 1982 年行政院領布「科技技術發展方案」明訂生物技術為

八大重點科技之一開始推動，1995 年行政院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

推動方案」，1996 年成立台南科學園區與國家衛生院，1997 年召開第

一次國家生技產業策略規劃（SRB）會議，經濟部並成立生物技術及

製藥產業推動小組，修訂相關法規。2001 年中研究設置國家級基因組

研究中心，政府也不斷放出利多消息，大幅補助生技及醫藥研究經費，

2002 年行政院積極推動的兩兆雙星產業發展，所指的雙星即是數位 内

容產業及生物技術產業，2009 年再核定「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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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產業中醱酵技術，組織培養技術為優良，醱酵技術廣泛應用

於味精、抗生素、健康食品及生技藥品之生産，利用組織培養技術於

商業化應用上已十分成熟。 

二、台灣服務產業 

行政院核定的六六型新產業方案，顯示台灣產業結構將轉型，未

來不再依賴單一產業，並由製造業往高附加價值產業邁進。由於服務

業占GDP的比重在過去十年來均超過 60%，推動服務業發展將與六大

新興產業呼應，成 爲共同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引擎。2009 年 10 月的總

統府財經諮詢小組會議建議未來具有潛力的十六重點服務業：美食國

際化、國際醫療、音樂及數位内容、華文電子商務、國際物流、會展、

都市更新、WIMAX、教育（高等教育論出）、金融服務（高科技及創

新產業籌資平台）。42

（一）美食國際化 

 

對内，以在地國際化為方針，透過籌辦美食聯誼會，讓國内外業

者們能互相交流並協助廚師們至海外參賽或培訓，進而培養業者國際

化能力，並提昇台灣名廚的國際聲望，作爲未來國際化展店的基礎。

對外，則以國際當地化爲標的，建立台灣美食網的網路平台，讓餐飲

業者對國外當地的風俗民情能有更多的了解，並協助業者在世界主要

地區或城市展店。此外，進駐國外機場貨購物中心，成立台灣美食專

區，讓台灣美食能推向國際。 

（二）國際醫療 

政府推動的國際醫療可分爲重症醫療和觀光醫療兩大部分。重症

醫療是屬高科技性的醫療，例如：器官移植，政府推動簡化入境就醫

療程序與擔任國際間醫療轉介的橋梁，將有助提升海外人士來台就醫

                                                 
42 俞明德(2001)，《台灣產業發展的規劃藍圖》，總統府編印，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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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與重症醫療的發展。而結合醫療院所，觀光業者所設計出的養

生、健康檢查或醫學美容等觀光醫療，則可同時開拓觀光市場與高科

技醫療產業。 

（三）數位產業 

數位内容的定義是將圖像、字元、影像、語音等數位化並整合運

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台灣政府提出四大策略：結合資通訊業者與

數位内容業者，整合硬體、軟體、平台和内容，並以華人市場為目標，

設計出相關數位產品，如電子書閲讀器或遊戲機等；推廣跨業合作，

獎勵研發，與引導政府和民間資金投資於文創產業；擴大兩岸交流，

兩岸共同推動數位内容產業標準互通；透過產學合作，培養可參與數

位内容工作的高階人才等。 

（四）流行音樂 

政府對内將補助專輯製作與發行，甄選樂團與新人、發掘人才、

擴大學教育與見教合作，進行國際師資交流等管道積極培植專業人才，

並擴大金曲獎活動的範疇，增設獎項，辦理主題音樂周等來擴大國内

的音樂市場。外則鼓勵樂團與藝人至海外駐點演出、演習、參加國際

音樂活動等，以尋求開拓海外音樂市場。 

（五）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發展策略將中國視爲先行市場，成立市場服務中心，培

育國際化人才等支援跨境行銷，為與國際接軌，疏通電子商務金流，

連貫政策及法規，並輔導業者上市上櫃以創造優質環境；促使產學合

作，有效運用創意發展具有華文特色之社群及引擎平台；蒐集、累積

華文電子商情資料庫，並籌辦國際研討會，擷取國際經驗，促成跨國

媒合，提升台灣商品在華文市場的競爭力。 

（六）無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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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台灣成爲多元化全球寬頻無線服務環境，及扶植 WIMAX 產

業，行政院科技顧問擬定「台灣 WIMAX 發展藍圖」，重點措施有二：

發展 WIMAX 系統整合軟實力，與擴大 WIMAX 應用領域。前者有三

個措施第一、建立 WIMAX 系統整合軟實力方案，第二、促成國内成

立系統整合（SI）公司，整合產業能量達到服務輸出目標；第三、掌

握外交經貿機會以及兩岸搭橋計劃，以政府力量推無缐寬頻解。後者

有三個措施。第一、智慧台灣應用優先使用 WIMAX 網路平台。第二、

六大新興產業各相關部會提供業者補助，發展WIMAX網路平台應用，

如；健康照護、能源資通訊相關應用。第三、政府各部會可擴展執行

工作之應用服務成果。 

（七）MICE 產業 

會議展覽產業包含會議、獎勵旅遊、大型國際會議以及展覽共四

大類，一般稱之爲 MICE 產業。強化國際會展環境可進一步吸引國際

觀光客來台灣旅遊，並行銷台灣。台灣具備豐富自然人文及觀光資源、

資訊、通訊產業等多項產業具競爭力，豐沛的企業與學術能量，民間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人民友善與治安良好等發展會展產業的優

勢。 

（八）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產業國際化，政府實施向有三個重點：教育經驗輸出、

華語產業輸出及境外學生招收。教育經驗輸出主要為工程教育認證。

華語產業輸出分爲華語教師書出，華語教材書出及華語能力測驗三個

部分。而境外學生招收對象則為國外學生及僑生，招收境外學生的優

勢為：學術研究素質高，政府獎學金政策，生活環境友善且學費合理，

高科技產業以及中文正體華語教學與傳統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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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與韓國對外貿易發展之差異 

壹、台灣與韓國出進口情況 

出口方面來説台灣 2001-2013 年我國出口趨勢變化，除了 2009 年

全球金融海嘯期間，台灣出口自 2001 年起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2001

年台灣總出口金額為 1,263 億美元，於 2006 年突破 2,000 億美元，在

2008 年時達到 2,556 億美元。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台灣

出口大幅衰退 20%（2,037 億美元），但 2010 年台中簽署「海峽兩岸經

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的關係，很快於 2010 年反彈回升並於 2011

年突破 3,000 億美元達 3,083 億美元的歷史高點。2012 及 2013 年台灣

總出口比 2011 年均下降，出口金額分別為 3,011 億美元及 3,054 億美

元，較前一年分別成長-2.34%及 1.45%，表現並不理想。 

韓國貿易金融在 2004年達到 4,783.1億美元，出口金額創下 2,538.4

億美元的高紀錄，出口成長率達到 30.97%，貿易順差金額也在 2001

年以後逐年上升。同一時間，台韓的出口表現在 2001 年分別受到亞洲

金融風暴與網路科技產業泡沫化衝擊，使得兩國在該年度出現明顯衰

退外，其餘各年對外貿易金額都是持續擴大，顯示台韓對外貿易活動

十分活躍。 

韓國在 2006 年突破 3,000 億美元，2008 年突破 4,000 億美元。2009

年雖受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出口遽降 13.9%。2009 年出口重挫後，2010

年隨即重新站穩腳步，出口金額創下 4,664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較上年

成長 28.3%，而 2012 年韓國出口 5,479 億美元，同比減少 1.3%。主要

原因是歐債危機持續蔓延、發展中國家經濟低迷從而引起需求不振、

無線通訊器材海外生產規模不斷擴大造成出口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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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來看台灣與韓國出口趨勢一致，除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期間

外，台灣進口呈現逐年成長趨勢，從 2001 年的 1,080 億美元增加至 2011

年的 2,816 億美元達到歷史高點。2011 年之後受到台灣出口成長停滯

的影響，進口亦微幅下滑，2013 年之進口金額為 2,701 億美元。韓國

2001 年的 1,411 億美元增加至 2011 年的 5,244 億美元。台灣與韓國均

為外貿導向型的國家，進口容易受到出口牽動而受到影響 43

 

，每逢全

球景氣不好，造成台灣出口表現不佳的時候，進口減少最多的往往是

出口產品所引申的原物料及中間財。舉例來說，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

發生之後，因全球需求萎縮之故，台灣與韓國出口表現不佳，進而影

響到台灣與韓國的進口需求，特別是以原油進口的縮減最多。另外，

2012 年台灣與韓國整體出口表現不佳，同時期台灣與韓國進口的產品

也在減少。 

表 3-2 台、韓貿易金額與成長率 

單位：億美元 

年別 台出口 韓出口 台出口

成長率 
韓出口

成長率 台進口 韓進口 台進口

成長率 
韓進口

成長率 
2000 年 1,520 1,723 22.8 19.9 1,407 1,605 26.5 34 
2001 年 1,263 1,504 -16.9 -12.7 1,080 1,411 -23.3 -12.1 
2002 年 1,353 1,625 7.1 8 1,132 1,521 4.9 7.8 
2003 年 1,506 1,938 11.3 19.3 1,280 1,788 13 17.6 
2004 年 1,824 2,538 21.1 31 1,688 2,245 31.8 25.5 
2005 年 1,984 2,571 8.8 10.8 1,826 2,612 8.2 16.4 
2006 年 2,240 3,255 12.9 14.4 2,027 3,093 11 18.4 
2007 年 2,467 3,715 10.1 14.1 2,193 3,568 8.2 15.3 
2008 年 2,556 4,220 3.6 13.6 2,404 4,353 9.7 22 
2009 年 2,037 3,635 -20.3 -13.9 1,744 3,231 -27.5 -25.8 
2010 年 2,746 4,664 38.5 34.8 2,514 4,252 57.5 31.6 
2011 年 3,083 5,552 14.9 12.3 2,816 5,244 7.8 23.3 

                                                 
43郝連榮(2012)，《關於韓國對中國貿易依賴度增加研究》，嶺南大學國際經營及貿易碩士論文，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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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台出口 韓出口 台出口

成長率 
韓出口

成長率 台進口 韓進口 台進口

成長率 
韓進口

成長率 
2012 年 3,011 5,479 -1.3 -2.3 2,707 5,196 0.8 -0.9 
2013 年 3,054 5,596 2.1 1.5 2,701 5,156 2.0 -0.8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 

 

 

 

貳、台灣與韓國主要出口產品 

表 3-3 台灣出口 

單位：億美元；% 

產業別 
2013 年 2014 年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HS85)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

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

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迷

路物之零件及附件 

114.2 59.3 123.2 7.9 

(HS8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

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9.49 33.2 31.41 6.5 

(H39)塑膠及其製品 21.93 44.1 21.36 -2.9 
(HS27)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

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23.15 30.6 20.01 -13.5 

(HS90)光學、照目儀器及器具 22.24 14.2 20.53 -7.7 
(HS29)有機化學產品 12.09 16 11.89 -1.6 
(HS72)鋼鐵 10.1 33.7 10.56 4.5 
(HS87)鐵道及電車車輛以外之

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9.89 35.1 10.35 5.7 

(HS73)鋼鐵製品 7.24 38.7 7.76 7.2 
(HS38)雜項化學產品 3.46 52.8 3.77 9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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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韓國出口 

單位：億美元；% 

產業別 
2013 年 2014 年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HS85)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

