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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大陸公民出境旅遊與旅遊產業對外投資為「走出去」戰略之一環，出境

旅遊自 2000 年起已陸續開放，出境量與消費額逐年提高，陸客已為旅遊目的

地國家 GDP 代名詞，各國競相爭取，亞洲地區以港澳、韓國、臺灣與日本最

大量。為掌握旅遊人口紅利與發揮旅遊服務外交目的，大陸採客源相隨方式

結合投資，於主要陸客旅遊國家設立旅行業務機構，投資飯店與景點旅遊區

等。因開放走出去政策與人均收入提高，出境客源成近年已躍居世界之最，

導致向為旅遊引進外匯之國家，2011 年反轉成為旅遊出超國，更加速大陸政

策支援國有企業跨境投資旅遊產業。 

    政府自 2008 年起開放大陸公民來台旅遊，2009 年起開放陸資來台投資，

開啟兩岸人員資金雙向投資紀元。陸客量與帶進外匯額度近年已占國內入境

旅客四成，並持續上升中，幫助國內旅遊產業發展；旅行社自經營出境陸續

轉型入境，飯店旅館量快速成長，附屬之購物店與名特產店也快速增加。2009

年下半年起政府為實現兩岸雙向投資、引進經濟活水，制頒來台投資許可辦

法等，分階段陸續開放陸資來台投資，然陸客來台主要產業載體如旅行社與

一般飯店等，均未開放陸資進入。兩岸服貿協議雖列開放大陸旅行社來台經

營，然「318 學運」後，因監督條例等未立法完成，陸資正式投資國內旅遊產

業也遙遙無期。 

    陸客來台開放迄 2014 年量已超過千萬，並逐年管制成長中；陸客來台旅

遊利益龐大商機雖受政策限制排除，陸資仍透過不同交易管道進行代理、入

股、收購或資產移轉等，以達產業利益控制、市場壟斷，進而依存傾斜，掏

空產業與斷鏈。大陸出境旅遊僅兩岸為唯一僅存旅遊順差地區，陸資來台投

入旅遊產業更有縮減大陸旅遊貿易逆差效果。陸資在商以服務政治為目的，

依據對台策略與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手段，同時培養內部親中團體勢力，裨影

響政策制定與執行，然其對台企圖及以經促政手段目標亦引起國人讓利付出

代價恐慌與逢中必反情結。 

    本研究自外人來台投資出發，探討陸資來台對國內旅遊產業影響，並自

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與交易理論視角評估；為補遺漏不足，內容輔以質性

專業人士訪問，裨益完整，然陸資議題諸多面向未現，待日後持續鑽研。 

 

關鍵詞：走出去、旅遊出超、陸資、外人來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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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land citizens outbound tourism and tourist industries foreign 

investment are parts of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s.Oversea tourism has been gradually lift restrictions from 

2000,outbound travel and consumption amounts increase over the years 

in Mainland. 

Mainland outgoingpassengers have becomed synonym of GDP and caused 

competing in those country of destinations, Asia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and Macao , South Korea, Taiwan and Japan held the maximum amounts   

of travelling market. 

In order to control contributions of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play 

services to foreign affairs,Chinese government manipulates tourist 

follow combination of investment strategy , established travel 

agencies , invested hotels and tourist spots in most chinese departing 

passengers market. 

Because ofgoing global policy and populations GDP increase,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possess the most proportion in the world ,but 

tourism trade surplus reverses into deficit from 2011,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accelerates tourism industry cross-border investments by 

policy support among state-owned industries. 

Our government lift restrictions of mainlanders to Taiwan from 

2008 and mainland industries investment from 2009,starting two-ways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era involves personnels and funds. 

Mainlanders brings foreign exchange quotas account for 40 percent to 

inbound tourists in taiwan,and sustain rising.From this time 

on,domestic agencies start deal in inbound tourists from 

outbound,hotels are growing rapidly,the same as boutique and souvenir 

shops. 

Because of agencies and hotels investing are still forbidded 

toward  Chinese,capital inflow into Taiwan is remain limited.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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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vision regulations of mainland capital is still unenacted and 

the impacts of 318 movement,more open for mainland capital investing 

to domestic tourist seems to a little far away.Owing to mainland 

travelers to Taiwan have exceeded thousands from 2008 to 2014 and 

bought lots of interests,mainland enterprises manipulate varieties of 

transaction to get into domestic tourist market investment ,in order 

to interests control, market monopolizing and increasing 

interdependence.  

Tourism surplus exist only in cross-strait among Chinese oversea 

tourism market,therefore,Chinese investment to Taiwan reach more 

exampleimplication of decrement of travel trade deficit. 

The essence of mainl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is for the purpose 

of political service. 

According to mainland-Taiwan strategy and in the hope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measure,mainl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coming to 

Taiwan is to foster power of pro-China inside so as to influence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Nevertheless, its attempts 

toward and economy promoting political measures have caused panic of 

profits bestowal cost and complex of rebound to China factors. 

This dissertation probe into the impact of mainland capital inflow 

to domestic tourist industry base on the theo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s well as view from  neo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bargaining theory. For supplement insufficient,expert interviews 

being used as an auxiliary  way.However,issues of mainland foreign 

investment still has lots of remains uncover,expccted to study. 

Keywords：going global,tourism trade deficit,mainland capital, 

foreig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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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兩岸投資長期以來呈現臺灣資金、技術、人員等資源流向大陸單邊傾斜失衡

現象，影響外商對投資臺灣的信心，2008 年 5 月 20 日新政府上臺後，持續改善

兩岸關係，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將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列為重要政策之一。

2009 年 6 月完成開放陸資來臺從事投資相關政策、法規及配套措施後發布施行，

經過三階段的開放，迄 2013 年 6 月共開放 408 項，製造業 204 項（占製造業項

數的 97%）、服務業 161 項（占服務業項數的 51%）、公共建設 43 項（占公共建

設項數的 51%）。自政府採「正面表列」方式分階段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迄 2014

年 6 月，累計核准件數為 549 件，核准投(增)資金額新台幣 10 億美元，批發及零

售業佔比例約 60%；對照同期核准臺商赴大陸投資金額約 512 億美元，凸顯兩岸

間投資失衡巨大；1其中陸資投資旅遊相關產業之住宿服務與批發等行業計 45

案，投資金額約 6,700 萬美元，佔總投資金額僅 7%，明顯偏低。    

    世界旅遊組織（WTO）2000 年預測中國大陸 2020 年將成為世界第四大旅遊

國，僅次於德國、日本與美國，2008 年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五大國際旅遊消費國，

2012 年並躍昇為世界旅遊消費支出最多國家，22013 年 4 月中國旅遊研究院發佈

2012 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境遊市場、第一大出境旅遊消費國，另 2015 年

中國出境遊也突破 1 億人次。3鑑於兩岸人員交流失衡，我政府自 2002 年起亦檢

討開放陸客來台政策，然於政治等考量多於旅遊實際下，迄 2008 年 5 月止仍未

開放大陸內地旅客來台觀光旅遊。2008 年政黨輪替後，陸客來台配合兩岸三通

與國內觀光政策發展下大幅開放，來臺陸客自 2008 年每日平均 300 人次，2013

年 4 月含自由行陸客每日平均已超過 8000 人次，4陸客已佔來台旅客 1/3，國內旅

行社與相關產業於是紛紛轉向接待服務；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觀光客源主要輸出

國，同時大陸亦深知 1/3 至 1/2 泛中國旅客（含港澳部分）代表意涵，及其所能

發揮政經影響為何，屢屢推出旅遊相關規定規範市場運行。 

    陸客來台旅遊為政府提振國內觀光產業重大措施，市場潛在契機決定於陸客

量能消費多寡，陸資之開放亦為「深耕台灣、連結全球」施政理念規劃，援此自

然引發兩岸三地資金進入覬覦爭逐。2009 年開放陸資來台政策後，同時允許經

營部分旅遊服務相關行業，陸資是否因此大舉投資進入旅遊產業為本研究動機來

                                                      
1
投資審議委員會，〈102 年 5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

速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2013 年 6 月 20 日，<http://www.moeaic.gov.tw/>。 
2
UNWTO,

“China-thenewnumberonetourismsourcemarketintheworld,”,0404/2013,WorldTourismOrganization,<http:/

/media.unwto.org/en/press-release/2013-04-04/china-new-number-one-tourism-source-market-world>. 
3
林路，〈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境遊市場、第一大出境旅遊消費國〉，《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

線上》，2013 年 4 月 25 日，<http://gb.cri.cn/42071/2013/04/25/6611s4096195.htm>。 
4
交通部觀光局，〈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102 年 4 月執行成效〉，《行政資訊系統

兩岸協議與成效說帖》，2013 年 4 月，<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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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時其進入後擁相對客源優勢壟斷與政策支持，對本土相關旅遊業運作與經

營方式引發之影響殊值關注亦為本研究重點。 

自 2008 年起開放陸客來臺觀光迄 2014 年 12 月止，來臺觀光團體陸客（含

第一、二、三類及個人旅遊陸客來台）859 萬人次，估算陸客觀光團帶入新臺幣

4,349 億元（144.3 億美元）外匯收入，同時誘發附帶效益可觀，5陸客來台觀光收

入佔觀光外匯收入比率年年升高，引發效益與佔觀光外匯收入逐年擴大，估算引

發效益如下附表，觀光外匯收入與陸客來台觀光收入比率如下表。 

附表 1-1  陸客來台觀光引發效益推估統計  

年度 陸客

來台

人數

（萬） 

誘發國內生產毛額

GDP/千人均值 

誘發國內生產總

GNP/千人均值 

誘發就業需求/

千人均值 

預估值 

台幣：億 

千人均

值 

預估值 

台幣：億 

千人均

值  

預估值 千人

均值 

2008 6.3 26.05 0.4 68.4 1.07 3305 53 

2009 53.9 148.92 0.28 409.35 0.76 18869 35 

2010 122.8 386.02 0.31 1063.25 0.87 48799 40 

2011 129. 409.33 0.32 1121.14 0.87 52179 40 

2012 201.9 643.70 0.31 1763.40 0.87 82024 41 

 說明：數據參考歷年「觀光局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與連文榮、葉華容計

畫主持，《提高陸客來臺對消費與就業的帶動效果，國內外及中國大陸經濟研

究及策略規劃工作項目 2012 年度之四﹙研究計畫編號: 10112-3-1339D2﹚》，（台

北：經濟部，2012），頁 61。 

附表 1-2  2008-2013 來台旅客觀光外匯收入與陸客來台觀光收入比率統計（台幣） 

項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來台旅客觀光

外匯收入幣：億 

1,781 2,046 2,759 3,260 3,485 3,668 

陸客來台觀光

收入台幣：億 

53.8 288.7 680 691 1152 1659 

比率% 3% 14% 25% 21% 33% 45% 

  說明：觀光外匯收入數據參考觀光局 2008 至 2013 年觀光收支統計。 

 

    旅遊產業陸資投入經營，就經濟層面而言，為台灣創造經濟利益，同時學習

企業文化，與提升競爭力，與預擬未來國內企業赴大陸經營旅遊業務，然對已掌

握陸客客源之大陸組團社，於政府法令未全面開放陸資進入旅遊產業前，是否以

相對企業優勢進行產業間垂直整合，或行業間入股、水平併購，造成獨佔或壟斷

利益，影響國內旅遊產業經營，扭曲市場運行，為研究目的一；就政治層面而言，

中共對台政策長期以來遵循「一國兩制」戰略目標下對台進行先經後政統一策

                                                      
5
交通部觀光局，〈2014 年 12 月止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執行成效〉，《觀光局》，

2014 年 12 月 31 日，<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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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面對國力躍升的中國，台灣於提升經濟急需陸客陸資動能源水之際，是否適

為大陸轉化利用，遂行影響我旅遊決策目標，另陸資企業背景大多為國有企業，

對外投資除經濟利益需求外更具政治目的，該等企業對旅遊產業影響亦深值探

討。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壹、研究資料 

    資料指研究主題範圍內所欲獲取之相關資訊，亦即有利於研究進行與支持主

題論證者均於蒐集範圍，如文獻、數據、個人深度訪問與主題論述之相關資訊等。
6本議題文獻，鑒於陸資屬外人來台投資範圍內，因此資料蒐集自該主題範圍切

入，作為研究之背景支柱。 

    台灣經濟於 50-60 年代接受美國資金援助，同時吸收外來投資以增加外匯發

展經濟，此類議題實證研究集中於 1980-1990 年代，近年外資來台相關資訊國內

經濟部投資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投審會）2002 年起即委託國內學術單位進行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2009 年起陸資來台營運併入該調查範

圍以充實外資來台部分；爰此，文獻來源考量資料合理、可靠與客觀性，以蒐集

政府委託或民間主導之初級研究調查報告為主，延伸研究與學術論文為輔。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政府採「正面表列」方式審核，迄今旅行社業尚未核准開

放，僅核准旅遊相關產業如航空運輸、觀光飯店、餐廳與珠寶精品批發零售等，

進入數量與金額有限；外資之港資來台投資係規範於「負面表列」下，並未禁止

投資旅遊相關產業，自開放陸客來台觀光施行以後，即陸續投資旅行社、餐飲與

購物店等相關產業。鑒於外資對台投資依規定需向政府主管部門投審會申辦，核

准後始准投資進入，陸資與港資對台投資旅遊相關產業之數據與分布，投審會統

計為國內唯一正式、官方數據來源之初級資料，因此相關陸、港資投資產業情形，

以參考該數據為準。 

    2008 年陸續開放陸客來台觀光政策後，陸客在台旅遊市場潛在利益商機可

期，媒體亦經常報導商機利益與陸資假港資或台資名義進入旅遊業爭食，影響國

內旅遊市場生態。考量該等信息均為次級資料傳播，客觀與可靠性待探究，資訊

若屬實則國內官方統計數據當有落差誤區，為補強對議題影響之資訊與探究旅遊

產業層面操作，規畫業界人士深度訪談。然陸資進入旅行社業之深度與幅度資

訊，未經政府核准前屬非法投資，資訊敏感強、難度高、可靠性也待查證，因此

受訪對象均以透過第三方適當說明，取得雙方互信後進行，並為免生後遺，對部

分公司行號與職稱頭銜暫不公佈明示方式處理。 

    陸資投入旅遊產業資訊獲得除媒體報導、訪問外，國內立法機關議事發言內

容，適度反映國內民意觀察所見，為輔助研究議題參考，歸納彙整俾增內容多元。  

貳、文獻回顧   

陸資來台投入旅遊產業議題係政府 2008 年開放陸客來台旅遊後市場運作衍

                                                      
6
JackR.Fraerkel＆NormanE.Wallen 著，卯靜儒等譯，《教育研究法規劃與評鑑》，頁 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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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出，對政治、經濟效益與其他影響，屬特定產業與政策尚於試行階段之新議

題，可資參考文獻有限，然陸資屬外人直接投資對地主國影響之議題範圍，援此

本研究文獻探討自外資對地主國直接投資影響蒐集，推展至陸資來台對我產業影

響，俾更深度瞭解議題之文獻研究。 

 一、外資來台投資概況 

 台灣產業結構 1990 年以前屬「勞力密集」以制造業為主，後為儘速完成加

入「WTO」入會協商，大幅開放服務業允許外人投資轉型為「資本密集」；政

府並自 1990 年推動產業升級取代獎勵投資，以功能別劃分取代產業化分方式，

尤其對研發、生產自動化與污染防治給與更多優惠以吸引外來投資。外人來華

投資比重 1998 年以前製造業佔 1/2 以上，之後逐年下降；反之投資服務業比重

自 1999 年開始佔 1/2 以上。就投資來源國分布而言，1981-1990 年是以日本、美

國、香港為主，日本屬防禦型對外投資，1991-2000 年是以美國、日本與加勒比

海英屬地為主，美國則以擴張市場追求企業成長之對外投資，2001-2008 年則以

荷蘭、加勒比海英屬地與美國為主，2009-2012 年外人投資仍以加勒比海英屬與

荷蘭居多，較屬擴張市場追求利益為主。7另依投審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以

下簡稱中經院）所作年期「僑外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及對我國經濟貢獻分

析」，統計 1952-2011 年僑外資以地區分僑資以菲律賓、香港與美國居首，外資

以美國、加勒比海英屬地與荷蘭居首，統計如下圖。 

   

附圖1-1    僑 外 資 以 地 區 劃 分 統 計 圖
資 料 來 源 ： 引 自 年 期 「2012僑 外 及 陸 資 投 資 事 業 營 運 狀 況 投 調 查 分 析 報 告 」 ，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主 編
，2 0 1 2年12月。

 

二、外人投資影響文獻：探討外人投資對地主國影響有經濟與政治層面 

（一）經濟層面影響 

                                                      
7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2 年 12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

投資統計〉，《投資審議委員會最新消息》，2013 年 1 月 21 日，<http://www.moeai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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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人投資對台灣經濟層面影響文獻主要集中於 1980-1990 年代，王錫津「台

灣化學工業中之僑外資」、黃樹型「台灣紡織工業中之僑外資」與林榮芳「台灣

電子工業中之僑外資」等三篇對個別產業研究被譽為 50 年代探討僑外資最重要

啟始文獻，8薛琦等以 1952-1980 僑外投資數據探討對我總體經濟國民生產影響，

發現 1952-1980 年核准外資中，僑資佔 1/3，外資以美、日、歐為首佔 2/3 ，外資

集中投資於製造業，僑資則在服務業；技術引進上，外資引進國外技術較本國資

本企業積極，9另有學者亦指出此期間外資扮演對國內投資輔助角色，對國內消

費幫助不大，但對刺激出口，對就業間接效果是大於直接的。10 

吳榮義等探討 1950-1979 年美商在台投資關於技術、工資與產品特性，美商

在台投資誘因於台灣政治穩定、勞工低廉與免稅優惠，目的為爭取國際市場，投

資產業集中於電子與機械制造，對管理技術與行銷引進大於深根；投資引進產品

77%為成熟品再出口，符合 Vernon 產品循環論，強調技術之引進與增加就業。
11Schive Chi 同期以 1970 年前後美商在台企業為例研究外資、技術移轉對台灣經

濟發展影響扮演之角色，發現外資具效率引進國外技術以符台灣發展之目的，國

外技術同時也引進外資，兩者相互合作促成台灣工業發展。12另同期張惠美延伸

探討外資對台灣企業發展影響， 1960-1980 年美商多國公司何以能在台灣形成典

範（Showcase），係因為台灣政府推出「加工出口區」實踐與「獎勵外人投資條

例」政策激勵，另美援培育親美政治菁英與技術人員，助於美國價值、標準與經

驗植入，此亦解釋台灣諸多創業家與高階經理人皆出身外商。13  

張秋菊探討 60-80 年代日資對台灣投資技術與 1980 年以後撤退議題，發現早

年日資對台灣投資以獲得廉價勞動力之防禦型投資為主，產品多為零件或半成

品，送回日本再組裝，在台子公司扮演海外生產基地角色。1960-1970 年代以投

資台灣加工出口區為主，80 年代轉向精密機械與汽車，對經濟發展與技術提升

影響甚大；1980 由於大陸開放投資，日企業也展開兩岸布局，結果發現「技術

高度化型」之子公司自總公司移轉技術程度越高，融入台灣優勢發展成新事業情

形則較低，「事業綜合型」之子公司獲得移轉技術後能結合台灣優勢發展新事業，

對台灣 1990 年後經濟發展與技術提升影響甚大，14說明國外技術移轉於當地建立

                                                      
8
蔣碩傑、于宗先等計畫主持，單驥協同主持，《利用外資引進技術以促進我國產業技術升級》（經

濟部投資業處委託，1988 年 5 月），頁 21-25。 
9
薛琦、劉瑞華、周智邦、曾銘深計畫主持，《僑外投資對我經濟影響資評估》（台北：經濟部投

資審議會委託，1986 年 5 月），頁 88-90。 
10
Jenn-hwaTu,Directforeigninvestmentandeconomicgrowth:acasestudyofTaiwan

（Taipei:InstituteofEconomicsAcademiaSinica,1990）,pp.143-144. 
11
吳榮義、王連常福、周添城、李昭考計畫主持，《美商投資對我國經濟影響》（台北：中央研究

院美國文化研究所，1980 年 7 月），頁 50-51、152-157。 
12
SchiveChi,Directforeigninvestment,technologytransferandlinkageeffects:acasestudyofTaiwan,

（Ohio:CaseWesternreserveUniversity,1978）,pp.191-195. 
13
張惠美，《在台美資企業對台灣企業發展之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1 年 6 月），頁 178-197。 
14
張秋菊，〈在台日系企業撤退策略〉，劉仁傑主編，《日系企業在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年 3 月），頁 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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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後，需移轉獲得技術再結合當地產業發展始能永續經營，技術程度高如果

未能移轉，則對地主國產業發展影響甚微。另有研究指出 2001 年以後大陸大幅

放寬外人投資規定，獨立外資取代合資成為主要形式，奇異與日本本田廠投資時

同步設立研發中心，融入當地提供技術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對自動化工

業助益明顯，同時於珠江與楊子江流域形成科技集群產業區，內銷品又獲政策支

持保護，導致壟斷國內市場利益。15 

另有探討期間台灣與貿易競爭國間利用外資政策之比較，如余津津指出，投

資環境上新加坡較台灣有潛力，投資政策上新加坡與韓國較快且有彈性。16延伸

研究也提出，經濟政策固然影響外資流入，外資同時影響著國家經濟政策，以美

援為例，影響國內財經政策形成並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激勵國人本身能力的信

心，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方向，17說明外資對政策制定與社會心理影響層面。 

    早期文獻研究發現由於外資投資台灣產業特性，其對台灣出口、就業與技術

提升貢獻較顯著，尤其技術移轉與提升，成就台灣產業發展與國際競爭力。1980

年至 1999 間，外商電子產業佔出口比例逐漸被本土企業所取代，整體就業貢獻

也漸式微，外商數未減但雇用人數降低，投資已漸漸轉向金融與服務業；技術部

分，1980 年以前技術授權較多，1980 年以後技術外溢較明顯。此階段技術對台

灣之貢獻，研究認為主要在於技術移轉與周邊產業之誘發育成，與建立本土企業

面向國際；誘發之周邊產業形成台灣之核心競爭力，於外資退出後形成走向國際

之根基。18 

    2000 年起外資資料，投審會委託中經院對「華僑與外國人投資事業營運狀

況」做調查，完成 2002-2007 年外人投資對台灣經濟影響問卷資料分析，同時以

單一國 TAIGEM 模型模擬 2000-2008 年實際外資進入對總體經濟與個別產業直接

間接影響，要項分述如下：
19
 

  1.外人投資對台灣經濟影響分析 

    1990 年代後，外資不再以廉價生產投資，轉向國內消費、互動的服務業投

資，導致資本形成、就業、出口與技術外溢等逐年降低。另已開發國家與開發國

家企業對台投資影響貢獻之 ANOVA 分析，發現已開發國家大型製造商，對台灣

固定資本形成、就業貢獻最大，而開發中國家外商中等持股比例對台就業貢獻最

大；證諸過去台灣召商歐、美、日大型製造商，確實對經濟及產業產生有極大貢

獻，且經營時間愈久，經濟貢獻就愈高。 

                                                      
15

TheodoreH.Moran,EdwardM.GrahamandMagnusBlomstru,Doesforeigndirectinvestmentpromotedevelopme
nt?（Washington,DC: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c2005）,pp.320-329. 
16
余津津，《台灣與貿易競爭國外資利用及政策之比較》（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85 年 4 月），

頁 3-10、70-73。 
17
黃俊隆，《外資與台灣經濟發展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

年 6 月），頁 54-56。 
18

巫和懋計畫主持、顧瑩華專題主持，《二十一世紀產業競爭優勢之策略與規劃:企業國際化與國

內工業發展之研究，（研究計畫編號:9112-0-1093）》（台北：經濟部工業局，2002 年），頁 61-68。 
19
顧瑩華計畫主持、史惠慈協同主持，《由外人來臺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研究計畫

編號:9812-2-1093）》，頁 7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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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2004 年與 2005-2008 年外資進入對總體經濟與個別產業影響 

    研究結果實證 2005-2008 年台灣產業結構已轉向資本密集化，外資投入服  

務業貢獻已超越製造業。 

  3.依投審會委託關於「2012 年僑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研究 

    分析 2011 年僑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對我國經濟影響，發現僑外服務業投資

動機是以經營臺灣本地市場為主，未來以台灣為試驗平臺開發華人新興市場，於

促進國內就業與提升生產力與帶動經濟發展均有重大貢獻。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附表1-3    外人投資經濟影響之文獻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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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資來台對國家層面影響，主要著重於國家與市場關係 

    國家與市場影響學說主要於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國際間貿易、投資、貨幣、

區域化、全球化與國際新秩序之議題興起，問題是由兩者相互作用產生，環繞於

國家政治、決策、利益與經濟力量、市場、分配相互影響問題之分析。國內相關

文獻分述如下： 

  1.蕭全政－國家主義理論（The State Theory） 

探討台灣自光復後到第二次進口替代階段（1945-1980 年），政府與企業間

關係，強國以優勢政治或經濟力量在國家利益下，改變、塑造弱國政經與社會文

化結構關係，於此關係中政府握公權力與固守疆域具國家主義傾向，企業依交易

成本與分工生存，無地域性傾向世界主義，政治與經濟互相影響，政經體制都是

權力系統但也涉及經濟化過程。20研究指出美援影響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以及

政府制定 19 點經濟策略，進入出口替代工業時期。早期政府為強調出口與外匯

累積，只能犧牲農業與勞工階層利益，以公權力強行改善企業交易條件，准許外

資獨佔壟斷公營企業；主權與公權力限縮，經濟政策受約制，貿易被迫自由化，

導致政治、社會反對勢力抬頭，但也讓台灣經濟融入國際化。 

    延伸研究有探討 1949-87 年間「臺灣國家、外資與本地私人資本間之政經關

係」，指出 1984 年美資佔台資訊產業資本總額 77%，提昇台灣為世界第七大資訊

工業產國，21 然政府經濟政策制定深受影響，行業技術被壟斷。另有學者林中正

認為台灣經濟是行政體系、政客與威權主義之結合，具高度政治化發展。22  

2.Noreena Hertz 自全球化觀點探討跨國投資影響 

     2003 年「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公布全球前 100 大經濟體

中 29 個是跨國企業，71 個是國家，艾克森美孚居為全球第一大跨國企業。全球

化中經濟成為新的政治，全球治理政府扮演「業務員」角色，主動追求有利於企

業政策，放棄自主獨立政策制定；然全球化之跨國企業並非對某一國效忠，因此

不能期待與依賴企業能為當地政府帶來稅收與更多工作機會。跨國企業會因利益

而作衝突與合作之連結，勝於政治人物之和平努力，商業正形塑新的政治形態，

影響與制定內政、外交政策，政府功能逐漸萎縮與商業化，企業越來越像政府。
23作者觀察 1980 年代英美國家政治經濟狀況，自新自由主義觀點出發探討全球化

下跨國企業已經成為「公司國家」的新型態政府，希望提醒各國省思於吸引外資

與跨國公司之弊。 

3.Soysa 探討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如何影響開發中國家民主發展 

                                                      
20

蕭全政，《台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臺北市: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研中心，1989 年初版），

頁 15-20，51-60 
21

褚延正，《臺灣地區國家、外資與本地私人資本間關係之政經分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頁：109-110，137-139，179-190。 
22

林中正，〈威權主義下弱勢團體相互剝消的循環〉，蕭新煌主編，《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

壟斷與剝削》（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161-180。 
23

NoreenaHertz 著，許玉雯譯，《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

﹙TheSilentTakeover:GlobalCapitalismandtheDeathofDemocracy﹚（台北：經濟新潮出版，2003 年），

頁 100-110、124-130、22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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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外資依存度影響民主，長期效果是顯著正相關，反之民主對外資的

依存度比例影響長期卻是負面的，即外資依存增加，低度開發國家民主指數顯著

上升，然提高國家民主程度，跨國企業在國家影響力卻降低，即推行民主會降低

對外資影響力之依賴。然貿易依賴則不會出現有較高度民主，民主不會導致較高

度貿易額度，24該研究佐證外資較貿易有利於開發中國家民主發展。 

 三、陸資來台對我產業影響 

    政府核准陸資來台投資始於 2009 年 7 月以後，相較於外資文獻探討，陸資

來台文獻因題目較新、實證現象持續進行中，因此媒體報章報導者多，專案委託

研究略少，研究內容處於推論階段發展者多，實際驗證較少，然為本嚴謹求實，

仍以專案研究之初級資料為主，不足之處採以期刊等次級資料補充。 

（一）學者范世平自市場機制探討陸資來台政經影響 

認為陸客市場自始就是中共對台工作政治籌碼；陸客市場雖然對旅遊產業助

益影響甚多，但以陸客數量掌握對方手上與大陸旅遊企業慣用之「一條龍」經營

方式，陸資勢必積極布局；未來不論政府核准陸資獨資或與本地旅行業合資經營

旅遊業務，台灣旅行社之規模判難匹敵，加以大陸政治力影響下，台灣旅行業之

出境大陸與陸客來台業務都將受影響，然而陸客與陸資幹部來台之際，直接接觸

台灣民主與軟實力，經政治社會化過程就能發揮認同與借鏡，督促未來大陸民主

化進程。25  

（二）高安邦等自兩岸產業競合發展探討陸資來台可能衍生影響問題 

提出台灣資訊、生化等支柱產業關鍵技術外溢後，可能影響產業核心競爭

力；陸資投資出現規模化，將造成對土地、資本、貨幣市場波動與進出失衡，再

配合政治目的將增加我金融穩定成本與政策操作難度；另外陸資投資與合作模

式，若針對農民與勞工特定社會階級建立聯繫，形成親中利益團體，可能導致台

灣社會對政府兩岸政策執行形成壓力，更需提防中國對外投資其背後不穩定性、

市場不透明交易與資金國有化之政治性誤解與扭曲。26提出非經濟與心理因素，

將會誤導國人對大陸全球化錯估與產生美好幻想，同時會降低兩岸政治互動戒

心，影響政府政策規劃制定。   

（三）顧瑩華等研究「由外人來臺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 

    指出大陸對外投資企業以國營央企與國企居多，占總數 7 至 8 成，具濃厚政

治與國家色彩，也造成許多地主國政府不安。國內近年吸引外資服務業大於製造

業，以金融與保險類最多；根據中國大陸近五年來對外投資與鼓勵對台投資，陸

資可能來台投資產業項目，包括：西藥製造業、通訊設備製造、醫療技術、金融

業、美容、餐飲、旅館、物流業、房地產等。來台投資動機以技術及經驗吸收學

                                                      
24

IndradeSoysa 著，江素慧譯，《全球化新視界－外資、民主與發展》﹙GlobalizationNewView﹚（台

北：偉伯文化出版，2006 年），頁 41-45、136-160。 
25

范世平，《大陸觀光客來台對兩岸關係影響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秀威科技出版，2010 年），

頁 278-303。 
26
高安邦計畫主持、黃智聰共同主持，《中國對外投資對兩岸產業競爭與發展之影響》（臺北:經濟

部投審會，2005 年），頁 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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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為主，而非開拓市場，投資方式應以併購為主，參股與新設為輔。陸資來台影

響，以投資服務業對總體經濟影響最大，實質 GDP 成長值增加 0.113%，投資乘

數 1.34，消費帶動上投資服務業效果亦最好；就業人數上，旅館、餐飲與美容等

服務業則增加人數最多，個別產業而言食品製造與紡織業受負面影響較大。研究

發現陸資來台動機如以技術取得及開拓市場為主，則投資高科技與服務業機會較

大，以購併方式投資，對台直接貢獻則降低，然可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陸資來

台之產業與技術面不利影響為核心技術與台灣生產地位之流失，次為造成企業併

購炒作及人才斷層不利台灣產業發展等，然台灣可以利用大陸之資源與優勢藉機

進一步向外延伸國際經貿網絡，或作為外商前進大陸發展中心，27研究範疇仍以

投資理論為中心之推論研判總體經濟影響。 

（四）史惠慈等探討「陸資來台對我國服務業影響評估」 

    未來中國服務業來台投資可能是開發市場與取得管理技術與資金等，開發市

場是以在台設立投資據點拓展。批發零售業而言－便利商店、量販店、超市、百

貨與 3C 家電專賣，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市場飽和，陸資進入不致造成太大經濟影

響。觀光與旅遊服務產業上，觀光旅館業市場飽和、供過於求、投資成本高、回

收期長，陸資進入以取經或插旗方式較有可能，或因應陸客需求經營經濟型量販

飯店與策略聯盟，如此對一般觀光飯店衝擊大。旅行社業因競爭激烈、削價搶團，

陸資具經濟規模與客源優勢，但經營管理服務較台灣弱，初期由國營企業政治投

資為主，若准予新設方式經營，將造成市場更激烈競爭，衝擊破壞國內大小旅行

社間合作體系，況且其「一條龍」經營將壟斷陸客源優勢。28研究強調陸資進入

旅遊相關產業受影響以一般觀光飯店衝擊較大，另外旅行業因資源稀少，市場競

爭激烈，為防範操作「一條龍」經營，宜限制開放。 

（五）強調安全因素研究者 

    學者黃崇哲指出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布「大陸企業赴台灣投資事項通知」規定

國企若不實踐統一使命，將受到監督檢查與處罰。29戴肇洋認為目前中國大陸對

台投資策略思維，採取較接近香港模式之特殊架構，以促進兩岸經濟關係，作為

達成政治目的。若投資以國家政治為前提考量，戰略意義大於實質者，將選擇金

融、房地產、媒體、文化等對台經濟、社會有影響之產業；旅遊投資是企業利益

考量，一方面磁吸深化本土企業對陸資之依存，另據此擴大市場合作策略佈局，

企業來台背後，皆隱含高度政治思維。30強調陸資來台是大陸促進兩岸經貿整合

策略之一環，也是落實對台統戰策略措施。楊家彥指出大陸以經濟動機為主之投

資，藉由國企系統較為便利，若以政治動機為主，則國安與軍方系統資源就極有

                                                      
27

顧瑩華計畫主持，史惠慈協同主持，《由外人來臺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計畫編

號:9812-2-1093﹚》，頁 175-190、207-217。 
28

史惠慈等計畫主持，《陸資來台對我國服務業影響評估，﹙計畫編號：cepd97039﹚ 

》（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9），頁 40-42、59-68、190-195。 
29

黃崇哲，〈陸資登台投資公共建設之評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2 卷第 9 期，2009 年 9

月，頁 34。 
30
戴肇洋，〈中國大陸推動企業對台投資經緯及其影響評估〉，《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46 卷第 2

期，2010 年 2 月，頁 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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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介入、主導。31另有學者提出中資進入香港操作政治主導經濟，灌輸民主，

然形成一個極端強權壓制另一個自由商業城市，也激發公民社會反抗力與自保自

制的城邦論，中國試圖在台灣複製香港模式，以陸客、陸資、收買媒體等操作以

商圍政，然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相較於香港未曾有主權地位，台灣

的民主價值是中國的燙手山芋，是對抗中資的利器。32對於吸收大陸資金之安全

疑慮，台灣並非首例與反應最激烈者，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國均曾以違反國家

安全等由，拒絕中國企業的併購。 

（六）陸資投資事業經營狀況調查 

    投審會 2011 年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針對陸資投資事業研究指出，中國大陸

對外經濟合作自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積極展開，陸資來台目的為擴大本業經營、

延伸異業合作與臺灣企業共同開發兩岸市場，更重要在促成陸資廠商國際化。陸

資海外投資主要於服務業，然臺灣市場小又趨於飽和、競爭激烈，產業准入條件

又較嚴，投入方式以併購或合資較可能，核准來台陸資主要於批發零售佔最多

43%，對臺灣經濟的貢獻有限。調查發現結論與近年文獻一致，然強調階段性動

機與投資結果之影響。陸資來台對我產業影響文獻彙整如下表。 

附表1－4   陸資來台對產業影響彙整表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31
楊家彥，〈2010 國內外最不可不知的總體經濟趨勢與課題〉，《鼎捷集團網站》，

http://www.dsc.com.tw/event/WB001635/1S/WB001647/WB00164703-2.htm，2013 年 8 月 21 日檢索。 
32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2），頁 13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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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文獻檢討 

 一、以投資為基礎之文獻著重國內總體經濟、出入口與就業之影響，早期研究

發現由於外資人投資台灣產業特性，對出口、就業與技術等較顯著，尤以美、日

兩國技術移轉與提升，成就台灣產業與國際競爭力；1990 年後研究發現外資對

經濟貢獻逐漸下降，外資轉向國內消費、互動之服務業投資，2005 年後台灣產

業結構已轉向更資本密集化，外資投入服務業貢獻已超越製造業；2011 年研究

發現僑外投資服務業動機是以經營臺灣本地市場為主，未來以台灣為試驗平臺開

發華人市場。以此理論觀點基礎，外資來台目的自早期美、日對台防禦型投資，

發展成近年擴張與綜合型投資以為進軍大陸之捷徑，台灣仍為國際投資市場所青

睞，然國際間自由貿易障礙逐步排除之際，台灣投資環境優勢也漸漸下降，影響

著經濟各層面成長，開放陸資適足以弭補缺失，平衡投資。 

 二、自國家與市場之政治與經濟關係影響分析，外資依賴特權進入獨佔與壟斷

公營企業只求利潤，行業與技術被壟斷，阻礙社會進步，引發環保、消費與農工

運動等反對勢力抬頭，相對主權與公權力被限縮，經濟政策、貿易自由化迫於引

導，但也讓台灣經濟融入國際化。國外學者以「全球化論點」觀察，認為經濟成

為新的政治，全球政經環境中政府扮演「業務員」角色，主動追求利於企業之政

策，放棄自主、獨立政策之制定，跨國企業已成為「公司國家」新型態政府；另

有探討外資、貿易對民主發展影響，發現外資較貿易依存有利於開發中國家民主

發展，貿易依賴並不會出現較高度民主。 

 三、陸資來台對我產業影響： 

自發展觀點認為支柱產業關鍵技術外溢可能影響產業核心競爭力，投資規模

化配合政治目的將增加金融穩定成本與政策操作難度，政治上將形成「親中利益」

團體對政策執行形成壓力，扭曲與誤解中國對外投資背後問題與國有資金之政治

性，將誤導國人對大陸錯估與幻想，降低兩岸政治互動戒心。自投入之個別產業

觀察，認為陸資進入旅遊相關產業受影響住宿以一般觀光飯店衝擊較大，旅行社

易被操作「一條龍」經營，破壞垂直合作生態。 

自安全角度研究者認為陸資將採近似香港模式架構，促進兩岸經濟關係，進

而達成政治目的，陸資企旅遊投資是利益考量而非政治為主，一方面磁吸深化企

業對陸資之依存，另擴大市場合作佈局；業來台背後，均隱含高度政治思維，是

促進兩岸經貿整合策略之一環，亦為落實對台統戰策略之措施。 

 四、本文獻回顧自外人來台投資出發，探討陸資來台影響，研究發現外人來台

投資文獻報告大多以過去經濟發展階段之總體產業實證數據經驗做分析，研究層

面以宏觀經濟較多，個別產業研究較少；以階段性數據資料為背景，研究發展軌

跡與影響，結論較客觀具體，具參考價值。陸資來台對總體與個別產業影響文獻，

係針對政府「將」或「已」開放陸資政策所做，目的為評估陸資來台之「可能」

發展影響與初期動態，理論模型也以排除政經干擾因素為主，然政策開放陸資時

間短暫且發展與影響衡量數據有限，因此研究結果均朝主觀研判影響之「可能性」

與層面，提供解決方案供參等，對實際旅遊產業生態、陸資進入旅遊產業情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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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產業之影響深度、幅度、如何實際影響等議題尚待探討驗證，此即為研究