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

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迷

路物之零件及附件 

135.5 13.8 138.22 2 

(HS87)鐵道及電車車輛以外之

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72.77 3.8 73.35 0.8 

(HS8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

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59.32 0.6 63.04 6.3 

(HS27)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

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54.11 -5.9 52.38 -3.2 

(HS89)船舶 35.87 -5.2 38.34 6.9 
(HS90)光學、照目儀器及器具 35.94 -4.4 35.9 -0.1 
(H39)塑膠及其製品 31.17 9.8 31.83 2.1 
(HS29)有機化學產品 24.86 6.7 24.33 -2.1 
(HS72)鋼鐵 22.27 -12.2 23.94 7.5 
(HS73)鋼鐵製品 11.18 -10.3 12.66 13.2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 

 

表 3-4 列出 2013 到 2014 年台韓出口產業結構變化。2013 年台韓

出口產業非常集中，尤以電機設備（HS85）出口最多，出口金額台灣

達 114.2 億美元，韓國 135.5 億美元。台灣機械設備（HS84）居其次，

出口金額為 29.49 億美元，韓國機械設備（HS84）居第三次，出口金

額為 59.32 億美元。其餘產業占比皆遠不如此二項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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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台灣進口產品 

單位：億美元；% 

產業別 
2013 年 2014 年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HS85)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

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

上迷路物之零件及附件 

54.72 -0.3 57.08 4.3 

(HS8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

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8.65 8.4 27.86 -2.8 

(HS27)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

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69.1 5.4 66.39 -3.9 

(H39)塑膠及其製品 7.47 -5.6 7.66 2.5 
(HS90)光學、照木目儀器及器

具 10.39 4.6 11.43 10 

(HS29)有機化學產品 11.78 0.1 10.78 -8.5 
(HS72)鋼鐵 9.91 -9.1 10.39 4.8 
(HS87)鐵道及電車車輛以外之

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6.24 4.6 7.06 13.1 

(HS73)鋼鐵製品 1.33 -10.2 1.43 8.1 
(HS38)雜項化學產品 7.03 6.6 7.13 1.4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 

 

表 3 -6 韓國進口產品 

單位：億美元；% 

產業別 
2013 年 2014 年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HS85)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

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

及上迷路物之零件及附件 

72.27 8.1 75.08 3.9 

(HS87) 鐵道及電車車輛以外

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10.48 12.2 13.31 27 

(HS84)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

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7.45 2.2 48.8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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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 
2013 年 2014 年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金額 出口 

成長率 
(HS27)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

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180.43 -3.1 175.61 -2.7 

(HS89)船舶 1.69 -33.4 1.77 4.8 
(HS90)光學、照木目儀器及器

具 17.24 -7.4 17.87 3.7 

(H39)塑膠及其製品 10.62 -2.5 10.7 0.8 
(HS29)有機化學產品 14.38 0.2 14.31 -0.5 
(HS72)鋼鐵 20.37 -14.5 21.96 7.8 
(HS73)鋼鐵製品 8.51 9.1 8.9 4.6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 

由此可知，台灣是外貿導向型的國家，進口容易受到出口牽動而

受到影響，而且每逢全球景氣不好，台灣出口數值也會下降，進口也

會減少而減少最多的往往是出口產品所需要的原物料及中間財。舉例

來說，2001 年因網路泡沫，台灣電子產業受到很大衝擊，不僅出口大

幅下滑，對於積體電路產品及用於製造積體電路器具的進口需求也在

縮減。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因全球需求萎縮之故，台灣出

口表現不佳，進而影響到台灣的進口需求，特別是以原油進口的縮減

最多。另外，2011 年後台灣整體出口也不是很好，手機等電子資訊產

品出口大幅萎縮，同時期台灣進口的積體電路產品也在減少。在在顯

示，台灣若沒有積極做產業的轉型，未來面臨的問題會逐漸擴大，接

下來的章節會更進一步的探討台、韓、中三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及競

爭性所帶來的結果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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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韓雙邊貿易之發展 

表 3-7 台韓雙邊出進口情況 

單位：百萬美元；% 

年別 
對韓國出口 對韓國進口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00 4,700.70 58.2 8,026.60 26.5 
2001 4,301.40 -8.5 5,835.30 -27.3 
2002 4,832.00 12.3 6,631.60 13.6 
2003 5,879.60 21.7 7,044.60 6.2 
2004 7,312.30 24.4 9,844.20 39.7 
2005 8,050.00 10.1 10,863.00 10.3 
2006 9,287.50 15.4 12,995.70 19.6 
2007 9,966.50 7.3 13,027.10 0.2 
2008 10,642.90 6.8 11,462.00 -12 
2009 9,851.40 -7.4 9,561.10 -17.1 
2010 13,647.00 38.5 14,830.50 56.1 
2011 14,693.60 7.7 18,206.00 22.8 
2012 14,012.00 -4.6 14,814.90 -18.6 
2013 14,632.60 4.4 15,699.00 6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 

 

台韓雖然競爭的關係，但台韓兩國雙方第 6 大貿易夥伴，台韓之

間的貿易增長速度 44

                                                 
44〈한국-대만투자협정필요성(BIT) 
한국-대만투자협정필요성〉，《한국경제연합신문》，한국，【인터넷】，http://www.fki.or.kr/F
kiAct/Promotion/Report/View.aspx?content_id=26a5e934-bdbc-481b-91bd-eecd6de51418&cPage=&sear
ch_type=0&search_keyword=，2014/11/20. 

，在過去 20 年期間遠高於雙方對外貿增長速度。

2000 年台對韓國出口額 47 億美元，韓對台灣出口額 80.2 億美元出口

成長率各 58.2%，26.5%兩國都增加，但 2001 年，受全球不景氣影響，

台韓雙方的出口成長率減為台灣-8.5%韓國-27.3%。從 2002 年起台韓雙

方出口金額增長台灣對韓國出口成長率 12.3%韓國對台灣出口成長率

13.6%增長。尤其 2004 年，在台自韓國進口增幅遠高於對韓國出口增

幅下，台自韓國進口 39.7%韓自台灣進口 24.4%。2007 年以來台對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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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出口增加，自韓進口轉爲減小，對韓國貿易逆差縮減。尤其2009 年

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台灣對韓國進口 17.1%，韓國對台灣進口也減小

7.4%。惟隨著 2010 年再全球景氣復甦，台韓雙邊的進口大幅增長。再

2012 年台韓出口減小的關係，進口也減小各-4.6%、-18.6%。根據台韓

兩國的出進口數值來看，兩國出進口增長與減小的時期差不多，而且

兩國都對外依賴度太高，容易受到對外環境的變化。 

 

壹、台灣與韓國雙方主要出進口產品 

根據從 2008 到 2009 年的數值來看，台灣對韓國主要出口產品以

機械及電機設備、電子產品、化學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等為主（表

3-8），韓國對台灣主要出口產品以機械及電機設備、化學品、基本金屬

及其製品等占大宗（表 3-9）。兩國相互進出口產業有機械及機電設備、

化學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三項重疊，而電子產品以台灣出口韓國大

於進口，主要原因是台灣 DRAM、液晶面板及手機等產品之產量雖不

少，惟韓國在資訊電子業擁有 OEM 與自我品牌的優勢條件，加上台灣

產業以上中下游各自分工且代工爲主，韓國則是以財團方式上中下游

經營，因此在 DRAM、液晶面板及手機等產業之技術水準及品牌效益

均優於台灣。 

根據台灣經濟部次長卓士昭則認為，在 IC 及資通訊產品，台韓產

業具有合作利基。另外，他進一步舉 Visa 與 Master 為例，在信用卡發

展初期，兩家公司以合作取代競爭，共同擴大信用卡支付市場的版圖。

另外，卓士昭從台韓雙邊貿易的數據來解讀合作可能。他指出，台韓

在國際市場雖互有競爭，但雙邊貿易卻高於產業內貿易，在全球價值

鏈競合分工下，還是有產業合作的空間。所以，若台灣和韓國能夠在

某些產業上相互合作，互相補助；未來的經濟發展是有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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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廣新聞王長偉/首爾報導)由我國外貿協會副秘書長葉明水率

領的醫療服務團，今天起，在韓國展開一連串的交流及考察活動，期

望打開台灣醫療服務在韓國的知名度，建立合作機會與商機。 

我國醫療服務團，今天和韓國最具代表性的醫療觀光推動機構「韓

國觀光公社」，在首爾樂天大飯店舉辦「台韓醫療觀光產業座談會」，

透過與韓國醫療觀光執行業者，進行意見的交流，希望能促進台韓相

關產業交流。 

台灣醫療服務水平居亞洲領先地位，在華人市場及價格方面，具

有相當的競爭力，該團此次訪韓，主要目的在充份了解雙方產業特色、

市場區格，就相互優勢探尋合作的空間，創造雙贏的機會。 

表 3 -8 台灣對韓國主要出口產品 

單位：百萬美元；% 

  2008 年 2009 年 

出口總額 8,705.8  11.7 7,302.5  -16.1 

(100.0) (100.0) 

礦產品 169.7  84.4 199.9  17.8 

(1.9) (2.7) 

化學品 970.2  48.1 718.9  -25.9 

(11.1) (9.8) 

塑膠、橡膠及其製

品 

224.3  8.5 176.5  -21.3 

(2.6) (2.4) 

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 

949.2  14.1 927.1  -2.3 

(10.9) (12.7) 

鋼鐵及其製品 782.6  26.8 783.7  0.1 

(9.0) (10.7) 

其他金屬製品 166.6  -22.3 143.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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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009 年 

(1.9) (2.0) 

機械及電機設備 5,592.9  8.3 4,645.1  -16.9 

(64.2) (63.6) 

電子產品 4,776.9  8.9 3,990.3  -16.5 

(54.9) (54.6) 

機械 305.9  6.4 219.3  -28.3 

(3.5) (3.0) 

電機產品 207.5  13.7 186.9  -9.9 

(2.4) (2.6) 

資訊與通信產品 77.5  36.9 106.5  37.4 

(0.9) (1.5) 

車輛、航空器、船

舶及有關運輪設

備 

170.9  71.7 92.3  -46 

(2.0) (1.3) 

精密儀器、鐘錶、

樂器 

187.1  -17 152.7  -18.4 

(2.1) (2.1) 

光學、照相、計

量、醫療等器材 

148.5  -19.3 129.2  -13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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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韓國對台灣出口產品 

單位：百萬美元；% 
  2008 年 2009 年 

出口總額 13,168.4  -13.1 10,506.8  -20.2 

(100.0) (100.0) 

礦產品 761.8 40.9 199.9 17.8 

(5.8) (2.7) 

化學品 2,002.7 -7.8 1,583.7 -20.9 

(15.2) (15.1) 

塑膠及其製品 395.2  17.2 452.1 14.4 

(3.0) (4.3) 

基本金屬及其製

品 

1,651.8 -3.3 1,008.8 -38.9 

(12.5) (9.6) 

鋼鐵及其製品 988.3  2.4 584.6  -40.8 

(7.5) (5.6) 

其他金屬製品 663.6 -10.7 424.2  -36.1 

(5.0) (4.0) 

機械及電機設備 6,809.8  -20.4 5,428.9  -22.6 

(51.7) (39.8) 

機械 586.8 -11.9 491.2 -16.3 

(4.5) (4.7) 

電機產品 172.1  -14.9 165.9  -3.6 

(1.3) (1.6) 

資訊與通信產品 304.6  30.2 349.4 14.7 

(2.3) (3.3) 

車輛、航空器、

船舶及有關運輪

90.9  -4.3 163.0 79.3 

(0.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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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009 年 

設備 

精密儀器、鐘

錶、樂器 

556.4  -37.3 474.5 -14.7 

(4.2) (4.5) 

光學、照相、計

量、醫療等器材 

499.2  -38.4 417.1  -16.5 

(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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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韓兩國與中國經貿關係之發展 

第一節 韓國與中國經貿關係之發展 

壹、韓中貿易概況 

韓國在政治、經貿等各領域日趨依賴中國，使得部分韓國專家表

示，應採取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依賴。45

然而，中國在韓國貿易所佔的比例，已遠遠大於美國及日本的貿

易總額，兩國儼然成為名副其實的利益共同體，若中國經濟增速每落

回 1 個百分點，韓國出口則會下降至 2.5 個百分點，便會使得韓國整體

經濟、製造業、股市及財團將面臨最大單一風險。因此，韓國擔憂若

對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可能會對韓國經濟帶來巨大的風險。但，歷史

上的韓國曾是一個資源極其貧乏的國家，從上世紀 1960 年代起，外向

型的經濟發展策略主導下，韓國經濟展現了近 30 年高速穩定成長，創

下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蹟」，據統計指出，1986 年韓國出口 40%依賴於

美國，即使到了 1990 年，韓國對於美、日兩國的出口依存度仍高達

29.8%及 19.3%，所以認為，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正是韓國經濟

快速崛起的最大秘笈。

 

46

有學者認為，韓國人口增長已進入緩慢期，堪稱全球生育率最低

的國家之一，在經濟方面，理應進入 3%左右的低增長期，但 1990 年

至 2000 年間韓國經濟出口貢獻度約為 35%，2001 年至 2012 年間，貢

獻度更提升至 53%，整體平均增長速度達到約 4.5%，正因中國經濟高

速增長帶來的機運，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及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

的挑戰下，韓國得以較快使經濟復甦。 

 

                                                 
45正琬瑜(2012)，《對東亞地域 RTA 觀察》，嶺南大學國際法專政碩士論文，未出版。 
46芮曉恆(2014)，〈韓國經濟中國依賴程度〉，《南方都市報》，【線上資料】，http://finance.sina.com，

20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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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包括其他亞洲四小龍在內，與韓國經

濟結構最相似的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約 40%遠超過韓國；中國

也取代馬來西亞成為新加坡第一大貿易夥伴。同樣為出口型外向經濟

體，GDP 總量與韓國接近的墨西哥也因地緣關係，對美國的出口依存

度更高達 80%。綜觀全球，目前主要的兩大經濟體非美即中，這也是

韓國等外向型經濟體的宿命。 

所以，當前韓國的經濟問題並不是太過依賴中國，而是其經濟結

構不合理，國內投資陷於停滯、內需持續低迷，導致經濟成長動力不

足，應促進大企業及中小型企業均衡發展、出口和內需平衡、物業及

製造業均衡，以提升韓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過去幾年，韓國政府也做出了幾項政策，包含鼓勵企業投資提振

內需經濟、增加社會福利拉抬民間消費、制定提升服務業競爭力方案

使其更快速發展、提倡中小企業及大企業均衡發展外並增強中小企業

的競爭力等，近日韓國政府更拋出了總額高達 400 億美元的刺激經濟

計劃，但客觀來說，韓國內需依然不活躍，尚未能承擔起拉抬韓國經

濟的重責大任，可以預期的是，出口仍是其唯一主要的推動力。 

綜合以上所述，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下，傳統的美、日、歐等

國發達經濟體停滯不前，巴西、印度、南非等新興經濟體也逐漸放緩

的情況下，依靠中國市場並以此為基礎來推動韓國經濟結構調整、增

強內需動力來促進均衡發展。 

 

貳、韓國與中國貿易中面臨的問題 

一、中國和韓國經濟差距的問題 

目前中國和韓國兩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有多大，不同的專

家給不同的答案。大部份專家認為，從硬體方面來看，北京、上海、

廣州、杭州等中國大城市的建設已經發展的與韓國差不多，甚至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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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韓國，但中國地區差異很大，很多地方還未發展，特別是中西部地

區。從軟體來看，上述的幾個中國大城市與韓國相較之下有明顯的差

距。這些差異，47

在韓國貿易研究院一位資深經濟學家認為，韓國與中國兩國之間

的貿易規模很大，但從整體來看，韓國出口中國是以高技術或是高附

加價值的產品為主；而中國出口韓國是以廉價、低端產品為主；韓國

和中國之間有產業分工，存在著一定的發展差距，但這差距有多大，

目前還是未知數，雖然不同產業、不同產品的狀況不同，但總體來說，

差距長則 5 年，短則 2~3 年。 

韓國銀行國際經濟分析資料認為差距大約是 10 年。 

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間能多久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 48

道爾大常一位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經濟能如此快速發展有兩個原

因，一是以前經濟規模小，所以現在能快速發展；二是以前基礎建設

不是完善，現在進行大規模的道路、通信等基礎建設，此外還有房地

產等，大概 10 年之內還是能持續快速發展下去。 

韓國日報對外經濟政策研究員최필수表示樂觀

的看法，有人說可能 5 年；也有人說 10~20 年，但專家們認為在短期

內中經濟還是可能保持快速發展，雖然很難再達到高峰期 10%的增速

。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主要是靠出口為主，未來

應會減少對外貿易的依存度，以擴大內需來拉動經濟發展。 
49

                                                 
47 한국은행 국제경제분석(2013.4.12). 

韓國聯合新聞指出在這些受訪者韓國專家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確

實隱藏著不少問題，值得讓人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保持一定的看

法。 

48최필수,한국일보,대외경제정책연구소(2014.4.16) 
49 연합뉴스,(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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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大；其次是通貨膨脹的問題，

經濟過度快速膨脹、導致房地產脆弱性上升；此外，政治的問題也可

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之一。韓民族日報記者談到，中國發展很快

沒錯，但問題也很多，貧富差距就是問題之一，一般百姓除了工資之

外什麼都漲，前幾年中國有名的經濟學家謝國忠就談到中國發展太依

靠房地產，很容易泡沫化，這很危險。這連是我們外國人都查覺到這

個嚴重性。另一位中文專業教授認為，中國持續發展這個問題，他擔

心這種發展的體系之後能持續多久，雖然中國依靠共產黨的領導體制

實現了目前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按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採

取市場經濟之後，會要求社會多元化，提出民主化的要求。目前中國

已經來到社會多元化的時代，但今後能是否用以前的方式來發展，是

個問題，如果能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會創造出中國模式。 

三、中國產品低廉的形象問題 

與一般韓國民眾一樣，專家們並沒有給予中國製的產品有太高的

評價。 

韓國市場上充斥著低廉的中國產品，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韓國

專家們對此進行了相當解釋。首先以韓國來看，韓國政府的把關下，

比如像是不進口美國牛肉一樣，中國產品也是如此。其次，韓國有國

內產品保護及消費傾向，對於中國產品抱有低廉的刻板印象在，即使

有業者引進中國製的高端產品，也賣不上好的價錢，因為消費者不認

同中國製產品，因些業者主要還是進口來銷售中國低價的產品來謀利。

再來，韓國的社會發展比較發達，外國產品要進口韓國要先通過社會

大眾這一關；否則，他們會有大型示威等把事情搞得很嚴重，讓不少

想進入韓國市場的外國企業止步。慶熙大學的教授說此現象「不是競

爭力的問題，而是韓國的市民、社會、企業等，他們非常排外，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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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 ikea，就是進不了韓國市場，因為市民協會、韓國家具協會等

會反對。」 

四、中國經濟是否會威脅韓國的爭論 

以 2010 年為例，韓國對中國出口約佔總出口額的 25%，韓國有名

的學者和一般民眾受訪者都會擔心中國會將這種經濟影響力轉為政治

外交等方面來影響。 

曾經反美的盧武鉉政府一反常態的與美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主

要就是想經由美國來平衡中國對韓國經濟的影響力。 

近期有研究提出報告，要求韓國政府加快與美國協商，快點通過

韓美 FTA，以平衡韓國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情況。 

但對於此問題， 50

參、雙方貿易 

韓國圓光大學政治學教授이재분一位經濟學家

表示，這擔心太過度了，他不相信中國會有這種意圖，將經濟當作政

治外交的利器，他覺得這只有在美國因政治安全方面與北韓實施經濟

制裁等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他不相信中國會這樣做，而且韓國與中

國兩國之間不可能發生這種嚴重的問題。 

 

為了快速脫離 1997 年的金融危機，1998 年 2 月金大中執政後將經

濟貿易列為對外關係之首要之一，並將經貿部門併入外交部，成立外

交經貿部。同時以資訊和電信等產業為競爭力然後積極擴大出口，並

鎖定中國及其他擁有大量人口的發展國家為這些核心產品出口的對象

(取自陳寧寧、劉德海，2001:70-72)。故韓國利用中國發展快速的市場

來復甦經濟，進一步的深化雙方兩國之間的經貿互動。2002 年中國已

經超越美國成為韓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2003 年，盧武鉉

                                                 
50 원광대학교 정치학교수 이재분(통일뉴스)(20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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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總統之後的第 1 年，中國與韓國建立「全面合作夥伴關係」，雙方經

貿合作更是迅速發展。中國成為韓國最大的出口國，超過美國；而韓

國則是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第四大出口國（東協及歐盟不算在內）、

第二大進口國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資，雙方成為重要的經貿合作對象

及關係。 

就雙方貿易而言，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3 年中國與韓國雙方進

出口總額為 632.3 億美元，比 2002 年同期增加 43.4%；中國出口韓國

為 200.9 億美元，進口為 431.3 億美元，比 2002 年出口增加 29.4%，進

口增加 51%，對中國來說是逆差 230.3 億美元，比 2002 年成長了

76.7%。 

而韓國方面統計，中國是韓國在 2003 年第二大的貿易夥伴和第一

大的出口國。2003 年，韓國出口中國，增加至 47.8%，佔總出口額的

18.1%；故韓國順差為 88.1%(取自李志勛，2004)。從這些數據得知，

韓國經濟成長依賴中國的經濟景氣。依據韓國外交經貿部的統計，2004

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雙方貿易額有 794 億

美元；同時以中國的數據來看，雙方貿易額高達 1 千億美元。2004 年

中國成為韓國對外出口增加比率最高的市場。韓國在中國進口市佔率

提高到 11.09%(取自朝鮮日報，2005e)，取代台灣成為中國第二大進口

國，僅次日本。中國對韓國高逆差來到 288.97 億美元，比 2003 年增加

53.1%。2005年中國與韓國的貿易總額已經超過1100億美元(取自Yoo，

2006)，韓國貿易順差為 420 億美元，成為僅次台灣的中國第二大貿易

赤字來源(取自聯合新聞網，2006)。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 2005 年 11

月訪問韓國時，兩國政府發表「中韓聯合公報」，計畫在中韓建交的 20

週年（2012 年）將雙方貿易額突破 20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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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的 7 年之內，只要中韓雙方貿易額每年增長率保持在 13%以

上就可以實現這個目標。 

就中國和韓國建交 13 年來看，兩國貿易平均成長率為 27%。2005

年時韓國整體出口情況停滯不前，但卻對中國出口增加 20%(取自中國

青年報，2005)，同年的 11 月 APEC 會議期間，胡錦濤與盧武鉉在釜山

會晤後，提出 2012 年中韓建交 20 週年，擴大貿易規模的聲明。 

2007 年中韓貿易總額已達到 1598.8 億美元，是 1993 年的 19.6 倍

之多。2008 年中國海關統計，雙方貿易額有 1861.1 億美元，比 2007

年增加 16.2%，韓國依舊是中國第六大交易夥伴。其中，中國對韓國出

口為 739.5 億美元，增加 31.8%；韓國進口至中國為 1121.6 億美元，增

加 8.1%；中國是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及最大的出口國，而韓國是中

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2008 年中國是韓國第一大出口國，佔總出口的

21.7%，與第一大進口國，其佔總進口的 17.7% (來源取自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2009)。 