所關注與著力之標的。 

 

第三節  概念界定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範圍與概念 

 一、研究範圍 

    陸資研究分空間與時間兩部分。就空間範圍而言，研究內容所涉「中國大

陸」、「中共」、「大陸」與「中國」名詞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效管轄之地區，

不包含蒙古共和國，香港、澳門地區與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管轄之台、澎、金、馬

地區亦不於範圍內。港澳地區雖於 1997 與 1999 年回歸大陸，大陸對外亦稱台灣

屬「一個中國」，台灣亦強調「一中各表」，然大陸對於境外投資與出境旅遊統計

資料，台灣、香港與澳門均以專欄區隔；大陸境內外投資數據，雖自 2008 年開

始統一口徑由相關部門對外發布，較之相關國家與國際組織發布數據仍有不協調

情形，然本研究係探討「走出去」政策下對外投資政策與趨勢重心為主，數據參

考為輔；33另「境外投資」與「出境旅遊」範圍除大陸前往其他國家與地區外，

香港、澳門與台灣統計數具自然涵蓋。34 

    時間範圍，鑒於大陸「走出去」對外投資政策濫觴於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

1990 年同時政策配合調整，據此相關「走出去」對外投資政策陸續醞釀推出，352000

年以後步入發展期後較具體發展。陸客來台政府雖自 2002 年起陸續開放第二、

第三類人士，正式開放一般陸客團來台則始於 2008 年，開放陸資亦自 2009 年啟

動，因此本研究關於陸資與陸客來台部分研究時間則集中於 2008 年至 2014 年期

間。 

 二、概念界定 

 （一）陸資範圍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之資金，簡稱陸資，該投資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

資許可辦法」第三、四、五條規定，對象係指大陸地區之人民、法人、團體、其

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目的以在臺從事投資行為，第三地區投資之

公司指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地區公司之股份或出資總額逾 30%，與對該公司具超過

半數表決權股份能力、操控財務、營運、人事、董事會（或約當組織）等控制能

力；申請許可之投資行為包括新設（獨資）、成立分公司、合夥事業；出資之種

類，以現金、專利權、商標權或主管機關認可投資之財產，投資範圍與項目正面

表列方式公布，投資以限制大陸地區軍方或具有軍事目的之企業為主，投資之禁

                                                      
33
大陸國家統計出版社，《從部門統計管理的角度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發

布實施十周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年 11 月，月刊），頁 53-55。 
34
范世平，《大陸觀光客來台對兩岸關係影響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秀威科技，2010 年 1 月），

頁 32-35。 
35

UnitedNations,Asian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frica:towardsaneweraofcooperationamongdevelopingcountr
ies,（U.N,Jan,2007）,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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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包括台灣經濟上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

響國家安全，與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者；陸資投資事業指股份

或出資額度，合計超過該事業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1/3 以上者。 

    陸資來台投資人依法應具投資申請書等表格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投資審

查除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質審核外，一定金額與特定條件案件，由投審委員進

行聯審。然陸資來台我國政府統計金額與兩岸民間、學者與從業人員所揭落差甚

大，值旅遊產業部分尚未開放，業者、民代與學者等均認為陸資已借港資、台資

或其他管道進入，為導致落差主因。為利研究進行，本文對陸資定義，將港資因

素納入，本文建議之理由有下： 

  1.大陸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前副主任郭莉 2012 年 12 月

表示，至 2011 年底駐港中資企業已 3300 多家，總資產超過 10 萬億港元，占大

陸境外企業總額資產一半以上；36大陸對外投資總額約 65％於香港或通過香港向

海外進行投資，海外併購 60%也是通過香港進行，37迄 2013 年 3 月止，大陸企業

在港交所上市計 737 家，佔上市公司總數 47%，38香港與中國大陸投資依存佔近

60%，香港為大陸企業對外投資「走出去」之平台作基地，橋樑中介地位，兩地

經濟融合程度高；39台灣雖對陸資限制，然港資仍能以外資身份夾帶中資來台。 

  2.依 2003 年底實施之「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資本投資者入境計畫規定」，以投

資移民形式進入香港，居住 7 年後，符合《入境條例》有關規定，可申請成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入港投資之陸資企業負責人與員工符合資格者自然轉換為港資負

責人，其企業來台投資則依準用外國人投資規定，投資業別項目規範於「僑外投

資負面表列」中；40援此港資與陸資以現行資金比例與影響力標準區別恐有誤區

疑慮，港資無法全然排除中資成分。考量中港資企業已相互持股或合作進入角度

觀察，採用較寬鬆認定，將港資投入台灣產業部分亦納入考量，較符實際。 

 三、依投經濟部審會委託中經院所作年期「僑外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及對我

國經濟貢獻分析」，統計 1952-2011 年港資佔僑資比例為 1/4，「2002-2012 香港對

台投資旅遊相關產業統計」含航空、旅行社、住宿餐飲與服務業等計 120 項，統

計表如下，投資旅行社 54 案佔總數近半，大部分於 2008 年陸客來台政策開放之

後，足資陸客來台效應引發港資來台投資旅遊與相關產業，上項港資進入旅遊產

業資金背後，陸、港資穿插合併，影響旅遊產業運作。 

                                                      
36
郭莉，〈駐港中資企業資產規模超 10 萬億港元〉，《中國新聞網港澳新聞中心》，2012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2/12-18/4418904.shtml>。 
37
陳經緯－香港中國商會主席，〈中資企業為香港做出越來越多貢獻〉，《紫荊網》，2012 年 7 月 5

日，<http://www.zijing.org/htmls/news/333727.shtml>。 
38
〈內地已有 737 家企業在港交所上市〉，《香港文匯報新媒體中心》，2013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wenweipo.com>。 
39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是大陸已為對外投資「走出去」之平台作基地，善用香港優勢內地企業

「走出去」〉，《香港貿易發展局》，2012 年 9 月 18 日 

，<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中港台關係/善用香港優勢-內地

企業-走出去/rp/tc/1/1X47R1FI/1X09PGDB.htm>。 
40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及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項目〉，《僑外及大陸

地區人民投資專區》，<http://run.moeaic.gov.tw/MOEAIC-WEB-SRC/OfimDownload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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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港澳資金投入旅遊相關行業統計表     

行業分類 投資金額：台幣 件數 

民用航空服務業 9,107,688 6 件 

旅行業 123,054,630 54 件，2008 年前 x4； 

2009 年後 x50 

住宿業 209,483,780 觀光飯店附設餐廳、酒吧、夜總

會。6 件 

餐飲食品業 586,610,340 

 

計 47 件，2008 年前 x19；2009 年

後 x28（澳門 2 件） 

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82,055,393 7 件 

資料來源：政府部門關於 2002-2012 年核准港澳資金進入旅遊相關行業統計；自

行製表。 

（二）陸資性質 

     陸資來台投資依大陸現行來台無小事與國營企業黨政控管原則，來台投資

企業，均須通過大陸發改委、商務部國台辦層層審核通過，屬苗正根紅產業使得

放行，其來台除經濟意義搶佔台灣行業市場、學習技術外，其他正如大陸港中旅

2008 年提出陸資要貫徹政治使命、在商言政。基此，陸資國營企業受管轄與享

支助背景、政治目的使命，均對其落地後投資發揮影響力產生想像，而非以一般

外人來台投資視之。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method）是對研究資料搜集、整理分析，以獲致研究結果之過程。

本論文研究方法將以搜集相關文獻為主，即次集資料蒐集，深度訪談為輔。次集

資料文獻蒐集包含政府出版品與相關單位研究報告，主要在了解大陸對外投資演

進、特性與分布，台灣放寬陸客來台與陸資來台政策與法令變遷概況；其次彙整

陸客來台引發陸資與港資投入我旅遊相關產業後影響探討，另透過業界深度訪談

了解陸資於產業間影響效應以為對照，據此探討陸資來台對我旅遊產業影響，與

提出相關建議。 

    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來源指政府部門報告、學術界研究、文件記錄資料、

企業組織資料以及圖書館書籍及期刊等，其經常是歷史性資料。研究者初始特定

議題研究時，對次級資料依賴大多高於原始資料，亦即開始都是由從龐大的次級

資料中分析研究重點與方向；次級資料研究（secondary research）不同於原始資

料研究（primary research），原始資料強調研究者直接與被研究者接觸，藉觀察、

調查、測量或實驗而得的原始資料、直接資料或第一手資料，包括量化研究之問

卷調查，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與參與觀察等，資料分析在於蒐集

完整後進行。41次級資料因為取得速度快與成本低，能提供相當便捷與經濟之途

                                                      
41
林曉芳，《統計學－SPSS 之應用》（台中：鼎茂圖書，2011 年 5 月 2 版），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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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回答不同的問題，因此被認為是有效與可行之研究，但缺點是不具時效性、衡

量單位不一致與需求目標有異。學者史都華（David W. Stewart）認為，原始資料

因為蒐集成本較高，因此除新資料才可解決之研究，建議應多採用既有之次級資

料，但在蒐集次級資料時也必須注意研究目的為何？誰是次級資料蒐集者，蒐集

時間與管道，呈現資料為何？是否符合研究需要？正確性與完整性等因素。42 

    本研究議題於政府單位委託學界與企業團體研究之文獻所見不多，同時政府

對陸資投資旅遊產業政策也處先發展再調整之開放；陸資實際進入與影響程度議

題敏感，次級資料獲致尚缺完備，因此採半結構式個人深度訪談方式(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與相關文獻資料蒐集同時進行。個人深度訪談(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是以面對面的方式讓受訪者在談話中對於某主題進行深入探索，發掘對

主題之態度意見與認知瞭解，是為特定目的蒐集原始來源第一手資料、也是初級

資料蒐集方式之一，其優點是有機會瞭解受訪者反應、對問題更徹底討論瞭解、

受訪者高度參與，但也有如成本問題、時間限制、受訪者會要求匿名、不容易接

近、樣本數量代表性不足易受質疑等缺點。43深度訪談進行時訪談員選擇與執行

互動態度深深影響訪談執行成效，本文研究作者於媒體界服務 20 餘年之工作經

歷，自揣尚堪盡職執行訪問任務，唯限於方便訪談進行，面對面與電話訪談擬配

合進行。 

    資料進行蒐集與系統探討分析時，對於彼此或多重類型相同事物會以比較分

析方式按同一標準進行對比分析研究，以獲致異同之處；另本研究探討陸資來台

之政策與法令，陸資進入投資情形與旅遊統計次級資料數據等蒐集，均以我政府

與大陸、香港地區所發布之數據資料為準，然為求資料準確、周延與實際，亦蒐

集國際具公信力之單位與組織發布之數據以為分析比對補充與說明，其單位如世

界旅行暨旅遊協會（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WTTC）提供各國相關旅旅

發展與旅遊對經濟影響資料查詢，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WTO)

提供各國年度旅遊統計報告，分析國際旅遊市場與策略建議資料查詢等。 

 一、次級資料蒐集 

    系統性整理係以我政府開放陸資來台政策法令變遷、對旅遊企業影響與觀光

政策下之陸客來台發展，同時彙整大陸對外投資「走出去」政策法令變遷、投資

趨勢與大陸旅遊部門規範等相關研究與報告作為研究之基礎。 

 二、相關機關與業者訪問 

    為探討陸資來台對旅遊產業實際影響，預劃訪談相關產業負責人，主要包括

國內外旅行社與精品店（購物店）負責人、資深導遊等。 

（一）資料編碼： 

   訪問資料編碼係依據大綱，對國內業者進行深度訪談後內容逐字謄繕尋找理

論脈絡，參考 Patton 與 Bodgan、Biklen 編碼類別（coding categories）、管理分類，

                                                      
42
DavidW.Stewart、MichaelA.Kamins 著，董旭英、黃儀娟譯，《次級資料研究法》（SecondaryResearch），

（台北：弘智文化，2000 年 11 月 15 日），頁 10-20。 
43
JackR.Fraerkel＆NormanE.Wallen 著，卯靜儒等譯，《教育研究法規劃與評鑑》（高雄：麗文文化事

業出版，2004 年 2 月），頁 63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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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合宜的編碼語系（Coding Families），44與學者提出編碼要領之比對資料關係，

俾資料分析歸納更具意涵。45受訪對象並以英文字母等賦予代表號，品保協會＝

QM、旅行社同業公會＝AT、旅行社業者＝A、旅行業導遊與專員＝AW、飯店旅

館公會＝HA、飯店旅館經理人協會＝HMA、精品產業協會＝LBA，精品業者

LBD，遊覽車協會 BA。編碼類別表、產業單位訪談大綱、訪問對象統計如下附

表。 

（二）信度與效度 

   質性研究蒐集所獲資料性質一致性程度為信度，效度則為評量研究所獲資料

結論是否適當、正確與有意義。學者 Patton 認為研究之品質、價值與可信性

（credibility）相關聯，取決於嚴謹從事、系統分析，研究者訓練與對研究價值的

哲學信念，另外對資料來源輔以三角檢證；46資料蒐集影響分析類型，進行多樣

分析能產生更多質性資料，獲得更深度與廣泛的判斷。47旅遊質性研究是多元學

科面向（multidisciplinary phenomenon），需要三角或多方交叉檢證，以增強可信度

解釋之嚴謹。48本研究為蒐集各產業間實際運作與鏈結關係，訪問對象篩選以運

用第三關係對象先行評估，再行關係與信任建立，以獲致較實際與一致性資料，

因此研究參與對象包括產業公會、業者與相關之個體，俾利於所獲資料交叉驗

證，去除主觀偏見力求客觀嚴謹，增益研究效度， 

附表 1-6                   選用編碼類別示例表  

共同主題 初步主題 初步子題 

開放陸資

來台對旅

遊產業影

響 

陸客來台後個別旅遊產業生態 受影響因素：政府、業者 

陸客來台後一條龍經營對個別旅遊

產業影響 

港資與陸資 

開放陸資來對旅遊產業影響 市場競爭與旅遊品質 

                                                                                                                                            

附表 1- 7                    訪談大綱統計表 

題

項 

內                                                         容 

共 

同 

1.陸客來台後旅遊產業現況為何？ 

2.陸客來台後一條龍經營對旅遊產業有何影響？ 

                                                      
44
RobertC.Bogdan，SariKnoppBiklen 著，李奉儒等譯，《質性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 

Qualitativeresearchforeducation:aninroductiontotheoryandmethods,3thed.﹚（台灣：濤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2001），頁 241-249。 
45
胡哲生，〈質性研究方法〉，發表於「中華觀光學會觀光休閒與餐旅量化質性研究方法」研習營

（台北：銘傳大學觀光學院等，2014 年 11 月 23 日），頁 20-25。 
46
MichanelQuinnPattion 著，吳芝儀、李奉儒譯，《質性研究與評鑑》

﹙QualitativoResearch&EvaluationMethods﹚（台灣：濤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606-614。 
47
Valeda.DentGoodman,QualitativeandResearchandthemodernlibrary(UK：

Chandos,Publishing,2011),pp.10-15. 
48
LisaGoodson,JennyPhillimore,QualitativeResearchinTourism:Ontologies,EpistemologiesandMethodologies(

RoutlegeTaylor&FransicGrop,2004),Pp.16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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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3.港資與陸資進入旅遊產業情形與影響？ 

4.開放陸資進入旅遊產業將產生何種影響？ 

品 

保 

協 

會 

1.大陸旅遊產業欠費情形？ 

2.陸客來台後港陸資一條龍經營運作？ 

3.開放陸資進入旅遊產業將產生何種影響？ 

旅 

行 

業 

︵ 

含 

導 

遊 

︶ 

1.陸客來台後旅行業現況為何？台灣旅行業操作陸客團與其他國家有

何不同？ 

2.港資旅行業如何操作一條龍經營與現況？ 

3.大陸旅行業積欠團費情形？ 

4.陸資是否進入旅遊相關產業經營？ 

5.旅行業一條龍經營弊端對旅行業造成影響？ 

6.開放陸資進入旅遊產業將產生何種影響？ 

飯 

店 

業 

 

1.陸客來台後飯店業現況為何？ 

2.大陸旅行業操作一條龍經營對飯店業影響為何？ 

3.陸資是否進入經營觀光飯店與一般飯店業？ 

4.開放陸資進入一般飯店業將產生何種影響？  

精 

品 

購 

物 

店 

1.陸客來台後國內精品購物店業現況為何？ 

2.港資旅行業操作一條龍經營與精品購物店關係現況？ 

3.精品購物店於陸客團來台旅遊產業生態中，佔地位與角色？與產業鏈  

擴充情形？ 

4.陸資是否進入精品購物店產業經營？ 

5.開放陸資進入精品購物店將產生何種影響？  

遊 

覽 

車 

業 

1.陸客來台後遊覽車業現況為何？ 

2.港資旅行業操作一條龍經營與對遊覽車業經營影響？ 

3.陸資是否進入遊覽車業經營？情形如何？ 

4.開放陸資進入遊覽車業經營將產生何種影響？  

 

附表 1-8           訪問對象產業別統計表 

業

別 

職稱      性

別 

資歷背景 代碼 

品

保

協

會 

委員 

 

男 品保協會法規委員、旅行公會召集人 QM1 

委員 男 從事旅行業 30 餘年 QM2 

國 負責人 女 北部從事旅行業 20 餘年 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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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旅 

行 

業 

負責人 男 中部從事旅行業近 20 年 AM2 

資深專員 男 資深旅遊從業人員與上市旅遊公司專員 AP 

導遊 男 30 餘年旅遊從業人員，專責陸客團 AT 

同

上 

國外旅行

業負責人 

女 澳洲從事旅行業多年之台籍經理 AA 

飯 

店 

旅 

館 

業 

公會 

秘書 

男 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全聯會）幹

部 

HA 

餐旅協會

理事 

男 餐旅與飯店協會理事 HMA 

飯店經理 女 南部中大型飯店經理，主要接待陸客團 HM1 

飯店經理 男 中部中型飯店經理，主要接待陸客團 HM2 

購

物

店 

協會幹部 男 從事旅行業 20 餘年，旅行社負責人 LBA 

經理人員 女 從事精品購物業多年 LBD 

遊 

覽 

車 

業 

協會 

 

男 遊覽車全國聯合會幹部 BA 

負責人 

 

男 遊覽車與旅行社業者 BAD 

 

第四節  研究理論與架構 

    文獻探討發現，外人對國內投資以成就台灣產業發展與國際競爭力，防禦型

投資與綜合型投資兼具，影響著經濟各層面成長。自國家與市場之政治與經濟關

係影響，外資限縮主權與公權力，影響自主與獨立政策制定，國際化與自由化步

伐，跨國企業成為「公司國家」新型態政府，同時助長反對勢力抬頭。鑒於陸資

性質與國外投資者差異在於非自由市場競爭下企業，受大陸黨國體制統制，來台

投資經過嚴密審核與政策保護，目的自非以經濟而足，政治任務更高於利益追

求。陸資來台對產業影響已非僅於經濟層面，而是政治與社會心理均列入考量；

研究理論基礎為符週全，涵蓋外人直接投資與國家與市場影響理論，兩者相互激

盪連結，此亦推演本文研究架構之建立。 

壹、理論基礎 

 一、外人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上對外投資現象之歷史悠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蔚為風氣，大多數的投

資來自工業國家，盈餘四分之三流回投資母國；戰後，隨著國際局勢和平與穩定，

各國積極開展經濟重建工作，國際間經濟活動亦快速發展起來，各國為參與國際

分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紛紛通過由傳統的輸出形態轉變為對外直接投資，實現

企業跨國經營。一般所稱外人投資（Foreign Investment）指投資生產單位，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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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單位之生產活動，創造利潤者，稱直接外人投資（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以方式而言分成直接外人投資流入（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flowd），直接外人

投資流出（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Outflowd），或稱直接對外投資，49本文以直接

外人投資流出方式來台從事各種活動投資稱為外資。 

（一）、理論概述： 

    1960 年以後各國經濟學者自政治、經濟角度提出各種外人直接投資見解和

理論，形成諸多具創造性的理論流派，有別於古典貿易理論關於國際間生產要素

無法直接流動的前提假設；如依投資行為動機分類，則可概分為擴張型對外投資

與防禦型對外投資。擴張型對外投資指企業為擴充經營、追求利潤，排除貿易障

礙等，在被投資國擴大市場，以分散風險、掌握國際資源之投資方式，防禦型投

資指企業在母國受總體環境惡化影響，喪失比較利益優勢，失去生存空間，因此

到海外尋找較廉價的生產基地，以降低成本維持競爭力。50台商到大陸投資初期

是以防禦型為主，其後逐漸轉向擴張型投資，再面臨大陸政策與工資問題競爭力

弱時又展開東南亞防禦型投資。擴張型對外投資之重要理論為 Hymer（1960）之

寡佔優勢理論、Coase（1973）＆Williamson（1981）之交易成本理論、Buckley and 

Casson (1976)、Rugmam（1981）之內部化理論，防禦型對外投資如 Vernon（1996）

之產品循環論、Kiyoshi Kojima（1973）之比較優勢論；除上述兩理論外，

Dunning(1981)結合寡佔優勢理論、產品循環論與內部化理論提出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51一般稱為綜合型對外投資。主要投資理論整理如下表， 

附表 1-9               外人投資主要理論彙整表    

類

型 

理論 學者 主要論述 

擴 

張 

型 

對 

外 

寡佔

優勢

理論 

Hymer

（1960） 

企業資產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技術、知識與競爭品牌，

企業獨佔核心資產形成壟斷優勢，寡占市場結構條件

下企業特定優勢的收益最大化，在跨國投資上獲取高

額利潤。研究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技術經濟實力雄厚之

美國跨國公司。 

                                                      
49

于宗先，侯繼明計畫主持；李宗哲協同主持，《中鋼公司馬來西亞鋼廠計畫之評估（計畫編

號:80:050093）》（台北：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1991 年），頁 3。 
50
陳忠榮、楊志海，〈台灣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擴張型與防禦型的比較〉，《經濟論文叢刊》，

第 27 輯第 2 期，1999 年 06 月，頁 215-217。 
51
JohnH.DunningandRajneeshNarula.,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governmentscatalystsforeconomicrestructuri

ng
（NewYork:Routledge,1988） ,pp7-11;JohnH.Dunning,SariannaM.Lundan,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heg
lobaleconomy（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ss.:EdwardElgar,2008）,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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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交易

成本

理論 

Coase

（1937）  

Williamso

n 

（1981） 

Coase 交易成本學提供解釋跨國併購原因，跨國公司

以併購代替市場交易，動機是為了節約複雜市場運作

高昂之交易成本，Williamson 分析交易成本決定因素

為資產專用性，契約組織或合作保障大幅降低企業交

易成本，促成企業垂直一體化整合，資產專用性越強

更利於內部組織向外移動。 

防 

禦 

型 

對 

外 

投 

資 

內部

化理

論 

Buckley 

and 

Casson 

(1976) 

Rugmam

（1981）

Hennart

（1982） 

1.Buckley and Casson 企業之高科技、行銷知識等資產

具共用性、非標準化、洩密風險等特點，交易成本高

無法實施外部化，由內部市場轉移開展替代交易跨出

國界時，就產生跨國公司，解釋跨國公司動機。 

2. Rugmam 為避免受市場外部不完全競爭影響，多國

企業會在內部建立優勢內部化跨國體系，掌握生產與

分配自主性。 

3.Hennart 設備、資金、專利與知識等內部化，降低外

部市場無法掌握之不確定性。 

產品

循環

論 

Vernon

（1996） 

產品生命週期分為創新、成熟與標準化，新生產品以

地主國國內交易為主，技術成熟時開始國外生產，標

準化產品階段，為降低成本掌握優勢，已開發國家會

到開發中國家設廠。 

比較

優勢

論 

Kiyoshi 

Kojima

（1973） 

自國際分工的比較成本切入，以日本貿易導向產業政

策分析，總結日式對外直接投資即是自即將喪失或已

經喪失比較優勢的行業開始－邊際產業擴張，投資的

目的是為了獲得地主國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發揮投資

母國和地主國比較優勢，雙方獲益，為戰後日本對外

直接投資的特點。 

綜

合 

對 

外 

投 

資 

國際

生產

折衷

論 

Dunning 

（1981） 

動態角度解釋國家經濟發展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

係，吸收外國投資能力強的國家，對外投資的能力也

越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傾向取決於該國所擁

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當人均

GDP 達到 4750 美元時，該國就有了強大的所有權優

勢，逐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二）、運用評估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自資金輸入之地主國而言，不僅可以增加地主國的資本存

量，促進經濟發展，緩解就業壓力，增加進出口貿易，而且通過技術擴散與移轉

之外溢效應，提升技術水準，組織效率，從而提高綜合生產率，加快工業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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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化與國際化競爭效果之步伐。52鑑此內外部正面效應，各國尤以發展中國家經

常會傾全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改變國內市場結構，更有效率資源配置，提升

經濟競爭力；然值地主國政府管理制度缺完善或企業競爭力弱時，反而造成外商

排擠在地企業或給外商機會壟斷發生，但也有未發生任何影響情形，如土耳其外

商直接投資 2005 年前後都流向銀行與電信業，且法律不完備與腐敗問題嚴重，

研究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其市場結構並未產生較具體影響。53外人投資對地主國

帶來的另一損失可能為破壞地主國原有之勞動力結構，Evans and Timberlake 發現

外資投資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希望藉此改善經濟發展扭曲之勞動結構與收入不均

情形，然長期卻影響地主國原有勞動力結構，勞工被排斥於更低級勞動市場，由

資本技術密集行業取代，造成更大不公平與不均衡成長之負面影響；54另有學者

研究東南亞之馬來西亞引進外資效益，馬國 1957 年獨立後即希望國際貿易能帶

動更多國外投資，彌補國內的投資缺口，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經研究馬來

西亞引進國外投資 40 餘年與進出口是有相關性，大多時期國外投資對出口的替

代效應大於補充效應，對馬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沒有改善，反而惡化。55 

    就回歸大陸十餘年之香港而言，大陸對香港投資已佔對外投資總量近 4 成，

金融市場 6 成以上為陸資把持，大陸對香港經濟已壟斷掌控；產業發展而言，2003

年香港與內地簽 CEPA 以後，產業與人才陸續向內地遷移，形成空洞與斷鏈；功

能定位上，香港自回歸前向外引資窗口，迄目前人民幣緩衝區，融入深港同城化，

功能與地位日漸弱化；社會民心上，對特區政府不滿與北京政權抗衡意識日漸升

高，社會浮動加大，認同發生差異；旅遊經濟上，過度依賴「內地化」，驅離高

消費國際旅客與影響品牌進駐，削弱香港競爭力，入境旅客與總旅客消費背離，

造成資源被剝奪與反彈。大陸對港投資掌握內部化、所有權與區位化優勢，作為

打通國際化道路，然並未促進經濟加速國際化，反而利用、消蝕香港資源與資產，

將香港吞食，成為類次殖民地，納入區域政治與社會治理，造成人心背離兩地人

民矛盾。自外人投資理論觀察，大陸對港投資結果是負面，造成內地化與內化更

嚴重；大陸政策定位與定性下，任何經濟行為均為達成政治目標而努力，結果與

理論背離。 

    陸資來台企業屬大陸國有經營、政府部門特許，掌握內部特權，並未具備對

台所有權與區位化優勢，政治意涵高於經濟效果，因此以外人投資論述陸資投資

國內各旅遊產業與影響，有其偏離與風險誤區；然以陸資解釋來台投入產業，以

                                                      
52
顧瑩華計畫主持，史惠慈協同主持，《由外人來臺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計畫編

號:9812-2-1093﹚》（臺北市: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09 年 12 月），頁 143-145。 
53
國際融資，〈土耳其投資與經貿風險分析報告〉，《國際融資，InternationalFinancing，中國國際貿

易促進委員會宣傳出版中心》，2008 年 7 期，頁 62-64；

Elmas,F.andS.Degirme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IndustrialConcentrationintheTurkishManufacturingS

ystem”,InternationalResearchJournalofFinanceandEconomics,4,January/2009,pp.248-252. 
54
Lee,Cheol-Sung;Nielsen,Francois;Alderson,ArthurS,

“Incomeinequality,globaleconomyandthestat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SocialForces,September1,

2007,<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68212397.html>. 
55
李皖南，〈馬來西亞引進 FDI 的貿易效應分析〉，《亞太經濟，Asia-pacificEconomicReview》，2003

年 6 期，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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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代替市場交易，除政治動機外，經濟動機解釋有其合理性。陸資來台對旅遊

產業影響，涉及陸資客源跟隨為主之跨境投資，據此理論研究以外人直接投資之

交易成本理論作為論述依據。 

（三）、交易成本論 

    新制度經濟學 Coase 認為在廠商專業分工與市場交換的經濟體制下，價格運

作會產生成本，稱為交易成本，有別於古典經濟學長久以來認為市場資訊是完全

公開與不需交易成本的觀點。Williamson 以 Coase 的觀點為基礎，綜合組織、策

略理論等發展較完整交易成本理論架構。56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導致組織失靈與產

生交易成本原因在於人性與環境因素，人性因素包括有限理性與投機主義，57環

境因素則包括環境不確定複雜性、資訊不對稱、交易頻率與資產特殊性；交易成

本型態分為事前資訊蒐集協商與事後營運服務、監督、約束等。58學者范世平並

歸納交易成本為市場進行交換或交易過程中產生之費用，主要在於預防過程可能

產生風險。59 

如何才能縮減市場交易成本，Williamson 認為應對不同交易型態採取適當統

治機制，如廠商無自製能力應自市場取得資源，若有自製能力應採內部統治管理

以降低成本；廠商為一種組織，存在著不同交易單位元與性質之統治結構，如傾

向採內部管理層級（hierarchy）或市場導向（market）或混合型（hybrid）。人性

與環境因素所產生交易成本視為市場運作或統治成本，以組織機制處理市場產生

成本視為組織統治成本，當市場運作成本增加過高時，組織採內部化管理機制，

反之透過市場交換；60然人性與環境影響因素同時存在，市場資源分配失靈、組

織層級管理也弱化，影響無法消除時，組織自然頃向採取混合型管理與控制，61達

交易成本經濟化，創造交易價值。混合型機制處理主要為技術分享、戰略聯盟、

合資、分包與建立企業網路。其特徵為透過合作建立契約，實現交易互惠，學者

張五常提出企業與市場間關係為契約間替代；62然內部競爭仍然存在，維持部分

獨立自主與控制，爭取剩餘，以合作方式降低最小交易成本，諸如特許經營、特

定交易方式與專用性投資等。 

交易成本提供跨國併購原因解釋，跨國公司以併購代替市場交易，根本動機

是為了節約複雜市場運作高昂之交易成本；當企業市場合約交易成本大於內部協

                                                      
56

袁慶明、劉洋，威廉姆森交易成本決定因素理論評析，財經理論與實踐( 雙月刊)， 第 25 卷

131 期，2004 年 9 月，頁 17-18。  
57
Williamson.O.E,“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New York:America 

Journal of Society,Vol. 87,No.3, Nov/1981,pp.550-570.  
58
郭嘉珍、劉財龍，〈交易成本理論：回顧與未來方向〉，《大仁學報》，第 33 期，2008 年 9 月，頁

15-17。 
59
范世平，〈從交易成本理論探討當前中國大陸僑務工作體系與運作模式〉，《遠景交流基金會》，

第 10 卷第 3 期，2009 年 7 月，頁 34-35。  
60
郭嘉珍、劉財龍，〈交易成本理論：回顧與未來方向〉，頁 25-26。 

61
賴丹馨、費方域，〈混合組織的合同治理機制〉，《珈珞管理論評報》，第 2 籍總第 5 集，2009 年

頁 72-74。  
62
Steven,N, Che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Vol. 26, No. 1, 

Apr/1983,pp1-22.  

 



24 

調的成本時，交易內部化併購行為就發生。Williamson 強調交易成本決定因素為

資產專用性，資產專用性越強更利於內部組織向外移動。契約與策略聯盟組織保

障大幅降低企業交易成本，促成經濟關係緊密之上下游企業垂直一體化整合追逐

原因。 

 二、國家與市場理論 

    國家與市場相影響學說主要於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國際間貿易、投資、貨幣、

區域化、全球化與國際新秩序之議題興起，問題是由兩者相互作用產生，環繞於

國家政治、決策、利益與經濟力量、市場、分配相互影響問題之分析。國家與市

場之當代理論，主要有源自古典自由主義之相互依存理論（Interdependerce 

Theory），源自古典重商主義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相結合之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國家主義論（The State Theory ），與源自馬克思主義學術傳統

之依附理論（Dependerce Theory）、世界體系論（World System Theory ）等 5 大理

論，63另有探討國際政治社會觀點之建構主義論，國家與市場等主要論點如下表， 

附表 1-10              投資對國家與市場等理論彙整表 

相

互

依

存

理

論 

Richard Cooper. 

Rober O, 

Keohane. 

解釋國際體系中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本身關係。經濟

相互依賴增強使得民主國家經濟政策更加困難，完全

競爭是不存在的，技術變革與經濟相互依賴增強將使

現存國際制度過時，政府會對提高國內生活水準的要

求作出積極回應，資金、商品與勞務的國際化流動利

益，將使政府改變或恢復國際制度以增強有力作用。 

霸

權

穩

定

論 

Charles 

Kindleberger. 

Robert Gilpin. 

Immanuel 

Wallerstain. 

如何維持管理相互依存的國際關係。 

1. Kindleberger 國際體系中必須要有一個也只能有一個

穩定者。 

2. Gilpin 自由市場只有在霸權統治之下才能穩定。 

3.一個國家經濟與軍事優勢時就會出現霸權，霸權國家

主要取決於生產、商業與金融優勢。 

國

家

主

義

論 

Robert Gilpin. 

Peter 

Katzenstein. 

Stephen D. 

Krasner. 

1. Gilpin 國際體系存在著核心與邊緣之分，核心區為主

導與支配位置，自邊緣區獲得原料與勞動力，邊緣區

自此獲得商品、服務與市場，核心區並制定主導國際

規則。 

2. Katzenstein 當霸權的衰落，國內力量對制定國外經濟

政策影響就提高。 

3. Krasner 國家是決策與規則制訂者，國家與社會連繫

力量決定是否克服國內反對壓力－驅動研究國內權力

政治結構。 

依 Theotonio Dos 假設國際體系存在中心-外圍之結構，體系是單一的資

                                                      
63

王正毅、張岩貴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范式與實際經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3-20，1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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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理

論 

Santos. 

Samir Amin. 

Andre Gunder 

Frank. 

本主義世界市場，中心-外圍進行剝削與被剝削，發達

與不發達兩元結構存在國際體系與國內中。 

1. Theotonio Dos Santos 依附指一國之經濟取決於所屬

另外一些經濟的發展與擴張。 

2.Samir Amin 只要是依附都直接受外資控制，只要中心

國家佔剩餘主要部分，官僚機構始終是依附的。 

3. Frank 不發達國家不發達的根本原因就是國際體系

的基本假設。 

世

界

體

系

論 

 

 

Immanuel 

Wallerstain. 

1.Wallerstain 世界經濟之建立依靠階級，資產與無產階

級、經濟專業化－核心與邊緣地區，兩元運行，不等

價交換與資本累積是運行的動力。政治特徵表現就是

核心強國與邊緣弱國。核心外圍國家融入世界體系

後，政治結構隨生產過程邊緣化，被掌握於核心國家

手中，同時國內會出現抵制運動，或反對國外勢力代

言人。 

建

構

主

義 

AlexanderWinter 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傾向建構實現自利利益，推動

親社會行為，將對方需求置於己下，因此產生威脅、

衝突與不安。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自國家與市場之投資效應分析，除關注生產要素（資金、管理與技術）之移

轉，貿易與國際收支與就業促進效果等三因素與傳統投資理論相近外，另著重於

外資市場進入方式之競爭、壟斷與保護，經濟自主效應貿易、稅收影響控制與獨

立，主權之實施與文化的影響等。為探討陸資對國內旅遊產業與政策面政治影

響、政策制定與社會民心影響等，本研究援引以依賴依存為主要手段，進行機制

建立與親社會行為之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為論述依據。 

（一）、新自由主義論 

    新自由主義論者如奈伊（Joseph S. Nye）與基歐漢（Keohan，R）等強調國家

間與跨國家間存在多管道聯繫，以合作與制度化等替代軍事鬥爭；為達制度化與

合作就須增加資訊與交流，監督實現承諾，以政府或非政府間組織、制度機制或

共識等落實維護，增加相互依賴，但相互依賴不必然導致合作，因認識或誤解也

可能導致衝突。新自由制度主義羅斯克萊斯（Richard.Rosecrance）強調經貿是和

平的前題，透過經貿自由化、充分合作與相互依存發展，爭奪市場代替軍事行動，

國家應以擴大佔有合作國或國際間市場幅度為手段以獲取利益增加實力。為達目

的就需以均勢、嚇阻與聯合方式，將國際關係改造成國內政治；國際間因經貿也

發展出新的強國聯合，區域主義逐漸成為各國所共同推崇的價值觀。新自由主義

國家行為以意圖與利益為主，合作為手段，相互依存為主體思想，達成政策就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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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透過操作相互依存、制度機制、共識與跨國企業投資等。64然過度操作相互

依存與市場自由化等容易形成區域霸權，同時跨國企業過渡進入，依存過高造成

資本過度集中、貧富差距過大與社會級等分化，資本家與投資者改變遊戲規則，

權錢交易成為合法。 

（二）、國際政治社會之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學者溫特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傾向建構利己文化與自身利

益，同時實現自利利益，當國家造就的敵人要變成朋友時，就會推動親社會行為

達到集體身分目的。親社會行為是消除利己因素將對方需求置於自己需求下，所

以會產生威脅、衝突與不安；推動親社會行為的必要條件為相互依存、命運共同

體與同質相似性，充分條件是自我約束。65 

    相互依存是客觀的，選擇會影響相互面臨之結果，具有受影響程度高低之敏

感性與終止關係必須付出代價或回報多少之脆弱性；愈必須付出代價之脆弱的一

方愈呈受影響之敏感性，依存就愈高，其核心就是安全困境（primary security 

dilemmas）的實質意義存在，「我們」身分就出現。依存愈高，行為體愈脆弱，

更會出現不安全、受威脅與擔心被利用，必須以交流、協商、談判與協議制度手

段化解。66命運共同體是共建具威脅想像之第三方，遭受威脅方則成一群體，其

條件是不足以導致合作，因為擔心被利用、相互不信任或敵意，需要非語言行為

方式重複遵守，如締結條約關係，以削弱利己身分，內化集體身分之合作關係，

再以話語權建構關係。同質性又稱相似性，包含集體身分如組織、權利形態之相

同與類別身分如允許國內政權、組織差異。客觀相似性增加可以加大不同行為體

認同，較直接方式為透過教育、移民與語言政策等創建理想化共同體；但個別行

為體差異是存在，自主性會受威脅甚至會反抗，同時相似同質性愈強兩造，分工

依存就會減少，愈會抵制親社會行為。
67
 

   自我約束是受期待的，如何促進與獲知對方自我約束行為，首先通過習慣性

的服從規範、制度，使之成為內化合理性互動，讓外部約制變成內部控制；其次

將對外政策以國內制度解決，如民主國家還是相信以國內民主制度精神解決國際

紛爭；再次是自我束縛，單方面減輕對方擔心，不要求回報，犧牲利益、放棄優

勢，使他人相信威脅已降低，如讓利、恩惠、裁軍等；另外是於對方內部造成威

脅、不安理由已降低等假象，如意識同路人；自我約束較具消極性，不具任何幫

助他人的意願，需要以共同規範約束、尊重關心差異性與非暴力解決衝突等，滿

足對方生存的需求與免於威脅或被犧牲的信任。 

 

 

 

 

                                                      
64
倪世雄著，包宗和校定，《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10 年 6 月再版），頁 110-142。 

65
AlexanderWinter,Sos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336-338. 

66
AlexanderWinter,Sos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op,cit.,pp.343-345. 

67
AlexanderWinter,Sos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op,cit.,pp.35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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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如下圖（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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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檢討與評估 

壹、研究限制 

     揆諸文獻發現外人來台投資諸多自對台總體經濟面或較易受影響之個別產

業如金融服務業等切入，陸資投入旅遊產業之研究因屬新興議題，因此文獻資料

極為有限，資訊獲取必須藉報章、雜誌與網路等，然該等資訊之學術嚴謹性較低、

查證不易，疏漏、未盡究理之處在所難免，為本研究尚難突破之處，同時部分政

府統計資訊未公布，亦限制研究深度與廣度。 

    研究陸資議題自政府政策開放迄今僅 6 年餘，旅遊產業相關之投資案僅 55

件，金額近 20 億台幣，對整體陸資投資量與件數而言，尚屬偏低投資，增加研

究困難度。產官學與民意機關、媒體輿論咸認為陸資自政府開放陸客來台旅遊

後，市場上已運用港資或台資名義，迴避官方投資程序進入旅遊產業，爰此研究

為考量港資政治、經濟效益與市場實際，採泛中資概念將 2008 年以後來台投資

旅遊相關產業之港資納入研究考量冀符實際。 

    此外研究進行質性個人深度訪談時亦發現部分受訪對象對旅行行業市場操

作與業務關鍵資訊，持較保留態度，或委婉謝披露，或回應常態性知識等，無法

獲致較深度與強度資訊，究其原因一則旅行社業為特許行業，行業進入受政府管

制，核准承攬陸客之地接社受兩岸旅遊業者關注，各自運作方式自不宜隨意公

開，影響商機，然本研究為落實，亦經由第三方資訊遺漏補強與驗證，突破部分

限制因素，希望獲致較完整與全面資訊，增益研究之幅度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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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檢討 

 一、本研究自流程、方法與文獻回顧分析等發現 

（一）文獻回顧提供外資對國家總、個體經濟與政治經濟上發展之影響與限制，

尤其美國與日本早期對我投資，制約國家主權、政治自主與壓抑勞工、弱勢團體

之際，也加速台灣中小企業發展與國際化腳步，於時代環境下確有其階段特殊性

與意義；同時外資也促成台灣民主之發展，印證於 Indra de Soysa 之全球化新視

界－外資、民主與發展，確有相符可資參照之處。 

（二）大陸對外投資主體以中央與國有企業居多，渠等以投資名義遂行政治任

務，於兩岸國力懸殊、台灣經貿向大陸傾斜與中共向來推動以經促政、以經促統

未歇之際，對陸資進入規範自不宜以一般外資投入、開發市場動機目的視之，因

此本研究探討開放陸資投入影響自大陸對外投資「走出去」進程、我政府開放陸

資來台政策進程與影響，觀光政策發展下陸客與市場等關聯角度切入，作為探討

陸資對旅遊產業影響研究奠基。 

（三）政府對陸資來台投資以「正面表列」方式規範，投資規定內項目始准同意

申請投資，過程經投審會委員會審核，具軍方投資或涉敏感性問題企業，均排除

核准之列；陸資開放迄今核准投入國內旅遊產業如飯店、餐飲與精品店等項目與

金額有限。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後，旅遊市場商機利益同客源逐年增加，推促陸資

假外資、港資與台資身分或合資、入股進入旅遊產業，影響、左右與控制陸客旅

遊市場等傳言未嘗中斷，國內部分旅遊業也一再呼籲政府重視陸資進入造成之危

機。核准進入陸資有限影響對比於實際市場情況，落差難以計數，因此本文將港

資影響納入範圍討論，俾符實際考量需要。 

（四）陸資對旅遊產業實際影響因參考文獻有限，因此質性深度訪談有其必要

性，以瞭解旅遊業等如何操作陸客來台旅遊、未核准陸資進入旅遊產業之影響，

旅遊產業行業間整合程度，與背後潛藏之政治與經濟因素等，然此等資訊諸多涉

及行業利益，第一手資料獲致困難度相當高。 

参、研究期待 

    各國對於外來投資雖持歡迎態度，但不論開發中或已開發中國家均對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公共秩序的外來投資立法設限，有些內涵更未清楚定義，目的於

對審查時考量之利，保留執法彈性；兩岸經濟溶合於特殊政治關係考量下，任何

舉措當以台灣利益為優先考量。 

    研究主要探討陸資來台對國內旅遊產業之影響，研究過程雖有困難與限制之

障礙，然自當全力以赴排除克服，期望於研究目標內探究： 

 一、經濟上 

    陸資來台進入旅遊產業效益與幅度？如何進入與進行垂直整合，是否形成市

場之獨佔或壟斷？未來對旅遊產業或經濟層面造成影響為何？ 

 二、政治上 

    政府吸引陸資政策，是否影響國內政經政策制定？是否壓抑、犧牲部分行業

利益？限縮自主權與獨立國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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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兩岸關係發展 

    兩岸關係發展是否因陸客與陸資來台被操作成對我交流、協商與統戰籌碼，

如何方式操作，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程度為何？ 

 四、該等問題更希望激發關注與賡續發掘研究，並列長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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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陸旅遊產業「走出去」思維下之境外投資模式 

國際投資研究始於 1960 年代，學者研究投資動機因素者如 Hymer 的「寡占

市場理論」（Specific Advantages Theory）， Vernon 提出「產品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 Kojima 提「要素稟賦理論」與 Dunning「折衷理論」(eclectic 

theory)。Dunning 更強調對外直接投資是整合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

勢的結果，三優勢模式(OLI Paradigm)，即整合投資國的知識、品牌、技術及地主

國的要素稟賦、市場規模、基礎建設等優勢。68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議題近年

引起眾多關注，諸多運用 Dunning 理論優勢模式探討動機因素與未來的可能發

展，69然學者 Buckley 卻認為以解釋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理論處理發達中國家對外投

資行為，理論本身存在適用性爭議，尤其中國大陸企業對外投資受國家指引，非

以利益最大化考量，預期將偏離理論。70 

大陸對外投資自早期封閉狀態迄今雙向流動，「走出去」（Go Global）政策之

角色佔重要關鍵，「走出去」政策是指中國政府與企業利用本身優勢走向國際，

目標是獲取發展與持續市場、資金與技術之競爭優勢，方式是利用本身承包勞

務、貿易與投資等比較優勢，爰此「走出去」模式有對外投資、承包契約與對外

貿易等類型。71綜合看法角度，本章探討大陸旅遊產業於「走出去」思維下之境

外投資模式，擬自「走出去」政策引導觀點切入，探討對外投資進程、趨勢與旅

遊產業對外投資投資模式。 

  

第一節  中國對外投資「走出去」政策發展進程 

    中國對外投資自「走出去」政策觀察，可分六階段，期間政府於對外投資影

響均佔重要地位，茲分述如下： 

壹、「走出去」政策下之對外投資發展 

 一、1978-1992 年醞釀期 

    1949 年後中國大陸實行國家壟斷封閉之對外經濟貿易體制，1978 年以前海

外除香港有少數國家經營境外企業外，未允許海外投資活動。大陸開放初期鑒於

長期處於封閉以及缺少外匯狀態，因此對外開放重點主要是打開國門將外國資

金、技術和管理方法引進來，此一策略對促進大陸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具極

大幫助，也進一步奠定提高對外開放基礎，期間對外直接投資量少，每年金額不

足 10 億美元，大部分屬政府行為。大陸企業國際化海外投資發展，始於 1979 年

                                                      
68

連德宏，〈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之探討〉，《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第 9 期，2009

年 4 月，頁 367-370。 
69
曹海濤、葉日崧，〈中國大陸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1 期，2008

年 3 月，頁 35。 
70
PeterJ.Buckleyetal.Foreigndirectinvestment,Chinaandtheworldeconomy

（Basingstoke,UK;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pp.121-125. 
71
姚望，〈中國走出去戰略實施的基本模式〉，《國際市場》，2007 年 7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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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中國國務院頒佈 15 項經濟改革措施，其中第 13 項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

首次將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開始嘗試性提供部分具進出口業務和涉外能力中

央部委與省市國企拉開跨國投資序幕，期間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於日本東京開辦第

一家大陸境外合資企業，1984 年大陸中國銀行和華潤集團聯手收購香港康力投

資有限公司，被視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第一案，改革初期企業海外投資活動審批

極為嚴格，無論何種方式出資，投資額大小，均須報中國國務院批准。721984 年

後陸續發布「關於在國外和港澳地區舉辦非貿易性合資經營企業審批許可權和原

則的通知」、「關於在境外開辦非貿易性企業的審批程式和管理辦法的試行規定」

等以擴大主體範圍再簡化審批，加速企業對外投資發展。731992 年以前，對外投

資主要以政策嘗試性為主，態度保守，著重行政審批制度之建立與外匯管制，基

本指導思想以引進資金為主體，走出去之數量與規模不大。74 

 二、1992－2000 年起步階段 

    1992 年年初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共產黨「十四大」提出擴大對外投資和跨

國經營指導思想，於支持引進外資同時，制定政策促進對外投資；自此，對外投

資項目數量開始不斷上升，均量為 20-30 億美元間。此際同時發生國有企業境外

產權委託代理投資衍生資產流失之風險與管理困難，1995 年上半年又爆發武漢

長江動力集團高層侵吞中國投資菲律賓國有資產涉案外逃等，案發後大陸加強對

境外投資審核管理和國有資產清查核實工作，境外投資速度又回落。75 

    1996 年，大陸經濟呈現相當疲軟態勢，當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

議培育新經濟為成長點，7 月江澤民於河北省唐山市考察提出研究國有企業如何

有重點走出去，有效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走出去」概念主張首次被提出討論。
76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大陸為擴大出口、鼓勵企業開展境外業務，中國共產

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提出要鼓勵能夠發揮比較優勢之對外投資，更好利用國

內、國外兩個市場與資源，1999 年 2 月頒布「關於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

配業務的意見」提出國企以境外加工貿易方式作為走出去方式，促進貿易發展，

自此「走出去」實施方向更明確，學者 Buckley 稱此階段為政策增強期。771984-2000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低，累計金額不足 300 億美元，且大多為政策性投

資。 

 三、2000-2003 年發展階段 

    2000 年起大陸為平衡引進國際資金與企業走出去投資，3 月大陸「全國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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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曉、矯磊，〈走出去戰略概述〉，《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網站》，2013 年 11 月 11 日檢索，

<http://qwgzyj.gqb.gov.cn/yjytt/159/17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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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蕭，《中國走出去發展戰略》（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 年），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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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三次」會議強調實施企業「走出去」戰略，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將引進來

和「走出去」作加強結合，規劃境外投資近期以 5 到 10 年時間，引導具實力企

業開展國際化經營，創立品牌，資金由每年 5 億美元提高至 50 億美元，中遠期

目標則年海外投資規模達 100 億美元水準。隨後 10 月中國共產黨「十五屆五中」

全會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明確建議將「走出去」

與西部大開發、城鎮化、人才合併為四大新戰略，由黨與國家主導，提升至國家

戰略階層實施。78 

    2001 年 3 月「走出去」戰略正式寫入大陸「全國人大九屆四次」會議通過之

「十五」計畫綱要，要求健全發展境外投資之金融、外匯、法律與服務等體系，

創造企業「走出去」條件。792001 年年底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值東南亞金融危機、全球第五次併購浪潮興起與人民幣相對升值，利於其對外直

接投資之際，跨國企業一面走進來，同時提供大陸企業「走出去」國際環境與有

利條件，當年對外投資量達 69 億美元。2002 年 11 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列「走

出去」入政治報告，強調「走出去」和引進來全球戰略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之重要作用。802002 年中國對外投資於政策引導下，開始自鬆散逐步向有序發展，

步伐亦進一步加快，2003 年對外直接投資量緩步上升至 28.5 億美金，亞洲地區

占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淨額一半以上，香港為大陸對外投資最集中地區，占百分比

21%。81 

 四、2004 -2010 年成長階段 

    大陸為完善境外投資服務體系，2003-2004 年間陸續頒發對亞洲、東南非洲、

拉美地區開展紡織服裝加工貿易、中東歐地區開展家用電器加工貿易類之投資國

別指導目錄，822004 年 7 月發佈「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83同時進一步對

境外投資之重點專案給予信貸與融資協助，初期目錄規定較為籠統，實際對外投

資指導有限，僅規定鼓勵類產業，未提出受限制和禁止投資產業；隨後改革審批

制度為核准制和備案制，對外投資審批自此發生根本轉變，利於企業「走出去」

腳步，當年對外投資金額較諸前年成長快一倍，同年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為 5000

餘家，2005 年增加到 10000 家以上。然審批條件規定概括，無相關細則補充說明，

無形降低審批效率，增加投資成本，2005 年發佈關於收購機會清單，指導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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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收購地區與產業項目名稱，美國汽車零件生產和軟體商亦名列其中。84 

    2006 年大陸「十一五」計畫「走出去」目標為支持有條件企業參與國際合

作和競爭，同時頒發「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同年 10 月頒「鼓勵和規範企業

對外投資合作的意見」為大陸提出「走出去」戰略後首次系統規範和鼓勵對外投

資之綱領性指導文件。2007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再提出引進來和

「走出去」要更好結合；中國政府 2006 年開放實施「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

制度，2007 年設立「中國主權投資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等，擴大程

度放寬對海外投資控制，鼓勵企業進行海外多元投資。 

    2000 年至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之第一次熱潮，此階段

併購如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併購美國第九大石油公司優尼克（Unocal），大陸電器

製造商 TCL 集團取得法國製造業湯姆遜（Thomos）控股權，大陸聯想集團收購

美國 IBM 電腦業等大型交易，大陸企業系列購併取得西方品牌再入歐美市場已

陸續改變全球電子業版圖勢力。 

    2009 年 3 月大陸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企業「走出去」目標於境外

能源資源合作；隨之為進一步明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合理和合法性，下放境外投

資開辦企業核准許可，簡化「走出去」程式，發佈「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對境

外投資資金來源不再作前置審查，對投資海外者提供協助，同時資源開發許可權

下放，助益國有企業大型項目低成本擴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以 2008

年審核申辦相較，「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實施後，85%左右境外投資核准事務省

級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可自行審批，降低審批阻礙，852009 年 7 月同時廢止境外直

接投資外匯管理相關規範，發佈「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以擴

大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由事前審查改為事後登記，資金匯出管理由核准制調

整為登記制。2010 年大陸「政府工作報告」關於「走出去」政策強調，要進一

步簡化各類審批手續，支援有條件的企業開展海外併購。 

 五、2011-2014 年「走出去」成立大型跨國集團 

    2011 年大陸「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加快「走出去」重點在鼓勵符合市場需

求的行業要有序向境外轉移產能，支持企業開展海外併購等，2012 年「政府工

作報告」「走出去」重點則強調引導所有制企業開展境外能源、原材料、農業、

製造業、服務業、基礎設施等行業投資合作和跨國併購，隨後又發布「關於加快

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指導意見」通知，同年 7 月大陸國務院國家發展改革

委發佈「十二五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規劃」以強化境外投資指導，預劃「十二五」

期末，中國企業產業佈局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跨越，同年 11 月中共黨

「十八大」政治報告關於「走出去」實施，提出培育世界級的跨國公司目標；另

外中國政府為鼓勵民間企業對外投資，2010 年 5 月發布「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

康發展的若干意見」，2012 年 6 月再頒發加快民營企業「走出去」實施意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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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境外投資發展。 

    2013 年大陸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為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

第二大吸收外資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與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已具參與經濟全球

化條件，中國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對「走出去」戰略重點強調鼓勵各類企業

開展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拓展經濟發展的新空間，86同年中共新領導人上台，

對未來 10 年發展規劃於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承認大陸企業「走出去」仍處初級階段，尤其管理體制

相對落後投資發展，提出「三個允許」企業以自己優勢赴境外開展綠地、併購、

證券、聯合投資等，轉變國有企業投資主體地位。87大陸商務部等部門亦加快投

資管理與審批相關法令修訂，除對敏感國和敏感行業境外投資保留核准外，一律

實行備案制，加速大陸個人與企業走出去。 

 六、2015 年起「一帶一路」戰略整合 

    2015 年大陸「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海陸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為主之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突破大陸經濟特區、自貿區單一區域點、塊狀發展，與

區域開發、開放結合；形成連結內外、向東開放、向西傾斜，對接歐亞大陸經濟

整合；目的為主導區域經濟、發揮大國對外影響力與排擠美國於亞太地區影響

力；手段以資本輸出帶動，同時引進國外能源。伺後再提出未來經濟轉型升級強

國戰略行動綱領「中國製造 2025」，重點於資訊科技產業領域，藉跨國企業國際

合作取得關鍵核心技術升級；2025 年成為製造業強國，2035 年爭取達到歐美先

進工業國製造業中等程度水準。88強國戰略與「一帶一路」結合引導下，鼓勵支

持企業走出去在境外實施併購、投資創業，開發研究、生産實驗基地與合作園區，

建立全球性供應與服務體系，提高國際化競爭力，加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簡稱亞投行」資金合作挹注，構成大陸新一代領導人習李體制下國內

生產與國際、外交戰略雄心旗艦佈局。89 

    2015 年 4 月「一帶一路」架構下之上海、天津、廣東與福建四自貿區全數掛

牌啟動，分別為對接北疆延伸至韓國、銜接香港及面向台灣，由點至面聯結內陸、

國際、港台三大區塊，自金融、航運、製造、物流與港口等擴大開放，加速吸引

全球的資源，為「一帶一路」護航。 

    福建於「一帶一路」戰略中定位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核心區」之

「一路」，自貿區成立目標鎖定深化對台經貿合作，重點於強化服務貿易產業開

放、擴大兩岸貿易自由化、引入台灣優勢製造業、降低投資準入門檻等。90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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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臺灣重點產業如先進製造業、戰略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台灣於區域經

貿整合被圍堵、朝野服貿協議擱停擺之際，大陸片面自行開放提供國內入陸經貿

路徑，同時以區內品牌企業走出去打進國內市場，將加深依賴鏈結，實現將台灣

崁入自貿試驗區發展企圖。 

    東亞與亞太區域國家間自由貿易談判 2015 年陸續進入整合尾段，年底前以

中國為主導之「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與「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10

＋6）」談判，加以美國為主導企圖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納入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

之「泛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第一輪談判共識陸續擴大，兩大區域整合

進展下，台灣被排除於外，但也原地踏步，未來區域經貿邊緣化遭歧視將提升，

更推升台灣往自貿試驗區位移。 

附表 2-1        中國大陸黨政機關「走出去」政策重要措施彙整表 

時                期 主        要        政        策 

一、1992－2000 年：起步  

 1.1992「十四大」 擴大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指導思想。 

 2.1996 中共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 

江澤民於河北唐山考察國有企業如何重點走出

去，「走出去」主張首次被提出。 

3.1997 年「十五大」 更好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與資源，鼓勵企業

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 

二、2000-2003 年：發展  

 1.2000 年「十五屆五   

中」 

「走出去」提升至國家戰略階層實施。 

 2.2002 年「十六大」 「走出去」列入政治報告。 

三、2004 -2010 年：成長  

 1.2004 年國務院 發佈投資國指導目錄，投資國產業導向目錄、改

革下放審批為核准制和備案制。 

2.2005 年國務院 發佈收購機會清單。 

 3.2006 年國務院 「十一五」計畫「走出去」目標為支持企業參與

國際合作和競爭，頒「鼓勵和規範企業對外投資

合作的意見」首部綱領性指導文件。 

4.2007 年「十七大」 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後設立（QDII）

制度，中國主權投資基金。 

 5.2009 年國務院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走出去」目標於境外

能源資源合作；下放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准許

可，簡化「走出去」不再前置審查。 

6.2010 年國務院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走出去」目標於支援

有條件企業海外併購；鼓勵民間投資健康發展。 

                                                                                                                                                        
年 4 月 8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4/20/content_96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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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1 年起：加快  

 1.2011 年國務院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走出去」重點在鼓勵行

業有序向境外轉移產能，支持開展海外併購。 

2.2012 年國務院 「政府工作報告」「走出去」重點開展境外能源、

原材料、農業、製造業、服務業、基礎設施和跨

國併購，加快民營企業「走出去」；成立聯席會

機制，預劃「十二五」期末，實現從中國製造到

中國創造跨越。 

 3.2012 年「十八大」 「走出去」培育世界級跨國公司。 

4.2013 年國務院 「政府工作報告」「走出去」重點於鼓勵企業開

展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新空間。 

5.2013 年「十八屆三 

  中」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確立企業及個人為對外

投資主體，「三個允許」投資新導向。 

6.2015 年大陸「兩會」 發展「一帶一路」與規劃中國製造 2025，走出去

以資本帶動及引進核心關鍵技術。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中國大陸對外投資「走出去」自始即非國際投資理論強調整合所有權優勢、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整合知識、品牌、技術、要素稟賦、市場規模、基礎

建設等優勢，反之國家政策居於絕對主導，先引進來外資後考量戰略性資源需

要、貿易壁壘迴避、外匯儲備壓力、產業結構調整、國際地位之形塑與國家安

全，91轉變為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以確保戰略性資源穩定提供，紓解經濟貿易

和資本項下對國際收支失衡，調整國內重複投資產能過剩問題，形塑負責任大

國形象與運用爭取政治上外援，中國大陸黨政機關「走出去」政策重要措施彙

整，如附表。 

    2002 年中共黨「十六大」提升「走出去」至國家戰略階層，列入政治報告，

2004 年起陸續頒發投資指導目錄、收購清單與對外投資合作綱領性指導文件，

2010 年簡化審批、鼓勵海外併購與民間企業走出去，其「走出去」對外投資條

件始較完備，2011 年重鼓勵行業境外轉移產能，政策增強海外併購進程。大陸

新一代領導人上台 2015 年後陸續推出強國戰略，有賴企業走出去引進國外資金

與核心技術，推升「走出去」更大操作空間進入另一階段發展。 

2015/06/26 

 

貳、大陸「走出去」投資特點 

    大陸「十五計劃」期間「走出去」列入國家戰略發展，加入 WTO 後自 2003

年起明顯積極對外投資指導與推動，分別於 2004 年、2005 年和 2007 年發布「對

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一)、(二)、(三) 」，作為海外投資重要依據，同時提供

                                                      
91

鄭又平、林彥志，〈中國走出去戰略之分析：跨世紀中國經濟的轉變〉，《展望與探索》，第 6 卷

第 8 期，2008 年 8 月，頁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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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企業優先享有國家資金、外匯等優惠，目錄(三)列科威特、卡塔爾、阿曼、

摩洛哥、利比亞、尼日、挪威、厄瓜多爾與玻利維亞等國石油與天然氣為投資重

點，明確標誌石油企業走進非洲的政策； 此外，2006 年 7 月中國國家發改委與

外匯管理局等七單位聯合發布「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投資項目分為鼓勵、

允許和禁止等三類， 2009 年 6 月大陸商務部彙編「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

南」，介紹投資國合作環境與參考法規等，對國別、投資領域與方向進行指導管

制與佈局，2010 年商務部發布「對外投資合作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對外投資

重點產業為製造業、高新技術、新能源、服務外包等，支持企業投資國際知名品

牌、先進技術、營銷網絡和研發機構，並以國際能源、資源合作方式，在當地發

展能源深加工。2011 年商務部等發佈「對外投資國別產業指引（2011 年）」，提

供研究相關國家投資環境、法律指引。基此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非以市場機制導

向，而是由政策指導進行審批與管制等，其近年來投資特點分述如後： 

 一、投資量廣分布不均 

    根據「2013 年世界投資報告」，2012 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因經濟前景及世界

主要經濟體政策不明，投資下降 18%，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同期增長 17%，創

下 878 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歷史紀錄；2011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全球排名第 6 位，

2012 年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僅次於美、日，2013 年亦同，然全球各國

總量排名仍位十名後之列，足資大陸對外投資尚於起步階段。92迄 2012 年大陸境

外投資，企業分佈全球 179 個國家與地區，涵蓋全球達 77%，存量主要集中於亞

洲與拉丁美洲，佔九成以上，非洲與歐洲次之，2003-2011 年存量統計如下表；

自區域觀察主要還是環繞大陸週邊地區和國家為主，如港澳地區、新加坡、韓國、

巴基斯坦、印尼等，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 20 名之國家地區占總量近九成，其中

對香港歷年直接投資存流量均佔亞洲地區八成以上，佔大陸每年對外總流量五成

以上，於香港設立之境外企業家家數超過 4500 家，佔總數 1/4 以上，凸顯量能高

度集中、單一趨同，不利於分散風險。93 

附表 2-2     大陸 2003-2011 年對外投資地區存量統計表 

地區 金額（億美金） 百分比% 

亞洲 3034 71 

拉丁美洲 551 12 

歐洲 224 5.3 

非洲 162 3.8 

北美 134 3.2 

  參考資料：2011 年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自行製表，總金額：4247 億美金。 

   

                                                      
92

大陸商務部新聞辦公室，〈三部門發布 2012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大陸政府門戶

網站》，2013 年 9 月 9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zdt/2013-09/09/content >。 
93
顧瑩華計畫主持人，《大陸對外投資趨勢與策略以及對台灣的影響﹙案號：98122302﹚》（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2010 年 12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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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大陸投資省份觀察，主要以沿海發達省如廣東、浙江與江蘇份為主，內地

中、西部地區對外直接投資則成長緩慢，主要是缺少政策與部門支持，長期以來

各省地區對外投資之不均衡，已造成大陸內部區域經濟、社會與自然資源不均衡

情形更加嚴重。94 

 二、投資主體多元 

    長期以來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國有企業均佔主導六成以上地位，然近年比率有

逐年下降趨勢（2010 年佔 66%，2011 年佔 63%），有限責任公司佔二成以上，比

率逐年上升（2010 年佔 22%，2011 年佔 25%），上兩類佔比率近九成；國有企業

居主導因為長期以來擁有政策、資金資源優勢，中小民營企業發展則較受忽視然

靈活性強；國企投資以礦產資源投資為主，中小民營企業則致力於技術、品牌、

管理、網路、通路與升級轉型等。2012 年大陸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預期地位

將日漸突出；自經營主體觀察，登記之海外直接投資企業中，有限責任公司佔六

成以上，國有企業佔一成多，私營企業近一成，非公有企業及多元化投資，逐漸

成為走出去主要部隊，95有限責任公司比率超過國有企業甚多，成為投資主體，

其中各省市區投資者佔 9 成以上，中央企業及單位僅佔 1 成以下。投資方式雖有

新建、併購、參股、增資、再投資等方式，然併購對企業獲得研發能力、品牌和

當地市場特許等戰略資源快速，自 2002 年起跨國併購不斷加快，2008 年國際金

融危機發生提供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另一機會和條件，併購量亦達高峰，然對外投

資和跨國併購績效並不理想，大陸學者認為七成可能失敗，經濟損失約千億人民

幣元以上，96與大陸官方發布之八成有餘盈或持平之看法相差甚大；2013 年中共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提加強私有與個人企業成為對外投資主體，構建開放型經

濟新體，意謂者以轉變投資主體，順應市場機制，創造經濟新動力與倒逼國企改

革的路線頃向。 

 三、投資行業集中 

    大陸對外投資行業選擇以政策指導結合大陸產業結構優勢，以及對方吸引外

資重點與市場特性為優先。迄 2012 年底，1.6 萬家境內投資者於境外設立近 2.2

萬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度超過 100 億美元者主要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

業、採礦業、批發和零售業、製造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建築業等七大

類，累計投資額 4913 億美元占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 92%，形成以初級

產品產業為中心，缺乏高新技術密集領域投入，服務業亦偏重對國內連鎖效應弱

之產業與高集中高風險型態，97同時海外投資企業平均規模不超過 200 萬美元，

規模小綜合競爭實力弱。境內投資者以製造業佔最多數，其次為批發零售，98屬

                                                      
94
劉非、李建華，〈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的區域均衡分析〉，《國際貿易》，2007 年 10 期，頁 52。 

95
周立群、李京曉，〈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難題與應對策略〉，《東嶽論叢》，第 33 卷第 11 期，

2012 年 11 月，158。 
96
福濛濛，〈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虧損近千億 70%投資不賺錢摘自華夏時報〉，《新浪財經》，2012 年

2 月 11 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20211/081311358170.shtml>。 
97

中國對外投資躋身全球三強跨國並購日益活躍，《新華網摘自國際金融報》，2013 年 9 月 1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10/c_125355264.htm>。 
98
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與外匯管理局，〈2011 年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大陸：中國統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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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力密集與低勞動成本型，而非生產與服務型，此類型產業投資利於中國優勢，

海外資源利用，然對產業結構優化昇級則較無助益。99國企投資仍以礦產資源為

主，民企則致力於技術、品牌、管理、通路多元目標開拓；「十二五規劃」(2011

－2015 年)明確指出未來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和新

能源汽車等七個產業為戰略性新興產業，100由此觀之未來大陸對外投資目標關鍵

範圍為掌握產業全球價值鏈重要樞紐，101因此各國對於大陸投資是期待中帶謹

慎。對於旅遊行業投資「2009 年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建議投資旅遊計

有澳大利亞、南非、俄羅斯等國。 

 四、對美國投資激增面向歐亞 

    依據「2012 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2012 年大陸對美國投資計 41 億

美元，較 2011 年成長 123.5%，非金融對外投資佔 37 億美元，然大陸對美非金融

投資累計僅佔對外非金融業投資僅 3%，對美投資量總量不及美國對外引資 1%

分，並且大陸 80%以上透過併購進行，固守本土成功經驗模式，忽略異地文化與

法律向來引起美方反感；美國國際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發佈 2013 年大陸對美

投資成長 125%，成為企業「走出去」繼香港之後主要區域，主要於食品、能源

及房地產等行業大規模併購，其中一半投資為收購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投資

項目八成來自私有企業。102投資究因一為大陸近年內部生產成本逐漸墊高，同時

美國近年為因應產業外移，製造業產出下滑，就業機會大量流失，推動「再工業

化」，鼓勵製造業等到美國投資，2013 年 2 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除促進

「中」美國際和雙邊問題、確立互信外，咸認加強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助力美國

「再工業」也是行程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美國對國外投資業採取嚴格安全審

查、稅收和複雜商業簽證等，中國政府也希望透過對美國的投資，獲得先進管理

或技術外益之餘，消弭「中」美近幾年來日漸加劇的貿易磨擦，迴避投資壁壘衝

突與制裁；同時美國市場廣大，技術及品牌領先，強烈吸引著下一代中國境外投

資者，兩方供給與需求下，大陸對美國的投資自然急速增加。 

    大陸新一代領導人習李體制下提出強國戰略、「一帶一路」，目標針對歐亞大

陸與先進工業國，為落實整合，未來將鼓勵支持更多企業走出去境外投資創業，

開發實驗基地與合作園區，提升競爭力。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以政府主導為原則非採市場經濟模式，主體長期以來

中央或國有企業居要，2012 年後私營企業也日漸突出；投資區域集中循周邊國

家向開發中至已開發中國家發展，併購成為投資行為主要方式。對外投資企業在

國內都具有政經優勢，希望憑藉中國政府日益成長國際影響力依託從事，於政策

                                                                                                                                                        
版社，2012 年 8 月），頁 26。 

99
林竹，〈中國對外投資問題分析〉，《時代經貿》，第六卷總第 111 期，2008 年 8 月，頁 94。 

100
張文魁，〈2011 年中國海外並購及投資額 730 億美元〉，《首屆 2012 中國企業並購和海外投資高

峰論壇網》，2012 年 8 月 17 日，<http://money.163.com/12/0815/21/88VSEPCA00254RSP.html>。 
101

賴正陽，〈大陸對外投資趨勢初探〉，《巨亨網》，2013 年 7 月 30 日，<http://cn.mag.cnyes.com/Content 

/20130730/cecf4820fab84224a413b10d4e0d4811.shtml>。 
102

葉凡，〈榮鼎：2013 年中國在美投資翻一番〉，《美國之音》，201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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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體制下，資金與行動等方面都表現出迫切和強勢走出去、做大規模之舉，或

被推著走出去。然海外投資實際經驗缺乏，以慣性作為投資之思維，對文化社會

環境不熟悉，可行性分析不清礎、市場協調與技術銜接落差未適當解決等問題

下，經常做出熱情且巨額投資，虧損風險是必然，也凸顯以中國人口、國力、產

值與經濟能力雖為全球第二之姿，投資量卻不及全球一成，尚處偏低之初級探索

階段。103 

 

第二節  對外投資政府角色與香港地位 

    對外投資為近代各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重要手段，各國政府之經濟功能自然對

此發揮重要作用，僅方式與程度各異。古典重商主義（Classicalism）強調國家要

干預經濟，104反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然認

為國家是主要行為者，要求國家對市場做監督和約束守夜人。105目前國際競爭評

比頗具代表性之世界經濟論壇(WEF)發佈全球競爭力年報及瑞士洛桑管理學院

(IMD)發佈之世界競爭力年報，均將政府效能與效率列入參考因素。106中國大陸

為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長期「黨國」政體、堅持共產黨領導與下層

經濟為上層政治服務體制下，107攸關國家重大政經問題，政府介入、干預與主導

自是無遠弗屆，中國政府於對外投資「走出去」政策下之扮演角色重要無虞，香

港自回歸之前擔任大陸對外投資之踏板，重要性也不遑多讓，分述如下。 

 

壹、對外投資政府角色 

 一、以黨領政之政策制定者 

    中國大陸改革初期至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前，關於企業對外投資行為之考量

以外匯管制與國家實力為主，政策上僅相關試行規定，嚴格管制審批境外投資，

主要仍以引進國外資金為主。1996 年，大陸經濟出現疲態，中共黨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提出促進增長方式，適逢亞洲金融危機亦有利於大陸比較優勢走出去；中

共黨「十五大」後「走出去」政策方向確立與加強，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

裝配為試行開端。2001 年中國考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放需要，中共

黨「十五屆五中」將「走出去」提升位階為國家戰略列入大陸「十五」計畫，其

後「十一五」計畫目標支持有條件企業「走出去」，同時頒投資產業指導與制定

綱領性文件等，「十二五」以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跨越。自 2002 年中共

黨「十六大」後，「十七大」、「十八大」「走出去」政策均列入政治報告， 2012

                                                      
103

詹纯新，〈中國企業走出去容易走進去難〉，《2012 年全球 CEO 發展大會和訊網》，2012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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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八大」政治報告「走出去」目標訂為發展世界級跨國公司，同年允許民營

企業走出去開展境外投資，顯現中國全面開步走出去企圖；2013 年中共領導人

換屆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頒發綱領性文件提出「三個允許」投資新導向，構

建開放型經濟新體，2015 年起「一帶一路」等強國戰略，更以政策主導走出去，

鞏固大陸經濟後院與面向歐亞大陸。 

    自「走出去」政策發展觀察，中共黨領導先行於政府政策制定，同時走出去

企業所有權大部分受國家掌控，國家指引制度因素強行介入。黨領導對外投資政

策主要決定於黨總書記、中央政治局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黨總書記之領導核心

擁最終決策，2002 年中共黨「十六大」後，中共黨總書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與政治局常委掌控大部分對外投資政策施行，對比江澤民時代，黨總書記決

策經常凌駕於其他兩單位之上，108政府部門執行機關責成中共國務院下商務部、

發改委等；2013 年大陸新領導階成上台，試圖透過黨國體制「集權」下手，成

立領導小組，理順改革與治理，不同於過去片面強調之規範、控制與管理。109 

    2000 年前「走出去」戰略、策略較屬宣示階段，其後逐步發展推動，定性

為國家戰略，定調為「引進來」「走出去」同時實施，然改革開放後近年非公有

制經濟已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應的宏觀公有制經濟改

革卻明顯落後於經濟發展。110中國對外投資政策本身存在商業與國家利益之政治

交換，以非洲蘇丹、奈及利亞等國海外石油、重金屬併購而言，中國以高價收購、

不干預他國政治經濟、人權問題與進一步提供之投資資金、武器與外交保障等，

放棄其政治利益與特權，交換經際利益，導致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發生障礙，111

當經濟成長成為國家戰略之際，領導人也變得相對務實，然改革不免面臨保守思

想、既得利益與風險之挑戰。 

 二、策略管理者 

    對外投資管理措施指審批、監管與外匯管制，近年隨著境外投資規模質與量

不斷增加，大陸企業對外投資法律規範需求越來越高，管理、審批法令規範如國

家發改委 2004 年頒發「關於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准事項的規定」、商務部 2009

年頒發「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國資委 2011 年頒發「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暫行辦法」、「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產權管理暫行辦法」、2012 年「中央企業境

外投資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國家外匯管理局 1989 年頒發「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

法」及其後實施細則與簡化管理通知等，然規章制度均屬部級立法層級，配合協

調效率不夠，缺乏國家層級法規，造成大陸企業境外投資過程政出多門、疊床架

屋、缺乏體系等，112際此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12 年 7 月發佈「十二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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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資和境外投資規劃」（簡稱「規劃」），希望藉此明確提出屬國務院層級之「境

外投資條例」，113調整政府部門功能定位，由管制走向投資法制。 

    管理體制多頭缺完善為另一問題，目前中國商務部主管公司核准、統計、年

檢等，國家發改委負責專案核准，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外匯管理，財政部專項基

金支援，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於中央企業所有權管理，中國進出口銀行

負責信貸、保險，國家開發銀行專職產業投資基金，商務部授權駐外單位進行駐

在地投資企業管理，地方政府也對對外直接投資負有職責，114表面上是各司其

責，均有管理許可權，實際上是以各自目的與權限出發，政府監管不到位或缺位

嚴重，造成管理職能分散重疊交叉，相互矛盾，環節過多限制又嚴，審批過程不

透明與程序繁雜互抵觸，重審批輕管理服務等，另政府依法行政制度意識薄弱亦

為主因，115同時多數大型企業體制上仍為國有或國有控股，治理結構上存在所有

權和經營權之目標取向和管理矛盾，對企業經營約束不足，亦為另一問題所在；

2013 年大陸新領導階層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小組」之頂層設計，相當顯現胡溫

時期之成效不彰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之統協無力。  

 三、支持與服務提供 

（一）金融、財稅、保險與國際協調等支持 

    金融支持指貸款與外匯等優惠，大多數國家對內部對外投資企業金融支持原

則提供專項貸款與信貸擔保等優惠，大陸金融支援政策採取仿效日本與韓國鼓勵

企業國際化發展模式，以銀行為手段進行資金補助；116依據境外投資發展規劃，

以境外資源開發、先進技術、管理經驗與專業研發等四專案為優先中長期貸款和

外匯貸款貼息，但專項貸款核准前企業尚需籌自有資金額度與投資能帶動一定比

率之設備與材料出口證明，117同時額度有限、審批手續繁瑣、耗時長，影響對外

投資時機，導致企業轉向外國投資銀行貸款。
118

外匯管制近年雖逐步放寬，但對

外投資的外匯管制與企業融資擔保貸款數量受限，影響資金籌措和擔保，削弱企

業海外投資的國際、國內融資能力。 

    財稅支援政策主要於境外投資前期費用直接補助，中長期貸款財政貼息，開

拓國際市場資金支持，避免雙重課稅與不可抗力風險損失之減、免征稅等，如頒

發「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管理辦法」重點支援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直接補助