中韓 FTA 自 2012 年 5 月開始啓動談判之後歷時 30 個月的協商，

是中國到目前爲止，對外談判涉及領域最廣，貿易額最大的自由貿易

區。雙邊貿易縂額在 2013 年達 2700 億美元，占韓國貿易總額 1.08 兆

美元的 21%左右，進口方面，韓國自中國進口金額達 906 億美元，占

其進口總額 16%，中韓之間的貿易額甚至比韓國與其弟二，第三大貿

夥伴美，日的貿易額相加還多。 

2014 年雙邊貿易總額高達 2,354 億美元，其中韓國對中國出口

190.2 億美元，從中國進口 900.7 億美元韓國對中國貿易順差 552.6 億

美元，中韓貿易總額超過韓國外貿總額 1/5，中韓雙邊貿易額佔中國對

外貿易 7%，韓國對外貿易 20%左右，兩國間相互貿易依存度不斷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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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韓國簽定的 FTA(自由貿易協定)始於 2012 年 5 月，雙方國

家經歷 30 個月的協商與討論，而自由貿易協定是目前中國協商最廣、

貿易額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中國與韓國雙方交易貿易總額在 2013 年是 2,289 億美元，佔韓國

貿易總額的 21%左右(總額：1.08 兆美元)；進口方面，韓國從中國進口

金額是 830 億美元，佔進口總額的 16%。中國和韓國之間的貿易額比

美國、日本相比，貿易額增加還多。 

2014 年韓國的進口來源地遍佈全球 242 個國家和地區，前 10 個進

口來源地分別是：中國、日本、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德國、

澳大利亞、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台灣。進口額合計為 3,420.39

億美元，增長 0.68%，占韓國總進口額的 65.09%。中國為韓國的第 1

大進口來源國，進口額為 900.82 億美元，增長 8.46%，占韓國總進口

額的 17.14%。 

 

 

 

第二節 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之發展 

壹、台灣對中國經貿的重要性 

一、國際市場需求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銀行信用減縮因次級房

貸影響資本市場的信心加上企業在貸款減縮下，面臨的各種問題及壓

力，如：裁員、無薪假、失業率上升、民眾消費能力下降、景氣又衰

退等，政府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提出「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益及目標，這都有待商確。例如：「大專畢業生企

業職場實習方案」（22K）拉低薪資水準等原因，造成的影響，都使得

這項政策遭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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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債與景氣復甦：歐債的問題直接影響台灣對歐洲進出口，

但 2011 年台灣出口歐洲總值為 10.12%；而同時台灣對東協六國出口年

增率達到22.68%，台灣出口份額也增至16.46%。但隨著二次歐債風暴，

出口同期相比之下台灣主要的貿易國家中國、美國、歐洲、日本的出

口呈現負成長，為-10.22%(中國 )、-9.68%(美國 )、 -4.19%(歐洲 )、

-7.80%(日本)。而對東協六國的出口卻平均成長 6.84%。根據投資理論，

生產者因為生產成本和市場目標，也許會選擇設立子公司或是垂直分

工方式進行投資，故台灣在 ASEAN 地區的出口有助於分散市場風險以

及經貿合作關係。 

三、區域經濟的整合加深產業聚落：中國在面對全球經濟衰退提

出的「出口轉內需」、「投資轉消費」被受矚目，在中國「十二五」政

策下，將以重慶、成都、西安為西部地區的核心，做為平衡區城發展

的優先地方。根據重慶市統計局 2011 年鑑，相較於全國平均 GDP 的

9.2%，重慶 GDP 成長率有 16.4%，居中國之首，主要的原因是來自外

資的投入。在中國政府的推動力及內需市場的擴大下，各國廠商不斷

湧入，漸而增加中國西部地區投資數，而台灣因租稅成本與投資限制

考量進而將製造工廠從沿海城市移進西部地區。 

 

貳、台灣與中國貿易中面臨的問題 

一、失業增加問題。1995 年前，就是開放對中國間接投資初期，

每年間接投資金額約 11 億美元，失業率維持在 2%以下，此後，赴中

國投資金額加倍增加，1996 至 2000 年每年赴中國投資 23 億美元，失

業率上升到 2~3%。2001 年對中國經貿政策改爲積極開放，對中國投

資項目放寬之後，投資大幅增加，從 2001 年的 29 億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110 億美元，失業也不斷上升。由於民進黨政府採取名種的就業

輔導計劃，使失業率從 2002 年的 5.17%高峰漸漸下降到 200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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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但是 2008 年起又開始回升。雖然 2001 年由科技泡沫，使台灣

經濟成長率負數（-2.2%），固定資本形成的成長率大幅下降 19.91%，

但是台商赴中國投資仍然繼續增加，因此，失業率從 2000 年的 2.99%

跳升到 2001 年的 4.57%。從以上資料可以清楚地了解，台商赴中國投

資金額增加是造成失業率不斷上升的關鍵因素。 

二、台灣將逐漸喪失在經濟方面領先中國的優勢。台灣對中國，

唯獨在經貿方面還具有相對的優勢。然而，隨著台商的中國投資熱，

大量的資金、管理人力與技術不斷地由台灣移往中國，一方面促使中

國經濟快速壯大，增強其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卻延緩台灣的產業

升級。此消彼長的結果，台灣恐怕很快就會喪失其在經貿方面領先的

優勢。前述台灣出口品，尤其是高度技術人力密集品逐漸被中國取代，

即是台灣經貿優勢逐漸減弱的一項警訊。另外，從台灣與中國在世界

貿易中所居的地位變化，亦可看出台灣的經貿優勢已相對減弱。根據

國際貨幣基金之金融統計月報上的資料，在 1991 年，台灣的出口值、

進口值與貿易值分別為 762 億美元、629 億美元與 1,391 億美元；而中

國則分別為 719 億美元、638 億美元與 1,357 億美元。這些資料顯示，

在 1991 年，在國際貿易市場上，台灣的總體經貿實力略勝中國一籌。

但在次年，中國的進、出口及貿易總值就都超越台灣了。到 1998 年，

台灣的出口、進口與貿易總值分別增為 1,106 億美元、1,047 億美元與

2,1583 億美元，分占世界第 14 位、第 14 位與第 15 位；而中國則分別

增為 1,838 億美元、1,402 億美元與 3,240 億美元，分占世界第 9 位、

第 11 位與第 11 位。這顯示在過去十年來，中國經貿實力的成長速度

比台灣快得多。 

不僅如此，當中國的經濟力壯大之後，其國內市場隨之擴大，更

加吸引世界各國的注意力。國際間各國之交往無不考量其本身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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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中國的經濟力超過台灣之後，世界各國基於經濟利益之考量，自

然更不願得罪中國，則國際上支持台灣的的力量勢必愈趨減弱。那麼，

台灣想要加入各種國際組織也就更加困難了。這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發

展也必產生相當大的限制作用。台灣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遭

遇到重重的困難，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美國前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

羅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美中關係未來聽證會上作證時即表示

「如果不是因為美國盟邦的退縮，不敢得罪北京，台灣現在應該已是

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 

三、台灣的經濟發展將受制於中國。台商大量投資於中國，造成

兩國轉口貿易的快速成長，已使台灣面臨出口依賴中國的外貿危機。

中國對台灣的經貿交流只是其非武力統戰的一種策略而已；它包藏著

極大的政治目的。中國以經濟拉住台灣的統戰策略，實質上就是要掌

握住台灣的經濟命脈，使其不費一兵一卒就可以達到併吞台灣的目的。

而事實上，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急增，再加上政府不斷地擴大開

放中國的農工原料及半成品的進口，已使得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最大的

出口市場及生產原料被掌握在中國的手中。此即無異於將台灣的經濟

命脈置於中國的掌握之中。 

事實上，台灣對中國市場的倚賴度即將高於對美國市場的倚賴度，

徒使中國更易採取干擾台灣出口的政策措施，來影響台灣的產業發展，

進而掌握台灣的經濟命脈，也更有能力藉經濟抵制之威脅來影響台灣

的政策。此外，各產業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也表示某些廠商對中

國市場的依賴極可能更大。這些廠商的行為將受到中國更大的影響，

包括可能被脅迫必須去中國擴大投資，甚至發表符合中國利益而不利

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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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韓中投資關係發展雙方貿易 

壹、台灣進出口來源 

1992 年間兩岸雙邊貿易突破 100 億美元，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比

重約 15.4%，直至 2005 年，兩岸雙邊貿易總額已高達 700 億美元，佔

台灣對外貿總額的總額的比重達 19.3%，而 2007 年兩岸雙邊貿易總額

1000 億美元。到了 2008 年時兩岸的貿易額已高達 1054 億美元。 

在這期間台灣一直享有鉅額的貿易順差，例如在 2000 年為 188 億

美元，到了 2008 年 1980 年代初開始逐漸發展，但是兩岸官方一直都

未有完整，近二十年來，台灣對中國出口增加迅速，而由中國進口卻

增加緩慢，以致於每年對台灣均造成巨額的出超。 

由表 4-1 的台灣進口來源變化數據，以及圖 4-1 的 2001~2014 年台

灣自中國進口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台灣自中國進口金額快速增加，

使得中國占台灣總進口的比重亦逐年上升。2001 年中國是台灣第六大

進口國，占台灣總進口的比重僅為 5.47%。2007 年台灣自中國進口金

額從 2001 年的 59 億美元增加至 280 億美元，占台灣總進口的比重亦

增加到 12.77%，上升 7.30 個百分點，成為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進口來

源國。到了 2014 年，台灣自中國進口金額達 480 億美元，較 2013 年

成長 12.62%，大幅超越台灣自全球進口的 1.39%成長率，使得中國在

台灣進口市場比重顯著提升，由 2013 年的 15.77%上升至 17.52%，並

超越日本，成為台灣最大進口來源國。 

 

 
表 4 -1 2001~2014 年台灣進口來源國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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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2001 年進口 2007 年進口 2014 年進口 

國家 金額 比重 國家 金額 比重 國家 金額 比重 

1 世界 107,969 100.00  世界 219,333 100.00  世界 273,794 100.00  

1 日本 25,933 24.02  日本 45,939 20.94  中國 47,967 17.52  

2 美國 18,407 17.05  中國 28,018 12.77  日本 41,630 15.20  

3 東協

10 國 
16,082 14.90  美國 26,508 12.09  

東協

10 國 
34,087 12.45  

4 歐盟

27 國 
13,258 12.28  

東協

10國 
23,808 10.85  美國 27,379 10.00  

5 
韓國 6,732 6.24  

歐盟

27國 
19,940 9.09  

歐盟

27 國 
24,405 8.91  

6 中國 5,903 5.47  韓國 15,159 6.91  韓國 14,770 5.39  

7 

澳洲 3,090 2.86  

沙烏

地阿

拉伯 

10,413 4.75  

沙烏

地阿

拉伯 

13,668 4.99  

8 沙烏

地阿

拉伯 

2,746 2.54  澳洲 6,125 2.79  澳洲 7,318 2.67  

9 
香港 1,848 1.72  

科威

特 
5,745 2.62  

科威

特 
6,669 2.44  

10 科威

特 
1,130 1.05  阿聯 3,489 1.59  阿聯 5,486 2.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註：本表含 HS01~98 全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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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001~2014 台灣自中國進口變化 

註：本圖含 HS01~98 全部產品。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若由中國出口變化來看，2011 年以前，中國總出口普遍呈現 2