和貼息支援。119但目前財稅支持政策未形成系統、零星散布，也未強化於對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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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業、地區及投資方式上之政策導向，政策間缺乏銜接和協調。另外稅收政策

中，主要側重抵免等直接鼓勵措施，對折舊、延期納稅、設立虧損準備金等間接

鼓勵措施卻少涉及，刺激效果有限。 

    保險上制度、法規則較不完備，目前大陸尚缺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信用擔保

與保險機制之法規制度，國內銀行之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雖提供對外投資活動

政治風險保障，但主要業務在於出口相關保險，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尚屬缺位，因

此企業必須自己應對海外風險成本。 

    國際協調包含雙邊、多邊與區域協調關係，雙邊主要是通過「投資保護協

定」、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等法律保障，120至 2011 年底大陸與 131 個國家簽訂「雙

邊投資保護協定」，至 2011 年 5 月止與 96 個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協議，港、

澳簽訂 2 個安排，與我國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後續 2012

年完成「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121此外參加區域經濟組織規則制定，

如亞太經合組織、東盟 10+1 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1985 年和 1990 年中國

與世界銀行簽署「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和「關於解決各國和其它國家國民之

間投資爭端的公約」，加入與著作權相關之柏恩公約，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國際

公約組織，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創造國際生存空間。然簽訂之投資協定中多數為

來大陸投資之國家，大陸主要目的以吸引投資為先，保護中國境外投資列後，導

致投資協定形成大陸單面承諾，同時相互保障投資安全雖列入條款，然大陸海外

投資保險制度尚未完備，協定仍難發揮實際效果。122 

（二）服務項目則以投資導向與資訊為主 

    大陸對投資國導引陸續頒佈「國家鼓勵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產品目錄」、

「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投資國別導向目錄」、「對外投資合作工作指導

意見」，明確對外投資重點產業導引。
123

然大陸海外投資產業政策與指導長期以

來處於片面宣導之弱勢，同時缺乏投資地法律、市場及可能風險研究等可行性研

究開發，導致數家企業可能競爭同一項目，低價、惡性競相壓價與促銷等盲目，

壓縮企業生存空間，相對引起當地國政府與企業經貿爭端，影響經營安全與持續

發展；另資訊服務主要仰賴駐外使領館提供，商務有關資訊直接反映至中央有關

部委，然蒐集機關專因專業度不足與未充分反映東道國民情、文化、商業環境、

法律制度與政治等實際，124於技術差距縮小之際，反之發現對國際規則、品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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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周立群，李京曉，〈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難題與應對策〉，《東嶽論叢》，第 33 卷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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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話語權與企業文化差距越來越大，影響企業進入國際環境步伐。 

 

貳、香港於大陸對外直接投資中角色 

    香港因地理位置與環境因素，長期以來被作為大陸對外發展門戶與轉口港，

大陸亦為香港不可或缺的市場復地、資源能源的供應地，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無法

切割之關係，香港於大陸對外投資不同時期也擔任不同角色，分述如下： 

 一、香港於大陸對外直接投資角色 

（一）1997 年香港回歸前－窗口 

    二次戰後香港經濟主要由金融、貿易、房地產、工業、旅遊與交通運輸六大

部分組成，資金結構概分五類，一為私人英資集團，實力最雄厚，如匯豐、渣華

銀行，太古集團，怡和洋行等；二為陸資集團，以中國銀行為首之 13 家中資銀

行，實力次之；三是華資集團，屬於香港舊經濟實力；四是印尼、越南等東南亞

僑資集團；五是美、日等國外資集團。125 

    大陸對香港直接投資企業最早於 1951 年前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拉近陸

港距離與穩定香港民生食品、用品供應而成立之五豐行，華豐、中橋與裕華等國

貨公司，70 年代末形成較具規模有華潤集團、中銀集團、招商局集團與中旅集

團等「四大家族」企業集團，承辦香港食、衣、住、行、金融、交通旅遊業務。

1979 年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指示借助包括香港在內經

驗和力量，推動經濟改革，其後各省區、市、中央部委及其下屬機構等紛紛到香

港設立代表機構之「窗口公司」，126如四經濟特區成立之「深米公司」、「珠海國

際」、「興夏公司」與「龍興公司」又稱「四大金剛」，廣東、福建、遼寧、河北、

山東、江蘇、浙江與四川等八省駐港公司稱「八仙過海」，直屬中央國務院駐港

企業「光大集團」、「中國國際信託」稱「哼哈二將」等。1980 年代香港已為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大陸對外貿易尚欠發達，必須通過香港進行，此期間

赴港中資企業以外貿公司為主，吸引香港製造業北移，然數量一時間膨脹過速且

良莠不齊。127 

    1984 年中英有關香港問題聯合聲明通過以後，港及英資企業對香港前景信

心動搖，為穩定渡過，大陸推出「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壯大中資與吸引外資」

政策，128開始積極部署陸資企業進入貿易、航運、金融、地產、旅遊等領域，設

立分子公司，兼以「買殼」方式進入香港股票市場，朝集團化發展，介入香港經

濟活動，較具規模為「招商局」、「華潤」、「奧海」與「中旅」四集團，主要任務

為接收香港準備，同時配合改革開放利用香港作為大陸進出口輔助橋樑，引進國

際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資訊等。 

                                                                                                                                                        
2012 年 11 月，頁 159。 
125

林濱，〈香港資金的構成和僑資、港資的引進利用〉，《開放時代》，1985 年 2 期，頁 31-33。 
126

高祀仁，〈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貢獻〉，《求是》，2009 年 01 期，頁 37。 
127

林聰標，《「1997」前後中資企業在香港所扮演的政經角色及其對台灣的可能影響》（台北：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1995 年 12 月），頁 10-13。 
128

高長、饒美蛟、李思明編，《經濟中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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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事件」以後大陸施政作為漸趨保守，加以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許家屯」潛逃美國，港中資企業擴張過度與弊端叢生，中共開始整頓。1991 年

中國國務院設「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管理駐港中資企業，1992 年經整頓撤銷後

計 1500 餘家登記列管，其中製造業與其他項目投資佔一半以上。1990 年代前後

香港已為區域金融中心，大陸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亦陸續進入透過入股、買殼

與上市等方式進入香港股市進行籌資，同時掀起紅籌股熱，129帶動陸資企業開始

對經濟影響力，如招商局、香港中旅、華潤、中銀香港等即於此際重組上市，發

展成金融市場新勢力；130大陸國營事業也在港直接上市集資，1993 年青島啤酒香

港上市即為一例，發揮移交前取代英資，穩定投資信心效果，然回歸前英資資產

仍居香港首位。 

    回歸前香港對中國大陸擴大對外開放上極具貢獻。港陸資企業利用對內地熟

稔，於港籌資「引進來」資金，返回大陸投資建廠，發揮垂範效應，激發外商投

資中國信心，同時引進技術與經驗，為大陸製造業發展注入動力，促進大陸改革

開放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時香港市場因規則與國際接軌，提供許多大陸企業到香

港學習走向世界經驗，因此大陸對外直接投資近半皆經由香港進行，香港也扮演

經濟上「引進來」窗口之地位，同時也是大陸最大融資中心；反之，陸資於經濟

上對香港影響因資產與數量未具優勢，因此影響力較弱，政治上為執行穩定與順

利回歸效果較大。1311997 年香港回歸前，登記陸資已 1800 餘家，主要經營往大

陸內地旅遊服務佔 50%，貿易、金融與航運三方面市場也達 25%。132 

（二）回歸後－發展平台與防火牆 

    香港自 1995 年起連續以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高度市場開放，獲美國傳

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133同時人才與資訊相對流通自由，相當吸

引世界資金投資地區之地。隨主權移交，部分英資看淡香港未來陸續撤出，如怡

和集團於 1995 年全數撤離香港，又 1999 年逢亞洲金融風暴外資襲港，導致香港

經濟雪上加霜，為維持其金融優勢不退色與確保「一國兩制」順利推進，陸資採

先入股、擴大股份、最終控制方式取代英資迅速發展，如入股國泰航空、香港電

力與電訊等。回歸後大陸企業由駐境外企業變成駐港特別行政區企業，國有企業

性質未變，享大陸內地投資及開展經營活動之同外資待遇亦未變，134目的於取代

英資於香港壟斷與專營權，維持香港繁榮，另外運用香港市場經濟，引導中國計

畫經濟走向，同時作為大陸「九五」計畫籌集資金平台。  

    2001 年大陸「十五」計畫強調加強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與

加強港澳臺與大陸經濟合作及交流，2003 年香港爆發「禽流感－SARS 疫情」引

                                                      
129

郭國燦，《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7 年 3 月），頁 220-226。 
130

陳景祥，〈四十年彈指一揮間〉，《信報財經新聞網》，2013 年 7 月 8 日，

<http://forum.hkej.com/node/103178>。 
131

何曉晴，〈回歸前的香港中資企業〉，《統計與預測季刊》，1997 年 6 月，頁 30。 
132

何曉晴，〈回歸前的香港中資企業〉，頁 29。 
133

葛鵬，〈香港連續 20 年獲評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新加坡第二〉，《環球網》，2014 年 1 月 14 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1/4754627.html>。 
134

雷強，〈回歸後的香港中資企業〉，《學術研究》，1998 年 5 月第五期，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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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社會巨大恐慌重創香港經濟，同年大陸祭出挺港政策，啟動「內地居民赴香港

和澳門自由行」（簡稱個人遊，通稱自由行）與「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簡稱 CEPA），維穩香港政經與社會秩序。CEPA 利於香港電訊、

金融、保險與會計等服務業進入大陸市場空間，造成產業外移，香港製造業空洞

化，同時陸資進入香港金融股市亦更便利。香港近半世紀金融獨秀地位自 CEPA

開始，融入大陸經濟後地位也開始產生變化，過去以證券為主要市場，未來人民

幣產品和證券業務將並行，另外大陸對外聯繫依靠香港窗口也出現弱化，兩地經

濟主客開始易位；2005 年大陸「十一五」計畫再提要深化香港與內地合作更全

面的安排。 

    「十二五」計畫期間大陸提出因應內地發展方向，強化香港服務平台功能。
1352011 年 8 月，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宣布六大惠港政策，包含大陸對香

港服務貿易提高開放水準、積極支持香港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與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推動大陸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等。香港居金融與世界接軌優勢，當為大

陸實現貨幣國際化跳板主要考量，然觀察大部分惠港措施終究於自港抽調資金、

人才或市場赴大陸投資，如在香港發行國債、鼓勵港商回國投資、加強大陸本土

企業競爭實力，刺激大陸內需市場等。136面對國際金融亂局，美元影響力下降，

適給與大陸推動人民幣區域化與國際化機會，因此「十二五」期間香港居金融優

勢下必須加強本分，大陸絕不僅要求香港作為深化對外投資「走出去」之中轉角

色而已。       

    統計金融風暴以後 2002 至 2012 年大陸與香港投資情形發現，大陸對香港投

資佔香港接受國際投資總額比例由 23%上升至 37%，香港對大陸投資佔港總額比

例也由 35%上升至 41%，相互依存提升，統計如表 2-12 所示；另大陸對外投資

總額約 65％於香港或通過香港向海外進行投資，海外併購 60%也是通過香港進

行，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收購葡萄牙電力公司股權，大連萬達集團收購美國

AMC 娛樂控股股權，137迄 2013 年大陸駐港陸資企業已超過 3300 多家，總資產超

過 13 萬億港元，占港股上市公司總市值近六成，成交額占總金額近七成，占大

陸境外企業總額資產一半以上。138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方向，香港任務除將繼續扮演

大陸金融政策改革試驗基地，另於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尚未完全實現前提下，協助

大陸管控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各種風險，為大陸積累經驗穩推國際化腳步，即以

                                                      
135

〈十二五香港新機遇〉，《香港貿易發展局》，2011 年 4 月 12 日，

<http://economists-pick-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E7%B6%93%E6%BF%9F%E8%AB%9

6%E5%A3%87/%E5%8D%81%E4%BA%8C%E4%BA%94-%E9%A6%99%E6%B8%AF%E6%96%B0%E

6%A9%9F%E9%81%87/ef/tc/1/1X000000/1X07EV96.htm>。 
136

〈宣佈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 36 條政策措施〉，《中國網新聞中心》，2011 年 8 月 17 日，

<news.china.com.cn>。 
137

廖笛杉，〈中企海外投資現狀商務部報告詳解：香港是中轉站〉，《世紀經濟報導》 

，2013 年 09 月 11 日，<http://d5.sina.com.cn/pfpghc/41ac85140807491eb314a8ca1fb3d375.jpg>。 
138

香港文匯報，〈內地已有 737 家企業在港交所上市〉，《香港文匯報新媒體中心》，2013 年 4 月 26

日，<http://www.wenweipo.com>；郭莉，〈駐港中資企業資產規模超 10 萬億港元〉，《中國新聞網

港澳新聞中心》，2012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2/12-18/441890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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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位置劃為大陸人民幣國際化實驗之防火牆緩衝區。139大陸第二代領導人對香

港提出「一個兩制」，香港擔負大陸推動經濟改革借鏡；第三代領導人提「大陸

與香港是誰也離不開誰」，香港成為大陸對外開放「引進來」資金最大來源地與

企業「走出去」試驗基地，第四代領導人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治國理政

的嶄新與重大課題」，140香港除推進大陸現代化對外開放與企業「走出去」平台

外，更將進一步融入大陸內部發展而服務，第五代領導人於全面深化改革之際，

希望香港作為大陸追求人民幣國際化試驗之防火牆緩衝區，以提高中國於亞洲以

至全世界經濟之主導權，香港之重要性隨時代而移轉。  

附表 2-3     2002-2012 年大陸與香港間投資統計表     （單位十億港元）  

  單位 

年度 

 

外界對香

港投資總

額 

大陸對

香港投

資總額 

百分比

（%） 

香港對

外投資

總額 

香港對

大陸投

資總額 

百分比

（%） 

2002 2456.9 571 23.2 2412.9 1148.3 47.5 

2003 2823.3 747.2 26.5 2636.7 931.2 35.3 

2004 3319.7 979.5 29.5 3133.6 1211.6 38.7 

2005 3828.9 1222 31.9 3653.9 1477.4 40.4 

2006 5469.9 1967.6 36 5264.5 2117.2 40.2 

2007 8995.3 3677.3 40.9 7889.0 3423.7 43.4 

2008 6070 2250.1 37.1 5906.2 2624.6 44.4 

2009 7013 2603.6 37.1 6508.6 2,682.2 41.2 

2010 8299.4 3127.1 37.7 7338.6 3,014.7 40.1 

2011 8337 3048.2 36.3 7946.4 3,346.4 42.1 

2012 9648 3568 37 9010 3,671 40.7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國際收支平衡對外直接投資統計，2002-2012 年，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productCode=B1040003>。 

 

二、港陸資性質與定位 

    香港陸資企業指資本來源為大陸國有資本，經大陸國家部門批准在香港註冊

經營的獨資或控股公司或聯營，不包括私營、個體企業，企業每年要向直屬上級

繳納定額利潤，企業最高領導實質由上級主管機關任命。141陸資企業自 1950 年代

即進駐香港，隨著大陸改革開放與香港回歸，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自早期水產、

日用品國貨公司迄今已跨足香港各領域，總資產占大陸境外企業資產總額一半以

上，並持續增加中；陸資企業因係政策導向，因此依時代環境不同均具有政經相

關任務，分述如後： 

（一）大陸改革開放前 

                                                      
139

梁振英，〈香港可作為國家推進金融改革防火牆〉，《中國網》，2014 年 2 月 27 日，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4-02/27/content_31619555.htm>。 
140

高祀仁，〈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貢獻〉，頁 39。 
141

雷強，〈回歸後的香港中資企業〉，《學術研究》，1998 年 5 月，第 5 期，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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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前香港雖有大陸國貨公司與華潤集團、中銀集團與中旅集團等「四

大家族」企業集團進駐，發揮對香港日常生活與金融、交通旅遊等服務作用，然

陸資在港單位少，唯北京馬首是瞻心態保守，於外資間處於相對弱勢，大陸政府

又規定不能購置固定資產、股票與住宅，因此業務開拓有限，發展受束縛，任務

主為服務大陸與內地間人員、物資往來，經濟利益考量較少，關係聯繫政治任務

居要。 

（二）大陸改革開放後 

    改革開放後大陸欲借助香港經驗帶動內地經濟改革，因此政策支持下大陸各

省、市單位相繼成立駐港「窗口」機構，以其優勢為內地企業集融資、引進國際

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發揮仲介作用；同時改革開放初期對外貿易不發達，大部

分經貿亦透過香港完成。香港回歸時程釐定後，大陸為穩定香港民心，積極部署

陸資企業進入貿易、金融、旅遊等領域，設分、子公司，發展集團；1990 年代

金融與保險業又進入香港股市，介入香港經濟活動，取代出走之英資，維穩香港

經濟。香港回歸前，經整頓後登記納管陸資企業 1800 餘間，然政府鼓勵期間中

資企業過度擴充，縣級以下機構、軍方機敏部門與太子黨背景等企業利用境外管

理漏洞，大肆擴張進入，未納管登記為數比登記數多；另香港《公司條例》中對

公司、企業與法人營業申請採注冊登記，無須港府批准，未明定法定代表人，股

東董事創辦人之背景、資本或經營範圍等均未規範，致使真陸資背景若有意規避

亦難查察納管。此階段駐港陸資企業任務為引進市場經驗推動大陸改革，利用香

港金融中心優勢引進來資金與技術，最主要則為替代英資、壯大陸資，維穏回歸

落實「一國兩制」，但回歸之政治任務更優於經濟工作。 

（三）香港回歸後 

香港回歸之初即遭遇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隨後爆發「禽流感 SARS」疫情，

投資停滯、經濟下滑、物價上漲、失業率創新高（6.7%）與社會不安接踵而至，

1999 年時任大陸前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港、2001 年大陸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港

與 2002 年大陸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均強調大陸始終為香港繁榮穩定之後盾，
1422003 年大陸推出內地居民赴港自由行與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挺

港措施，自此香港融入大陸內部經濟發展，主客也易位。 

  1 陸資對香港影響 

 （1）正面：重建香港經濟信心 

    CEPA 協議後，外資對港投資信心漸增，投資服務業佔 95%以上，主要來源

以大陸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為最大宗，大陸自 2005 年起投資躍居香港外資首位，

比重均佔 35%以上，2008 年金融海嘯襲擊期間仍不受影響。CEPA 前整體外資於

香港設置地區總部、地區及當地辦事處總數不及 5 千家，2011 年近 7000 家；大

陸 2003 年於香港設置地區總部等總數 556 處，2011 年為 805 處，成長超過 50%，

台灣企業同時亦近半成長。CEPA 後中資於香港主要投資產業以批發、零售及進

                                                      
142

〈中港經濟-CEPA，中國對香港的經濟政策〉，《明報網站》，<http://chinabiz.mpfinance.com/ 
cfm/content2_hz.cfm?TopicID=hzhh01&Filename=1.txt>。 

 



49 

出口貿易，運輸及相關服務三大產業為主，比重近 95%，其中投資焦點較不同於

香港外資投資於銀行業，高度集中於投資控股、房地產以及商用服務等。143投資

香港股市部分迄 2013 年年底陸資企業在香港上市計 797 家，佔整體上市公司總

數 50%以上，成交金額占港股比重平均 70%左右；然大陸對外引資項目與利用外

資總額近半亦來自香港。144 

CEPA 後迄 2014 年，陸資於香港經濟地位穩定，佔整體外資比重居首，股票

市場舉足輕重，尤其金融領域上大陸銀行遷移國際外匯交易中心來港，充分利用

其金融市場發展收購之國際競爭力，影響力與地位不斷上升。對香港經濟而言，

主要於鞏固香港金融、離岸人民幣中心，擴大香港與大陸經貿往來，加強香港作

為大陸經濟「引進來、走出去」仲介角色；迄 2012 年香港仍為大陸競爭力首位

城市，2013 年為上海超越，同時迄 2014 年香港連續 20 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145 

 （2）負面：弱化與認同危機：陸資於經濟上穩固與地位優勢對香港經濟與社會

也發生反面影響。 

    產業上，製造業與服務業嚴重脫節造成產業「空洞化」，快速大陸經濟成長

與香港融合漸不對稱，1462011 年上海經濟發展已超越香港，2013 年上海再超越香

港成為大陸最具競爭力城市，中國對外已不再只依靠香港為窗口，香港地位出現

弱化、經濟邊緣化現象。147 

金融上，香港未實施外匯管制，資金自由進出，大陸資金透過港陸資企業在

港洗錢，從事違規違法屢見不鮮，如 2003 年「中銀香港」劉金寶貪汙事件，2004

年「中國人壽」董事虛報資料與 2011 年「中國高精密」賬目不清拒絕審查等，148

影響香港的金融體制與金融中心地位；房地產上，陸資在港投資中高價位房地產

造成香港資產價格波動，加劇貧富不均與社會安定。 

社會上，經濟危機依賴大陸政策傾斜與經濟主導位移弱化，導致港人對特區

「大市場、小政府」能力產生質疑；陸客自由行大舉入港爭奪資源，激化兩地人

民矛盾和誤解，同時增加過速影響物價上漲與港人生活，如搶購嬰兒奶粉。另大

陸與香港生活素質與水準差距已日漸拉近，維持香港人獨特身份信心條件也發生

影響，2005 年起人民幣進行匯改，港幣也漸與美元脫鈎，兌人民幣又貶值，反

射出香港人身份優越性不斷下滑，身份認同也相同。149依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

                                                      
143

林昱君、簡澤源、江怡慧，《CEPA 後大陸對香港之政策調整與影響－陸資與陸客相關分析

﹙10112-3-1339C5﹚》（經濟部委託，2012 年 12 月），頁 38。 
144

〈香港經貿概況〉，《香港貿易發展局》，2014 年 3 月 5 日，。 
145

〈2013 中國城市競爭排名上海第 1 超越香港〉，《中國報》，2013 年 12 月 11 日，<http://www. 

chinapress.com.my/node/482488>。 
146

曾澍基，〈中港經濟融合與營商環境的轉變〉，發表於「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及營商環境的轉變」

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理學院與中華出入口商會合辦，2010 年 6 月 21 日），頁 1。 
147

〈上海首超香港成最具競爭力城市〉，《香港文匯報新媒體中心》，2013 年 12 月 11 日， 

<http://news.wenweipo.com>。 
148

〈中國高精密財報遭保留意見〉，《新浪財經》，2011 年 10 月 28 日，

<http://finance.sina.cn/?sa=t74v39d6994462&vt=3>。 
149

鄭宏泰，〈解開香港人身份認同情感轉變的心結〉，《香港電台通識網》，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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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長期間香港人身份認同調查發現，2003-2012 年間認同香港人身份比例，

由 59%持續下降至 52%；認同中國人身份比例期間維持不變於 30%上下；認同香

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身份比例，明顯由 8%升至 16%，香港人認同身分下降趨勢

量相當同時認同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身份比例上升值；結果也反應出 2003 年起之

自由行陸客對港人身份認同帶來衝擊，同時大陸國力日盛之際，香港於「一國兩

制」北京控制下，同宗同源身份與兩地緊密合作融合事實，雖有抗拒但也無法改

變，社會階層不安自然出現。150 

  2 陸資數量與定位 

    鑑於香港對登記註冊公司成立背景、股東認定與限制條件等寬鬆，2013 年

註冊香港本地公司總數達 116.3 萬間，較之 1997 年主權移交前總數 47 萬間，已

擴增近 3 倍。151港陸資之識別除大型中資企業如「四大家族」、「四大金剛」與大

陸各省駐港公司等於「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登錄外，餘香港公司註冊處查詢較無

法獲知真實身分，加以大多香港大型企業均進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主權移交

後在港華資與外資可能為現實需要，買政治保險接受陸資入股，如中國國航 2002

年持有國泰航空持股比例近 22%，2012 年已超過 30%，且相互持股，152國泰航空

經營權港資屬性已位移為陸資；另依 2003 年底實施之「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資

本投資者入境計畫規定」，以投資移民形式進入香港，居住 7 年後，符合《入境

條例》有關規定，可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如為中國籍永久居民身份，可再

申領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據此，符合年限規定之陸資企業負責人與工作幹部，

身分轉換為香港永久居民後陸資企業身分自然轉換即為港資；2010 年起大陸又

鼓勵私營企業對外投資，進入香港投資之陸籍私企身分轉變後更難察覺資金來源

處。鑑此，港陸資實際數量因公司註冊登記要件寬鬆、經營型態轉變、大陸國防、

國安機敏單位隱匿與縣級、太子黨為未依規定註冊等因素，2013 年大陸駐港企

業雖列管登記 3200 家，但實際數量落差可能超過一倍。153 

香港陸資除經濟上挺港，另外主要為貫徹「一國兩制」施行，方式即介入香

港政治。為有效管理港陸資企業，1991 年「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成立，自 1996

年起該協會即積極參與香港政治活動，如中銀系統該年度推派四員參加立法局角

逐，其他地方選舉也大力支持民主建港聯盟為首之親中共人士競選；154 CEPA 後

陸資企業數量、投資範圍與資金持續擴大，影響香港經濟過半，2002 年大陸前

                                                                                                                                                        
2 月 17 日，<http://www.liberalstudies.tv/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806>。 

150
鄭宏泰，〈回歸前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調查數據的分析〉，2013 年 9 月 23 日。 

151
香港政府，〈2013 年香港本地公司註冊數目創新高〉，《香港政府新聞網》，2014 年 1 月 21 日，

<http://hk.mofcom.gov.cn/article/jmxw/a/201401/20140100467613.shtml>。 
152

世界經理人，〈國航 63 億港元收購國泰航空股權當定二當家〉，《世界經理人集團網》，2009 年 8 

月 18 日，<http://digest.icxo.com/htmlnews/2009/08/18/1401270.htm>。 
153

宋林，〈中資企業佔港股上市公司總市值五成六〉，《中國新聞網》，2014 年 2 月 20 日， 

<http://big5.chinanews.com:89/ga/2014/02-20/5864191.shtml>；李湛，〈中資企業定義要滿足幾個條

件〉，發表於「香港中資企業怎樣走出困境」座談會（香港：中國評論月刊亞太二十一學會主辦，

2001 年第 4 次座談會（總第 39 次），  

<http://hk.crntt.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5048&secid=5066>。 
154

林聰標，《「1997」前後中資企業在香港所扮演的政經角色及其對台灣的可能影響》，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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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見陸資機構與企業負責人時強調，要講政治，貫徹執行中央方

針、支持特區政府施政與實踐「一國兩制」等；2009 年港中旅集團負責人指出，

集團發展重點作好駐港陸資企業「在商言政」之政治使命；2012 年大陸前國家

主席胡錦濤會見陸資機構與企業負責人時亦強調貫徹中央方針、支持特區政府施

政與推進「一國兩制」155。依「香港中國企業協會」2003-2011 年工作報告，協會

主要「工商事務」第一項即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社會事務」重點於推舉成員

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換屆選舉；對台灣交流部分，加強與台灣企業與民間聯

繫，突破台灣「港澳關係條例」對陸資企業赴台投資政治障礙，發揮陸資於中港

台三地經濟關係與政治溝通作用；156另自 2008 年開始陸續展開與台灣政府機關與

工商界交流聯繫，活動統計如表 2-13 所示。鑑此，港陸資企業於官商性質下，

其「工商事務」與「社會事務」均賦政治要務，執行基本法與落實「一國兩制」

成果以作為對台灣垂範作用，政治性質定位與目標明顯，於大陸戰略規畫中，政

經並行、經濟為政治目標而服務。 

我政府對陸資企業來台投資之認定採資金來源比例與影響力等評斷投資許

可，對已轉換註冊身分、未依規定註冊或接受台港資入股、買殼等陸資企業，依

現行「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31 條所列投資準用外國投資規範，157則目前暫未

開放陸資投資之產業自港台加入 WTO 後恐漸漸失守，宜區別對待港資與陸資，

始能有效管制陸資來台。158 

附表 2-4  2003-2011 年香港中資企業年報關於工商社會事務與交流統計表 

項

目 

 

年

度 

工商事務 社會事務 台灣交流 

2003 支持特區政府振

興香港經濟的努

力解決財赤 

（未註明） （未註明） 

2004 支持特區政府振

興經濟 

（未註明） （未註明） 

2005 加強與香港特區

政府的溝通 

（未註明） （未註明） 

2006 支持特區政府依 香港特區第三屆行政長官選 （未註明） 

                                                      
155

〈胡錦濤會見駐港機構和中資機構負責人〉，《新華網》，2012 年 06 月 3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2-06/30/c_123352824.htm>。 
156

雷強，〈回歸後的香港中資企業〉，頁 62。 
157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僑外投資負面表列—禁止及限制僑外人投資業別項目〉，《僑外及大

陸地區人民投資專區》，<http://run.moeaic.gov.tw/MOEAIC-WEB-SRC/OfimDownloadC.aspx>。 
158

劉迺強，〈陸資在港上市成港資解決難入台問題〉，《今日導報》，2012 年 9 月 11 日，

<http://www.herald-today.com/content.php?sn=5185>；簡澤源，〈香港中資現況及入世后的角色〉， 

《市場經濟與價格月刊》，2002 年 5 期，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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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政 

 

舉委員會換屆選舉，協會組

織中銀香港、華潤（集團）、

招商局集團、香港中旅（集

團）、粵海控股集團等中資企

業 11 名中企協界會員參與

提名和選舉。 

2007 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發展經

濟 

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協會推

動中企協會界別 22 名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

支持愛國愛港的人士參選，

並鼓勵員工代表參加候選人

選舉造勢晚會。 

（未註明） 

2008 密切與特區政府

連繫與溝通－呈

交 2008-9 年度施

政報告給特首 

（未註明） 組四個代表團訪問

台灣，促進港中資與

台灣中小企業交

流，共同舉辦研討會

探討兩岸三地合作。 

2009 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參與政

策諮詢 

（未註明） 組團赴台灣拜訪機

關、地方政府與工商

團體，舉辦台灣投資

研討會。 

2011 鞏固與特首與特

區政府連繫，支

持依法施政 

（未註明） （未註明） 

 資料來源：香港中資企業協會網站，協會年報-2003-2011 年（2010 年為特輯），    

<http://www.hkcea.com/Content_more.asp?Key_word=&Cat=YAP>，自行製表。  
 

第三節  大陸公民「走出去」政策下出境旅遊與問題 

大陸公民出境旅遊為貫徹「走出去」戰略方針，具有階段性和區域性特徵，

發展順序自港澳游、邊境遊到出國旅遊，目的先從探親訪友、商貿活動，逐步發

展到觀光。大陸自費出境旅遊始於 1983 年試辦廣東居民赴港澳探親，1987 年核

准邊界省份人民與鄰接國家如朝鮮、俄羅斯等進行探親訪友和商務邊境旅遊，

1988 年開放赴泰國探親旅遊，成為大陸出國旅遊起點，其後陸續增加公民自費

出國旅遊目的地，如馬來西新加坡等六地，發展如下。 

 一、自費試點，低價旅遊滋生 

1997 年以前，大陸出國旅客主要為改革開放後較富有之高收入階層與公費

出國遊客，遊客團費高、消費能力強、利潤也高，對額外消費壓力不明顯，私事

出境則較少，泰國、港澳旅遊佔出境旅遊人數近 80%，東南亞旅遊為黃金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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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 7 月大陸頒「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理暫行辦法」自費出國旅遊正式 

開始，邊境旅遊也開放，同時香港回歸後赴港澳遊政策開放，與加入 WTO 融入

世界經濟與文化等推升出境遊遊快速成長，2000 年出境人次突破 1000 萬，較 1997 

年增加近一倍，因私出境也超過公費出境。出境旅遊人數增加，具經營出境權之

國營組團社也增加，競爭開始出現，然高收入階層人口出境旅遊市場漸趨飽和，

國營組團社出遊產品同質性又高，經營者轉向大陸中、低收入階層攬客組團，為

達業績與競爭生存，降低旅遊費用門檻，只收交通、食宿費成本價或低於成本價，

搭配自費專案行程與進店購物經營為不二法門；另外行業屬國營壟斷性質，出境

旅遊配額與入境旅遊人次掛勾關聯，具有出境權國營組團社開始經營出售配額提

供其他未具出境權旅行社以牟取利益。159 遊客於旅遊低價經濟考量與多程購

物、配合自費安排下，給予「高樓跳水」削價組團競爭空間，如赴泰國旅遊團費

低於海南島遊，160 零利潤（指團費接近成本價）、零團費（指團費低於成本價或

旅遊目的地食宿交通均免費），與高額回扣佣金交易開始出現，指導與脅迫購物

兼具，161 同時國外部分旅遊目的地大型購物店相繼出現，如泰國接待大型購物

店全盛鼎期，區域型旅遊兩大珠寶精品店即佔有 90%以上的大陸客市場。此一時

期零利潤、零團費與引誘導、半強迫購物若隱若現。 

 二、全面開展，零負團費出現 

    2002 年大陸頒「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管理辦法」，自費出國旅遊全面開展，2002

年大陸核准赴港澳旅遊組團社 528 家、港澳地接社近 260 家， 2003 年港澳自由

行實施，2005 年全大陸組團社自 1997 年 67 家擴增為 672 家，旅遊目的地數量自

1997 年 19 個擴增到 100 個地區與國家，出境遊人次 2003 年突破 2000 萬人次，

2005 年超過 3000 萬人次;組團社與旅遊目的地成長速度大幅超過出境旅遊人數，

市場組團社成為買方、國營產品同質又替代性高、許多非旅行相關之國營企業也

加入經營票務、訂房等，162導致更低價團費相繼出現，要求購物與旅客自費項目

增加成為操作無法迴避。2002-2004 年期間，泰、港、澳三地合計接待出境旅遊

人次占總量出境 74%，該區域也是大陸出境旅遊零團費最嚴重地區，泰國遊招攬

價調降為原價 1/5 或低於 1000 元人民幣團；另日本、澳洲與新加坡旅遊團費也調

降為原價 1/3，地接社買人頭付佣金之負團費現象陸續浮出檯面。1632007 年大陸

與香港旅遊部門聯手打擊來港購物旅遊零負團費，發現有問題之大陸組團一半未

經大陸官方批准，或為轉包，系內地與香港兩地旅遊企業相互勾結非法營利。164

為維持旅遊過程團費成本所需，地接社與導遊對旅客購物引導與自費行程安排形

                                                      
159

張衛紅，〈旅遊零負團費探析〉，《成人高教學刊》，2008 年 1 期，頁 5。 
160

〈低價旅遊團宰你沒商量〉，《中國經濟資訊》，1998 年 9 期，1998 年 4 月，頁 63。 
161

鄭直，〈泰國遊陷阱多〉，《社區辦月刊》，2002 年 18 期，2002 年 9 月，頁 12。 
162

張衛紅，〈旅遊零負團費探析〉，頁 6。 
163

賈躍千、何佳梅、崔鳳軍，〈零團費與我國出境遊發展階段的互動關係分析〉，《旅遊學刊》，2006

年，第 1 期，第 21 卷，2006 年 2 月，頁 72。 
164

國旅局再放狠話、大陸香港有企業狼狽為奸，《萬維讀者網》引自 2007 年 4 月 25 日星島日報，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newsViewer.php?nid=306639&id=722964&language=big5#sthash.QM0lodd

1.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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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強迫與必要，以佣金回沖成本，同時部分旅遊目的地購物店集團組織功能更為

強大，如成立地接社、自備交通運輸車輛與提供買團人頭佣金等。 

    大陸旅遊業零負團費現象不僅於出境旅遊，美國、日本、東南亞、歐洲等國

家遊客來大陸旅遊亦存在；同時大陸國內旅遊自 2003 年 SARS 事件後，旅行社

多以低價開發海南、雲南與華東地區省市熱門旅遊線路，低價演變成零負團費競

爭，並逐漸蔓延至全國旅遊市場，165佣金也形成支撐產業低價支柱，大陸旅行業

境內收取佣金彙整，如下表。 

附表 2-5       大陸旅行業組團社收取佣金比例彙整表 

項次 項目 佣金比例 收取單位 

1 餐費 20%－30% 組團社 

2 住宿與景點門票 30%－40% 組團社 

3 購物：  組團社固定抽佣金 10%，餘再依以

下比例抽成分配。 

五金、器具精

品、衣物 

30% 按地陪 40%、司機 40%、全陪 20%

分配。 

茶、蠶絲被寢具 40% 同上 

菊花 50% 同上 

紫砂壺品、珠寶 50% 同上 

4 旅客人頭佣金  組團社 

大陸內部 

 

50-1000 元 地區以四川、華東地區 50 人民幣以

內，雲南、北京等熱門旅遊路線超

過 100 人民幣，海南島近 1000 人民

幣，各地付費不一。 

境外 1000 元  區域以泰國、港澳、澳洲 

資料來源：鲍新山，旅遊回扣與旅遊投訴糾紛，江蘇：學海，2012 年第 6 期 

          ；賈躍千; 零團費現象剖析及治理措施，山東：社會科學家月刊 ,     

2004 年 6 期。 

 三、出境旅遊量與消費增加，旅遊服務貿易問題凸顯 

   大陸對公民出境政策由最初的限制到 2005 年規範發展出境旅遊，向 2007 年

的有序發展出境旅遊過渡。適度與有序發展指有組織、計劃與控制下發展，有組

織指出境以參加旅行組團社組織為主；有計劃則指依旅遊發展總體需要與外匯管

理，控制是指採特許經營方式。166 

    2006 年大陸公民出境量為亞洲首位，2014 年已突破一億，其中 90%以上為

                                                      
165

馬立萍、吳彥勤，〈大陸旅遊零負團費問題的經濟學解釋〉，《保山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 期，

2011 年 1 月，頁 73-75；賈躍千，〈零團費演化機制分析〉，《旅遊科學》，第 20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60。 
166

支靜文，〈淺析中國出境旅遊的發展歷程與特點〉，《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7 期，2014

年 7 月，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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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出境，目前出境量與消費境外均居世界首位，為爭取陸客市場，目的地國家

和地區 9 成開通銀聯等信用卡境外服務便捷支付，歐洲、紐、澳與日、韓等均鬆

綁簽證迎合陸客。2009 年大陸旅遊貿易開始出現逆差，2010 年出境旅遊人數首

次超過入境，持續增加結果旅遊服務貿易逆差缺口加大，2014 年超過千億，成

為世界上旅遊服務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究其原因為大陸旅遊服務貿易的國際市

場占有率僅為 4%，港澳更低，較諸歐盟平均 30%以上，美國平均 14%而言，旅

遊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弱。167 

 四、零負團費治理 

（一）治理 

    長期違規「零負團費」之大陸旅遊市場，1999 年大陸頒「導遊人員管理條

例」其中第 16 條規定導遊不得欺騙、脅迫旅遊者或與經營者串通欺騙行為，2001

年頒「旅行社管理條例」其中第 22 條與其配套「旅行社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

33、36 條規範旅行社增加收費須說明與遵守旅遊購物行程等契約要項，其要旨

指向購物、市場失序為導遊行為所致，明令禁止規範，保護旅行社契約立場，忽

視消費者權益；2009 年大陸頒規範旅行社管理、整治零負團費旅遊潛規則之「旅

行社條例」，其中第 27、28 條等規定不得低於旅遊成本報價、規範購物次數、不

得要求導遊領隊承擔費用、不得低於成本價轉團等，嘗試禁止組團社與地接社經

營零負團費；然大陸市場經濟道路為先發展、再治理，大陸官方於旅遊產業發展

抬頭之際，避免違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紅利與運作，因此以行政明令定位佣金之

合法性，然零負團費衍生之利益糾葛與外部不良操作，導致「頑症」猖獗難以根

治；168另外，政府部門未重視與管理制度觀念不符時宜，治標不治本也是因素，

於重災區香港，大陸訪港團僅 15%屬團費較貴之誠信旅遊，其餘 85%都為低價團

或超低價團。
169

 