位數以上的成長，但自 2012 年之後，受到國際經濟不振、需求不足、

貿易摩擦頻傳，及新興市場崛起等外部影響，以及中國勞動工資上

漲、人民幣升值、環保意識抬頭等內部限制下，中國出口明顯趨緩，

出口成長率僅 6~8%左右。 

不過，即便近年來受國際環境及國內產業結構轉變影響，中國

出口成長率有減緩的趨的 12.37%，顯示其出口擴張速度仍高於全球

平均，對全球貿易影響力持續增加。（參見圖 4-2） 

若比較中國對台灣的出口變化與中國總出口變化的情況可以發

現，中國對台灣的出口成長率與其總出口成長率普遍呈現一致性變

化，且對台灣的出口成長幅度通常會略低於總出口成長幅度，但

2013 年及 2014 年中國對台灣的出口成長幅度卻高於總出口。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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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全球出口成長率 中國大陸對台灣出口成長率 

年及 2014 年中國對台灣的出口成長率達 10%以上，高於中國總出

口 6%至 8%的成長率，顯示這兩年來，中國對台灣出口增加幅度確

實大於其他國家，值得台灣關注。（參見圖 4-3） 

 
 

圖 4-2 2001~2014 年中國出口表現 

          註：出口金額來自 WTO 資料庫。 

          資料來源：WTO 資料庫。 

  

 

 

 

 

 

 

 圖 4-3 中國對全球及對台灣之出口成長率變化 

               資料來源：整理自 WTA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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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灣自中國進口商品 

2014 年台灣自中國進口增加的 3,615 項產品中，主要集中在電機

設備、機械設備、化學品、鋼鐵、光學製品、金屬製品，較 2013 年進

口額增加 71 億美元。進口金額增加次多的產業，有汽機車、塑膠、成

衣及雜項紡織、玻璃類、玩具雜項、珠寶及貴金屬，較 2013 年進口金

額增加 9 億美元（參見表 4-2）。上述產業之中，有些屬於勞力密集產

業，如成衣及雜項紡織、玩具雜項等，這些產業台灣已不具生產優勢，

許多廠商也早已外移；反之，中國則是全球製造工廠所在，因此，台

灣此類產品自中國進口增加，主要可能排擠自其他開發中國家之進口，

如越南、印尼，對國內整體產業之影響較小。 

 
表 4 -2 2014 年台灣自中國進口增加 1 億美元以上之產業（按增加金額排

序） 

單位：百萬美元，% 

產業 

HS8 位碼項目 
2014 自中國 2013-2014 自中國 

進口金額 進口變化 

項數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加金額 

占總增

加金額

比重 

總計 3,615 100 36,510.38 100 8,764.05 100 

（HS85）電機設備 264 7.3 15,302.18 41.91 3,067.67 35 

（HS84）機械設備 426 11.78 4,038.23 11.06 815.11 9.3 

（HS28~38）化學品 580 16.04 3,919.07 10.73 877.9 10.02 

（HS72）鋼鐵 103 2.85 3,145.34 8.61 1,050.19 11.98 

（HS90）光學製品 130 3.6 1,409.85 3.86 928.84 10.6 

（HS74~81）金屬製品 143 3.96 1,214.37 3.33 313.81 3.58 

（HS87）汽機車 71 1.96 969.01 2.65 120.58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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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HS8 位碼項目 
2014 自中國 2013-2014 自中國 

進口金額 進口變化 

項數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加金額 

占總增

加金額

比重 

（HS39）塑膠 127 3.51 860.39 2.36 195.94 2.24 

（HS61~63）成衣及雜項

紡織 
271 7.5 825.55 2.26 128.45 1.47 

（HS70）玻璃類 49 1.36 457.12 1.25 218.53 2.49 

（HS95~96）玩具雜項 91 2.52 438.59 1.2 102 1.16 

（HS71）珠寶及貴金屬 29 0.8 365.73 1 183.51 2.0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 

 

 

台灣自中國進口增加的另外一些產業，則同屬於台灣對全球出口

的重要項目，如塑化產品、鋼鐵、機械、電機設備、汽機車及光學製

品等。台灣此類產品自中國進口增加，除了少部分來自於台灣內需市

場對中國所生產的最終消費財需求上升之外，大部分產品多是為因應

國內生產及出口需要，而增加對相關設備與中間財或零組件的進口。 

另外，2014 年台灣自中國進口半導體儀器與電子零組件產品之金

額也增加不少，主要是兩岸半導體產業於生產分工環節進一步深化的

結果。一方面由於中國政府積極扶植半導體產業，中國 IC 設計業的技

術及產值明顯提升，對台灣廠商高階晶片的製造需求增加。對台灣廠

商高階晶片的製造需求增加，帶動後續生產流程的兩岸分工；另一方

面則是中國對半導體下游應用產品（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數位

電視等）需求的快速成長，使中國成為全球電子產品的主要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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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全球國際大廠及台商積極前往投資佈局，在此情況下，也進一步

帶動兩岸半導體的產業分工。 

而鋼鐵產品也是台灣自中國進口顯著增加的產業，主要包括中上

游的粗鋼，以及熱軋、冷軋之平板鋼材，進口增加的原因除國內下游

廠商對原物料需求成長之外，亦與中國產能過剩，廠商基於成本考量

從中國進口低價鋼材有關，例如粗鋼產品過去多由俄羅斯及日本進口，

但 2014 年明顯轉由中國進口。 

 

參、台灣自中國出口商品 

台灣自中國的出口以電機設備零組件及光學儀器爲主，2010 年兩

類產品，以 HS2 位碼產品類別（HS85、HS90）來看，已佔自中國出口

總值之 61.5%（參表 4-3）。其中光學儀品出口值在過去十年大幅成長

23 倍，佔台灣對中國出口比重亦大幅提高，由 3.22%提高到 17.53%。

就出口金額來看，則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金額最大，達到 508

億美元，佔台灣出口額之 43.96%，十年來出口金額成長了 7 倍。 

其次成長較快的項目有：有機化學產品，十年來成長了 8.5 倍，塑

膠及其製品，十年來成長了 2.9 倍。整體而言，HS2 位碼商品十六類出

口值即佔台灣對中國出口之 93%，集中度相當高。 

 
表 4 -3 中國自台灣進口貿易結構 

單位：百萬美元：% 

中文名稱 

2001 年 2010 年 

進口值 結構比 
台灣 

市佔率 
進口值 結構比 

台灣 

市佔率 

(HS85)電機與設備及其

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

7,277 6.62 13.02 50,863 43.96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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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2001 年 2010 年 

進口值 結構比 
台灣 

市佔率 
進口值 結構比 

台灣 

市佔率 

放機；電視影像、聲音

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

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HS90)光學、照相、電

影、計量、檢查、精密、

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

具；鐘錶；樂器；上述

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881  3.22 9.00 20,281 17.53 22.55 

(HS39)塑膠及其製品 3,628  13.247 23.78 10,362 8.96 16.26 

(HS84)核子反應器、鍋

爐、機器及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 

4,500  16.46 11.10 8,868  7.66 5.15 

(HS29)有機化學產品 902  3.3 10.05 7,733  6.68 16.03 

(HS73)鋼鐵製品 2,132  7.8 19.46 2,536  2.19 10.02 

(HS74)銅及其製品 717  2.62 14.68 2,521  2.18 5.48 

(HS38)雜項化學產品 375  1.37 14.48 1,272  1.10 10.39 

(HS54)人造纖維絲 1,182  4.32 35.50 1,159  1.00 30.62 

(HS70)玻璃及玻璃器 234  0.86 15.90  1,127  0.97 23.04 

(HS27)礦物燃料、礦油

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

物質；研蠟 

186  0.68 1.06 814  0.70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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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2001 年 2010 年 

進口值 結構比 
台灣 

市佔率 
進口值 結構比 

台灣 

市佔率 

(HS32)鞣革或染色用萃

取物；鞣酸及其衍生

物；染料、顏料及其他

著色料；漆類及凡立

水；油灰及其他灰泥；

墨類 

366  1.34 20.49 563  0.49 15.72 

(HS73)鋼鐵製品 317  1.16 15.20 554  0.48 6.05 

(HS60)針織品或鉤針織

品 

350  1.28 25.79 544  0.47 22.22 

(HS40)橡膠及其膠品 285  1.04 12.45 455  0.39 2.41 

(HS41)生皮（毛皮除外）

及皮革 

490  1.79 15.44 433  0.37 7.27 

(HS76)鋁其製品 343  1.25 15.35 410  0.35 4.27 

(HS94)家具；寢具、褥

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

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

及照明配件；照明標

誌、照明名牌及類似

品；組合式建築物 

36  0.13 11.03 409  0.35 13.11 

(HS48)紙及紙板；紙

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438  1.6 12.01 405  0.35 8.78 

(HS59)浸漬、塗佈、被

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

業用紡織物 

453  1.66 39.37 398  0.34 21.55 

合計 25,092  91.78 10.30 111,707  96.55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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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韓中投資關係發展 

壹、中國外資政策 

2006 年 11 月，中國公佈的「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為其今後幾

年外資政策重要指導文件，宣示將推動利用外資注重「量」向重視「質」

轉變。 

未來吸外商直接投資政策重點包括：建立更公平、完善的外商投

資環境；加強對外商投資產業和區域投向的政策引導；強化落實節約

資源和保護環境；引導多種形式的內、外資技術合作與聯合創新；維

護國家經濟安全和公共利益。51

200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未來 5 到

10 年的經濟發展策略，將影響其政治經濟社會之發展，以及中國投資

環境。重點包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

動的經濟發展策略；加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現代農業、服務業

與高新技術產業，以及限制高耗能、高汙染與資源產品出口；創設新

型國家，提供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內外資技術合作；推動區域協調發

展，鼓勵生產基地往中西部轉移，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加強能源資

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發展各類金融市場，以及建立完善宏觀調控

等體制。 

 

中國在 2013 年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後，積極推動外人投資政策之改

革。例如中國對外洽簽的雙邊投資協議（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 BIT），

過去均限於外人投資「進入境內後」（post-establishment）方給予BIT待

遇，但其已於 2013 年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同意以「市場進

入前」（pre-establishment）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與美方進行BIT

                                                 
51張瑤貞(2007)，《中國外資政策轉變對中國台商營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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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未來與歐盟之BIT談判，亦將採相同模式 52

再者，中國在 2015 年 1 月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

案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外國投資法》），其目的在取代目前適用

外資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

業法》（以下合稱外資三法），以「三法合一」為方向，擬將《外國投

資法》作為規範外資投資的單一特別法，統一管理外資、與簡化外資

進入的相關行政審批等程序。於此同時，中韓 FTA 已於 2015 年 6 月 1

日正式簽署，中韓 FTA 服務貿易與投資市場開放承諾現階段雖仍以「正

面表列」呈現，惟待協議生效後，雙方將以「負面表列」方式進行後

續市場開放的談判，此係中國洽簽 FTA 首次同意採用「負面表列」方

式進行談判。綜合這些談判立場的重大改變，均顯示中國對現有外資

管理體制之政策轉變與擴大開放的決心。 

 

。接著中國於 2013

年 9 月公布設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乃至於其在今（2015）年 4 月

公布在廣東、天津和福建新增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作為投資自由化

及採行市場進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之管理試點，具體而言，

對於目前屬於「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正面表列限制外資投資的管

理條件，已改為負面表列的特別管理措施目錄。 

貳、韓國對中國投資關係 

韓國從1968年開始向海外直接投資，1997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

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加，之後增長勢頭放緩，韓國大企業海外

投資出現低潮，中小企業成為韓國海外投資的主體。韓國企業海外投

資金額數最多的國家是美國，項目數最多的國家為中國。投資方式偏

好獨資或控股，投資行業集中於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投資目的則以

對外轉移生產設備、佔領海外市場或降低生產成本為主。韓國對中國

                                                 
52顏慧欣(2015)，〈中國近期外人投資體制改革之簡評〉，《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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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在 2000 年以後持續增加，2001 年，對中國的投資額首次超過美