2011 年 3 月大陸國家旅遊部門再要求依「旅行社條例」整治轉賣團、黑牌靠

行，零負團費經營與強迫消費等亂象，2013 年大陸公布「旅遊法」提升法的位

階到大陸國家第二級法律，打擊零負團費、再規範旅遊市場秩序。規定旅行社與

接待方，不得指定具體購物場所，安排購物或另行付費項目，但經雙方協商或旅

遊者要求等除外；170法律明令禁止不合理低價、不正當利益，但給予「購物」、「自

費」正式位階同時預留協商，因此實施後現像依然是「頑症」。171大陸國家旅遊

部門主管自 2007 年起年度工作會議即持續要求整頓旅遊市場零負團費等失序

「頑症」，2015 年更指出旅遊市場問題已千夫所指，並首度承認多年存在黑道惡

                                                      
167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4,”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14_e/its14_trade_category_e.pdf>。 
168

傅林放，〈論零團費的法律治理〉，《旅游學刊》，2010 年 9 期，2010 年 9 月，頁 71-73。 
169

上海市旅遊局課題組，〈零負團費成因、現狀與治理研究〉，《中國旅遊報》，2011 年 3 月 27 日，

<http://res.meadin.com/IndustryAnalysis/57823_2.shtm>。 
170

虞國華，〈旅遊法理解與旅行社適用〉，《香港導遊總工會》，2013 年 8 月，

<http://www.hktggu.org.hk/news_cntrlow/infoChinaTourismLaw.htm>。 
171

杜琪，《超特價「旅遊券」無王管〉，《香港成報》，

<2014-05-04http://www.singpao.com/xw/yw/201405/t20140504_5046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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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影響。大陸主管部門關於整治旅遊市場重點彙整，如下附表。 

零負團費現象整了再「回潮」，紅黑與社會勢力介入干擾，導致處罰規範零

負團費現象缺乏社會效果，法難罰眾；然支撐低價、零負團費與購物、自費行程

之核心要素－佣金，卻未更深入正視與規範。 

（二）佣金問題 

    大陸旅遊業中佣金已成為一種慣例、不成文潛規則。172出境低價零負團費旅

遊依賴佣金回沖資金，佣金同時支撐接待社經營與導遊薪資，組團、接待與導遊

三者相互層層剝削成為利益食物鏈，成本代價由消費者在二次消費自費項目和購

物高額回扣中得到利益補償，導遊位居購物店與旅遊者佣金執行前端中介之地

位。目前大陸多數旅行社為節約經營成本，採取用導遊、不雇用原則，導遊總數

中僅 2 成左右與為正式員工，其餘為社會導遊，173按件計酬；佣金來源已轉變為

收入主要部分，對接待社生存與導遊薪資制度形成重要影響。 

    大陸法律對回扣、佣金規範甚早，1985 年頒《中國國際旅遊價格管理暫行

條例》對國外到大陸旅遊合理收費訂原則與禁止項目，然加入 WTO 市場開放後

2001 年條例廢止；1988 年大陸人大頒佈《關於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對

於國家事業單位與人員，索取、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等訂為單位受賄

罪，情節嚴重判處罰金或徒刑；1993 年頒《反不正當競爭法》其中第 8 條指經

營者不得帳外暗中給予對方回扣，中間人之佣金可以明示給付，唯須如實入帳。

2002 年 1 月大陸國家旅遊局頒「整頓和規範旅遊市場秩序工作」通知首度明文要

求旅行企業與商家企業建立佣金收受制度，定性佣金制度之合法性；同時禁止導

遊拿回扣，但有權要求相當比率佣金為報酬。174 

    大陸對旅遊過程商家提供返利佣金定位合法，旅行社自購物站點所獲佣金可

能高出團費，誘使部分旅行社不惜削價低成本吸客，形成大陸旅遊業操作主流，

尤以出境旅遊為最，糾紛也最多，同時成為黑社會力量規模化積極介入之第三產

業。175 

    大陸自 2001 年旅遊業配合「打黑除惡」專項整治，然黑社會利用大陸政治

權力保護與結合，成功複製西方社會弊端紮根，形成紅黑社會勢力共同操控。2006

年 1 月大陸全國打黑辦公室強調，黑惡勢力日益向經濟、政治領域滲透，以企業

化、公司化掩護組織。2011 年大陸公安部主管人員強調黑惡勢力犯罪新特點是

圍繞經濟利益為主，如批發市場壟斷、旅遊市場黑旅遊路線等。中共「十八屆四

中全會」強調推進依法治國，旅遊重點在黑旅行社、領隊檢查與綜合執法；非法

與黑旅行社等問題提高至黨核心關注，然社會主義經濟紅黑勢力保護與抵抗下，

成效期待可能不高。 

                                                      
172

肖洪磊，〈旅遊回扣的合理性辯護及其出路分析〉，《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

2 期，2011 年 4 月，頁 74。 
173

上海市旅遊局課題組，〈零負團費成因、現狀與治理研究〉。 
174

大陸國家旅遊局，〈關於整頓和規範旅遊市場秩序工作的通知〉，《人民網中國法規規章庫》，2002

年 1 月 29 日，<http://law.people.com.cn/showdetail.action?id=2587011>。 
175

何清漣，《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2006 年 10 月），頁 17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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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6 大陸國家旅遊局 2007 年起旅遊工作會議等整治旅遊市場重點彙整表 

2007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推動誠信旅遊，展開市場治理「零負團費」爲主要內容

的專案行動。 

2008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全行業打擊「零負團費」、虛假廣告、強迫或變相強迫

消費、欺宰客等專項頑症治理；港、澳、澳大利亞、泰

國地區強調建立旅遊誠信。 

2009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貫徹大陸國務院整頓規範市場部署，有針對性地展開旅

遊專案治理。 

2010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提升旅遊服務，重點抓一批旅行社、賓館飯店退出，查

處公佈侵害遊客合法權益典型案例。 

2011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旅遊市場秩序長期違規「零負團費」、靠行承包、強迫

或變相強迫消費等欺宰客頑症沒有根本治理。 

2012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以《旅行社條例》爲執法檢查重點，解決旅遊市場低價

消費、掛靠承包經營、強迫或變相強迫消費等問題，展

開旅遊專案整治。 

2013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赴台游作為旅遊消費引導和執法檢查的重點。 

2014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全面貫徹落實《旅遊法》，強化旅遊市場監管。 

2014 年大陸全國

旅遊行業服務監

管工作會議 

《旅遊法》執行不到位，「零負團費」、強迫或變相強迫

購物現象出現倒退回潮。（2014-4-17） 

2015 年大陸全國

旅遊工作會議 

旅遊市場失序問題亂象叢生已千夫所指，黑道惡勢力影

響存在多年，將加強政府與市場介入。 

   資料來源：大陸國家旅遊局：<http://www.cnta.gov.cn >與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等，自行彙整。 

 

第四節  「走出去」政策思維下之大陸旅遊產業境外投資 

    中國旅遊產業走出去期程與大陸對外投資同步，早期以企業辦旅行社從事引

進外國旅客轉取外匯為主，目的地發展非以經濟為考量。自 90 年代開始大陸旅

遊產業開始「走出去」，2001 年加入 WTO 後隨著國外旅遊業走進來，大陸政府

也相繼推出政策鼓勵企業走出國門，但赴境外投資之旅遊產業大多為國有企業形

態，投資地區採客源跟隨，競爭力弱與投資效益均不理想，2010 年起旅遊產業

「走出去」開始重視生產資源要素開發，參與國際競爭，「走出去」之實質意義

較具體出現。綜觀大陸旅遊產業「走出去」政策下境外投資模式分為四個階段 

 一、改革開放後至 1990 年：派駐機構嘗試學習 

    改革開放後，大陸以全民辦旅遊為口號，大力發展旅遊產業，各地之黨、政、

 



58 

軍國家機關與企業集體均加入競相成立，主要對象為入境與境內旅遊；入境旅遊

政策依賴程度高，目的是以引進外資，同時規範僅中國國際旅行社（以下簡稱國

旅）、中國旅行社（以下簡稱中旅）與中國青年旅行社（以下簡稱青旅）三家官

方總社具有特許向境外承攬入境業務經營之權利－外聯權，入境旅客依國家別作

分工接待，如國旅負責接待入境外國旅客，中旅負責港、澳、台入境旅客，青旅

接待入境青年旅客。176旅行社特許經營至 1985 年外聯、簽證權下放至省級為止，

同年中國國務院頒「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規範旅行社必須為全民所有制，統一

管理分級領導，允許第一類旅行社於國外設立派駐機構，但不得經營招徠和接待

的旅遊業務。177此期間旅遊企業組織幾乎為黨、政、軍與企業部門所創立，受政

府干預主導下之特許壟斷經營，非市場機制形成，178出境旅遊經營主體 1990 年以

前僅國旅與中旅總社兩家。另飯店產業因大陸「八五」計畫，全民辦旅遊方針指

導下，各地黨、政、軍國家機關與企業均加入旅館建設，因應入境旅遊政策需要，

飯店成為最快與國外接觸、引進外資與開放外國管理之機構，如 1979 年 6 月北

京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資飯店，1982 年成立首家境外飯店管理公司之北京建國飯

店，1984 年大陸旅遊部門發起 「學建國運動」冀引進國際飯店服務、管理和文

化，1988 年大陸旅遊部門頒涉外飯店星級評定，對初具規模國內涉外飯店之設

施、服務與管理等規範與提升確有助益；179然此後一段期間飯店經營與設立仍以

境內與入境旅遊為主。 

 二、1990－2001 年：政策駐點客源跟隨 

    1990 年大陸旅遊局發佈「關於在國外設立旅遊經營機構的暫行管理辦法」，

首次允許國外設立旅遊經營企業辦法，1992 年大陸國務院頒「關於加快發展第

三產業的決定」明確於「八五計劃」中將旅遊業界定為產業範圍之一推動，180大

陸國務院 1996 年頒「旅行社管理條例」，將旅行社按經營業務範圍重新劃分國際

與國內旅行社兩類，1997 年大陸人民依「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暫行辦法」可

自費出國旅遊，業務由特許經營之旅行社（簡稱組團社）辦理，自此出國旅遊組

團社名詞自出境旅行社中產生。1997 年之前大陸嚴格控管出境旅遊，僅嘗試港

澳探親與邊境旅遊開放，政策為主動引導但適度發展，因此市場對涉外旅遊產業

之需求有限，181同時經營出境旅遊企業之配額係依據該企業經營入境旅遊績效審

查配發，因此入境旅遊業務發展為出境遊之基礎。182 

    大陸初期允許國外設立旅遊經營機構原則，以不損害東道國之國內旅行業組

                                                      
176

張志華，〈我國旅行社行業的分工歷史與現狀〉，《社會科學論壇》，2010 年 1 月，頁 158-160。 
177

中國國務院，〈旅行社管理暫行條例〉，1985 年 5 月 11 日，《北京東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律教

育網》，<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200/22598/22626/23022/2006/。 
178

吳武忠等計畫主持，《大陸觀光現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1994 年）》，頁 29。 
179

中國飯店三十年（1979－2009）：見證、融合與引領，《中國旅遊研究院》，2009 年 7 月 31 日，

<http://www.ctaweb.org/html/2011-2/2011-2-9-17-4-45346.html>。 
180

第三產業：從窪地中崛起當代中國研究，中共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人

民網》，<1992 年 6 月 16 日，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616/1974.html>。 
181

戴斌、蔣依依、楊麗瓊、馬儀亮，〈中國出境旅游發展的階段特征與政策選擇〉，《旅游學刊》，

2013 年 01 期，頁 42。 
182

李仲廣，〈中國旅游業“走出去”回顧與展望〉，《企業活力》，2012 年 2 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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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來大陸為主，同時與對方所屬企業之合作列為要務而非競爭市場，機構設立任

務不以當地營利為目標，而是招徠來華客源，設立目的主要為聯繫、調研、收集

情資與宣傳促銷等。183此期間對應於大陸走出去政策之態度保守嚴謹，與出境旅

遊受限，國營之駐外旅遊企業亦競爭弱、機制僵化，行業內擴張緩慢，以支持政

策任務優先，對資金和人員投入較低，重要是代理簽證。然部分旅行社業，於政

策與境外駐點需求下，亦陸續走向赴東南亞與歐美國家布局，如國旅總社、港中

旅、上海春秋國旅等；飯店類境外投資因需要較多資金投入、品牌優勢與在地化

認同，因此走出去經營僅北京建國飯店與廣東粵海集團兩例，統計表如下。 

附表 2-7        1990-2000 年間大陸主要旅遊產業境外投資統計表 

 項次 企業單位 境外投資經營項目 備考 

1 國旅總社 2000 年前於日本（4）澳洲（2）美國

（2）港澳（2）丹麥（1）瑞典（1）

法國（1）德國（1）等地區設立 14

個海外旅遊企業。 

屬於中央管理、

已成立中外合資

旅行社、中國國

務院 100 家現代

企業試點單位唯

一服務行業。 

2 港中旅 德國法蘭克福、漢堡旅行社，法國中

旅、新加坡中國旅行社、馬來西亞中

旅，投資美國錦繡中華景區（1995）。 

屬於中央管理、

內地成立單一股

權國際旅行社 

3 上海春秋國

旅 

美國、泰國、英國、德國、日本、澳

大利亞和香港等 7 個境外全資公司。 

 

4 招商國旅 收購英國文化旅行社（1995）。  

5 中青旅 收購香港中青旅（1998）。 中央管理、 上市

公司  

6 康輝國旅 法國康輝旅行社。 成立中外合資旅

行社 

7 昆明國旅 泰國昆明國旅。 成立中外合資旅

行社 

8 廣之旅 馬來西亞廣之旅。 成立中外合資旅

行社 

9 湖南國旅 新加坡遠東旅遊機構。  

10 國航公司 法蘭克福、慕尼黑設立辦事處，從事

機票代理業務。 

 

11 東航公司 法蘭克福、慕尼黑設立辦事處，從事

機票代理業務、1997 年境外上市。 

 

12 南航公司 法蘭克福、慕尼黑設立辦事處，從事  

                                                      
183

中國旅遊研究院，〈中國旅遊集團發展報告—中國旅遊企業國際化成長(1979-2010)〉，《中國旅

遊研究院網站》，2011 年 12 月 2 日，<http://www.ctaweb.org/html/2011-12/2011-12-2-15-58-96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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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代理業務、1997 年境外上市。 

13 建國飯店 1997 年 5 月香港上市、收購美國舊金

山假日飯店（1994）。 

 

14 廣東粵海集

團 

巴黎東郊投資中國城（CHINAGORA）  

15 東來順 香港、新加坡等共 60 多個國家和地

區注冊商標。 

 

16 全聚德餐飲

集團 

全球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 40 多個

分支機搆。 

 

17 上海錦江等 上海錦江集團、新亞集團、海鷗飯店

等在歐美、日本、韓國等合資開辦

10 家餐飲企業。 

 

資料來源：參考中國旅遊集團發展報告—中國旅遊企業國際化成長(1979-2010)與

李仲廣，〈中國旅遊業“走出去”回顧與展望〉，《企業活力》，2012 年 2 期，

頁 9；自行繪表。 

     

    1998 年大陸國家旅遊局等頒「中外合資旅行社試點暫行辦法」與 1999 年起

將春節等假日組成三個「黃金周」，自此拉動內需促進消費之假日旅遊席捲，代

表著大陸旅遊產產業仍以發展入境與國內旅遊為先，藉機發展旅遊企業模式與經

驗積累，以為企業走出去國際化知識與經驗作準備。 

 三、2001-2009 年：境外設立分社或合資企業成立服務網，開始起步     

    2001 年年底，大陸正式加入 WTO 世界貿易組織成為會員國，依據大陸加入

WTO 之旅遊產業在內市場准入開放期限承諾，進入 WTO 組織 3 年內，2004 年

11 月以前，需開放外商設立控股旅行社；進入 6 年，2007 年 11 月以前開放外商

設立獨資旅行社。中國政府依此於 2003 年 6 月頒「設立外商控股、外商獨資旅

行社暫行規定」，同年 7 月日航國際旅行社成立第一家外資獨資旅行社，其後首

家外商控股中旅途易旅遊公司亦成立於北京，184同時部分外資旅行社與國營旅遊

企業合作主攻商務市場，如國旅總社與美國運通合作等，進入主要城市設立分支

機構，連結外資投資之航空公司、飯店、商場及餐廳等合作，初步構建個別國家

地區入境旅遊接待一條龍體系，185自 2006 年開始世界十大國際飯店集團計 37 個、

60 個飯店品牌、502 家飯店均進入中國佈局，186對大陸國內旅遊產業產生競爭壓

力。 

                                                      
184

高舜禮，吳軍，〈中國旅遊業加快兌現入世承諾的重要舉措〉，《赤峰旅遊政務網》，2012 年 12

月 20 日，<http://cflyj.gov.cn/News_Show.asp?id=288&BigClass=%C2%C3%D3%CE%CD%B3%BC%C6& 

SmallClass=html>。 
185

李琳，〈美國運通潛行中國〉，《人民網轉載中國經濟週刊，2004 年，第三十九期》，2004 年 10

月 3 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1631/13178/1182043.html>。 
186

戴斌、束菊萍，〈為了一個更加大眾化的旅遊住宿產業的未來－中國飯店 30 年批判〉，《北京第

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 年第 11 期，總第 163 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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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加入 WTO 之際，大陸國務院 2001 年以「國發」九號指示，鼓勵有實力

企業到海外開辦旅行社和其他旅遊經營項目；具實力旅遊企業亦展開跨國經營布

局，然此期旅遊產業處於弱、小、散、差，集團化發展慢、競爭力不足階段，初

期境外投資以客源跟隨方式，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韓國、俄羅斯

等進行試點，作為前進世界市場之基礎，非旅遊企業也加入經營。187同時大陸公

民出境旅遊 1998-2003 年穩步成長，2004 年後為快速成長，2006 年出境旅遊人數

超過日本成為亞洲最大客源輸出國，出境組團社快速成長，2002 年 67 家，2010

年增為 1069 家其中 40 餘家為外資投資，出境組團社佔旅行業比重不及一成，創

造超過六成以上行業利潤。188 

    2007 年大陸對 WTO 承諾開放外商設立獨資旅行社，外資與合資旅行業加大

爭奪國內旅遊市場，產業於內外競爭壓力下開始新發展，以制衡外資企業和國內

企業合作對出境遊市場通路控制和延伸；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歐美經濟復

蘇遲緩，提供大陸旅遊企業海外併購機會，然旅遊業對外跨國經營以大型國企為

主體，境外旅遊企業因體制與監管乏力，導致經營績效、盈收能力均不理想，同

時非國有制如攜程、藝龍、漢庭、如家、7 天等企業亦積極海外上市，189因此投

資區域主要仍以港澳為主。2009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頒「旅行社條例」加速市場設

立分社服務網點，年底發布「關於加快發展旅遊業意見」再明確支持有條件旅遊

企業走出去，出境旅遊產業批發商於客源量激增與政策支持下加強於海外設立分

支機搆布點或委託代理等，如港中旅、中青旅、國旅、上海錦江以及民營企業等，

然目標市場仍以客源跟隨為主。190 

    自大陸企業走出去政策與公民出境進程觀察，2004 年起大陸陸續頒發投資

國指導與產業導向，支持有條件企業出去國際合資，另外 2002 年大陸公民自費

出境旅遊政策鬆綁，組團社成為買方，2006 年成為亞洲主要客源輸出國，影響

2009 年旅遊貿易服務出現逆差。旅遊業於企業加快走出去境外合資、出境客源

快速成長與外資進入競爭下，政策支持有條件旅遊企業走出去，於海外設立分支

機搆或委託代理等，如港中旅、中青旅、國旅、上海錦江以及民營企業等，然目

標市場仍以客源跟隨為主。旅遊服務貿易逆差出現，代表大陸長期以來依賴旅遊

業入境套匯形式已發生改變，未來客源朝國際化明顯，部分企業開始學習日本跨

國旅遊企業經營方式，將出境消費潛流回國，產業重點由客源方轉向資本面，併

購旅遊品牌、投資旅遊目的地，取得特許經營權等。1912009 年上海錦江集團與美

國德爾集團(ThayerLodgingGroup)在美國成立合資企業，併購美國最大經營飯店管

理公司之州際集團 (InterstateHotels&Resorts)，即通過境外合資企業收購進行「走

                                                      
187

李玉蘭，李巖，〈旅游企業跨國經營的動因分析與戰略選擇〉，《經濟論壇》2004 年 2 期，頁 41。 
188

李仲廣，〈中國旅游業“走出去”回顧與展望〉，頁 11；2013 國際旅遊博覽會開幕，《中華網引

述千龍網》，2013 年 6 月 18 日，<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ravel.china.com/vane/ 

chinanews/11120563/20130618/17896068_1.html>。 
189

路迦，〈旅企「走出去」機遇良好，非國有制旅企被寄予厚望〉，《旅遊中國網》，2011 年 12 月 6

日，<http://big5.china.com.cn/travel/txt/2011-12/06/content_24078051.htm>。 
190

中國旅遊集團發展報告—中國旅遊企業國際化成長(1979-2010)。 
191

厲新建，〈旅遊科學研究與旅遊企業跨國經營〉，《中國青年報 》，2015 年 4 月 9 日，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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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國際發展。 

四、2010-2014 年：境外轉移產能，資本投資、品牌落地 

     2010 年大陸定位外貿發展戰略，以加快轉變對外貿易，目標為貿易大國轉

變成貿易強國。192走出去政策主要 2011 年起鼓勵企業有序向境外轉移產能，開展

合作和跨國併購，培育世界級跨國公司，2013 年經濟總量大陸已居世界第二，

走出去強調以自己優勢赴境外開展綠地、併購、合資等新空間。 

     公民出境方面，2011 年大陸成為世界第一大旅遊客源輸出國，2012 年出境

旅遊達 8300 多萬人次，境外消費總額為 1020 億美元，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市

場及第一大出境旅遊消費國，2014 年大陸出境旅遊破 1 億人次，旅遊服務逆差更

擴大。193 

    旅遊產業境外佈局於走出去有序向境外轉移產能、開展合資和跨國併購、建

立供應與服務體系政策引導，與出境旅遊量持續成長旅遊服務貿易逆差更擴大

下，1942010 年起大陸飯店集團開始於境外收購品牌飯店，引進國際化雙向客源流

動，2011 年部分旅遊集團積極與國際著名旅遊集團透過以合作、併購等方式展

開品牌服務網區域化與國際化布局，2013 年經濟型連鎖飯店也陸續走出去，如

錦江之星，開元旅業、綠地集團旗下等，於境外新設國家品牌之飯店。195旅行社

業相較於飯店產業出去步伐慢，中國出境旅遊地位提升後，主要投資經營仍以港

澳為主，新設公司、增設簽證代辦中心為首，運用資金、產權進行橫向擴張，如

中旅、國旅、錦江集團，步伐相對落後。196 

    面對旅遊外匯逆差擴大，大陸國務院 2012 年起支援港中旅、中旅、華僑城

與南光等央企集團做強，培育成大型旅遊企業集團，在日韓、東南亞、歐美等主

要出境旅遊目的地拓展旅遊業務，採取資金、產權等資本投資、品牌落地、通路

整合與迂迴併購等，進入市場參與競爭，自依賴本國國際化客源跟隨低附加終端

產品零售之跨國經營，朝品牌企業資本投資、旅遊目的地景點建設特許經營權與

行銷諮詢服務管理等高附加價值管理等轉移向，以大陸市場換技術。 

2010 年起主要跨國經營走出去之飯店與旅行社業統計如下： 

附表 2-8    2010 年起大陸主要跨國經營走出去之飯店與旅行社統計表 

類別 企業名稱 境外投資地區 項目 

飯 

店 

類 

錦江國際集團 美國、歐洲與法國 飯店 

上海錦江之星 菲律賓、韓國 飯店 

復星集團 法國 俱樂部 

陽光酒店集團 柬埔寨、馬爾地夫 渡假村 

                                                      
192

中國大陸對外經濟活動之相關研究，張榮豐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研究與後 ECFA 時期的大陸

政策－運用系統工程的整合型計畫（摘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2012 年 6 月），頁 19。 
193

中國出境旅遊發展年度報告 2013 研究成果，《中國旅遊研究院》，2013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ctaweb.org/html/2013-4/2013-4-26-9-1-17935.html>。 
194

中國出境旅遊發展年度報告 2013 研究成果，《中國旅遊研究院》，2013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ctaweb.org/html/2013-4/2013-4-26-9-1-17935.html>。 
195

酒店餐飲旅遊行業研究，《中投顧問研究週刊》，總第 223 期，2011 年 10 月，頁 18-22。 
196

厲新建、崔莉，〈中國旅游企業跨國(境)經營潛力區位研究〉，《旅游學刊》，2013 年 8 期，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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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世界集團 美國洛杉磯 飯店 

海航集團 西班牙、約旦 飯店 

格林豪泰集團 美國、孟加拉國、越南等 部點 

尚客優集團飯店 東南亞和歐洲 飯店 

開元旅業集團 德國 飯店 

旅 

遊 

業 

海航集團 歐洲、美洲與港澳。 旅行業國際化 

國旅總社 全球 10 個國家與地區等 旅行業、簽證中心 

港中旅集團 15 個國家與地區等 旅行業、簽證中心 

其 

他 

攜程旅遊網 印尼、台灣、香港 旅行業 

華天旅遊集團 法國 飯店 

萬達旅遊集團 英國 遊艇、飯店、戲院 

華榮地產開發 德國法蘭克福 飯店 

綠地地產集團 德國 飯店 

資料來源：如附錄一。 

 

五、2015 年起：扶植旅行業以合資引進來再走出去，加快國際接軌，建立供 

    應與服務體系 

    2015 年起大陸新一代領導人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資本輸出帶動，建

立全球性供應與服務體系，四自貿區聯結內陸、國際、港台區塊，加速引資護航。

2015 年大陸上海等四自由貿易試驗區全數開放，旅遊產業除引進大量外資利用

自貿區政策方便進入，發展郵輪、遊艇與休閒旅遊提升旅遊資源，吸引更多入境

旅客平衡旅遊貿易逆差外，對於大陸市場極大、利潤較優之出境旅遊業務，四自

由貿易試驗區均首度獲准開放中外合資旅行社經營出境旅遊業務。大陸開放合資

旅行社經營出境旅遊為旅行業引進來與走出去政策轉型；依靠合資經營境外遊業

務機會，掌握與運用外資企業國際聯繫網絡與多元化產品資源，加快接軌國際，

順勢改變與扶植向來受政策保護下走出去與管理落後之旅行產業國際化進程策

略已浮現，上海等四自由貿易試驗區開放合資旅行社經營出境旅遊統計如下表。 

    面對大陸 1 億人口出境旅遊市場業務解禁，大陸境內 78 家外資旅遊企業包

含以美國運通、日本 JTB 集團與瑞士集團子公司勝景旅遊等外資公司，對向來獨

佔出境市場之國、中、青旅遊國企，也形成更多強龍挑戰。 

附表 2-9    大陸上海等四自貿試驗區開放合資旅行社經營出境旅遊統計表 

地區 合資旅行社項目 進度 

上海 允許在試驗區內註冊的符合條件的中外合

資旅行社，從事除臺灣地區以外的出境旅

遊業務。 

地中海郵輪旅行社首家

獲批；國內雄獅旅行社以

香港資金成立雙獅旅遊

中國公司與旗下欣雄獅

旅業，申請出境旅遊。 

福建 允許申請成為赴臺遊組團社的 3 家臺資合 雄獅旅行社與春輝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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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旅行社試點經營福建居民赴臺灣地區團

隊旅遊業務。允許臺灣導遊、領隊經培訓

認證後換證，於綜合實驗區執業；允許在

自貿區內居住一年以上的持臺灣自然人報

考導遊資格執業。 

於廈門合資設立新旅行

社，預期 2015 年底獲准。 

7 家企業申報設立台資合

資旅行社，另有 4 家商談

合資中。 

天

津： 

允許自貿試驗區內註冊符合條件的中外合

資旅行社，從事除臺灣地區以外的出境旅

遊業務。 

洽談中 

廣東 支持在自貿試驗區內設立的港澳資旅行社

（各限 5 家）經營內地居民出國（境）（不

包括臺灣地區）團隊旅遊業務。 

港澳資旅行社 13 家 

資料來源：大陸上海等四自由貿易試驗區方案。 

 

結語：    

    大陸旅遊產業「走出去」政策思維下之境外投資模式，雖與企業走出去同步，

然均為附屬角色；2001 年大陸加入 WTO 之前，政策規範未強制與出境走出去未

開放，旅遊產業境外僅以派駐機構形式出現，非以營利為目的。加入 WTO 之後，

公民走出去全面開放、「走出去」政策明顯增強與允許外資進入旅遊業壓力下，

旅行業開始政策性境外設立分社或合資企業。2009 年起，政策加快境外移轉產

能，同時公民走出去與消費持續高度成長，旅遊服務貿易缺口加大，引發飯店業

率先走出去境外投資與併購，旅行業仍以辦理簽證特權為主。2015 年起，大陸

開放合資旅行社經營出境旅遊業務，依靠合資經營境外遊業務機會，對接掌外資

企業國際聯繫網絡與產品資源，轉型引進來政策為走出去接軌國際，扶植旅行產

業國際化。 

    衡諸大陸旅行社與飯店等旅遊產業走出去國際化進程落後因素主要為： 

1.大陸旅遊產業長期處於內需型市場取性，國家政策保護，面臨市場開放走出

去國際競爭，人才缺乏、產業品牌國際競爭不足形成障礙。人才在於國際旅遊機

構開展及旅遊資源路線策劃、組織與談判等，197 尤其對國外文化、法律、財務

制度等國際經營慣例嫻熟，又能精通旅遊產業管理之多面複合型人才。就品牌而

言，走出去旅遊集團均具規模和資本實力，尤其是資金充裕，但缺乏核心競爭優

勢，如美國運通、喜來登等自有價值、理念、客戶資源、品牌、管理及旅遊產品

研發等，同時旅遊產業走出去向來又以對外投資與併購目標為主，忽略品牌形塑

與建立，國際競爭力自然不足，相對國際市場所佔比例就略少。 

2.出境旅遊市場區域寡頭壟斷，走出去企業未具影響力品牌。出境旅遊市場已

形成以上海為中心之華東地區、北京為中心之華北地區與廣州為中心之華南地區

區域性寡頭壟斷，上海市場計上海國旅、錦江國旅、青旅、錦江旅遊、春秋國旅、

上海中旅與上海航空旅遊等組團人數占 50%以上，北京市場計國中青三大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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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磊義，〈如何加快旅游企業走出去〉，《時代金融》，2013 年 3 期，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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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凱薩、眾信、康輝神州、春秋國旅、捷達假期與華遠國際等組團人數亦占

50%以上，廣州市場則以南湖、廣州國旅，廣州中旅和廣之旅為主，各地方區域

則以國、中、青旅作為寡頭壟斷，198提供港、澳、台，東南亞、日、韓等地主要

入境旅客。境外旅遊企業經營地區也以港澳與少數亞洲之外東道國為主，經營方

式均以國內客源消費、代辦簽證與代理國外旅行業產品之價格與佣金為主，無法

於境外飯店、航空與地接社等服務網資源佔優勢，同時頂級市場大多為外國旅遊

企業控制，面對國外旅遊業在地優勢競爭，走出去旅遊企業多面臨競爭生存威脅

或裁撤。 

3.中國旅遊產業發展向來以入境與國內旅遊為主，走出去戰略產業中，旅遊產

業本身投資甚少。大陸早期優先走出去發展為能源和資源等領域，境外旅遊產業

由採礦、建築類企業所屬投資，近年則為已開發國家市場科技與客戶開發為首

要，199服務業旅遊領域並非中國政府重點支持項目，同時大陸政府對旅遊企業「走

出去」只有鼓勵，沒有實質配套，專案審批程序複雜，導致不少旅遊企業有意向

「走出去」而無實際行動，200影響旅遊產業跨國發展速度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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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宏浩，〈中國出境旅游產業發展特征研究〉，《旅游學刊》，2010 年 3 期，第 25 卷，頁 23。 
199

中國大陸對外經濟活動之相關研究，張榮豐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研究與後 ECFA 時期的大陸

政策－運用系統工程的整合型計畫（摘要）》，頁 19。 
200

中國旅遊企業國際化成長(1979-2010)，《中國旅遊研究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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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當前我國旅遊產業發展與陸客來台市場 

    台灣早期觀光旅遊產業以引進境外人士來台旅遊或商務創匯目的為主，2000

年起逢全球觀光市場移轉亞太地區，政府列觀光產業為重要產業發展，然國人出

國仍高於入境旅客量。2000 年起政府調整觀光為新興產業，目標打造台灣為「觀

光之島」，提出「挑戰 2008：觀光客倍增計畫」，2008 年底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

光，開啟台灣觀光旅遊產業活絡時代。陸客來台助益於國內旅遊產業，然也滋生

陸客出境旅遊操作問題，本章擬就陸客來台後國內旅遊產業與陸客市場概況，探

討問題與發展。 

第一節  當前我國旅遊產業發展 

壹、旅遊產業概念界定 

     觀光旅遊有無煙囪工業、沒有教室的教育、沒有文字的宣傳、沒有口號的

政治、沒有大使的外交等稱呼，主要商品是服務；吸引遊客來觀光，創造產值，

經濟學劃屬第三級產業之綜合性服務事業，然其內容並非單一產業，而是由許多

部門與行業連結而成，觀光旅遊產業旅範圍為何？依照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2008 年修訂作為推廣發展觀光衛星帳，

概括定義旅遊產業是產生旅遊特徵產品的活動，滿足提供旅遊者消費與服務的行

業，當旅客不再出現時，行業也隨之消失，準此，旅遊產業內涵概分 12 項如下。 

附表 3-1          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旅遊產業分類 

項次 項                                                   目        

1 住宿（Accommodation for visitors） 

2 餐飲（Food and beverage serving） 

3 鐵路運輸（Railway passanger transport） 

4 公路運輸（Road passanger transport） 

5 水陸運輸（Water passanger transport） 

6 空中運輸（Air passanger transport） 

7 運輸設備租賃（Transport equipment rental） 

8 旅行業與訂位服務（Travel agencies and other reservation services） 

9 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 

10 運動與休閒活動（Sport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 

11 國內特有旅遊產品零售服務（Retail trade of country-specific tourism 

characteristic goods） 

12 其他國內特有旅遊活動（Other country-specific tourism characteristic 

activities） 

  資料來源： “Understanding Tourism： Basic Glossary”, UNWTO Statistics and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June，26,2013, <http://statistics.unwto.org/>，自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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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美國學者 Roy 等以旅遊服務供應者與服務通路之中間商分類，服務供應

者包含交通運輸業、住宿、餐飲、觀光景點遊樂場所與旅遊目的地等，通路中間

商則包含大型躉售商如台灣綜合旅行社、旅遊公司、地面接待服務公司（receptive 

service operator，RSO）機票批發與旅行俱樂部、會議策劃公司等。201國內學者吳

武忠將觀光旅遊產業分成兩主要部份，一是以主要行業為主，包含旅行社、導遊

和領隊、旅館產業、餐飲業，第二部份是與觀光相關的服務業包含運輸業－水、

陸、空運輸，金融業包含信用卡與旅行支票等。202以國內環境而言，參酌加入

WTO 旅遊服務業開放主要項目，本研究界定旅遊產業主要包含旅行社、國際觀

光飯店、一般旅館業、導遊和領隊、交通運輸、主題樂園與餐飲等，附屬包含精

品購物店、伴手禮、特產店、3C、藥品店與娛樂場所等，研究重心著重於旅行社、

國際觀光飯店產業。 

    旅遊事業列為產業發展後，各國家政府皆提出計劃積極推助，希望制訂可行

性、彈性、前瞻與統合性政策，落實於國家整體經濟貢獻上，國內如 2000 年提

出「挑戰 2008：觀光客倍增計畫」，2008 年底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後提出築底

拔尖計劃，2016 年入境旅客達 1000 萬人次；日本藉 2020 東京奧運提出觀光大國

計畫、馬來西亞計畫成為亞太商務樞紐、大陸 2015 年推出 515 旅遊戰略，配合

「一帶一路」加速沿邊跨境旅遊等。 

貳、2008 年起旅遊產業政策發展 

 一、2008-2012 年觀光拔尖領航行動方案 

    2002-2007 人年出境平均達 800 萬人次，入境旅客不及一半，不利外匯平衡，

加以國內旅遊成長遲緩與兩岸關係因素等，倍增計畫低於預期。2008 年政黨再

輪替由國民黨執政，對觀光旅遊發展影響最顯著即是開放陸客來台與相關配套。

2009 年 8 月行政院將「觀光產業」列為六大關鍵新興產業之一，提出「觀光拔尖

領航行動方案」，列出未來拔尖、築底、提升等主軸發展願景目標以掌握兩岸新

契機，使台灣成為「東亞觀光交流轉運中心」及「國際觀光重要旅遊目的地」；

產業發展目標為 2012 年來台旅客人數 550 萬人次，創造 5,500 億觀光收入並佔

GDP 比重超過 2%，2014 年達 950 萬人次來台。觀光旅遊願景與產業發展目標主

軸均圍繞於掌握兩岸「大三通」後開放陸客來台與推動相關配套發展為主，203規

劃來台旅客與觀光整體收益達成與調整情形如下表 3-1。 

附表 3-2   觀光拔尖領航行方案來台旅客與觀光整體收益調整統計表 

     年度 

項目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來台 達成數 439.5 556.7 608.7 731.1 800  

                                                      
201

Roy,A.C.,Laura,J.Y.,Joseph,J.M.著，賴韻如等譯，《觀光學》﹙TourismtheBusinessofTravel﹚，頁

128-130、177。 
202

吳武忠、范世平合著，《台灣觀光旅遊導論》（台北：楊智文化事業，2005 年），頁 121-122、176-177。 
203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拔尖領航方案》，2009 年核定、2011 年修訂，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115>。 

 



68 

旅客 

（萬） 

目標數 410 450 500/650 550/750 850 950 

觀光 

整體 

收入 

（億） 

達成數 

 

4,081 5,140 6,363 6,184 6402  

目標數 

 

4,400 4,700 5,100 5,500 6,115 6,585 

  資料來源： 

   1.交通部觀光局，《六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 —觀光拔尖領航方案》，

<grb-topics.stpi.narl.org.tw/GRB>，2011 年 5 月 27 日。 

   2.（500/650）分子為 2011-2012 年之原目標值，分母為修正後 2011-2012 年目

標值，自行整理彙表。 

 

2011 年起台灣觀光外匯收入已超過國人出境外匯支出，成為觀光收支順差

國家，出國與來台人數同步上揚，然近十年來台旅客源，大陸、日本、東南亞與

港澳旅客成長迅速之際，英、美與歐洲國家旅客成長卻停滯，客源極度不平均，

顯示觀光政策產出朝接待亞洲國家為主，其結果是否形成忽視英、美與歐洲國家

旅客，客源亞洲化或地區化之限縮過度集中，同時國內旅遊有限資源因來台旅客

過度成長，是否形成資源競爭激烈，導致政治與社會等問題層出，增加國民國外

旅遊動機等亦值關注，主要客源國旅客成長趨勢附圖如下。

 
附圖 3-1               近十年來台旅客成長趨勢統計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二、2013 年起觀光升級 