國（459 項，7.9 億美元），達 8.3 億美元（981 項），中國成為當年韓

國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對象國。53而在 2008 年以來增長趨勢放緩。在

2000~2007 年韓國對中國投資金額（以當地法人為准）為韓國對外投

資總額的 25~40%、所占的比率最高。但是從 2008 年以後美國成為韓

國最大投資對象國、中國則成為第二大投資對象國（參見圖 4-4）。54

韓國對中國投資主要基於「區位接近韓國」、「低廉勞動成本」與

「潛在市場」因素。為了緩解國內日益增加的勞動成本壓力，因此，

將中國視為生產基地。投資主要集中在製造業，2005 年製造業投資占

總投資額比例高達 81.6%，相對於對美國投資，投資美國高達 63.2%的

比例流向高科技行業，而向技術水準較低的行業投資僅占 8.58%；對中

國的投資僅 45.01%屬於高科技行業，向技術水準較低的行業投資則高

達到 22.27%。從韓國對中國的投資來看，基本符合日本經濟學家小島

清（Kiyoshi Kojima）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即將韓國已經處於或即將

處於比較劣勢的產業（稱為“邊際產業”）依次向外轉移。

 

55

                                                 
53〈智庫雜誌：中國經濟發展對韓國的影響，一帶一路與東亞安全趨勢〉，《中國評論新聞網》，【線

上資料】，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36&kindid=0&docid=103903131，
2015/9/24。 

 

54董麗麗，〈中韓對外直接投資比較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 
55張文忠、龐效民、楊荫凱(2000)，〈跨國企業投資的區位行為與企業空間組織聯繫特徵〉，《地理科

學》，第 20 卷第 1 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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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韓國對各國家及地區投資投資比率 

資料來源：韓國進出口銀行、LG 經濟研究院 

 

 

 

從韓國企業進軍中國市場的特點來看、投資地區從初期的東部沿

海地區擴大到中西部地區；而投資產業上並未出現明顯的變化、一直

以製造業為主。2005 年製造業投資占總投資額比例高達 81.6%，在 2014

年，製造業投資占比為 81%。 

對於韓國主要企業來說，中國是極為重要的市場。韓國 200 強企

業中 38 家企業公告了 2011 年會計年度全球及中國地區業務情況。以

營業收入為准，其中三星 SDI 的中國業務比重最大（67%）。除了三星

SDI 以外、比重為 40%以上的共有 5 家、分別為 LG 顯示（LG Display）

56.3%、好麗友（Orion Confectionery）44.8%，LG 化學（LG Chem）

44%、星宇車科技（Sungwoo Hitech）41.4%。（參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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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營業收入金額前 20 

 

公司 營業收入比重

(%) 
營業收入金額 

(10 億元) 
三星 SDI 67.00  19.0  
LG 顯示 56.30  86.2  
好麗友 44.80  6.3  
LG 化學 44.00  57.7  
星宇車科技 41.40  7.3  
三星電氣 31.20  14.6  
韓一理化 30.30  5.1  
三星顯示 29.20  48.8  
現代摩比斯 26.70  51.6  
海力士 21.40  17.2  
萬都 21.30  6.8  
大宇國際 19.00  18.4  
現代車 18.20  110.0  
三星電子 17.60  227.2  
漢拿空調 16.70  4.9  
OCI 15.80  2.6  
LG 伊諾特 15.70  5.5  
ServeCne 14.10  3.5  
斗山 Infracore 13.30  5.8  
LG Hausys 12.60  1.9  
38 家 公司 17.50  821.4  

 

 

總而言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中國對韓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市場

以及投資對象國。 

韓國與中國的經濟交流有競爭和互補的兩個方面。過去互補關係

比較明顯、而最近競爭關係逐漸突出。 

在中韓經濟交流初期、因地理相近、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等原因、

在國際分工上互補關係更強。中國以加工貿易推進出口導向型增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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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工廠」。日本向韓國、中國提供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韓國

向中國提供原材料、資本貨物等中間產品；中國組裝、加工後向發達

國家出口成品。這樣的「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形成後、直到上世紀 1990

年代一直運行的十分順暢。（參見圖 4-5） 

 

 
 

圖 4-5 韓國對中國出口的各類型產品比重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LG 經濟研究院 

 

 

但是，隨著中國產業競爭力逐漸提高，中韓之間原互補關係進入

到競爭關係，且日益突出。 

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追趕、在韓國的支柱產業中、與中國進行競

爭甚至劣於中國的產業正在增加。根據韓國產業研究院的分析，目前

在纖維、日用品、互聯網、軟體等方面，韓國落後於中國。在造船、

通訊設備、家電、一般機械、石油化學、鋼鐵、電腦、製藥等方面，

中國與韓國正處於競爭關係 56

                                                 
56張遺益(2013)，《關於韓國對中國自接投資決定因素研究》，檀國大學貿易碩士論文，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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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韓國產品不僅在中國還在第三國市場與中國製造產品進行著

激烈的競爭。2000 年以來，中國經濟試圖實現擴大內需、遏制加工貿

易等發展方式的轉型，從而韓國對中國出口增長勢頭減弱。在中國以

外的出口市場上中韓競爭日益激化。比如，在美國市場上中韓出口競

爭度指數從 2010 年的 0.290 快速上升到 2014 年的 0.346。值得注意的

是，與日韓競爭度指數相比，中韓競爭度指數上升得更快。（參見圖 4-6） 

 
 

圖 4 -6 在美國市場韓-中，韓-日出口競爭指數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LG 經濟研究院 

 

中國目前的投資環境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利因素，首先，在政府

層面上來說，中國政府的行政干預比較多，例如僱傭與解僱、工資水

平、人力管理、企業經營成果，以及各種不透明的稅收制度等。政府

的干預政策的不透明、不法制化，以致於很多對中國投資的韓國中小

企業對大筆的“關係”費用支出感到壓力。其次，在市場政策方面，

雖然中國已經加入了世貿組織，但是在很多的經濟政策尚未完善，對

國內企業的保護及補貼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尤其是強制外來投資

企業的出口率，事實上，大多數企業之所以在中國投資就是因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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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而政府將內需市場過分的有意留給國內企業，

將會損失掉一部分外來的投資預期。 

第三，在法制體系方面，由於中國的法制體系還有不健全之處加

上外來投資企業對中國法制體系的不了解及不熟悉，使得當與中國合

作客戶、夥伴發生糾紛時，不能順利的解決，導致利益上的損失。第

四，在中國對外資政策的變化上，近年來中國的外匯儲備，以及自身

的經濟發展情況大幅成長，總體而言，中國已經不像過去需要外來的

資金投入，資金問題已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因此，中國對

外來企業投資的政策重點已由吸引資金轉向吸引高新技術發展。加上

過去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引發了很多的中國國內企業的不滿情緒，

加上部分外企的腐敗、逃稅現象的屢屢出現，更多的監管政策、技術

要求會隨之而出現。 

第五，表現在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環保意識的增強等方面。

中國被冠之以「世界工廠」的名號，但中國是期望站在產業鏈的高端，

所以對於過多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需求並非過去那般強烈。另外，

中國政府與公民越來越重視對環境的保護，對於有可能危害到環境的

企業，比如說化工、橡膠、冶煉等產業的監管與引進審查會越來越嚴

格，對於這樣的企業自身所具備處理污染物的能力也會有著更高的要

求，無疑給相關企業的資金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站在生產鏈

的高端，中國也越來越注重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高新技術企業的

引進。因此說在今後，韓國的電子工業在中國還是會很有發展空間的。

第六，其他問題包括，某些地區的交通便利性和運輸成本的問題、不

透明的投資政策、技術工人的短缺、供電供水短缺、員工的忠誠度問

題等也都有待於韓國的投資方以及中國方面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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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中由互補關係轉變為競爭關係是在不發達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

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的自然現象。過去美日、日韓也經歷過類似的過程。

今後中韓之間競爭關係如何展開不僅影響兩國的命運，還將對東亞乃

至全球經濟產生有意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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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對中國投資關係 

80 年代初，在金門與廈門雙方停止炮擊之後，海峽兩方的敵意減

少。1987 年 11 月台灣政府開放對中國探親。兩岸的經濟關係突破自

1949 年以來將近四十年的隔離，迅速地發展起來。 

台灣核准對中國投資的金額大幅增加，由 2000 年的 26.1 億美元，

增加到 2007 年的 99.7 億美元；自 2000 年至 2014 年，投審會累計核准

對中國投資金額達 1,294.6 億美元，占該期間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總額

1,975 億美元的 66%，高居我國核准對外投資的首位。尤其自 2000 年

以來，對中國投資的比重更是大幅提高。在 2008 年，台灣對外投資總

額為 151.58億美元，其中以對中國投資 106.91億美元為最多，占 70.5%；

若加上香港 3.37 億及英屬加勒比海群島 16.86 億，則投資金額高達

127.15 億美元，占總對外投資的 83.9%。同時，台商對中國投資占台灣

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也由 2000 年的 0.8％，一路飆升到 2007

年的 2.61％，2008 年的 2.73％（若加計香港、英屬加勒比海群島、不

必核准及未經核准的部分，比重可能不下於 5％）。（以上見王塗發，

2009.12） 

在 2009 年遇金融海嘯投資緊縮下滑，但隨後又往上攀升，甚至超

過金融海嘯前的水準，近幾年呈現趨緩微幅下降趨勢，但仍保持 2008

年的水平(參閱表 4-7)。台灣在中國 2008年將近 72%集中在華東地區(上

海市、江蘇省、福建省)，18%集中在中南地區(廣東省)。中國為了平衡

東西發展，祭出多種西都投資免稅優惠，投入 2 兆人民幣進行基礎建

設，並於 2006年啟動第二階段的西部大開發計畫，採以點帶面的策略，

由相距僅 260 公里的雙子星城——重慶、成都領頭，組成「成渝經濟

區」，企圖發展出 H 型互補產業鏈，吸引外商投資。此政策吸引台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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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投資中國西南地區，2006 年投資占比 6%至 2014 年佔比 11%，而華

東地區 2014 年降為 65%。 

 

 
 

圖 4 -7 台灣核准對中國投資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月報 

 

 

根據台灣劉榮主先生的研究：在起初階段，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已

工業用原料及零配件為主；而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以工農業原料半成品

為主。台灣商人對中國直接投資以降低成本為主要考量，著眼於中國

的廉價勞力，進行裝配加工。近年來，台灣的中國投資逐步由勞動密

集型擴展到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行業，由下游加工業轉移到中上游原材

料，以及裝配業。同時，台商在中國也轉向多樣化，轉向房地產、服

務業、股票等行業。 

不過，即使民進黨執政期間對中國採取如此「積極開放」的經貿

政策，仍因未對中國「全面開放」而被中國國民黨批評為「鎖國政策」。

因此，2008 年 5 月再度政黨輪替，馬政府上台後，馬上就對中國採取

「全面開放」政策，更深化與中國的經貿交流。且決定要與中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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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並於 2010 年 6 月中完成簽署，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這完全是為了要建構「一中市場」，與中國