     2013 年元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實踐「黃金十年」，達成「繁榮、

和諧、永續的幸福台灣」之「國家發展計畫－2013-2016 年」，其中觀光政策重點

為推動產業轉型擴大國際化，發揚台灣多元之觀光特色，提出「Time for Taiwan」

（旅行臺灣就是現在）為宣傳行銷主軸，訴求全球旅客體驗臺灣美食、美景與美

德等，預劃打造臺灣成為「亞洲觀光之心(星)」，同時 2014 年啟動「觀光大國行

動方案」（104-107 年），以開發高價客源，如爭取東亞五國新富階級，簡化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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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客、自由行申請程序等來台便利與誘因，預計 2016 年達成來台旅客計畫目標

1000 萬人次，籌建星級旅館 550 家目標；2014 年來台旅客已達 900 萬人次，距調

整後預劃目標不遠，然旅客大部分來自大陸、港澳、韓國及東南亞等區域性顯著，

全球化尚待努力。204 

    臺灣觀光旅遊發展重點是自國際入境旅遊發展開始，其後國人出境旅遊， 

2000 年以後國際觀光入境與國民旅遊並重，旅遊發展考量國際環境與兩岸因素，

因此具有明顯政策主導與政治傾向，觀光旅遊產業政策亦從重點產業調整為新興

產業。 

参、當前旅遊產業發展概況 

    當前旅遊產業發展重點於陸客來台後旅行社與觀光旅館產業，分述如後： 

 一、旅行社產業發展  

    旅行社產業為觀光與旅客間溝通平台，自上游交通、住宿、餐飲等產業取得

資源包裝成產品後，提供消費者服務，滿足各式觀光需求。 

    2000 年前後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台灣 921 地震、大陸開放旅遊、美國遭受

911 攻擊與兩岸關係緊張及 2003 年 SARS 疫情等因素影響，入境旅遊成長放緩、

出境與國內旅遊持續成長，導致甲種旅行社增加快速，綜合與乙種旅行社成長較

緩，同時網際網路蓬勃發展，電子商務交易形成旅行社業通路變革趨勢，行業間

策略聯盟在電腦化推動下成為旅行業經營主流。 

    2008 年兩岸關係和緩、陸客開始來台觀光與政府致力推動觀光政策等，入

境旅遊大幅成長，綜合與甲種旅行社增長迅速，2011 年甲種旅行社總公司超過

2000 家；2015 年甲種旅行社總公司已 2300 家，綜合、甲種旅行社、乙種旅行社

與分公司近 3500 家，持續成長並市場區隔明顯。 

（一）市場進出障礙 

    旅行業設立受「發展觀光條例」與「旅行業管理規則」管制，205依規則旅行

業設立區分為綜合、甲、乙種，進入障礙為設立資金與從業人員之資格限制；設

立資金除綜合旅行社實收資本總額與保證金較高外，餘兩類之資金、保證金與經

理人員門檻均較低，以規範限制而言，條例利於旅行社員工另立門戶，自我產業

規範保護進入障礙，但對經營不善倒閉、破產或勒令停業之退場機制則較其他行

業門檻低，容易發生資金周轉、催繳帳款之負面骨牌效應。陸客來台第一年 2008

年為例，旅行社計 2932 家，2009 年新增與退出加總後減少 108 家為 2823 家，減

少近 4%。國內旅行社組織規模小，員工平均十人以下，利潤漸低約一成左右，

進出門檻寬鬆，造成行業流動進出頻繁，集中度自不易形成，有效管理亦較困難。 

附表 3-3                  旅行社不同條件設立區分表 

 條件 

 

資本額

（萬） 

增設分公司

增資（萬） 

保證

金

增設分公司

保證金（萬） 

經理人 

（人） 

增設分公

司（人） 

                                                      
204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家發展計畫－2013-2016 年》（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3

年 1 月），頁 214-218。 
205

交通部觀光局，〈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0182003321 號，2012 年 9 月 5 日，

<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_d.aspx?no=130&d=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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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萬） 

綜合 2,500 150 1000 30 4 1 

甲種   600 100 150   30 2 1 

乙種   300  75   60   15 1 1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10182003321 號，2012 年 

9 月 5 日。 

（二）成本與營收 

    旅行業為勞力密集產業，成本結構中薪資與福利項目佔營業支出一半以上，

其他設備相對減少；值得關注為近年隨者消費者對旅遊休閒重視，旅遊業者支出

廣告費用以提升自由競爭度也相對提升，服務收入比重近 10 年統計，2009 年以

前以代辦出國、代售交通票券與安排交推費為主，2009 年以後入境旅客增加，

接待外國旅客、代辦出國與代售交通票券成為主要來源，然安排交通與承辦國民

旅遊因網路、便利商店與自助旅行發達，收入年年遞減，服務收入統計如下表。

附表 3-4                     旅行業服務收入比重統計表 

 2004 2005 200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接待國外旅

客與導遊

（%） 

10 10 12 13 20 26 30 31 31 

代辦出國手

續（%） 

30 30 33 35 33 32 27 28 29 

代售票券

（%） 

20 20 25 23 22 21 25 23 22 

安排交通工

具（%） 

20 20 20 18 15 12 10 10 7 

承辦國民旅

遊費（%） 

20 20 10 

 

11 10 9 8 8 11 

來源：參考台灣經濟研究院，2004-2013 年，旅行業基本資料（2007 年資料缺）；

自行繪製。 

 

（三）、市場結構 

    近 10 年來旅行社市場結構呈現穩步上揚趨勢，綜合與甲種旅行社（含分公

司）市佔率 94%以上；綜合旅行社成長趨勢明顯，市佔率已達 15%，甲種旅行社

市佔率有增加趨勢卻減緩，乙種旅行社成長則不明顯，10 年來旅行社業市場結

構統計如下表。 

附表 3-5            2004-2013 年旅行社業市場結構統計表 （單位：%）   

年別 綜合旅行社 甲種旅行社 乙種旅行社 合計：總社與

分公司，（成長

比率） 數量 百分 數量 百分 數量 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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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比 比 

2004 82/148 9 1803/407 86 115/5 5 2560 

2005 81/153 9 1842/412 86 129/4 5 2621（2.3） 

2006 89/181 10 1896/382 84 141/11 6 2700（3） 

2007 89/218 11 1938/370 83 150/11 6 2776（2.8） 

2008 92/308 14 1989/385 81 149/9 4 2932（5.6） 

2009 89/313 14 1927/338 81 146/10 5 2823（-4） 

2010 94/307 14 1978/340 80 169/10 6 2898（2.6） 

2011 97/331 14 2038/349 80 177/9 6 3001（3.5） 

2012 101/362 15 2121/360 79 183/11 6 3138（4.5） 

2013 114/383 15 2203/361 79 195/11 6 3267（4.1） 

  資料來源：觀光局旅行業相關統計 2004-2013 年；（A/B）A 代表總社，B 代表

分公司，自行製表。 

     

（四）、競爭趨勢 

    旅行業競爭主要在於價格、服務、行程、經驗與上下游銜接安排，近年來網

際網路成熟與電子商務普及，旅遊業行銷也發生變革，統計 2006 年網購市場中

旅遊產品已佔 60%以上，206此後產品佔銷售前茅，旅遊網站已漸漸取代傳統旅行

社功能，因此業者無不強化行銷或異業結盟，如線上購票便利商店提供取票，易

遊網通路與攜程網結盟，開發兩岸市場等。面對陸客來台觀光數量逐年提升，與

大陸國、青總社，康輝與上海錦江等規劃環島行程價格介於 3000-9000 人民幣間，

差距逐漸擴大，207旅行業者也朝產品設計分眾、品質差異化與服務多元方向發

展，如導遊品質管控、另類景點開發、住宿餐飲特色與符合客製化需求等趨勢發

展，並加強管控競爭成本，如東南、雄獅等自備遊覽車等。 

 

 二、我國觀光旅館產業發展   

    觀光旅館產業為提供顧客住宿、餐飲、社交、會議、購物與娛樂等多方面功

能之行業，為觀光產業發展重要之一環，本研究界定之觀光旅館產業以國際觀光

旅館與一般觀光旅館為主，一般旅館業如旅社、汽車旅館、民宿與其他非特定形

式之寄宿場所暫不包括在內。 

（一）市場進出障礙 

    我國旅館業分類係依「發展觀光條例」、「旅館業管理規則」與國際及觀光旅

館建築設備標準規範，將國內觀光級旅館區分為國際與一般觀光旅館，主管機關

除直轄市、縣市府外，主要隸屬於交通部觀光局；208一般旅館之申設方式、主管

                                                      
206

楊家豪，〈旅行業基本資料﹙18953﹚〉，《台灣經濟研究院》，2012 年 3 月，頁 14，

<http://tie.tier.org.tw/db/article/list.asp>。 
207

〈2013 年觀光旅遊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19719﹚〉，《台灣經濟研究院》，2013 年 1 月，頁 15。 
208

鈕先鉞，〈旅館營運管理與實務〉，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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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行業隸屬與適用法規等均與觀光旅館有異，觀光旅館並接受設備與服務品

質之評鑑。建置觀光旅館鑒於所需土地面積較大，施工期程長，於台灣都會區商

業建地資源有限下，土地取得固定成本較高，同時相關軟硬體設備投入購置資金

亦較高，形成高度資本密集，回收期程 8 年以上，209因此產業進出障礙度較高，

投資者多為資本雄厚之財團或國外旅館業。參考未來四年新建觀光旅館提列預

算，新建客房數 200 間以上旅館所需經費，台北市與高雄市較高，計畫預算約

30 億，花東地區較低約 10 億，統計表如下表，因此資金影響觀光旅館規模與經

營門檻甚巨。210 

附表 3-6        未來四年北中南興建觀光旅館經費預算概列表 

  地區 

項目 

台北 

地區 

新北市

地區 

台中 

地區 

高雄 

地區 

花蓮 

地區 

台東 

地區 

客房規

模（間） 

200-320 400 250-300 300-800 200-250 400-800 

提列預

算（億） 

30-79 35-45 23-38 44-109 10 12-50 

   資料來源：籌設或興建中旅館統計，觀光局觀光旅館業籌設說明。 

     

（二）、成本與營收 

    觀光旅館業為提供顧客住宿、餐飲、會議與娛樂服務之場所，企業需要許多

職工來從事顧客服務或進行內部管理，因此人力於營運成本中佔約 35%角色極重

要；同時觀光旅館為招徠旅客，肆應過去不景氣停滯期，極力開展餐飲經營多角

化，餐飲食材成本亦佔近 20%比重，另因應新增旅館競爭，與搶食陸客來台商機，

業者紛紛進行改建與修繕，折舊所需成本佔近 10%，其他費用亦佔 15%左右，近

5 年國際觀光旅館主要營運成本趨勢如下。 

附表 3-7    2007 年-2011 年國際觀光旅館主要營運成本統計（比例：%） 

     項目 

年度 

人員薪

資比例 

餐飲成本 

比例 

折舊 

比例 

其他 

比例 

2007 33 18 9 18 

2008 34 18 9 16 

2009 34 17 9 16 

2010 35 19 9 14 

2011 33 18 9 16 

 資料來源： 

  1.觀光局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 

                                                      
209

王憶紅，〈觀光飯店回收慢至少 8 年才損平〉，《自由電子報》，2013 年 9 月 2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sep/2/today-e6-2.htm>。 
210

籌設或興建中旅館統計，《觀光局觀光旅館業籌設說明》，2014 年 1 月 15 日，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145>。 

 



73 

 2.其他部分包括：電話、電報、審查、委任律師與清潔消毒等費用支出。 

  3.比例部分小數點以下不計，並採四捨五入進位。 

 

    服務營收部分，國內觀光旅館業數量佔住宿服務業為 6%，營收卻超過住宿

業比重 50%以上，211服務營收以客房與餐飲為主要來源，佔比率 85%以上，近 5

年統計如下表。然近年來台觀光客增加並未加惠旅館客房與餐飲營收成長，客房

與其他項目收入呈逐漸下降趨勢，客房營收主要為住用率，近 5 年住用率統計國

際觀光旅館較一般觀光旅館高，然平均僅達七成，壓抑客房價格成長，客房客源

四成以上為國內旅客消費為主，2009 年起國內旅客、港澳、大陸與日本房客計

貢獻住宿客源近八成五，顯示住房旅客過度集中待多元開發，統計如下表。餐飲

部分，對觀光客吸引有限，婚宴市場利潤較高，業者採一站到底服務，積極跨入

婚宴市場，自 2005 起逐年增加，2009 年起餐飲收入超過客房收入比重，足資國

際觀光景氣雖受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影響，然業者也自國內內需市場開展多元

經營。 

附表 3-8           觀光旅館產品服務項目收入比重統計   比率（%）  

年度 客房收入比率 餐飲收入比率 其他收入比率 

2010 42 45 13 

2011 41 46 13 

2012 43 44 13 

2013 43 44 13 

資料來源：觀光局台灣區觀光旅館營運統計月報，其他部分包括提供洗衣、精品

銷售、商務會議場地出借等加值服務。 

附表 3-9               近 10 年觀光旅館住房比例統計  （比率：%）  

項目 

年 

國際觀

光旅館 

住用率 

一般觀

光旅館 

住用率 

小計 本國房  

客比率 

日本房  

客比率 

2009 年

起港澳 

與大陸

房客佔 

比率 

小 

計 

 

 

 

 

2004 66 62 66 48 17 

2005 74 63 72 43 22 

2006 70 63 69 43 23 

2007 69 60 68 44 22 

2008 66 58 65 44 20 

2009 64 56 62 41 17 24 82 

2010 69 65 68 41 17 28 86 

2011 70 62 68 41 17 24 82 

2012 71 66 70 38 18 28 84 

2013 69 63 67 41 16 28 85 

                                                      
211

陳家豪，〈住宿服務業景氣動態報告〉，《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2013 年 12 月 6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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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觀光局台灣區觀光旅館營運統計月報，自行製表。 

     

（三）、市場結構 

    國內旅館目前客房規模 200-300 間佔 26%，100-200 間與 300-400 間各佔 14%，

100-400 間客房之旅館佔總數近 55%，500 間客房以上旅館不及 10%，統計如下圖，

反應旅館業結構面對長期以來旅遊市場住房率未能有效增加、旅館收入與支出之

均衡，經營以構建中型旅館為主；觀察未來三年籌興建旅館，趨勢一致，500 間

客房以上僅三間。              

 
附圖 3-2 國內旅館客房規模統計圖 

資料來源：觀光局台灣區觀光旅館營運統計月報，自行製表。 

 

（四）、競爭趨勢 

    近年來台旅客雖逐年增加，2014 年已超過 900 萬人次，然籌興建觀光旅館供

給亦不斷增加造成客層稀釋，一般旅館、民宿等又競爭入境與國內旅遊市場，同

時國內旅客住宿觀光旅館亦趨飽和，致住房率僅達七成，凸顯市場供求不均衡與

競爭之激烈；2015 年起新增旅館加入營運後，供過於求將陸續發生，中價位旅

館也進入微利時代，恐引發退場潮。 

觀光旅館除利用網路行銷便利訂房消費、加入國外連鎖旅館經營在台設營業

部門、國內自有品牌整合連鎖與跨縣市聯盟方式開拓服務客源外，近年對住房客

源維持逐漸發展市場區隔，如國人住宿統計以義大、墾丁福華等綜合旅館或旅遊

區旅館為主，華僑住宿以天成與豪景飯店為主，陸客以桃園飯店、那魯灣與圓山

飯店居多，歐美、日本等旅客以君悅、國賓與喜來登等為國際連鎖飯店為考量，

統計如下表 3-9；同時加強提高顧客滿意度之軟硬體設施，如對睡眠床被提供全

球連鎖飯店（Westin）同款品質與多樣選擇，另闢頂級會館、加大套房引入管家

與保全服務，建置行政商務樓層區別房客，212改裝單人房為雙人房與套房等；對

旅客敏感之房價推出超優惠住宿，213加強異業合作提供優惠行程服務旅客。對於

                                                      
212

黃王行青，〈觀光旅館基本資料〉，頁 10。 
213

新竹喜來登住宿券下殺 3 折餐飲一券任選四餐廳使用，《2013 台北國際旅展網》，2013 年 9 月

28，日<http://taipeiitfoffical.blogspot.tw/2013/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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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館營運除陸續推展連鎖據點外，也於景點或鬧區推出副品牌商務飯店搶攻

特定族群，如國賓之 amba hotel、晶華之捷斯旅與雲朗集團「品」字觀光旅館等，
214同時成立顧問公司進行旅館技術管理業務規劃，外包勞務降低人事成本，與形

塑企業形象及申請股票上市等。餐飲部分，觀光旅館改裝宴會場所、成立婚姻顧

問諮詢團隊，提供一條龍整合式優質服務，跨足婚宴市場，提升本業利潤，其中

以六福皇宮、晶華與桃園翰品起步較早，2013 年成旅與林園集團亦加入競爭。215 

附表 3-10      2008-2013 年國人與來台旅客主要住宿旅館統計表  

年度 本國 華僑 大陸 歐美 日本 亞洲 

2008 墾丁凱撒、福

華、花蓮遠雄

飯店 

天成、麒麟 

、豪景 

 

 

 

君悅、 

福華、 

喜來登 

喜來登 

、福華 

、君悅 

喜來登 

、福華 

、君悅 

2009 墾丁凱撒、福

華、花蓮遠雄

飯店 

天成、豪景 

、桃園飯店 

圓山、三

德、福華 

 

君悅、 

喜來登 

福華 

 

晶華、 

國賓、 

喜來登 

 

君悅、 

喜來登 

、遠東 

國際 

2010 墾丁福華、凱

撒、花蓮遠雄

飯店 

天成、豪景 

、桃園飯店 

桃園飯店 

、圓山 

、通豪 

君悅、 

喜來

登、 

福華 

國賓、 

晶華、 

喜來登 

君悅、 

喜來登 

、福華 

2011 義大、墾丁福

華、凱撒，花

蓮遠雄飯店 

 

天成、豪景 

、通豪飯店 

桃園飯店 

、那魯灣 

、通豪 

君悅、 

福華、 

喜來登 

 

國賓、 

凱撒、 

晶華 

君悅、 

三德、 

遠東 

國際 

2012 義大、墾丁福

華、花蓮遠雄

飯店 

天成、豪景 

、通豪飯店 

桃園飯店 

、那魯灣 

、圓山 

君悅、 

福華、 

喜來登 

國賓、 

晶華、 

喜來登 

凱撒、 

天成、 

台北 W 

2013 義大、墾丁福

華、凱撒，花

蓮遠雄 

豪景、通豪 

、第一飯店 

桃園飯店 

、圓山、 

那魯灣 

君悅、 

福華、 

喜來登 

國賓、 

晶華、 

喜來登 

君悅、 

台北

W、遠東 

國際 

資料來源：觀光局台灣區觀光旅館營運統計月報，入境旅客住宿旅館取前三名，

不分區，自行繪製。 

                                                      
214

快速了解意舍，《台北西門町意舍》，2014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amba-hotels.com/tc/services/quick-facts>。 
215

「晶贊宴會廣場」歡慶開幕，《成旅晶贊飯店．台北蘆洲》，2014 年 1 月 26 日查閱，

<http://luzhou-zh.parkcthotel.com/?Nsn=134&Ssn=2023>。 

 

 



76 

   

結語    

    近年國際經濟情勢呈現歐美回溫復甦，但亞洲重要經濟體中國及日本表現相

對疲弱，東南亞主要國家又因天然災害、政爭及金融波動等表現弱勢。地處經濟

弱勢區之台灣，2008 年以來經濟成長平均界於 2-3%，政府對於觀光旅遊推動也

積極不逮；2008 年至 2014 年，來台旅客平均成長均達一成五，其中以港澳與大

陸旅客增加最多，2016 年吸引千萬旅客量來台非夢想。 

   受惠於外國旅客來台與國人出國、國內旅遊成長，國內旅行社近年營運績效

表現上揚，其中以綜合旅行社積極擴點與甲種旅行社成長較明顯，然旅行社業進

出門檻限制較低，接待入境旅客與票務佔營收八成，面對網路爭食與新興同業競

爭，利潤已然壓縮。國內綜合與甲種旅行社 10 年以來均維持 2000 多家，欲達個

別行業經濟規模較不易，以聯盟壟斷個別國家客源相較可行，面對未來國際旅客

成長競爭，旅行業者如無法以客源分眾、差異品質與多元產品吸引旅客，或參與

異業結盟，並減少成本支出，則生存空間將更壓縮，旅遊品質與市場秩序亦將被

打折受影響，甚而影響國家觀光形象。 

    觀光旅館業相對於旅行社業門檻，其投入資金與人力相較為高，投資期程損

益平衡約需 8-9 年以上，為資本密集產業。服務產品主要收入為住房與餐飲，現

有平均住房率偏低，導致供過於求，面對未來新建觀光旅館成長近現有旅館一半

之競爭，中等規模觀光旅館業將進入微利時代或退場，因此大型業者積極參與國

外連鎖訂房加入國際經營，中等規模旅館亦成立國內連鎖飯店，同時加強軟硬體

品質吸引旅客，與節省勞務成本開支，提升經營競爭力；另外大型規模旅館亦展

開新建副品牌中小型觀光旅館擴張據點搶攻特定族群市場。旅館營運亦開發另一

重要部分餐飲婚宴與年節外燴市場，利潤績效逐年超過客房收入。面對未來來台

旅客成長，觀光旅館業於市場區隔明顯下，異業結合開創服務空間、聯盟擴大客

源範圍與自有品牌開發連鎖為三大趨勢，同時競爭激烈市場，不利於個別小型觀

光旅館生存。 

 

第二節  陸客來台旅遊市場低團費問題 

    陸客來台提供臺灣旅遊外匯收入與入境客源助益，迄 2015 年 1 月，累計陸

客組團旅遊 875 萬人，自由行 202 萬人次，來臺觀光陸客團帶進外匯收入新臺幣

4,432 億元，216約佔臺灣年旅遊外匯收入 45%左右，平均每位陸客貢獻外匯新臺幣

5 萬元以上，2013 年大陸銀聯卡在臺灣交易總量達 1298 億元臺幣，佔 5 年來陸

客團外匯收入近 1/3，經濟上有發揮貿易投資替代效果，但弊端也叢生。國內產、

學與民意代表自 2008 年開放陸客後即不時提出呼籲正視陸客旅遊市場問題與管

制，發現其運作已影響國內旅遊品質與生態。 

                                                      
216

〈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104 年 1 月執行成效〉，《交通部觀光局》，2015 年 1

月，<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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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居民來台觀光為超過半世紀嚮往突破，然出境旅遊市場 10 年來存在著

低價操作、強迫消費、高額佣金與旅行社掛靠等後遺，台灣開放陸客來台旅遊業

務逢大陸「零負團費」強迫消費、欺宰客等頑症猖獗時期，開放初期臺灣本土旅

行社均未具接待陸客團經驗，港澳旅行社與港資購物店以其經營大陸地區人民港

澳遊 20 餘年經驗，陸續來台佈局，2012 年已 17 家為核准之兩岸陸客接待社，形

成中國組團、香港接單、台灣接待模式。陸客團組團社歷來出團採低價經營多年，

香港旅行社操作陸客團之低價零團費、購物與二次消費模式迅速複製進入台灣陸

客旅遊市場，購物店提供佣金成為支撐市場運作之最大支柱，旅行接待社變成購

物店客源代理商，陸客台灣旅遊市場逐步陷入類似港澳、東南亞與澳洲等低價零

團費採購旅遊路徑依賴模式。陸客客源掌握於大陸官方組團社，市場批發又大部

分落入港資旅行社操作，台灣接待社運作陸客市場自主與彈性自然受限，低價團

費接團發展就陸續形成，進程分述如下： 

一、低團費發展： 

（一）醞釀期：2008 年 7 月起 

    開放陸客來台旅遊初期，組團大多為首發象徵與破冰意義，具對台和平發展

統戰政策高度政治考量；初期僅開放大陸 13 個省（區、市）計 33 家組團社經營，

來台每日團費約 100 元美金，初期標準尚能維持，然相較於陸客前往日、韓與東

南亞則高出許多，217後續招攬不易，熱度過後，大陸組團社面對客源層開展需要，

低價團費誘因陸續出現。 

（二）、低價零利潤團費時期：2009 年 3 月-2011 年 4 月 

    2008 年大陸人民出境「零負團費」、掛靠承包市場亂象正炙，大陸對港澳、

澳大利亞與泰國等地區劃為建立誠信旅遊重點地區，台灣對大陸旅遊市場開放時

機，適提供零負團費業者操作低價團進入空間。2009 年起開放陸客供應方數量

增加，台灣又降低組團人數為 5 人與增加來台停留時間等，陸客量日平均超過

1,600 人次。出境來台人次增加，團費經大陸組團社剝消轉包，復以港資旅行社

更低價承接再轉包，台灣接待陸客團市場團費迅速削降，幾近零利潤。國內旅行

業協會指出 2011 年年中半數陸客團費接近 30 美元甚或更低，購物進站消費成為

必要行程。218同時，大陸全國旅遊監管會議 2010 年提出，來台旅遊不規範操作已

經出現，2011 年大陸全國旅遊會議提出期望來台旅遊市場能維持有序、健康發

展，219足資大陸主管部門亦察覺陸客台灣旅遊市場低價與後遺情形嚴重。陸客團

旅台人次快速增加，消費能力亦強，首年消費日平均 232 美金，僅次於日本旅客，

購物佔 60%以上，能力為入境旅客之最，然人為運作跡象明顯；220陸客在台高消

                                                      
217

〈陸客遊台灣商機可期〉，《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大陸經貿事務委員會》，第 187 期，2008 年 7

月 15 日，<http://www.cnfi.org.tw/cnfi/ssnb/187-3-9707.html>。 
218

〈台觀光局:2 成陸客團日團費不到 50 美元〉，《大紀元網系》，2010 年 2 月 10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0/2/10/n2815278.htm>；曾韋禎、林嘉琪等，〈搶中國客漸陷零團費

買人頭絕境〉，《自由時報網》，2011 年 7 月 19 日，<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509545>。 
219

杜江，〈統一認識，創新手段全面提升旅遊服務品質〉，《中國溫泉旅遊網》，2010 年 1 月 13 日，

<http://www.hstcn.com/html/zh/821.html>。 
220

〈中華民國 2009 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交通部觀光局》，2009 年 12 月，頁 12；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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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能力利益高於團費利潤甚多，引發大陸組團社覬覦，因此積拖欠地接社團費現

象漸漸浮出。221 

（三）、整頓時期與零團費：2011 年 4 月-2013 年 5 月 

    2011 年起陸客來臺觀光團體人數配額每日增為 4,000 人次，又開放自由行，

與福建居民赴金馬、澎湖地區個人旅遊等，陸客來台量成長超過過去三年；2011

年陸客團日平均 3,351 人次，2012 年日平均達 4,871 人次，量能雖持續成長，然

購物與二次消費等陋習亦曾加，政府同時開展整治。 

  1.整頓作為 

    對於陸客來台旅遊組團費低價與購物、二次消費等問題治理，首先兩岸主管

部門 2011 年共同發佈旅遊組團契約，規範團費支付與購物糾紛處理，展開低價

團整治之初步，其次 2012 年 2 月兩岸簽署「旅遊品質海南行動宣言」杜絕削價

競爭、禁止違規操作、惡意拖欠團費與糾紛等。 

    我政府主管部門 2011 年 8 月起針對低價團、合法導遊掩護非法帶團競爭、

二次消費與高額購物佣金等展開查核，2012 年上半年違規比例佔查核 13%；2222012

年 7 月開始分區就旅館、餐廳、購物店及遊覽車等展開擴大稽查，遏止走馬看花、

購物為主環島旅遊，同時針對陸客遊台順口溜「起得比雞早、跑得比馬還快、睡

得比賊晚、吃得比豬還差」提出包括加強「熱門景點」分流管制、品質審核管控，

與推動入住星級旅館等措施；2013 年年初推出控制尖峰時段旅客量，鼓勵開發

優質行程措施。國內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1 年 8 月聯合國內 149 家

旅行社發起接待大陸觀光團旅行社《自律公約》，共識接待團費不低於 60 美元，

購物佣金比例不超過 30%、不收人頭費、不增加自費行程等約定。223同時大陸 2012

年推出《旅行社條例》整治市場零負團費，2013 年大陸全國旅遊工作會議提出

對陸客來台消費與引導安排作為檢查違規重點。 

    此期間兩岸官方與國內旅行公會均以抑制低價削價競爭、非法帶團操作、二

次消費、高額購物佣金與積拖欠團費糾紛等為整治重點，並開發優質團，控制尖

峰時段旅客量，然成效卻有限。 

  2.低價團費發展 

（1）更低價競爭接團：2011 年 4 月起 

    政府主管部門 2011 年 8 月進行市場查核，發現存在削價殺低接待費承接操

作、非法惡性競爭破壞商序等，累計開放三年以來計 83 家旅行社違規，同時購

物店私設銀聯卡逃漏稅。2012 年 7 月起擴大辦理稽查後發現，環島旅遊已成為走

馬看花趲趕購物為主；部分團進站購物總數超過來臺旅遊夜數、惡意留置旅客購

                                                                                                                                                        
良，〈低價陸客團 40％的危機〉，《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1369 期，2013 年 5 月 29

日，頁 1。 
221

曾韋禎、林嘉琪等，〈搶中國客漸陷零團費買人頭絕境〉，《自由時報》，2011 年 7 月 19 日。 
222

〈修法後首宗案例：觀光局對接待陸客業者祭出重罰〉，《交通部觀光局》，2012 年 6 月 5 日 

，<http://admin.taiwan.net.tw/news/news_d.aspx?no=160&d=3640&tag=4>。 
223

〈接待大陸觀光團旅行社自律公約〉，《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2011 年 9 月

1 日，<http://124.9.4.178/Home?actio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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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兜售商品，既定行程外安排自費行程或活動，另離團要求繳交離團費等不合

理，部分旅行社並以小費、購物佣金或其他名目抵替導遊報酬。 

    此期間低價團發展為衝高業績殺低接待費，非法導遊帶團惡性競爭、以其他

名目抵替導遊酬給，走店進佔總數超過規定、惡意留置購物與高額購物佣金，安

排二次消費行程，另組團社拖欠款情事嚴重未解。 

    國內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雖訂《自律公約》，然大陸部分地區旅遊企業認為該

公約主要打擊大陸零負團費現象；現階段陸客來台旅遊一般日團費約 40 美元以

降至 20 美元，較諸大陸赴歐洲、港澳、澳洲與泰國旅遊等均採零負團費操作，

赴台團費已屬高價，違反零負團費市場原則，也將製造組團社與地接社間利益矛

盾，因此對台措施配合欠佳，窒礙難行成為必然，224但也足資大陸組團社自承對

台旅遊市場操作低價甚或零負團費之正當性，國內無法與之抗衡。 

（2）零團費現象浮出：2012 年 9 月起 

  接待陸客團來台旅遊市場團費國內旅行業全聯會與大陸旅遊企業評估 2012

年前後日團費約 20-30 美元甚或低於 20 美元以下，政府官員並表示團費更僅 15

美元；225接待低價團費現象普遍，同時陸客購買力亦普遍下滑，再值組團社又拖

欠款期程過長，導致資金無法回補缺口過大，旅行社賭輸為最終解決方式。2262012

年 9 月後主管機關修法開放旅客購物佣金可抵扣團費，大部分接待社依陸客團來

源推出零團費與低價團，導遊出差費酬給變相取消或縮減，零利潤走向零團費浮

出檯面，旅遊品質愈形低落。 

  低價零團費回補成本方式主要依靠購物佣金，其次為二次消費，導遊引導創

利居成敗關鍵；若所獲佣金不及成本，旅行社將趨虧損，因此支付導遊薪資酬給

發展出以小費或佣金業績抵付，甚而績效不佳扣佣罰款，引發合格導遊避開低價

團，或掩護旅行社以不合格導遊接團現象。
227

支撐零團費運作核心為購物站，2012

年年底亦發生 13 家購物店私設大陸銀聯卡刷卡機交易與製作不實財務報逃漏

歲。228大陸境外旅遊團費發展自低價零利潤發展至零團費歷時約 5 年，反觀台灣

陸客旅遊市場於港資旅行社與購物站衝鋒下同期達標，弊端發展相仿，危害程度

相若，2012 年後大陸雖推出《旅行社條例》，然組團社對台勵行零負團費操作依

舊，導致台灣旅遊市場購物與消費亂相泛濫，推促政府主管部門推出以管制陸客

團量為主措施，如優質旅遊與擴大自由行。 

（四）、自由行團客化與負團費：2013 年 6 月起 

                                                      
224

〈台灣業者發佈自律公約規定購物店抽佣比例〉，《華夏經緯網》，2011 年 8 月 3 日，

<http://big5.huaxia.com/tslj/flsj/fw/2011/08/2525235.html>；遲煥東，〈臺灣遊價格或水漲船高〉，《濟

南時報》，2011 年 8 月 5 日，<http://www.jntimes.com.cn/news.aspx?id=9352>。 
225

呂雪彗，〈陸客來台上限暫不調高〉，《工商時報綜合要聞》，2012 年 12 月 20 日，A4 版。 
226

〈華曜旅行社跳票有損旅客權益之虞觀光局勒令停業〉，《交通部觀光局新聞稿》，2012 年 9 月

13 日，<http://admin.taiwan.net.tw/news/news_d.aspx?no=160&d=3771&tag=4>。 
227

〈沒佣金惡司機丟包 30 陸客〉，《蘋果日報》，2011 年 9 月 29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 

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929/33702579/>。 
228

黃如萍，〈違規宰陸客 13 商店挨罰〉，《中時電子報》，2012 年 12 月 7 日，<https://tw.news.yahoo. 

com/%E9%81%95%E8%A6%8F%E5%AE%B0%E9%99%B8%E5%AE%A2-13%E5%95%86%E5%BA%9

7%E6%8C%A8%E7%BD%B0-213006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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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由行團客化 

2012 年來台陸客總數 258 萬人次，其中團客 178 萬，大幅成長 46%，鑑於接

待能量不具儲備性，陸客旅遊旺淡尖離峰期間遊覽車輛調度、住房供給、熱門景

點負載，與陸客團零團費持續糾結未根治等，政府自 2013 年 4 月實施觀光團日

總量增至 5 千人（一般與優質團）、自由行增為 2 千人並配額管制，另研訂陸客

團評估機制，抑制低價團操作難度。 

    配額管制措施引發部分業者反對，認為與世界許多自由國家產業潮流相左，

同時部分接待社靠購物佣金補貼團費，優質團提高團費限制走站，利潤將削減，

也造成大陸組團社攬客不易，啟動後兩個月僅 3 團來台，成效欠佳。陸客優質團

配額效應短期確實發揮壓縮一般團客量，2013 年 7 月主管部門再修頒行程不得任

意變更、安排住宿星級旅館、不得強迫或留置購物商店等「接待品質注意事項」，

規範低價團惡習操作，另外大陸規範旅遊市場之《旅遊法》2013 年 10 月將公布。

預期共伴負面效應下，2013 年下半年來台團客開始劇減、市場低迷，觀光產業

與航空運輸業者紛紛要求政府擴大開放陸團配額，解救市場燃眉。229反觀自由行

陸客量因不受購物、行程與佣金等因素影響卻穩步成長，2013 年 3 月迄 2014 年

6 月大陸來台團體與自由行量統計如下表，然旅遊問題亦產生。 

    自由行陸客量未受大陸「旅遊法」頒布影響每日直逼上限，數據背後卻隱藏

自由行陸客比照團客組團，以團體或分散方式來台，落地後「化零為整」比照團

體陸客方式接待，進行購物與二次消費之個人旅遊團客化，突破大陸「旅遊法」

與國內對低價團管制與配額之限制，重回環島購物，230以佣金補貼團費積習，嚴

重干擾陸客來臺觀光市場。政府部門自 2013 年 10 月迄 2015 年 3 月共查獲 23 家

旅行社違規經營「自由行團客化」行為。231自由行團客化除搶佔配額與規避管制

外，大陸無照黑領隊或社會領隊直接帶團落地操團或以國內交換學生帶團，壓縮

國內導遊就業機會與影響市場秩序。 

附表 3-11  2013 年迄 2014 年月大陸團體與自由行陸客量統計 

日期 

（月） 

團體陸客量 

（人次） 

自由行陸客

量（人次） 

備考 

2013/3 186636 30628  

2013/4 208267 43700 團客 5000/日、自由行 2000/日 

2013/5 137807 31065  

2013/6 117462 43048  

2013/7 144206 39227  

2013/8 138010 42590 組團社 263 接待社 463 

                                                      
229

張佩芬，〈優質團載客率直直落，陸團客不增航商急〉，《中時電子報》，2014 年 7 月 21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21000060-260202>。 
230

〈為確保陸客旅遊品質嚴禁旅行業接待「個人旅遊團客化」之陸團〉，《交通部觀光局》，2013

年 10 月 1 日，<http://admin.taiwan.net.tw/news/news_d.aspx?no=160&d=4469&tag=4>。 
231

〈操作自由行團客化加重處罰即日生效觀光局嚴格執法〉，《觀光局》，2015 年 4 月 1 日，< 

http://admin.taiwan.net.tw/news/news_d.aspx?no=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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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 141772 57193  

2013/10 94305 57239 大陸旅遊法實施 

2013/11 125680 54867  

2013/12 120051 62443 自由行增加為 3000/日 

2014/1 132361 84360  

2014/2 164147 83797  

2014/3 225073 84015  

2014/4 228693 87054 自由行增加為 4000/日 

2014/5 187943 85104  

2014/6 181899 77723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執行 

          成效」自行彙整。 

     

  2.零團費復甦與進化 

 （1）大陸「旅遊法」施行確造成台灣陸客團市場進入短期蟄伏與轉變，然預留

雙方協商購物與自費同時提供相當操作空間。面臨新形式，國內旅遊業除向政府

反映行業低迷壓力，掌握「旅遊法」各地遵循認知不一與低價旅遊市場需求外，

同時發展優質團客來台落地後與旅客簽署要求安排購物店等補充協議，搖身變成

低價採購團行程，或普通低價團假冒優質團搶佔配額，落地後改變行程進行低價

採購，往昔不強制購物變成需努力購物，部分並要求憑發票搭車現象，232低價零

團費操作又於 2014 年年初復甦，與港澳旅遊低價同步。 

    大陸歷年整頓旅遊市場失序主要以買人頭之負團費，233負團費組團本身就超

低價。香港半數以上從事低價接待內地團之旅行社，為避免購物消費不敷人頭費

成本，向下轉包團客給導遊，全港導遊約 80%為零底薪，貼錢支付人頭費交換帶

團，現職導遊 70%為大陸來港人士，操作近 85%港澳陸客零負團費團，不擇手段

強迫旅客消費。234 

 （2）國內自由行被團客化操作後，部分大陸領隊直接轉換成落地導遊，與國內

購物地雷站或非品質保證協會會員購物店合作操團，形成新旅遊利益路徑；另外

國內部分港資接待旅行社以香港操作導遊買團經驗，開始試行導遊買團付人頭費

經營方式。2014 年 5 月底國內主管部門接獲檢舉關於導遊被迫交人頭費交換帶團

事宜，6 月發出嚴禁操作自由行團客化與導遊繳人頭費破壞旅遊市場商序要求

等，足資零負團費之人頭費問題已實際存在並浮上檯面，陸客來台與低價團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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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鳴明，〈參團遊台灣每天封閉式購物店限時不許離開〉，《中國新聞網》，2014 年 1 月 4 日， 