經濟整合，要仰賴中國來發展台灣經濟。 

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遠低於台灣，市場規模又遠大於台灣，故

ECFA的簽署自然會造成另一波台灣企業西進潮，使台灣的資金、技術、

人才大量流失。依經濟部投審會資料，2010 年核准赴中國投資金額（含

補辦）高達 102.8 億美元，創史上最高紀錄，年增率更高達 104.76%。

2011 年與 2012 年分別為 143.8 億美元與 127.9 億美元，都超過 100 億

美元，雖 2013 年微降至 91.9 億美元，在 2014 年仍有 102.8 億美元。。

台灣與中國之投資情形顯然是關係愈來愈密切。 

但十多年來台商赴中國投資項目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領域

越來越廣、地盤越來越寬，對兩岸經濟發展有著帶動作用，但對台灣

也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台商紛紛往中國投資，不僅資金快速增長，投

資形態也明顯轉變，從勞力密集模型為主轉向資金與技術密集模型趨

勢，導致台灣本地投資市場下滑。台灣媒體大幅報導台灣許多產業，

包括優勢的電腦產業在國內投資興趣下降，盡力往中國尋找投資機會，

結果人才和資金隨之外移。台灣很多名牌產品上面寫著：made by 

Taiwan，而不是 made in Taiwan。還有另外的部分是台灣對中國投資過

分集中，意味對世界上許多市場還沒有足夠探勘開發，使台灣在海外

投資方面的國際化受到不利的影響。除中國以外，美國及東南亞地區

也為台灣投資的大市場，但台商在這些國家投資範圍還沒有高幅度成

長，沒有全面開闢具備潛能的投資領域。其他市場如東歐、南亞、南

非等對台灣資金、技術和管理的需要很大，但台商還沒有非常重視。

加上，投資狀況更有帶動貿易發展的作用，直接影響國際化程度。在

投資過程中，由於台商從台灣進口大量機器及中間原料到中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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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中國出口快速成長。台灣對中國順差每年均超過台灣對全球順

差，換句話說，若扣除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台灣已經陷入巨額貿

易逆差的困境，為達到國際化經濟目標，台灣應該更進一步將投資適

當地分佈世界各地佔領國際市場，並獲得長期的穩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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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韓經貿合作之可行性 

第一節 台灣與韓國合作必要性 

壹、台韓對中國經貿競爭關係 

台韓兩國以出口主導型經濟結構發展，在世界市場始終處於競爭

關係。另外，韓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後，台韓在中國市場的競爭

變得更加激烈。台灣與韓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中國的進口品）中，

屬於同類 HS Code 的商品非常多，大部分商品都形成非常激烈的市場

競爭關係。以 4 位編碼為準，台灣與韓國對中國出口的前 100 位商品

中，74 個商品（74.0%）屬於相同的稅號（以 4 位編號為準，相同的品

目進口到中國），以6位編碼為準，前 500位商品中，326個商品（65.2%）

重曡。2009 年台韓出口至中國的品項前十名分別為礦產品、化學品、

塑膠及其製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鋼鐵及其製品等，台灣與韓國對

中國市場的出口（中國從台灣與韓國的進口）增加率，呈現幾乎同步

化現象。這就像台灣對中國的出口隨著中國對外出口的增加，呈現同

步化現象一樣，韓國對中國的出口，也隨著中國對外出口的增加而呈

現出了同步化現象。 

 

貳、台灣與韓國在中國進口市場的占有率呈下降趨勢 

台灣與韓國在中國市場都占 10%左右的占有率，但其占有率卻呈

現出下降趨勢，台灣的下降趨勢比韓國偏快。以 2005 年為例，韓國的

市場占有率開始超過台灣的市場占有率，而且差距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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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中國之進口市場占有率 

單位：% 

年度 對台灣進口 對韓國進口 

2002 12.9 9.7 
2003 11.9 10.4 
2004 11.5 11.1 
2005 11.3 11.6 
2006 11 11.3 
2007 10.6 10.9 
2008 9.1 9.9 
2009 8.6 10.2 
2010 8.4 10 
2011 7.4 9.6 

 

 

 

參、台灣與韓國對中國出口依存度高 

台灣與韓國對中國出口結構相似，同時與中國貿易往來密切。中

國在台灣的進出口分析方面，台灣在 2014 年出口前六大國家（地區）

順序為；中國、香港、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進口方面，前五

大國家（地區）則為日本、中國、美國、韓國與沙島地阿拉伯。在韓

國的進出口分析方面，韓國在 2014 年出口前六大國家（地區）順序為；

中國、美國、日本、香港、新加坡、台灣；進口前五大國家（地區）

則為中國、日本、美國、沙島地阿拉伯、澳洲。從雙方對中貿易來看，

不管是台灣與韓國都在進出口方面對中國有相當的貿易依存度，中國

分別是台灣與韓國的前五大貿夥伴。 

 



H 

114 

 

 

肆、台灣對中國投資更加積極 

台灣 1990 年初，韓國 1992 年跟中國建交以後開始積極投資。韓

國 2001年開始對中國投資快速成長，但實際上，台灣的投資更加積極，

活躍。尤其是，以投資金額來看據韓國貿易協會資料顯示，台灣的投

資金額接近於韓國的二倍。 

據韓國貿易協會部統計，台灣與韓國對中國投資額分別，2011 年

台灣 67.3 億美元，韓國 25.5 億美元；2012 年台灣 61.8 億美元，韓國

30.7 億美元；2013 年台灣 52.5 億美元，韓國 30.6 億美元；2014 年台

灣 51.8 億美元，韓國 39.7 億美元。 

 

表 5-2 台灣與韓國對中國投資 

單位：億美元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美國 35.8 40.5 30 31.3 33.5 26.7 
英國 14.7 16.4 16.1 10.3 10.4 13.5 
日本 41.2 42.4 63.5 73.8 70.6 43.4 
韓國 27 26.9 25.5 30.7 30.6 39.7 
新加坡 38.9 56.6 63.3 65.4 73.3 59.3 
德國 12.3 9.3 11.4 14.7 21 20.7 
香港 539.9 674.7 770.1 712.9 783 857.4 
台灣 65.6 67 67.3 61.8 52.5 51.8 
資料來源：韓國貿易協會 

 

 

伍、台灣中小企業對中國市場競爭力 

中國發展的韓國企業主要有三星、樂金(LG)、依戀(E-LAND)、現

代等大企業，而中小企業成功的案例有克林萊(CLEAN WRAP)、好麗

友(ORION)、Hurom 慢磨機及韓國化妝品。相對而言，達芙妮(DAP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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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櫃(SHOEBOX)、天福茗茶(被稱為天仁茗茶)、徐福記、統一、麗嬰

房、優比等台灣中小企業活躍度大於韓國中小企業。台灣企業的品牌

已在中國打出高知名度，成功進入中國市場。 

 

陸、台韓因自由貿易協定競爭更激烈 

韓國自 2008 開始持續推動與各國洽簽 FTA，隔年提出 New Asia 

Initiative（新亞洲構想），計畫成為亞太區域的樞紐，至目前為止韓國

與智利、新加坡、東協、印度、歐盟、秘魯等國都已簽定 FTA。 

台灣則在希望在透過與中國簽定 ECFA，利用 ECFA 的優勢改善台

灣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對台的投資。 

韓國與台灣於亞太區域互為競爭國，但因大多數的出口仍為亞洲

區，尤以中國為大宗，因此兩國皆利用簽定貿易協定擴大經貿影響力，

避免未來在全國自由貿易中邊緣化。 

 

 

 

第二節 台韓在中國市場經貿合作可能性 

壹、台灣與韓國企業之間合作 

台灣企業與中國企業因語言和文化的相似性，相比韓國企業更具

有進軍中國市場優勢。以日本企業為例，有案例表現，積極利用這一

優勢，通過與台灣的合作，在共同進軍中國市場方面獲得了成功。例

如，日本 Duskin 公司於 2000 年獨自進軍中國市場，孤軍奮戰一段時

間後，選擇與台灣的 Uni-President（統一企業）合作，進而促使

Mister-Donut 在中國獲得極大的成功。2011 年 3 月日本東海岸因發生

大地震，導致日本液晶螢幕生産企業面臨電力不足、運輸工具受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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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等生産上的困難，於是部分日本企業選擇與台灣企業進行合作，例

如日立 DISPLAYS 公司將智慧手機液晶營幕生産委託給了台灣的群創

光電有限公司案，以維持生產。 

台灣與日本企業的這種合作案例，預示著今後台灣企業與韓國企

業之間擴大合作的可能性。2015 年 9 月韓國SK集團會長崔泰源（Chey 

Tae-won）訪台拜會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且拜會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

交換對石化市場的看法，因SK集團是台化的供應商，雙方已有合作基

礎，未來將尋求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不過，這樣的台韓企業要彼此

合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主要有四點因素：1.韓國是大企業整合整個

產業來做，講究生産設備哪兒來和怎麽做：台灣僅少數大企業有與機

械業合作，如奇美團隊。57

雖然台韓兩國合作困難的部分多，但策略性的合作思考上有合作

的空間。2014 年 2 月韓國總統朴槿惠宣示，未來韓國 3 年經濟改革政

策仍將著作重在擴大内需，減少對出口依賴，協助中小企業成長以及

發展服務業，總計將支出 4 兆韓元，以協助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成長。

既然台灣擁有蓬勃發展中小企業，而韓國致力發展中小企業，台韓應

可強化雙方在中小企業上的交流與其合作。特別是在新興產業上，可

藉由中小企業合作，儘速推動台韓間策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互蒙其利。 

2.韓國的產業團隊為企業、政府與研發單位

緊密合作，制訂的計劃 80~90%都可以完成。相比之下，台灣比較自由。

3.台韓產業互補性未若台日產業，台韓企業在國際間向來高度競爭，彼

此缺乏信任感。4.韓國人個性較爲強悍且急，其產品通常也與拌飯文化

有關，例如，手機一定會將所有功能弄在一起。 

                                                 
57 邱達生(2011)，〈台韓企業合作開拓中國市場〉，《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2011
年 12 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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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韓國忠清北道國家級生技發展重鎮五松生技園區的韓國化妝

品代工龍頭 Pion－Tech 生技因應大環境經濟狀況的改變，與台灣新創

公司韓媞生技公司團隊合作，成立台韓合作第一個化妝品品牌，攜手

研發適合東南亞各國人口，氣候、膚質的美妝保養品。除進軍中國千

億市場，第二步將前往韓流興起的東協國家。「台灣品牌 韓國製造」

共創全球「高顏值經濟」。 

化妝品是韓國 7 大明星產業之一，儘管只佔出口總值的 0.4%，但

根據韓國進出口銀行本月發布的報告，可望在 5 到 10 年內創造 100 億

美元的海外銷售。韓國出口的大部分化妝品都流入了中國或台灣等亞

洲國家。隨著人均支出的增加，以及消費者基礎向男性和老人擴張，

全球化妝品市場還將持續成長。台灣的許多本土美妝品牌已在東南亞

各國像是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佔有了一席之地，並在市場上有亮

眼的成果。台韓醫療方面已經相當發達國家，兩國技術基礎上合作攻

擊中國市場，兩國相互提供和享受經濟上的利益。 

2012 年 8 月韓國信息顯示裝置學會（KIDS）與光電科技工業協進

會（PIDA）在台灣平面顯示器展（Display Taiwan）期間簽署了合作備

忘錄，雙方將共同推動 AMOLED、觸控面板以及前瞻平面顯示器技術

的產學合作交流。PIDA 由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多家台灣光電大廠共同成

立以來，為培養台灣的光電顯示研究人才，已累積 20 年的培訓與產學

合作經驗，這跟 KIDS 當初成立的宗旨是一致的，PIDA 願意跟 KIDS

共同促進台韓顯示器產學的國際合作，共同推動顯示器市場及創新的

技術。 

 

 

 

 



H 

118 

 

貳、台灣與韓國之生産合作 

台灣與韓國產業結構類似性，原物料互相供應配合已在各產業盛

行，而同在中國的韓國企業與台灣企業，生產流程更是當地生產當地

供應免除跨國運輸的不便。以下列舉部分韓國企業與台灣企業的合作

方式 

產業 合作方式 

汽車 三陽工業是台灣的汽車製造廠之一。三陽工業繼韓國

現代的車代工後，也增加韓國起亞（KIA）的代工業務。

三陽工業和韓國汽車大廠緊密的合作關係，及在想法

和製造技術不斷創新，雙方互相激盪交流製造出高品

質的汽車。進入中國市場更有競爭力。 

鋼鐵 台灣的中鋼和韓國浦項大鋼在澳洲原料開發已有好的

合作開始，雖然彼此有合作及競爭關係，但能多一點

合作、少一點競爭，更加強合作關係，雙方原料開發、

技術合作交流、下游產品開發、環保等領域合作，為

開拓海外市場造成有利的環境。 

石油化學 台韓石油產業對中國出口比重已經超過一半，但近來

中國石油進口市場的範圍向東南亞擴張，因對中國石

油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石化產品應用於電氣電子，纖

維，建材等各種領域，未來合作的對象和方法可能會

更加多樣化。 

觸控式螢幕 韓國三星行動顯示公司和和鑫光電（HannsTouch）簽

訂 LTPS 生產技術合作與供貨協定，為凝聚台灣智慧眼

鏡產業發展上的相關產業、尖端人才、先進技術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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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合作方式 

新應用，進而發揮加乘與昇華的效益 

半導體 近來韓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以外出口成績低調，面臨

整個產業危機。台灣也是沒有消費内需市場與品牌，

需要半導體業走向國際化現在台灣與韓國多合作，兩

國未來生存而轉強的方法。 

 

參、新興產業合作 

近來韓國對中國出口量急劇減少，產業競爭力逐下降。因中國加

工業自生産，而且科學產業越來越發展。因此台韓兩國新興產業，智

慧型產業以及服務業合作對中國出口新的出路。例如綠能、醫療、新

再生能源及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等新興產業，兩國有相當水準。以下列

舉可合作的新興產業： 

產業 合作方式 

兒童產業 中國 2015 年開始，中國全面實施兩孩政策。因中

國嬰童產業快速發展。故兩孩政策后，每年增加出生

率及即將開放的生育政策下使中國嬰童產品市場深具

成長潛力。台灣「黃色小鴨》等嬰兒牌子已經中國市

場進出，但韓國嬰童產業近來進出中國市場，對韓國

的立場需要台灣的中國市場進出經驗。雖然韓國產業

對中國市場比台灣晚一點進入，但韓國國内市場相當

成熟，如奶粉、嬰童服、教育方面、嬰兒車等，雙方

互相合作發展領先市場。58

                                                 
58 Imenhee(2013)，〈중국유아시장세계두번째〉，《NSP통신（인터넷경제신문）》，【인터넷】，

http://www.nspna.com/news/?mode=view&newsid=62102，2013/6/5. 

 

 



H 

120 

 

產業 合作方式 

綠色產業 隨著綠色運動的蓬勃開展，巨大綠色市場的出

現，全球進入一個綠色經濟時代，在這種時代的大背

景之下各國紛紛進行產業結構的綠色調整。 

以綠色生產機制力求資源使用上節約以及污染減

少的產業，各國政府皆注重本國的經濟的可持續發

展，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會採用產業政策大力

扶植綠色產業，而且消費者綠色意識大大增強，消費

者用綠色觀點並向生產者施加影響，這種綠化的需求

結構引導了綠色的生產和產業結構，從而推動綠色產

業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環保產業開創於 20 世紀 80 年代

初期，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現已初具規模，利用科

技進步，提高產品水平，環保產品的質量代表了整個

環保產業的發展水平，只有在新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

的環保產業才是有生命力的，有鑑全球化的經濟增長

速度，台韓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引進先進技術、管

理及運用多種方式來維護市場秩序，綠色產業有著強

勁的市場需求，發展前景極其廣闊，這樣才能贏得顧

客和長遠發展的市場。59

生物科技 

 

韓國生技產業近幾年技術提升，並在生技醫療、

藥品、食品發酵、生物能源、生技產品等領域發展。

產品優良卻在中國市場發展不易，係因中國市場保護

政策的關係，外國企業不易打入。台灣企業則在兩岸

                                                 
59 Janghyunju(2010)，〈녹색산업수출 6과제〉，《ko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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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協議下建置綠色隧道，產品能透過快速審查

機制，更快的進入中國市場。因此韓國企業跟台灣的

企業合作對產品在中國市場上的發展更容易且快速。60

金融產業 

 

韓國銀行為了能提昇顧客潛力改善利息過低銀行

倒閉的風險，建議以台灣金融市場前車之鑑的知識及

經驗，韓國銀行的進駐中國內陸的影響將會提升各國

投資客的意願，帶動良性的金融市場而且在 2009 年 5

月中國和台灣已簽署兩岸金融協議，這部份對於韓國

市場進駐在中國是有實質的產業幫助與效益的提昇。61

保險市場 

 

2015 年富邦人壽入股現代人壽成為策略夥伴，將

藉由壽險經營經驗與韓國保險市場展開壽險業務交

流，創造投資績效，拓展海外市場業務。策略方向第

一、雙方在中國大陸與其他市場，擴大金融服務合作，

以尋求金融服務新機會，包括中國的汽車保險市場。

第二、雙方將尋求擴大夥伴關係的機會，包括於雙方

集團下成立合資企業，或於雙方集團企業交互持股等

可能性。第三、現代汽車集團旗下金融關係企業將提

供業務 know-how 及各種可能的支援，協助強化富邦集

團在其業務發展區域信用卡業務。 

中國保險市場世界排名是位居第五位在 2011年時

中國保險市場的規模約韓幣市值約 172 兆元，中國人

                                                 
60Namdoyoung(2013)，〈대만유기산업4배성장〉，《인터넷한국경제신문》，한국，【인터넷】， 
http://www.dt.co.kr/contents.html?article_no=2012051802011657788002，2013/5/18. 
61 〈중국-대만경제협력-차이완시대가 오다〉，《한국인터넷경제신문》，한국，【인터넷】， 
http://sgsg.hankyung.com/apps.frm/news.view?nkey=7815&c1=01&c2=03，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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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年齡快速老化，依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及人民所得增

加但是 GDP 對比保險的情況是偏低比重。中國人口紅

利優勢，亦是未來海外保險開發一大市場。 

遊戲產業 在未來的韓國政府將要砸下 1800 億韓圜，相當 52

億新台幣扶植國內的遊戲開發廠商，韓國政府也推動

遊戲人才認證制度，每年舉行招考，過去 10 年平均錄

取率 25%，換句話說，4 個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可以錄

取，在距離首爾市區車程 4 小時之外的全州是全球唯

一以遊戲為主的教學高中，該學校課程以遊戲策略、

遊戲程式設計、遊戲繪圖、遊戲音樂、遊戲裝置、體

育競技共六大類劃分課程，該學校也跟遊戲公司產業

合作，常常有實習的機會，當然特定的遊戲企業也偏

愛這間學校的學生，甚至有學生一畢業就直接進入遊

戲公司上班，因此韓國在遊戲產業上已經達到世界級

的高水準。台灣在遊戲產業在 2006 年成立的台灣遊戲

產業振興會，會員為台灣地區主要最大型的遊戲開發

商、運營商、發行商及管理商，為台灣遊戲產業最具

代表的團體。隨著近年來行動遊戲的興起與全球數位

經濟起飛，行動化已是規模最大、影響最廣以及觸發

創新的必要趨勢，遊戲產業的改造與銳變就是在於是

否能及時成功連結與滿足消費者的期待與需求，故台

灣遊戲產業亦早已凌駕傳統製造業之上，台灣政府也

扶植遊戲產業的相關政策，但多採專案贊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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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上遊戲方面，市場於 2009 年仍持續兩位數的高成

長率，遊戲市場逐漸成熟，而韓國一直是台灣遊戲業

者學習的典範。基於中國市場上網人數的成長率配合

遊戲產業的發展，特別是手機遊戲的部分開發合作，

對於中國市場成長潛力將成為台韓成熟的遊戲平台互

惠互利的雙贏局面，中國將成為極積拓展的市場。62

婚禮產業 

 

隨著中國經濟起飛，人民收入增加，在中國能夠

出國旅行的人也越來越多，中國婚禮產業是比別的產

業控制上並不是那麼嚴格，而且韓流關係國外旅行自

由化，以韓國的濟州島為例，總面積 1,845 平方公里，

占韓國總面積 1.84%，人口約 50 萬人，韓劇對於推行

濟州島的觀光也不遺於力，真情賭注、我的女孩、太

王四神記和大長今等受到歡迎的韓劇皆以選擇濟州島

作為外景地，即使未選其作為拍攝地點，劇情亦會安

排蜜月旅行至濟州島。近幾年不僅韓國國內的新婚夫

婦，亞洲其他國家的戀人也開始把濟州島作為蜜月的

首選地。63

台灣的結婚產業所包含的範圍基廣，主要以結婚

濟州島因此享有「蜜月之島」及「韓國夏威

夷」的美稱，在亞洲以華人人口眾多，基於同文同種，

中國人來韓國海外婚禮的新人也日益增多，而結婚產

業需以各地結婚風俗為基礎發展。 

                                                 
62 Leejihun(2011)，〈게임산업전망과 최근동향〉，한국통신산업연구소，pp.87. 
63 Simjaehee(2016)，〈중국결혼산업블루오션〉，《kotra 
보고서》，【인터넷】，http://www.globalwindow.org/gw/overmarket/GWOMAL020M.html?ARTIC
LE_ID=5003821&BBS_ID=10，20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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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提供的系列產品和服務之各種行業的集合，由於

結婚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多數新人對於結婚花費是很

大方的，因此也使得台灣在結婚產勃發展，站在中國

結婚產業的現況改善，需找出台灣和韓國的結婚產業

的優勢進行合作，將大幅增加中國在結婚產業市場結

構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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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為促進台灣與韓國的企業合作發展，需由雙方政府或相關機構啟

動企業之間的溝通橋樑與核心互惠之媒介，以積極建構合作的據點通

路。韓國政府為了能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TA）扶植該國的中小企業的

產業轉型，刺激韓國的經濟並與世界化貿易接軌，韓國政府積極地與

中國進行多次的領導人參訪以柔性善意的會談溝通，以促進 FTA 成立

的轉機，以帶動韓國在出口產業進軍中國享有零關稅的貿易條件。 

反觀台灣雖然與中國的歷史背景，雖然長期處於政治環境的特殊

因素，但是因兩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之後，台灣和

中國推動 FTA 是具有效益的做法，延伸的益處第一擴大市場規模，第

二在價格競爭上取得較好的優勢，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台灣高度依賴

出口的時代已經慢慢成為過去，得重新定位，企業端的轉型，追求更

高的附加價值，台灣與中國，不只是政治議題，中國也正積極國際化，

向外走出的他們遇上鳥籠經濟的台灣，擁有龐大市場的中國，正是台

灣最好的跳板，兩岸破冰是關鍵，台灣想加入區域整合，阻礙才能減

少，國際空間變廣。 

台灣外貿協會（TAITRA）與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

相關機關於 2015 年 11 月在韓國首爾召開第 20 屆 TAITRA-KOTRA 聯

繫會議，提出務實具體、創新突破、具執行力等三大特色行動方案，

分享協助兩國企業之間之作法進行交流，以雙方貿易共同開發促進市

場的調查研究，機構資訊科技領域在中國市場研發生產基礎等多方面

的合作，在 TAITRA 與 KOTRA 的交流研討與研究的成果，共創商機

發展的市場機制以打入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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