<http://big5.chinanews.com:89/tw/2014/01-03/56946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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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躍千、何佳梅、崔鳳軍，〈零團費與大陸出境遊發展階段的互動關係分析〉，《旅遊學刊月刊》，

第 21 卷，2006 年第 1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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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寧，〈整頓旅遊業經營方式〉，《香港商報中國窗》，2010 年 7 月 20 日，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7/20/content_2559712.htm>；〈六大病端禍遊客望人大代表反映

零團費問題〉，《中評電訊》，2010 年 7 月 18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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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下圖。 

附圖3-3    陸客來台與低價團費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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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陸客旅遊市場零團費問題嚴重程度如何？發源地香港旅遊發展局 2010

年指出，香港陸客團 15%為優質誠信遊，餘 85%均為低團費或超低價團。2014

年 5 月我政府公布優質團佔陸團數 23%，情況似乎較港澳樂觀，然若考量低價團

偽冒優質團與自由行團客化之變數加總，以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陸客來台

數量為例推估，台港兩地陸客團旅遊受低價零負團費影響比例幾近一致，
235

統計

如下表。 

附表 3-12   2013 年至 2014 年陸客優質團與一般團數量比例概估表 

項目 人次 計算說明 

自由行

團客化

人數 

98,410 1.自 2013 年 9 月自由行團客化現象起算迄 2014 年 5 月

計 656,072 人次。 

2.自由行團客化人數，概估計算自由行人數 X15%，

=98,410。（如資料來源說明） 

優質團

人數 

289,901 1.17,053 團每團以 20 人計=341,060。（觀光局） 

2.優質團中扣除普通團人數，概估比例比照自由行團客

化 15%，341,060X15%=51,159，341,060-51,159=289,901 

泛陸客

團人數 

2,053,952 1.團客 1,955,542 

2.自由行團客化人數 98,410 

優質團 14% 優質團於來台團客中比例，優質團/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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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病端禍遊客望人大代表反映零團費問題〉，《中評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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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289901/2053952=14% 

 資料來源： 

        1.交通部觀光局，「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執行情形，

2013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與大陸來台人士新聞稿。 

        2.自由行團客化人數比例概算 15%參考：〈1 至 3 成陸客團假占自由行配

額台旅遊部門將重罰〉，《中國新聞網，引自聯合報》，2014 年 4 月 5

日，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4-05/6033696.shtml。 

  小結： 

    2014 年 6 月 29 日，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見台北市長郝龍斌時指出，陸

客來台零團費問題非常嚴重，如強迫不合理消費等，應優先想辦法解決；236隨後

政府主管部門首度承認與回應大陸出境旅遊向來普遍存在零、負團費、人頭費與

購物一條龍等操作等；2014 年 7 月「第六屆兩岸觀光交流會議」兩岸提出陸客團

市場秩序整頓，加強查處自由行團客化、零負團費等管理，政府主管機關並規劃

未來將採優質團增額與優先、增加自由行人數配額，陸客一般團額度不再增加，

並對近 50 家港陸資背景購物店重點密集查稅，237零負團費現象引起兩岸關注。 

    國內陸客團市場失序亂象外力干擾因素過大，問題非我單方所能解決，政

府過去以查緝違規，推出優質與自由行、限制團客等措施，成效自然有限，大陸

旅遊產業黑目前也查獲假自由行團進入，黑社會組織是否跨境影響國內旅遊或與

國內黑社會組織連結，更該預為提防。 

 

 五、陸客來台市場低價團問題質性訪談 

（一）、陸客來台初期旅遊產業運作情形 

       陸客團來台旅遊接待初期主要由港資旅行社承接再批發，同時複製香港操 

作陸客團經驗與模式進入台灣旅遊市場。 

    港資旅行社自 2000 年間開始經營陸客生意，2008 年陸客來台初始，大陸組

團社對台灣地接社之公司性質與操作方式並不熟悉，大陸組團社將團交由香港旅

行社、台灣港資旅行社操作，部分直接批發台灣規模較大旅行社，台灣港資旅行

社再批發旅客給台灣中小旅行社（QM2P2）；大陸旅遊業也希望客源先由香港旅

遊業代理與進入香港觀光後再到台灣旅遊（QM1P1）；港資旅行社瞭解台灣陸客

市場遠大於香港市場，因此以其經驗優勢「移植複製」，提供「服務一條龍」（LBA 

P3）；港資旅行社於 2008 年陸客開放後進來最多，管理登記比照外國人、限制較

少，陸資隨後亦進來，以入股或人頭買下台灣旅行社（AT P2）；港資旅行社成功

之道在於比較會「操」團（AM1P4），敢殺價（LBA P3），此外控管成本 Hold 飯

店房間方式（LBD P6）。台灣本土旅行業特色以中小企業居多，資本小、人力少、

進出容易，許多為家族企業經營，很容易被入股或買走，最大為鼎運與雄獅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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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欣，〈陸客零團費嚴重，張志軍：優先解決〉，《中時電子報》，2014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30000081-2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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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鋅銅，〈陸港資購物店交部列重點查稅〉，《中時電子報》，2014 年 9 月 5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05000973-2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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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2P4）；陸客團到台灣，大陸中青旅系統承接量最大，透過台灣港資旅行社

一條龍的方式將團送進台灣，利潤與效益主要回到大陸旅遊系統（APP2）。 

（二）、港資旅行社經營陸客市場情形 

港資旅行社直接獲得源頭客源，主導與影響台灣陸客市場過半以上，與精  

品店共生結構形成削價競爭，成封閉式利益集團，影響台灣旅遊市場生態。  

國內經營陸客團接待社 400 多家，實際經營約 150 家，港資旅行社約 30 家

（LBA P5）；接待陸客團純台資約僅 10%，其餘為港資與陸資，10 大接待旅行

社 6 家就有港資與陸資影子（ATP2），以 20 大而言是台資與港資各半（LBD P6）；

港資旅行社直接獲得源頭客源，與精品店是共生結構，團費壓得再低，都能自

購物佣金中取回，重點就是消費，量大與削價競爭，影響台灣旅遊市場，同時

品質也就沉淪（QM2P3）。 

（三）、陸客團國內購物旅遊行程：主要已形成六個區域經濟與發展純西線，進

出決定購物成效。 

 陸客團國內旅行已形成六個區域經濟，台北以名牌精品、伴手禮、故宮仿

製品；南投日月潭以鹿茸、靈芝；阿里山以茶業、檜木；高雄以鑽石；台東為

珊瑚；花蓮為玉石與伴手禮；近期團還要列入夜市行程，原則一天要進一購物

店。因此，台灣遊每日行程都要有特色，行程決定購物－「操團」，前 1、2 日

陸客較不熟不易出手，最後三日導遊在灌輸與交情加碼下，出手機會較大，尤

其最後一日，伴手禮一定要買，因此出入點於何處很重要，決定購物績效。 

      團可以東進西出或西進東出，南進或北進等，一般為 8 天 7 夜，或買台灣

送香港兩日（港資旅行社），「區域經濟旅遊」較多。就一般團特色，3-4 月過完

年，團量較大，同時退休人員（千歲團或小紅帽團）較多，10-11 月高檔團購物

力強較多（LBA P1）；大陸團客來台時間自 8 天 7 夜已慢慢縮減，改成純西線，

陸客自由行部分又大部分於西部三大都會區，因此東部購物店業者已慢慢移中

部佈點，提早卡位，目前區域尚未形成（HM2P3.3）。 

（四）陸客團低價團費操作情形：陸客團出境多為低價團，往各國皆然，衍生香

港導遊買團、澳洲購物站買團；台灣主要由旅行社買團但導遊與購物站也

有買團現象，低價團環繞以購物為主，旅行社主導行程，導遊負責操團，

佣金為發展支柱與核心，「零團費」團已經很普及。 

 陸客團出境團費前往各國都是低價，衍生香港導遊買團、澳洲購物站買團、

台灣旅行社買團，以陸客團來台 8 天成本每位約 2.2-2.5 萬台幣，團費低於此旅

行社接團就需「讀」出團的性質，由導遊操團「賭」回差價，購物店就是最大

金主，但旅行社決定「走點進站」如何操，具主導權，決定進不進站與誘發購

物時機（LBA P5）；陸客團旅客每日消費約 1300 台幣－飯店 600、兩餐 300、交

通與雜支 400，「零團費」落地後是不需花錢的，以 20 人為例，每日計需 26000

台幣，這就是人頭費，開支由購物退還佣金中沖回（AT P4）；操作「零團費」

就是要「賭」，港資旅行社比較會操「零團費」團，台資旅行社與 Shopping 店

就比較少經營這一塊（AM1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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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內蒙、河北、黑龍江省旅客是可以操作「零團費」，沿海省份福建廈門、

福州，山東省陸客較不購物，因此還是要收團費 25、30、40、45 美金不等，最

近 XX 精品店與 XX 系統也買團，玩「零團費」（AM2P4）；「零團費」團現在很

普及大家多在操作（ATP4）。 

 陸客每日 18-25 美金團費是兩岸三地接受的操作價，住宿飯店有低價旅館，

每日用餐午晚兩次也未達 150 元台幣（ATP5），低價團主要營收是購物站與特

產行，按消費總額 50-60%支付佣金低團費，差額就弭補回來（ATP5）；接「零

團費」團旅行社自然就會找購物佣金高的購物站來合作，旅行社就被「零團費」

團綁架，旅行社是投資者，也是賭家（ATP4）。目前陸客團客市場約 70%陸客

住一般旅館飯店，汽車旅館近年也經營接陸客團，客房價大約 1200-1500 台幣

之間，且大部分是當日結或刷卡（HAP1）。             

（五）購物站與旅行社間運作關係：雙方均須了解團的性質再談佣金，旅行社較

具決定主導權，但經常因財務問題受制於購物站；港資精品店三大系統掌

握陸客團客 60%以上，意謂上揭為低價團，市場高單價精品退佣已達

60%，伴手禮更高，東部購物店佣金高於西部。 

     低團費接團時旅行社就需「讀」出團的性質，由導遊操團「賭」回差價，

此一過程購物店就是最大金主，但旅行社決定「走店進站」如何操，決定客人

進不進站與誘發購物時機，較具主導權，佣金成數需要與購物站負責人「談」，

旅行社以陸客團的購物能力與買團成本作為「談」的本錢，購物店就要「讀」

出團的性質與價碼，但旅行社如發生團費還款不及與財務危機，購物店會出手

相挺，形成插股或綁樁（目前現象普遍），陸客團就不得不進店，兩者相依存，

2012 年華躍旅行社出現財務危機跳票倒閉，就牽連很多業者。港資購物店手錶、

鑽石、珊瑚等精品佣金約六成上下，伴手禮約六成五-七成，東部購物店新報價

近七成，六成八佣金，3%司機，台資購物店成數較低。港資精品店主要為寶得

利、捷達與歐亞三系統，每月進團超過 5000 團，掌握陸客團客 60%以上，已成

立社團法人協會，台灣本地主要精品店有綺麗珊瑚、蘇澳珊瑚與大東山珊瑚等

三家（後兩家業者反應可能被港資入股），綺麗珊瑚為國內珊瑚供應商（LBA 

P2）。 

     精品購物店主要成本在裝潢與人力，尤其裝潢要氣派和大器，每一家分店

資本平均要一億多，裝潢超過千萬，台資精品店門面一般較普通，還沒學到購

物店精華。2010 年 6 月之前，三大港資系統提供客戶香港刷卡機刷大陸「銀聯

卡」，消費資料、人民幣回流香港母公司處理，台資精品企業亦採相同模式處理

（LBD P4）。 

澳洲 Shopping 免稅店（購物店）負責人大多是華人，旅行社 Local Agent 做

「零團費」需與免稅店接洽買團，旅行社只是一個媒介，操作權決定在免稅店，

免稅店也提供導遊人力，與台灣不一樣，台灣精品店珊瑚、手錶、鑽石產品不

同，佣金比率會到 6 成（AA P3）。 

（六）大陸組團社積欠款情形：大陸組團社欠費情行普遍，估計 80 億台幣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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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應收帳款」，然其產生原因有計價差異、匯差與票據等，索回情形不

樂觀，形成團接越多損失越大，又受制於大陸組團社，積欠款操作成影響

旅行社運作的重要因素；澳洲旅行社與台灣同受積欠款影響，然澳洲旅行

社內部團結擋團卻能有效反制。  

     大陸組團社欠費大家都有耳聞，金額沒人說得準，幾乎每家都有，都是「應

收帳款」，大陸支付團費策略就是拖，真正要付時再要求打折（ATP6）。欠台灣

地接社多少團費？估計應該 50-100 億台幣，錢是拿不回來的，以台灣 X 運旅行

社而言，2012 年大陸河 XX 輝旅行社欠團費約 5000 萬台幣，該旅行社還有 40

家大陸往來旅行社欠團費未計算在內，欠費如何產生？對方以各種理由拖或殺

價，典型是以目前行情計算對其有利團費，接下來可能半年費先給一季，其餘

再欠著，如果不依此計算法就慢慢還，下次再對帳計算團費時，再以當時市場

行情計算；現在團費 18 美金，支付票據經常是三個月到半年，一來一往價差損

失驚人；另外，部分對大陸旅遊集團內部「勾團」給台灣旅行社之幹部，還要

預先支付人頭費以為報答，一般檯面下每人頭需付 3 美金以內，團接越多損失

越大，若台灣不依此方式交易，旅行社可能接不到團客（LBD P7）。 

     「積欠團費」，台灣一般旅行社資本與規模小，大陸組團社支付團費期程如

果是六個月就影響著旅行社的運作（APP2.2）。2013 年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幹

部認為「應收帳款」約 50-60 億台幣，但實際上應該 70-80 億以上（HA P2）。 

     每一個澳洲地接社現在都有被大陸組團社欠團費經驗，與澳洲合作的組團

社都是用國營名義，但實際上是掛靠在國營的黑牌組團社較多；大陸組團社會

拖，然後要求減價，伎倆大家都知道，但澳洲陸客地接社比較團結，對於欠款

的組團社，會聯合擋團不接，或免稅店不買人頭等（AA P5）。 

    大陸掌握客源源頭，一直送團過來、團費一直拖，台灣地接社當然不能與

之破壞關係，就一直接、被欠的就越多，此環節中台灣地接社為維持生計，大

陸組團社可能會借錢給台灣地接社周轉，另外精品店也會出手幫忙，欠款方式

變成一種策略與工具運用，台灣旅行社就漸漸被港資與陸資所影響（APP2.2）。 

  

小結     

  一、自研究與訪問資料整合，訪問資料支撐與提供更深度研究範圍資料。大陸

陸客市場源頭即採低價出團，國內旅行社於購物店與拌手禮店高比例佣金誘使

下，趨動挺而走險賭團，誘發鼓勵購物消費，同時犧牲旅客權益作代價，組團

社、旅行社與購物店形成體系內部運作之共犯結構。運作過程組團社控團量、

旅行社拿團兜售、購物店佣金利誘與導遊進行操團鼓勵購物補回成本，過程中

均以利益為考量而非旅客權益與旅遊品質，導致旅行社被積欠團費、或被金援

入股走向退場，非法導遊取代合法市場，陸客台灣遊成為一條「台灣購物路線」，

結果與開放陸客原意背道。 

  二、大陸居民 2003 年開始赴港自由行，旅遊消費推升香港經濟，但旅客流量

超過香港承受能力也干擾港人生活，2012 年統計每名香港居民需面對 5 位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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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長期負面情緒最終引發香港居民抗議、兩地民間衝突矛盾，對自由行開始

研議限制。238台灣擴大陸客自由行推動之際，痼疾已出現，同時排擠、影響向

來市場主要客源之日本旅客來台意願，旅遊品質亦受影響；規範整頓作法已遭

破解繞道，量的增加更加深國內旅遊產業對港、陸資的依附，喪失主導，甚而

引發政治負面效應，台灣旅遊應回歸「市場」機制與正軌，運用豐富人文與歷

史資本，創造旅遊文化軟實力，跳脫環島購物旅程專賣，始能擺脫佣金博弈追

逐，抑制向下沉淪。 

第三節  陸客來台旅遊市場一條龍問題 

旅遊業是綜合性服務產業，整合運輸、住宿、餐飲、觀光、購物與娛樂各環

節產銷合一體，提供一條龍服務；旅行社於產業體系中扮演供應商、中介商與接

待服務的龍頭角色。2008 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兩岸以組接團方式操作，隨者

陸客來台人數增加，商機擴大，國內各界陸續發出港資或陸資旅遊業在台操作如

同對東南亞市場一條龍服務模式，239對國內旅遊生態與發展已造成相當影響，殊

值探討。 

壹、兩岸三地旅行業跨界經營情行 

 一、台灣旅行業 

    國內甲種旅行社佔 80%，特點為規模小，人數 10 人以下家族或小型企業佔

1/3 以上，進出門檻寬鬆，行業流動進出頻繁，集中度不易形成；主要業務 2009

年以前以代辦出國、代售票券為主，2009 年以後轉接待入境旅客為主要。旅行

社具備提供多元化旅遊服務，大多僅兼營交通運輸公司，跨界經營飯店、購物站

與餐飲因同行相忌則較少。國內主要上市櫃旅遊企業仍以經營境外旅遊為主，統

計如附表，面對市場劇烈競爭，政府積極推動旅行業品牌化與連鎖模式，大型業

者朝品牌化、國際化、集團化方向經營，中小型業者朝市場差異化發展，由大型

旅行社負起社會責任，採直營與加盟連鎖模式，建構健全市場機制，240因此目前

跨界經營能力尚屬薄弱。 

附表 3-13           國內主要上市櫃旅行業經營項目統計表 

旅行社

名稱 

上市/櫃

時間 

主要營收部分 營業項目與其他 

鳳凰旅

行社 

2011/10/ 

上市 

出國旅遊佔 90%，歐

洲團為主，陸客來台

佔 10% 

委辦旅遊服務安排。 

                                                      
238

陳麗君，〈香港與內地融合過程中的沖突及其原因突〉，《探索與爭鳴月刊》，2012 年 6 期，2012

年 6 月，頁 77；翁曉瑩，〈削減赴港自由行到底行不行〉，《新浪網財經香港站》 

2014 年 5 月 29 日，<http://finance.sina.com.cn/zl/international/20140529/153519266842.shtml>。 
239

范世平，〈中資旅遊業搞「一條龍」搶灘入台〉，《中國通財經月刊》，2003 年 6 月號，頁 76-79。 
240

蕭介雲，〈產業觀察/旅遊品牌化帶動產業升級提昇國際競爭力〉，《欣傳媒網旅@天下試刊號》，

2012 年 5 月 7 日，<http://www.xinmedia.com/n/news_article.aspx?newsid=1523&type=3>；〈全國觀光產

業發展會議建言，促進觀光優化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交通部觀光局》，2014 年 6 月 13 日，

<http://admin.taiwan.net.tw/mobile/news_d.aspx?no=5075&ta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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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獅旅

行社 

2013/9 

上市 

東北亞、東南亞佔約

50%，入境 2% 

1.委辦旅遊服務安排。 

2.2011 年大陸成立華獅旅行

社。 

燦星網

旅行社 

2012 /2  

上櫃 

東北亞、東南亞佔

40%，日本為主，票

務 30%。 

1.網站經營及電子商務。 

2.2013 收購五福旅行社。 

易飛網

旅行社 

2013/12 

上櫃 

東北東、南亞佔近

60%，國內線 20%  

票務 5% 

1.網站經營及電子商務。  

2.2013 收購誠信旅行社、大

陸成立 Fresh King 公司專辦

陸客來台。 

  資料來源：旅行社財務報告，自行彙整。 

      

 二、大陸旅行業 

    大陸早期國外設立旅遊機構，目的在於聯繫、調研、收集情資與宣傳促銷等，

非以營利為目標，更重要任務為代理簽證業務，主要企業如國旅總社、港中旅、

上海春秋國旅等於東南亞與歐美國家均有佈局。2006 年後大陸旅行社市場對外

開放，部分獨資外國旅行社如北京日航國旅、全日空國旅與上海麗星遊輪，運用

其國在大陸之航空公司、飯店、購物站及餐廳合作，形成入境接待一條龍服務，

尤其主攻大陸本土旅行社經營較弱之商務旅行市場，產生對其他旅遊業排斥與利

潤外溢。241 

    2010 年起大陸旅遊產業面對外資陸續走進來，開啟走出去國際化腳步，首

先飯店集團於境外收購，自有品牌經營，2013 年經濟型連鎖飯店如錦江之星等

也陸續走出去
242

，2014 年 4 月大陸如家酒店集團進軍台灣與福泰飯店集團合作聯

盟。243旅行社部分，港中旅自 2000 年起於港澳地區跨足飯店與運輸經營，2012

年起部分大陸央企旅遊企業在日韓、東南亞、歐美等拓展子公司與門市拓展，跨

界經營仍未起步。大陸中旅總社前總裁則堅持旅遊業標準化、一體化和專業化運

作更重要，一條龍操作模式讓企業難以發揮整體效益，244對一條龍操作存疑；另

外依大陸官方公布資料，2012 年前後大陸「境外飯店投資」收益僅佔整體旅遊

業 0.3%比例，以出境為主之中青旅海外旅遊收入僅佔總體營收 1.5%，旅遊產業

跨境走出去尚屬初級階段。 

 三、香港旅遊業 

    大陸赴港旅客自 1997 年 236 萬人次，2013 年增為 4700 萬人次，16 年增加近

20 倍，旅客量佔港入境旅客市場 75%，其中自由行佔一半以上，旅遊動機以購

                                                      
241

陳怡甯、吳巧思，〈外資進入我國旅行社業的發展及對策探討〉，《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6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76-79。 
242

酒店餐飲旅遊行業研究，《中投顧問研究週刊》，2011 年 10 月，總第 223 期，頁 18-22。 
243

羅建怡，〈兩岸飯店結盟搶自由行商機〉，《聯合報》，2014 年 4 月 30 日，C7 版。 
244

莫躍明，〈中國旅行社總社有限公司在變革時代創新前行〉，《中國旅遊報》，2009 年 8 月 19 日，

<http://www.cnta.gov.cn/html/2009-8/2009-8-19-11-14-0908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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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為主。245香港已為購物與旅遊交通中心，服務體系、資訊及網路資源基礎完備，

具強大集客能力，如招攬旅遊散客成團整批批發給目的地接待旅行社，接待社再

進行零售。 

    2003 年「SARS」後自由行旅客壓縮團客市場空間，團費報價更低、競爭更

激烈，以零負團費為生存手段之小型旅行社操團佔整體入境旅遊市場比率增加，

旅遊業負面效果漸漸產生「內地化」趨勢。246惡性競爭循環結果，購物站形成資

金調度，支援餐飲、車輛中心，另購物站亦成立旅行社加入操作，或提供大陸掛

靠黑牌組團社攬客，再以進店與佣金作為交換，形成特殊接待一條龍服務模式。

以香港接待陸客最大珠寶販售商王氏集團為例，集團除免稅店、珠寶店外，並跨

界旅行社經營，以一條龍模式瓜分 1/3 陸客旅港購物市場。247香港購物店出資或

經營成立之旅行社近 40 家，承攬 1/3 陸客旅遊市場旅客，248另香港旅遊業議會總

幹部指出，迄今香港陸客接待社約 60 家受陸資資金挹注介入，佔總數 1/4，249香

港核定接待社受購物店或陸資影響已近半，旅遊生態持續發展成低價與購物主導

已不可避免。 

小結 

    綜觀兩岸三地旅遊產業多以專業化發展，集中業務經營為主，跨界經營多未

成熟，然香港購物店集團近年崛起，形成支配地位掌控市場逐步往一條龍服務方

向深化，嚴重影響香港旅遊業形象，傷害來港旅遊者權益，也破壞正常業者營商

環境，出現「內地化」趨勢。 

貳、國內陸客市場接待問題 

 一、港資旅行社複製經驗 

    2008 年下半年開放陸客來台後，港資旅行社以接待陸客 10 餘年競爭經驗與

兩岸直航後陸客香港轉機客源減少，推促港資旅行社開始來台投資旅遊業，香港

中聯辦與中資企業協會並密集訪台，為台灣正式開放陸資後首批登台中資企業。
250港資旅行社透過大陸組團社招攬整批團客後，批發台灣港資分公司，再零售港

資旅行社或合作之本土旅行社帶團，其優勢除客源外，同時引進香港操作零負團

費之飯店包房、「賭」購物作法。2010 年 3 家主要港資購物站適時國內擴大據點

經營，配合陸客低價團操作，251助長承接團費削價競爭，形成「大陸組團、香港

                                                      
245

郭安禧、黃福才，〈中國大陸民眾赴香港旅游研究綜述〉，《經濟問題探索》，2012 年 7 期，2012

年 7 月，頁 132。 
246

雷海粟、詹嬋娟，〈香港旅遊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港中旅在線服務》，2010 年 3 月 7

日，<http://www.hkcts.com/serve/yjcg/hktravl1.htm>。 
247

〈王永堅「一條龍」通吃〉，《香港文匯報訊》，2013 年 2 月 15 日，<http://paper.wenweipo.com>。 
248
〈港 40 間旅行社由購物店開設〉，《蘋果日報港聞特稿》，2013 年 3 月 7 日，<http://hk.apple.nextmedia 

.com/news/art/20130307/18186958>。 
249

李雅雯，〈遊港廉價團內地黑工劏客聘港導遊充紙牌防巡查刀手難斷正〉，《蘋果直擊》，2014 年

5 月 31 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531/18739238>。 
250

〈香港中資企業可望先登台〉，《中評社台北》，2009 年 6 月 19 日，

<http://hk.crntt.com/doc/1009/9/9/5/10099957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99575>。 
251

吳育光，〈專訪 CJW 鑫瑟國際珊瑚集團總經理張雅琍〉，《台灣旅報》，2010 年 5 月 17 日，第一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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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單、台灣接待」兩岸三地一條龍營運模式操作，限縮與排擠台灣接待社空間。

2010 年 8 月大陸甘肅省旅遊局發出嚴禁非法旅行社低價組團繞道港澳與指定組

團社不得委託其他任何單位、旅行社等招攬來台旅客之通知，252足資陸客組團源

頭之違規、超範圍行事已存在，提供港資旅行社招攬批團依憑機會。港資旅行業

掌握台灣陸客團市場半數以上批客量，形成港資背景旅行社支持港資購物站與台

灣接待社支持台資購物站市場區分；港資地接社掌握 6 成陸客團，其中 5 成團客

進入指定港資購物站，港資購物店也複製香港模式主導旅行社，旅行社成為購物

店下游客源代理商。253 

 二、購物店主導與弊端 

    購物店為香港旅遊產業最具影響力之旅遊鏈，2008 年起來台複製香港經驗

優勢在於鑽石、名錶等高單價精品貨源販售，同時併購台灣本土珊瑚精品市場經

營，並拓展經營項目至伴手禮與茶葉等，獲利後再轉投資飯店房地產。台灣本土

購物店初期雖也加入競爭，但對接待陸客未深入與經營操作策略不熟悉，無法與

港資購物店市場競爭。254港資購物店對資金管理除零負團費操作之退佣、融資調

度外，更擅長於旅遊業贊助、預付佣金與策略結盟合作。國內旅行社受於資金調

度與支付團費限制，接待陸客行程自然納入港資結盟體系，安排進入港資購物

店、飯店、伴手禮店等作為合作交換，概估港資購物店佔國內陸客團消費近

36.48%，佣金也內生化，統計如下表。然政府單位亦發現部分本土購物店與陸資

合作搶佔陸客團市場，概估迄 2014 年專營陸客團購物店約 200 家，其中 50 家以

內具港陸資背景，涉及經營所謂一條龍，列查稅重點對象。 

附表 3-14      陸客團來台旅遊消費港資企業佔有比率統計表 

項

次  

項目 總消費比

率 %  

港資佔有

比率% 

說明 

1 旅館消費 16.58% 1/3=5.5% 

 

區域一條龍與策略聯盟飯店約佔

港資量 1/2。 

2 餐飲費 11.64% 

 

1/3=3.88% 

 

1/3 陸客餐飲估算為港資操作。 

3 交通運輸

費 

13.39% 

 

1/3=4.46% 

 

1/3 遊覽車輛估算為港資購置。 

                                                      
252

〈關於嚴禁非赴台遊組團社組團赴台旅遊的通知〉，《甘肅省旅遊局》，2010 年 8 月 10 日，

<http://www.gsta.gov.cn/tztb/2674.htm>。 
253
〈港式購物團滲入台灣旅遊業〉，《香港文匯報訊》，2011 年 2 月 21 日，<http://paper.wenweipo.com>；

李鋅銅，〈港資滲入購物店主導旅行社〉，《旺報》，2012 年 1 月 12 日，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3333>。 
254

魏聰哲、顧瑩華等，〈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2 年度專案計畫期末執行成果報告﹙編號：

PR1459A-3﹚：全球投資趨勢及政策研究計畫投資趨勢分析與研究-外國企業在台投資暨其母國投

資政策研究－以日、港資為例〉，《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2013 年 12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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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珠寶錶玉

器與服飾

配件購物

費 

61%X 

44.55% 

=27.2% 

2/3= 

18.14% 

 

購物費佔來台總消費 61%，珠寶錶

玉器配件類消費年平均約佔購物

44.55%，港資購物店以佔 2/3 量估

算。 

5 

 

名特產食

品類 

61%X22% 

=13.42% 

1/3=4.5% 名產特產等消費 3 年平均均佔購

買 22%，港資店以 1/3 估算。  

  82.23% 36.48%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2011-2013 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兩岸旅遊協

議執行成效 103 年 9 月與質性訪問資料，茶葉、電器與化妝品項目未列入計算；

自行製表。 

 

    陸客購物消費龐大商機也引發部分購物店家規避繳稅，2011 年 8 月發現中國

銀聯卡所屬台灣好易聯公司自 2008 年 5 月起私自提供陸客「網付通」刷卡機消

費刷卡，高雄亦有不法集團自 2008 年起招攬國內珠寶、藝品店、茶行等 90 餘家

商店為「銀聯網購特約商店」提供陸客持銀聯卡消費，規避營業稅 5%及營所稅

17%；消費帳款事後大陸銀聯公司匯入香港指定帳戶，再以違法地下通匯方式轉

匯國內購物店帳戶，形成一條黑逃稅途徑，情節已嚴重影響國家稅收，擾亂金融

經濟秩序。255 

 三、一條龍態樣     

（一）陸港資策略結盟 

2012 年政府開放旅客購物佣金可抵扣團費，大部分接待社操作零團費現象

普遍，旅行社更加依賴購物店抽佣回扣挹注，港資旅行社亦加緊對台指定陸客接

待社與產業鏈分支店與禮品店投資擴張，港資投資台灣核定接待社為 17 家、42

案次（總計旅行社計 23 家、52 案次）。低價團費造成餐飲、遊覽車、導遊等行

業利潤壓縮與內化，旅遊品質急降，來台變成大陸觀光市場下一條名曰「台灣購

物」的行程，自接待旅行社、遊覽車、下榻旅館、餐廳、精品購物、伴手禮店，

形成以 3 大購物店為核心之獨占「區域」一條龍聯盟，未納入體系者難以爭利。

體系參與者大多為港資投資或關聯利益共同體，同時部分業者又私設銀聯卡逃漏

稅，因此獲利大多為鏈結與周邊；大陸組團社雖掌握客源優勢，指導與干涉台灣

接待社行程安排，進入指定之聯盟旅館與購物店等，然其影響僅於行程安排限

制，尚無法形成一條龍操作。 

2012 年底政府部門與國內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首度承認與回應港資與陸資旅

行社來台操作一條龍問題，認為陸客來台客源受制大陸少數組團旅行社壟斷掌

控，港資旅行社與大陸旅遊業聯手承攬半數以上低價團客來台；港資旅行社操作

包括飯店、餐飲、購物到遊覽車上、中、下遊行程之一條龍接待，各自產業除餐

飲、車輛外大多以聯盟方式加入，以三大購物店為運作核心，形成廣義一條龍，

                                                      
255

陶煥昌，〈兩岸地下通匯刷銀聯卡逃稅〉，《聯合晚報》，2011 年 8 月 26 日，

<http://udn.com/NEWS/SOCIETY/SOC4/65511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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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性利益集團，台灣大多中小旅行社均被排拒於外；256更有少數購物站業者私

自提供陸客刷卡或漏開發票，或隱身辦公大樓未辦營業登記，進行違法逃漏稅，

盡曩利益，257讓台灣蒙旅遊品質不佳汙名。政府部門雖自 2013 年起加強查緝逃漏

稅，然港資一條龍關聯企業係合法申請投資，若未涉違法，政府約束就相當有限；
258反觀大陸國台辦事後卻反駁認為大陸居民來台旅遊出現的問題，是市場發展下

的問題，不存在陸資一條龍現象，259極力與港資旅行社弊端撇清。 

（二）區域一條龍 

一條龍問題，2014 年 8 月觀光主管部門解釋，一條龍以部分購物店為核心，

結合旅行社，主導旅遊市場模式，異於產業上下游垂直整合經營一條龍，體系運

作以港資購物店為主；260並認為團費削價競爭已到美金 10 元，必須靠購物店高

單價物品佣金與人頭費彌補接待成本缺口，也助長港資一條龍成型。261 

國內三大港資購物店已展店與跨界經營飯店、拌手禮店等，僅形成形成區域

一條龍，利於旅行社操團安排之際更囊盡蠶食產業鏈利益，三大港資購物店集團

背景與跨界經營統計，如附表。 

附表 3-15          國內三大陸客購物集團背景與跨界經營統計   

集團

名稱 

歐亞集團 捷達集團 寶得利集團 

背景 屬香港王永堅家族。 

集團總部於香港，生產

工廠於廣東順德與廣西

梧州，自有珠寶品牌。

香港旅遊業有車隊、旅

行社與精品店，如名廚

巧克力、東亞旅運等 10

多間公司，家族擁有超

過 40 間公司，經營陸客

遊港一條龍服務 1/3 能

量，分佈土瓜灣街區，

屬香港鍾偉棠家族。 

 2007 年香港成立

DIL 集團（Diamond In 

Love），主要有 16 間

購物店、2 個代表辦

事處以及 4 間飯店，

如蒂亞珠寶、時代珠

寶、皇后珠寶、洲際

免稅集團、巧克力媽

媽、奧斯飯店等，跨

中國大陸、香港、臺

負責人張雅琍。 

經營精品、珠寶、煙

酒百貨等業務，集團

總部於台北，跨足電

子業控股公司（祥

裕），2013 年轉投資

大陸蘇州電子廠等

11 家公司。 

家族企業投資世通

等旅行社 。 

                                                      
256

陳秀蘭，〈陸一條龍壟斷陸客閣揆允諾打破〉，《旺報》，2012 年 10 月 5 日，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45227#ixzz3BdR0ftB8>；周賢昱，〈陸客荷包進

中資口袋〉，《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2 年 12 月 22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640189/print>。 
257

林淑慧，〈國稅局查稅緊盯〉，《工商時報》，2013 年 1 月 31 日，A21 版。 
258

林哲良，港資一條龍合法來台政府約束有限，楊秋興：國台辦須正視低價團亂象，《新新聞》，

1369 期，2013 年 5 月 30 日，頁 68-69。 
259

高旭，〈國台辦：妥善處理大陸居民赴台游中的問題，防微杜漸〉，《中國臺灣網》，2014 年 9 月

1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4-09/10/c_126970655.htm>。 
260

〈優化陸客團體旅遊品質健全兩岸旅遊市場發展〉，《交通部觀光局》，2014 年 8 月 27 日， 

<http://admin.taiwan.net.tw/news/news2.aspx?no=160>。 
261

林淑慧，〈財交兩部聯手嚴查購物店，葉匡時：增 10 億稅收〉，《工商時報》，2014 年 9 月 5 日，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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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為新意集團控

股公司。 

台灣產業由王妻雷素娥

與妻妹雷素玉負責。 

灣、馬來西亞、澳門、

新加坡和加拿大，生

產工廠於廣東，2014

年香港大型購物廣場

落成。 

北區

相關

企業 

購物店： 

帝寶城珠寶、 

銀河鐘錶店 

伴手禮店：御點王 

購物店： 

寶時捷鑽石鐘錶 

伴手禮店： 

御品軒、御禮坊 

祥瀚珊瑚博物館 

購物店： 

鑫瑟精品店 

京華世界名城免稅

店 

南區

相關

企業 

購物店：寰宇珠寶 

飯店：帝豪一、二館 

購物店：捷達珠寶 

伴手禮：天使巧克力 

飯店：蒂亞、高捷商

旅（2014 年） 

購物店：寶得利 

珠寶鑽石 

飯店：（預劃 2015

年） 

台東

相關

企業 

購物店：珊湖店 台寶珊瑚博物館 

飯店：皇家花園 

購物店：東林珊瑚 

花蓮

相關

企業 

預劃珊湖店開幕 購物店： 

大玉寶石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参、台灣陸客旅遊市場一條龍接待問題質性訪問資料 

 一、陸客接待「一條龍」操作型態：由港資旅行社發起主導之產銷垂直整合加

盟，掌握來臺陸客量比重約一半。 

    港資旅行社進入後自然操作其所謂「一條龍」，自旅行社、食宿、交通、購

物到後端付費處理等，台灣有部分旅行業也加入經營（QM1P1）；港資旅行社與

購物店結合「一條龍」就成型（AM1P3），過程是進行產銷垂直整合加盟，各取

所需（LBD P5），旅行業操作陸客團「一條龍」純中資與港資而言是未發現也不

可能，但廣義而言，港資主導陸客團將上下遊旅遊產業整合結盟，港資旅行社、

購物點，加上台或港資飯店、餐廳與特產店異業結盟，一條龍就形成，港資「一

條龍」操作估計佔陸客量比重約一半（ATP3）。 

 二、旅遊產業鏈跨界經營情形：目前部分購物站已形成部分地區購物消費一條

龍接待，旅行社、飯店仍維持專業經營居多。 

（一）旅行業 

    資產雄厚旅行社較容易和飯店結盟，操作方式為包攬定額飯店客房，如中

XX 通旅行社疑有港資與陸資影子，家族經營精品購物店和遊覽車，還承租飯店

（AM2P3）；高雄地區經營陸客港資旅行社約 10 家左右，港資旅行社無法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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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龍壟斷經營，多是透過產業間服務結盟，因為飯店大多掌握於本地人手上，精

品購物站台、港資都有，港資旅行社較多為提供遊覽車服務（HM1P1）；台中地

區操作陸客一條龍主要為港資旅行社主導，飯店業與其他附屬多是配合

（HM2P3.3）。 

（二）飯店 

    目前很多台灣 4、5 星級飯店多與大陸飯店加盟，如五星的京華、香格里拉，

四星級松江路洛基等，如此就形成另類「一條龍」（AM1P3）；高雄地區現有港資

飯店捷達與歐亞集團各兩家，另一集團也購買一家正在整修，並有擴店計畫，港

資飯店於高雄地區主要為配合購物店業務（HM1P2）。 

（三）精品購物站 

     寶得利集團 2013 年崛起，原為鑫瑟國際、林紅企業，經營以綜合伴手禮、

精品與寶石為主，有錶店、珊瑚寶石、3C 產品店和台東經營飯店，隱約為購物

店「一條龍」，歐亞集團以房地產為主，自有珠寶品牌，精品購物站與餐廳，陸

續佈局飯店、土地與建物產權，捷達集團亦自有珠寶品牌，高雄有 2 家飯店。三

大港資集團北南東區域均設立珠寶、鑽石、手錶、珊瑚、礦石等精品購物店，投

資茶、餅店與餐廳，台東、高雄與花蓮佈局飯店（LBA P2）；另港資集團外縣市

大多投資餐廳於購物店附近，用餐後再購物，同時購物店經營車行（AM2P3）。 

（四）遊覽車： 

    2008 年陸客進來後部分港資旅行社開始買車，有陸資影子旅行社也買車，

2010-2013 年申請成立遊覽車公司計 17 家，其中有港資與陸資背景旅行社申請使

用遊覽車約 1000 輛，分三大公司系統，申請方式以北、中、南部分散設公司據

點，公司名稱與負責人雖不同，業內觀察背後金主均疑為港陸資，該模式掌握一

半陸客量發車調度，另一半則由國內遊覽車業營聯（BAP2）。 

（五）團餐飯店 

    部分陸資色彩旅行社也在經營陸客午晚團餐飯店，地點選在交通便利高速公

路匝道旁，方式以租地與鐵皮臨時建築為主，陸資出資，本地人經營；陸資色彩

旅行社掌握陸客源頭，每月可固定接待陸客數量，壓低成本賺取環節利潤，避免

過度依賴本地餐旅業，此為陸資色彩旅行社主動出擊方式，一般觀光飯店團餐成

本無法接受陸客團餐費，本地團餐飯店又沒把握一定接得到陸客團，此一生態自

然衍生出（HM2P3.3）。 

 三、台灣旅行社業者因應 

    台灣旅行社應對港資「一條龍」市場衝擊，部分業者採與客源源頭陸資旅遊

業合作或合夥，但台灣因為市場小，政府未奉准，同時對方也有官方色彩，所以

只能檯面下經營，然營運型態亦非大陸想要，所以陸資佈點並不多，只有一、兩

家經營港資「一條龍」以外客源，估計佔陸客量不及全部 1/4；台灣本土精品業

者也成立購物站仿傚「一條龍」經營，但因客源量不足成效始終不見起色；另外

台灣旅遊業於一條龍與陸資團操作下，部分旅行社對陸客接待改採接優質團或專

技人士團，但習近平上台後「打奢」，公費出國就減少，影響本土旅行業經營（Q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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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四、一條龍產生問題 

    台灣之所以對陸資害怕是因為同文同種的中國因素，另外國內旅遊生態掌握  

於港資旅行社或精品店手上運作，謹以利潤為考量忽視品質（QM1 P1）；另外港

資購物帶進香港「一條龍」服務模式進入台灣，適足以作為抵擋陸資進入國內旅

遊市場的緩衝（LBA P4）。 

 五、國外澳洲一條龍發展 

    澳洲經營免稅店（購物店）有五大系統，僅一家免稅店有餐廳、旅行社、飯 

店與交通運輸一條龍發展，其他還沒有發展完成，經營的都是大陸人，所以「一

條龍」只佔 25%（AA P4）。 

 六、小結 

    兩岸三地旅遊產業跨界經營以香港較具實力與模式，大陸次之。旅遊產業為

提供顧客完整服務，垂直整合產業鏈個別產業，發揮最大效益與減少交易成本，

然產業鏈結若為外資控制把持，形成封閉壟斷系統，以失真價格獲利與投機逃漏

稅，扭曲市場機制與觸犯法令等，將破壞市場經濟致序。 

    台灣陸客團接待過程因客源不具主導權，深受港資與陸資旅行社影響，因此

產業鏈結發展港、陸與台資旅行社策略聯盟接待，以旅行社為主導，購物站為核

心運作。港資為主購物集團發展區域接帶一條龍，更市場壟斷與利益收攬，排擠

與壓縮非系統內旅遊產業利潤空間，扭曲市場運作同時影響市場發展與忽略旅遊

品質、消費者權益。台灣旅遊市場性質與環境有別於香港購物旅遊，天然環境、

歷史文化、區域觀光特色與飲食等差異等無法取代，宜形塑與經營成為市場供需

主要元素，突破以購物為主之台灣遊現象。 

 

第四節  國內陸客旅遊市場問題探討 

    大陸公民出境旅遊為「走出去」戰略政策一環，政治目的大於經濟利益，組

團社雖為國有企業把持壟斷，然受市場競爭影響，團費自 1997 年試辦自費出國

旅遊起，已競相削價爭取客源。2003 年以後港澳遊開始低價，零負團費更蔓延，

同時旅遊產業非法橫行又與黑社會勢力糾結，加深出境旅遊複雜性。國內陸客市

場低價與區域一條龍問題有其外部環境結構影響與內部出遊個體等環節產業因

素，分述如後： 

 一、外部環境因素： 

（一）大陸公民出境旅遊低價團費 

大陸旅遊產業自 90 年代開始「走出去」，公民出境旅遊為配合旅遊「走出去」

戰略，採階段性與區域性發展，自港澳遊、邊境遊到出國旅遊。1997 年局部開

放公民自費出國旅遊後，部分中低收入階級出國市場浮現，國營組團社受市場競

爭與非法旅遊業爭食，出境團費朝零利潤、零團費與高額回扣佣金競爭；2002

年自費出國旅遊全面開放以及 2003 年港澳自由行實施，更低價地接社買人頭付

 



96 

佣金之負團費現象出現，旅客購物形成強迫與必要。262零負團費過程組團社欺

騙、壟斷危害旅遊市場，旅遊個體品質權益受損，被迫購物、增加自費項目，旅

遊目的地形象被破壞，影響潛在旅客來訪，犧牲旅遊永續發展換取佣金作代價，

佣金成為大陸境內外現階段旅遊運作支柱、經營致勝法寶。  

    大陸對旅遊市場低價整治，2001 年頒「旅行社管理條例」，重點置於導遊從

業人員行為約束，2006 年推誠信旅遊，重點以港、澳、泰國與澳洲地區為主之

零負團費虛假、強迫消費、欺宰客等頑症打擊，2007 年大陸與香港旅遊部門聯

手整治購物旅遊零負團費，發現有問題之大陸組團社泰半為黑牌或轉包，係大陸

內地與香港旅遊業相互勾結進行之非法營利。2632009 年大陸頒「旅行社條例」規

範，目標仍以導遊規範為主；2013 年「旅遊法」重點始轉向要求旅行社，同時

大陸各省區展開「來台旅遊市場」治理工作，對違規授權委託代理、零負團費與

私授回扣等列為重點，然市場低價與強迫消費問題依舊頑強，導致「旅遊法」實

施半年後劣習又恢復，大陸官方認為理解與執行不力均是主因。2642014 年 10 月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對旅遊業是依法興旅、依法治旅；2015

年起展開「依法治理旅遊市場三年行動方案」，265出境旅遊經營單位之買團賣團、

低價欺詐宰客與強迫消費等列重點整治。2015 年大陸全國旅遊工作會議主管官

員即指出，旅遊市場失序不規範亂象已千夫所指；由此可推估陸客來台旅遊低價

零負團費等問題於大陸深層經濟結構癥結未獲改善前，治理績效與期待將相差甚

遠。大陸歷年公民出境旅遊與低價團費發展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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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3-4   大陸歷年公民出境與低價團費發展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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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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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琪偉，〈全國旅遊行業服務監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遊局》，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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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旅遊局監督管理司，〈依法治理旅遊市場秩序三年行動方案（2015 年）〉，《大陸國家旅

遊局網》，2015 年 2 月 17 日，<http://www.cnta.gov.cn/html/2015-3/2015-3-29-11-9-967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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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境外旅遊非法與黑社會勢力影響問題 

    大陸自 2001 年展開「打黑除惡」專項整治，出境旅遊同步配合治理，然黑

社會組織利用對黨政機關、公檢法系統以及基層社會組織滲透，或控制公權力或

尋求政治保護或結成利益共同體等，進行權黑結合、權錢交易，266成功複製西方

社會弊端紮根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形成紅黑與社會勢力共同操控。部分黑社會

組織為逃避整治，透過以經濟組織為主要方式進行社會組織化掌控，如開辦公

司、企業等形式 2000 年以後已普遍存在，267同時兩岸不法組織聯手經濟違法犯罪

活動亦層出不窮。268 

    另外，大陸旅遊業市場起步較晚，旅行社由政府附屬部門轉出為企業營運

後，導遊聘任即大幅減少，非法與黑道導遊因市場需要自然增加；同時正規旅行

社因策略僵固、管理落後與行業秩序混亂等衍生黑旅行社市場滋生空間。黑導

遊、黑旅行社、飯店甚而黑景點路線與購物店等依存，一則在於法規執行不力，

另則在於有利可圖，因此引借黨國與黑社會組織保護經營維持；269旅行社、旅館、

飯店、景點娛樂與交通等陸續成為黑社會力量規模介入之第三產業。 

    2006 年 1 月大陸全國打黑辦公室負責人強調，大陸黑社會勢力日益向經濟、

政治領域滲透，境外黑社會組織也陸續向大陸進入與連結。2011 年大陸公安部

強調黑社會勢力犯罪新特點主要是圍繞著經濟利益，如壟斷批發市場與旅遊市場

黑旅遊路線等；其中佣金回扣等資金，更引發紅黑與社會勢力操控需索，因此整

治難以發揮，大陸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更指出，非法旅行社與導遊等黑旅遊

問題難以根治，因非旅遊「法」所能處理。270近年紅黑與黑社會組織勢力影響旅

遊與積弊也引發新一代領導關注，2013 年下半年起大陸各省區開始整頓旅遊出

境非法業務，來台旅遊部分重點在加大打擊非法經營之黑社、黑導等，特別是旅

行社組團經第三地繞道來台旅遊之違規行為，然實施成效主要也在政府機關推動

不足、督導不週與延用過去方式應付，成效不見起色。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2014 年 12 月大陸隨即開展出境旅

遊市場文明專項整治，除宣傳文明外，開始針對黑社會勢力影響與非法之黑旅行

社、黑領隊展開稽查。271自 2015 年起也推動「依法治理旅遊市場三年行動方案」，

重點在市場欺行霸市、壟斷與虛假等黑社會行為與非法經營低價宰客、強迫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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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2-18/68873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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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違法企業體；272大陸旅遊主管官員更直指，旅遊產業非法經營與黑社會之惡勢

力影響已存在多年，群眾並強烈抗議。 

小結： 

    國內對陸客來台旅遊市場開放初始即受大陸「零負團費」操作，旅遊接待與

品質均受影響。大陸出境旅遊市場失序亂象為市場競爭與非法操控所致；非法與

黑社會組織對旅遊產業控制，更利於對獨佔市場不具競爭力企業之壟斷，政商企

勾結又提供成長環境。大陸對出境旅遊產業非法經營與黑社會勢力連結之整治近

年已拉高打擊位階與層面，併零負團費治理形成兩主軸，然社會主義經濟紅利在

紅黑勢力保護與抵抗下，成效待觀察。 

 二、內部個體與產業考量因素： 

（一）陸客出遊問題 

    陸客來台大多是新加入旅遊行列，不擅長選擇線路、制定策略、預訂酒店和

機票等，組團旅行可壓低成本，節省線路與行程等計畫成本；參加低價團既享受

超低團費待遇，又達成來台心願與出境旅遊環遊世界機會。低價凸顯主觀不理性

大於客觀理性之矛盾心態，同時享受免費旅遊之投機主義，目的在降低團費交易

成本。  

    陸客參加來台組團之際旅行社契約均宣稱購物是自願、不會被強迫，意在鼓

勵遊客搭便車，入境後進出高單價購物點，客觀理性上傾向遵節購買支出，抱持

搭便車希望其他團員會多購物，自己少花錢，然窮家富路主觀炫耀心態趨使，購

物行為終究發生。購物行為中，買方受限於環境複雜、交易少、資訊不對稱與產

品特殊性等無法事前控制之環境不利因素，及投機不理性人性因素影響，交易處

劣勢成本高風險；賣方掌握交易氣氛、頻率多、資訊優勢與產品特殊性等環境優

勢，與勤前對顧客投機不理性等心理熟悉，進行引誘導購物，交易處優勢，成本

自然降低。買賣雙方最大差異在於產品資訊不對稱與環境掌握，因此容易發生買

方避免當冤大頭，大力殺價以為購得低於或相當成本價，直觀上屬於交易風險低

產品；賣方則考量高檔精品不易拍賣，反以次級普通品或以假充真，應付買方投

機不理性等砍價行為，爭取交易效率、降低過程議價成本。買賣博奕間雙方均存

投機、懷疑心態，導致以次假充真現象橫生，過程中旅客因資訊缺乏因此傾向作

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而賣方卻採取對自身效用最大卻不完全承擔後果

與受訾議之道德風險作為（moral hazard）。273 

（二）、組團社 

    陸客來台旅遊兩岸規範以指定組接社對接承作。大陸對台組團社均為國營企

業，為官方特准因此排除競爭，來台市場形成封閉壟斷；然各核定組團社間來台

旅遊價格仍存在激烈競爭，相較對市場而言卻成開放競爭不足現象。組團社將為

節省招攬客源成本消費，大多透過批發商供應客源，陸客組團後，提取部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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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作為執行成本，剩餘團費給付經營商，如批發商或台灣地接社。  

    組團社對來台旅遊團費並非無法反映實際，但於市場競爭與逆向選擇下，只

能競相削價以低價組團；對於支付陸客經營商團費考量在於陸客來台後預期消費

評估。預期消費高之旅遊團體對台地接報價就低，當預期所得超過接待成本時，

零團費接待就出現，甚至組團社待價而沽，尋租接待社買團，出現負團費現象；

反之所得預期越少，如陸客老人夕陽紅團、兒童小紅帽團、記者團、教師團等因

預期消費不佳，團費則較高。預期利潤機會存在，交易價值同時存在，競爭下地

接社就需降低接待費交換接團作回報。 

（三）、批發商 

    旅遊批發商於大陸出境旅遊市場普遍存在，提供固定出境旅遊產品，承包組

團社組成團體，以降低旅行社成本與風險，與組團社間屬長期合作關係；北京捷

達、上海春秋國旅與廣州廣之旅等為大陸港澳線批發商，大陸境外旅遊線路均有

主要旅遊業從事批發業務。2003 年以前港澳資旅遊社負責自境外招攬旅客赴大

陸旅遊，協助賺取外匯，擔任窗口角色；2003 年以後港澳旅遊盛行，港澳資旅

行社掌握在地資訊、經驗與網絡優勢，競逐旅遊批發，負責聯繫地接社，運送旅

客往旅遊目的地，與組團社形成分工合作。批發商以組合與分銷實現規模經濟，

減少組團社與旅遊者、地接社交易頻率，提高運作效率，另外降低境外旅遊線路

開發與交通運輸交易成本，為交易的中心，批發商同時承擔墊付交通費資金風險。 

    台灣地接社雖為核定陸客入境接待，然大陸組團社起初對國內旅遊環境不熟

悉，地接社交易頻率不足未建立信任，同時須自行負擔事前資訊蒐集、談判與事

後服務、監督履約等成本，於減少交易成本與風險考量下，港資批發商於專業與

分工下競標市場，分銷組團社產品。香港為國際觀光購物中心，港資旅行社常年

掌握國際機票議價優勢，大幅降低來台團費成本，同時國內港資購物店配合，助

益降低旅遊交易成本；相較於國內地接社，因交易成本環境因素影響大，與事前

事後處理成本高，因此不利於直接競標陸客團。 

（四）、地接社 

    地接社為政府特許經營直接面對旅遊者銷售產品，負責行程安排與食宿、交

通提供，行程景點與食宿服務同時決定團費。低價或零付團費盛行以來，各接地

社推出來台旅遊行程幾乎相似，食宿更趨廉價選擇，主因為團費不足以支應旅行

團在台食宿等支出，必須先降低服務壓縮成本，同時旅行社進行業間合作，創造

消費佣金弭補團費。為期望旅客旅遊消費足以弭補成本與創造餘盈，導遊必須

引、誘導購物或增加自費項目，創造陸客團交易價值；消費餘盈存在，決定地接

社接待陸客團費意願與競爭優勢。 

    陸客團消費收益經常存在不確定性，決定地接社與合作購物店消費佣金分配

及導遊薪給安排，一般低價零團費團佣金分配約 5 成左右，預期消費高之陸客

團，組團社則待價而沽，訂出人頭費。高消費潛力團代表組團社掌握先期資訊、

交易少數、資產特殊性等優勢與投機心態，對地接社而言預判收益穩定、風險較

低，接團就須增加交易成本，同時旅行社據此作為與購物店談判佣金分配比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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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優勢，交易成本轉嫁與購物店分攤。 

    導遊薪給而言，一般應為固定給與，然零團費團佣金收益具波動與風險性，

地接社為分擔風險與降低對導遊是否激勵引導購物之監督約束成本，導遊給薪方

式轉變成非固定支薪按天計酬，或由購物佣金比例分配，雙方共擔交易風險；或

以非法導遊買團付人頭費方式買斷。購物消費具潛力旅行團，因預期收益穩定，

地接社轉嫁要求導遊繳交人頭費，作為合作制度成本以交換帶團，節約地接社移

團後監督費用，並防範導購不力影響預期，或以非法導遊付人頭費方式買斷，降

低正式編制內導遊薪給支出與操團交易支出。人頭費助長負團費滋生，交易風險

轉嫁導遊買團承擔；對旅客而言，因資訊不對等，途中進行交易即可能受迫或受

騙。 

    引導與額外消費增加收入，地接社間即競爭買團，組團社順勢以低於接待成

本擴大攬客，形成負團費，同時以更低價格支付地接社團費或反向收取人頭費；

消費盈利機會存在下，地接社為爭取接團，自然調整降低接團費。基此地接社經

常通過其他間接方式對組團社讓利，如人頭費增加、對組團社幹部餽贈，形成兩

岸打擊禁止負團費，繳交人頭費規定成為具文；或與大陸黑社、黑導或掛靠旅行

社合作，壓低團費與人頭費交易成本之出，滋長黑旅遊線路與犯罪。 

    陸客市場組接社屬特許經營，競爭具管制、壟斷性，組接社費代表制度交易

費用，具有特權性；然內部仍具競爭，為進一步獲特權，另一較高替代制度費用

於焉滋生，人頭費就泛濫。 

（五）、高價精品購物店 

    精品購物店出現在於購物安排需要，已為陸客來台旅遊必經造訪場所，同時

為低價零團費運作下地接社資金供給與調度樞紐。高價精品具品牌特殊、專用性

強與交易頻率少等高成本屬性，利益源自於與地接社對消費額之分配，配額比率

事前均有約定，然消費量多寡則不確定高。購物店與地接社間對引導購物均存在

預期心理與機會主義，陸客同存此心態；基此，購物店對聯盟商家間協調統一管

理就無法置於市場競爭中實現，需透過與旅行社間建立非市場或非內部管理層級

之混合型控制機制。 

    混合型機制特色為交易過程人性因素、環境因素影響無法消除，處理成本

高，因此採共同投資、責任分攤與風險分享，進行激勵，實現最大利益，降低交

易成本最小化。購物店與接待社為獨立產業技術、資本與產品間合作，方式以策

略聯盟、合資或建立企業網路。274合作原因主要因購物體系資源分配不均，港資

三家購物店資本雄厚與分店多，佔有市場比例大，相較台資購物店資源自然不

一；其次以激勵合作方式或深層相互依賴創利，如港資購物站佣金比例高於台

資，對資金周轉問題之旅行社申援手或合資入股，同時購入飯店與部分旅行社進

行企業網經營成為區域一條龍等；最後簽定彼此個別契約以實現交易互惠，減少

欺騙或脫離體係情形發生，但交易環境仍存競爭等不確定性高，如業間個別提高

佣金比例爭搶客源；然為降低成本，預防合資風險，則建立對像關係與聲譽加以

                                                      
274

袁歡仔，〈論混合組織及其治理原則〉，《華東經濟管理》，第 22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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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國內港資購物店經營初始係尋混合式機制路徑發展，陸客團交易前透過相互

投資、金援或較低成本食宿與交通支出等，各自形成部分策略聯盟，分配責任、

承擔風險，降低交易成本，並進行職工教育激勵購物，實現總利益最大、交易成

本最低。然組織內特殊形式投資與環境存不確定與風險仍高，如組織外競爭提供

更優惠佣金提成吸引與旅行社搭便車投機行為等。因應陸客來台型態改變如團客

與自由行消長，兩岸旅遊政策調整等，購物店應對則採建全企業網路，分區分點

分類設立分支，如成立與購入旅行社，收購飯店，開設拌手禮店、餐飲與交通運

輸公司等，另與業內水平分工企業進行更深化結盟，做為調整與控制不確定風險

之緩衝，降低交易成本，此一型態發展成國內以購物店經營為主之區域一條龍整

合。 

（六）、小結 

    自內部環結成本視角檢視陸客來台旅遊團費低價、佣金與區域一條龍現象，

發現均圍繞降低交易成本與統治機制成本，其出發立足點為人性投機，廠商掌握

資訊不對等優勢，造成旅遊者逆向選擇與廠商不完全道德危機，同時特定市場內

競爭交易，以人頭費與購物費替代，形成負團費現象。 

    國內旅遊環境資源有限，為永續經營，遊客與接待或購物店間，應自投機不

理性、不對等環境與搭便車心態鏈節斷鏈，建立互信與承諾，落實於混合型組織

統治與控制，合理化成本，才能創造旅遊價值極大化，減少交易成本。 

 

結語： 

    大陸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公民境外旅遊存在黨國體制控制，以國營事業

與其附屬作為實現意志之結構體系，結構提供國營事業體環境以取得政治權力，

再自市場交易中取得經濟利益；關係政治形成結構，也是獲取利益的憑藉，結構

無所不在。陸客零負團費出境為市場競爭產品，非僅台灣獨享，主要目的地國家

更將陸客視為提升 GDP 同義詞，競相調整配套爭取，如延長免簽等。 

    開放陸客來台觀光雖挹注旅遊產業收入，然客源與低價制度影響下，形成港

資旅遊業獨佔批發市場與港資購物店操作區域一條龍。競爭成本考量下國內大型

旅遊企業轉向開發出境旅遊或大陸落地爭取加入結構群帶，大型觀光飯店參與國

際飯店集團結盟或與大陸飯店集團合作結盟。中小型旅遊業未加入港資區域操作

或接受陸資合作，就面臨退場或邊緣化；中小型飯店業如未加入港資或陸資合作

與結盟，因進出門檻較高，也面臨被併購易主或邊緣化，均影響國內旅遊產業長

遠發展，同時旅遊紅利外移。 

    自交易成本理論觀察，低價出團操作與一條龍整合均為降低交易成本、頻率

與風險，其核心為陸客消費作為投資替代之專用性受體系結構掌控無法置換，利

益因此流動於內部封閉體系，再輾轉出境或逆送大陸；內部封閉體系利誘同時增

強體係成員向心。另外，低價與一條龍操作下，政府成為代理商，旅遊產業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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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代工廠，紅利縮水成為雲，與開放陸客來台旅遊目的背道而馳，宜再三思如

何經由斷鏈爭取主導權或因勢利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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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兩岸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政策進程與規範 

 

1949 年後兩岸政府隔海分治，開啟了兩岸關係紀元，兩岸關係自軍事敵對、

交流互動、人員往來迄開啟雙向投資歷時近 60 年；因應全球化經貿浪潮，2002

年兩岸加入 WTO 開始，雙方經貿交流開放速度與幅度更超過過往 50 年，然各自

戰略與利益仍為開放最大盤算。 

 

第一節  我政府開放陸資來台政策進程與規範 

1949 年起兩岸關係進入軍事敵對，迄 1987 年我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前，兩岸

人民往來與經貿關係均為禁止；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後，因應兩岸交流交往，確

保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人民往來與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經立

法院四個會期十八次會議長達三年審議，1992 年 7 月通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關係條例）。依條例第 1 條後段規定，條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亦即關於台灣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以及所衍生之法律

事件，優先適用本條例，於條例未規定時，才適用其他有關法令。大陸地區人民、

團體機構，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行為，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與大陸地

區之營利事業在臺灣地區設立業務活動之分公司或辦事處等之陸資來台問題處

理，1949 至 1992 年均為政治禁止、意識形態扞格，1992 年以後兩岸接觸頻繁，

大陸地區人民等來臺從事投資行為，取得不動產物權等法律規範漸漸發展，然以

陸資來台法制而言，開放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實施。 

壹、禁止期間：兩岸關係條例七次修訂前， 1992-2002 年 

    此期間關於陸資來台相關法律制定，立於維護國家安全、防止滲透等政治與

政策考量，採限制性立法，如大陸地區人民、法人機構等在台取得不動產物權，

承租土地、法律行為、擔任職務、持股等均屬之，蘊含政治意義較重。「條例」

第 69 條規定不得在臺灣取得或設定移轉不動產物權，另土地法第 17 條亦規定相

關土地亦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條例」第 70 條規定未經許可之大陸地區

法人機構等，不得為法律行為，第 72 條載明大陸地區人民、法人機構等，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臺灣法人、團體或機構擔任其任何職務，第 73 條大陸個

人、法人機構等持有股份超過 20%之外國公司，不予認許，外國公司主要影響力

股東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機構等者，亦同；若未經許可違反規定之罰則，第

71 條列臺灣地區與他人為法律行為者，其行為人與大陸地區法人、團體等，應

負連帶責任。 

    此期間大陸地區法人、機構等如欲來台投資，於「兩岸關係條例」之相關條

文「不得、未經許可」限制條件下，無法從事展開收購、合併、登記註冊等系列

需法律行為完成之程序，缺乏民事主體資格；不得以私自名義爲民事法律行爲，

直接投資未獲准下，間接投資相形拒之於門外。期間政府雖因應需要進行「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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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修改，然政治考量還是優先未全盤檢討，衡諸國際局勢，民主與共產集團已

漸由對抗，圍堵、走向交往，世界經濟也趨向如歐洲聯盟（EU）、亞太經合組織

（APEC）等整合，企業經營亦採跨國、全球化之國際分工體系運作。兩岸面對

均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直接通商已無可迴避，過往交流證明雙方是互補互

利，兩岸關係雖尚處政治上由熱到冷、經濟上單向往來，然雙方經貿發展與民間

交流等均發生根本改變，諸多窒礙難行設限條例已然欠實際，無助於交流又損害

經濟利益，爰此社會各界迭有修改鬆綁條例呼聲。275 

貳、調整時期：2002-2008 年 

    2000 年台灣發生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後，因國際景氣遲緩，國內政經環

境持續動盪，施政初期總體經濟欠佳， 2001 年出現自 1947 年以來首次經濟負成

長-1.65%，276台灣失業率也創歷史新高為 4.22％，超越南韓、新加坡，經濟衰退

程度之嚴重性，為 1970 年代以來最大的危機。政府於拚經濟壓力下，為凝聚朝

野各界共識，籌謀發展，2001 年 1 月 6 日召開「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簡稱全國

經濟會議），針對大陸投資規範提出五建議事項，主張兩岸經貿以「積極開放」

激發新佈局，「有效管理」代替消極圍堵，分階段推動三通政策，並評估開放陸

資來台投資服務業時機與條件。277 隨後 8 月上旬，行政院再召開兩岸經貿鬆綁

跨部會會議，達成陸資來台、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兩岸直接貿易及鬆綁戒急

用忍等多項具體決策；278 8 月下旬再召開超越黨派「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簡

稱經發會），就如何處理當時急迫性經濟議題，尋求朝野各界的共識，議題涉及

兩岸關系等五大方面，279其中兩岸部分計大陸投資「戒急用忍」政策改為「積極

開放，有效管理」、建立兩岸資金流動機制，加入ＷＴＯ與兩岸「三通」做法等 6

大結論 36 項共識；關於陸資來台建議以循序開放為原則，投資土地及不動產方

面，則配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ＷＴＯ)過程 ，逐步開放陸資來台從事事業投資

與證券投資，並納入外國專業投資機構制度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簡稱 QFII) 管理；涉及需修正「兩岸關係條例」第 69、73 條、增訂相

關條文及行政管理規章等，責成相關部會後續辦理。280 

    政府於朝野共同努力之經發會共識與兩岸即將加入 WTO 相關開放壓力下，

形成開展大陸政策之有力依據，自此相關陸資來台窒礙與不確實際之條例鬆綁修

                                                      
275

高孔廉，〈修訂兩岸關係條例之芻議〉，《國家政策論壇月刊》，第 1 卷第 3 期，2001 年 5 月，頁

98-102。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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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逐步啟動。行政院依經發會兩岸金融往來共識意見，2002 年 1 月通過「加入Ｗ

ＴＯ兩岸經貿政策調整執行計畫」及開放兩岸經貿政策有關的法律、行政命令修

正草案，對陸資來台部分放寬持有大陸企業股份三分之一以下之外資企業，允許

投資商業、通訊、金融等領域共 58 行業，但措施尚須配合兩岸條例、施行細則、

港澳關係條例等修正，為政府首次調整間接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規範。281 2002 年 4

月立法院通過第 69 條條例修正，許可大陸地區人民、法人機構等來臺投資土地

及不動產，以申報制度作為陸資公司進入管理，訂總量管制，內政部門同年 8

月訂「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採較寬

鬆負面表列方式，除維持國家安全等因素外，大多數土地均開放，內政部負責許

可管制。282 

    朝野歷經近一年衝突與協商， 2003 年 10 月立法院通過兩岸關係條例最大幅

度修正案，修正其中 83 條，幅度超過 80%，為十一年來之最；修正重點一為兩

岸人員往來，包括台灣人民進大陸許可、大陸配偶居留限制等，二為兩岸經貿往

來，包括通航、經貿金融往來、大陸法人來台設分支機構等；特點為兩岸交流由

原則禁止、例外許可轉向原則開放，例外禁止，其次為兩岸條例賦予行政機關據

以訂許可辦法之行政裁量法治來源與條文化。283陸資來台部分，陸資法源第 73

條原規定陸資持股超過 20%的外國公司為陸資，新修訂刪除比率限制，授權主管

機關制定，另增修第 40 條之一、二，大陸地區營利與非營利事業在臺從事業務

活動許可，第 25 條來源所得課稅，第 36 條資金進出管理等，條文修正統計如下

附表。 

    「兩岸關係條例」中陸資來台修正反應政府補正現狀規範與法律化措施，建

構「原則開放、必要管制」精神，面對加入 WTO 後開放陸資來台之必然，一步

到位完成有其難度，修訂過程與程度反映政黨內外部權力角力、人民期待壓力與

兩岸關係發展動力之競逐，重要條例之限制禁止仍以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為考量。

陸資來臺自此政策、法律調整與制度面已奠定鬆綁基礎，僅待相關配套如陸委會

等部會完成 70 多項子法與施行細則制訂，置兩岸往來於法制及正常化架構下之

開放推動。284兩岸關係條例大幅修訂，大陸部分學者認為對兩岸交流有積極意

義，但也批評開放沒到位、管制不放鬆、朝野為拼選舉而作，修正條例只是技術

問題，對兩岸關係不致有關鍵影響等，285意謂主要仍為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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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1    2002-2003 年    兩岸關係條例關於陸資來台修訂對照表 

修訂

時間 

條

文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要旨） 修定理由 

2002 

年 

4 月 

69

條 

大陸地區人民不

得在臺灣地區取

得或設定不動產

物權，亦不得承

租土地法第十七

條所列各款之土

地。(1992)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

不動產物權。但土地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所列各款土地，不得取

得、設定負擔或承租。 

 前項申請人資格、許可條件及

用途、申請程序、申報事項、應

備文件、審核方式、未依許可用

途使用之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由主管機關擬訂許可辦法，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落實經發會

共識，順應國

際經濟自由

化潮流，有效

運用資金與

明確規範大

陸地區民、法

人、團體等申

請許可取得

或設定不動

產物權之資

格應遵行事

項。 

2003 

年

10

月 

25

條 

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有臺

灣地區來源所得

者，其應納稅額

分別就源扣繳，

並應由扣繳義務

人於給時，按規

定之扣繳率扣

繳，免辦理結算

申報。（1992）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有臺灣地區來源所得

者，應課徵所得稅。居留、停留

滿一百八十三日者，來源所得，

準用臺灣地區人民適用之課稅

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

或營業代理人者，來源所得，準

用臺灣地區營利事業適用之課

稅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建立課稅管

理公平之考

量，宜與臺灣

地區人民相

同，不宜有所

差別。 

2003 

年

10

月 

25

條 

之 

1 

無   大陸人民、法人、團體、其他

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

司，取得臺灣地區之公司所分配

股利或合夥人應分配盈餘應納

之所得稅，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

扣繳百分之二十。 

比照華僑回

國投資條例

或外國人投

資條例核扣

繳規定辦

理。 

2003 

年

10

月 

36

條

之

1 

無   大陸資金進出臺灣地區之管

理及處罰，準用外匯條例規定；

對於臺灣地區之金融市場或外

匯市場有重大影響情事時，得由

中央銀行會同有關機關予以其

授權有關機

關，管制大陸

資金進出，以

維持金融及

外匯市場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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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要之限制或禁止。 定。 

2003 

年

10

月 

40

條

之

1 

無   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並在臺灣地區設立

分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臺從事

業務活動；其分公司在臺營業，

準用公司法第九條等規定。業務

活動範圍、許可條件、申請程序

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經濟部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 

明定授權訂

定辦法之法

源依據，大陸

地區營利事

業經主管機

關經濟部許

可始得在臺

從事業務活

動。 

2003

年

10

月 

40

條

之

2 

無   大陸非營利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在臺灣地區設立辦事處或

分支機構，從事業務活動。 

  許可在臺從事業務活動之大

陸地區非營利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不得從事與許可範圍不符

之活動。 

 許可範圍、許可條件、申請程

序、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各該主管機關擬訂，報請

行政院核定。 

非營利法

人、團體在臺

設立辦事處

等從事業務

活動，採許可

制，明訂不 

得從事與許

可範圍不符

之活動，以維

護國家安全

及社會安

定。 

2003 

年

10

月 

69 

條 

前項申請人資格

等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由主管機

關擬訂許可辦

法，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發布之。

（2002） 

  前項申請人資格等與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依一般法制

體例修正。 

2003 

年

10

月 

73 

條 

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

他機構，持有股

份超過百分之二

十之外國公司，

得不予認許。經

認許者，得撤銷

之。 

  外國公司主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行為。 

 依規定投資之事業依公司法

設立公司者，投資人不受同法國

內住所之限制。 

 依規定投資之事業，應依申報

財務報表、股東持股變化或其他

WTO 兩岸經

貿政策調

整，落實經發

會兩岸組共

同意見；基於 

維護國家安

全及金融穩

定，有針對陸

資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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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響力之股東

為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

構者，亦同。

（1992） 

指定之資料；主管機關得派員前

往檢查，投資事業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投資人轉讓其投資時，轉讓

人及受讓人應會同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建立陸資申

報制度之必

要。 

資料來源： 立法院法律系統，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法條沿革，自

行繪表。 

     

    2004 至 2008 年間臺灣國內政情因選舉疑雲與 2006 年「紅衫軍」政治訴求運

動而紛擾，兩岸間則台灣宣布終止「國家統一委員會」運作、終止「國家統一綱

領」，同時大陸發表「517」聲明、頒布對台「反分裂國家法」等導致關係發展停

滯。兩岸間「政冷經熱、官冷民熱」，亦影響陸資來台部分之母法雖已修訂，然

子法卻因關係動盪未見出爐，陸資來台進程亦躊躇不前，致使部分陸資僅能透過

迂迴轉經香港、澳門或其他第三國家，運用或成立境外公司，或與國內企業加盟

合作等模式進入，如大陸聯想集團收購 IBM 個人電腦台灣公司與小肥羊公司加

盟台灣本地企業等，投資案件與金額極為有限，迄 2006 年底，大陸非正式對台

灣間接投資約 2000 萬美金。286 

参、開放期：2008 年起 

     2008 年臺灣歷經第二次政黨輪替，執政黨致力於兩岸關係正常化推動，各

機關也積極展開相關法令評估，開放陸資成為重要政策與鬆綁之開端。 

 一、開放過程 

    首先，2008 年前副總統蕭萬長前往博鼇論壇與會時，轉達邀請陸企參加愛

台 12 項建設投資，大陸亦善意回應，其後新政府 5 月 20 日就職演說時提兩岸已

做好協商準備，隨後提出針對放寬大陸人士直接來台投資，歡迎主要以「設廠投

資」（green-field investment）－綠色投資，而非股市、房地產或短期炒作。287同年

6 月，兩岸海基與海協會恢復中斷九年之制度化對話管道，舉行「第一次江陳會」，

主題就「兩岸包機」及「大陸人民來臺觀光」事宜進行協商，同時行政院通過「調

整兩岸證券投資方案－短期計畫」，內容主要包括外資基金免出具資金非來自大

陸地區之聲明，即陸資可以私募基金形式進入臺股等五項放寬兩岸證券投資善意

措施。288 7 月底，行政院通過「適度開放陸資投資國內股市方案」，年底又通過

「大陸地區投資人來台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管理辦法」草案，適度開放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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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3 期，頁 80-81。 
287

馬總統，〈就職演說〉，《總統府網站》，2008 年 5 月 20 日，<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 

tabid=131&itemid=13792&rmid=514&word1=%e9%99%b8&sd=2008/05/20&ed=200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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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院會通過「調整兩岸證券投資方案－短期計畫〉，《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措施》，2008 年 6 月 26 日，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87014&ctNode=6826&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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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合格機構投資人（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簡稱 QDII）來台投

資股市；2009 年 1 月，立法機關通過修正「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准許陸資可透

過「不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REITs）」模式來台投資土地

不動產相關有價證券，正式開放大陸地區投資人來台進行財務性投資。289 

    其次，2009 年 4 月政府為實現兩岸雙向投資、引進經濟活水，衡量陸資來台

投資效益與產業衝擊，進行朝野溝通，同月南京舉行兩岸「第三次江陳會談」，

雙方達成「共同推動陸資來台投資」共識，包括對製造業、服務業、愛台十二項

建設及不動產等投資，為推動陸資來台直接投資奠定政策基礎。 

開放陸資來台事業投資主要涉及「投資及設立許可」、「開放項目清單」、「大

陸專業人士來台」、「來台投資金融業務處理」、「在台課稅」與「購置房地產與貸

款」等規範項目，政府內政、經濟、財政與金管會等部會依共識與「兩岸關係條

例」法源，陸續於同年六月底前增（修）訂「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簡稱「投資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

辦法」（簡稱「設立許可辦法」）等子法作為實施依據，主要法規規範統計如下表

4-2，開放陸資來台事業投資期程最後於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啟動，第一階段

開放製造、服務與公共建設等計 192 項行業正式接受陸資來台投資申請，為兩岸

經貿關係樹立新里程碑。290  

附表 4-2   開放陸資來台涉及主要法規名稱、主管機關與法源等統計表 

法制規範項目 法源依據 法規名稱      （主管機關） 

1.投資及設立許可 兩岸條例 

第 40 條之 1 

與 70 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與營

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

辦法（經濟部） 

2.開放項目清單 投資許可辦

法第 8 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經濟

部） 

3.大陸專業人士來

台相關： 

（1）大陸人士任職

於台陸資企業及相

關活動 

（2）陸資企業之專  

業人員來台相關 

 

兩岸條例 

第 10 與 72 條 

 

 

兩岸條例 

第 10 條 

（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 13 條（經濟部） 

（2）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

活動許可辦法第 12、16、17、23 條

申請（內政部）   

與上（2）同 

4.陸資來台投資所

涉金融業務 

兩岸條例 

第 36 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往來許可

辦法第 5 條與 5 條之 1（金管會） 

5.陸資企業與人民 兩岸條例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財政部）（尚無

                                                      
289

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措施(2008 年 12 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8 年 12 月，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3688&CtNode=5613&mp=1>。 
290

大陸委員會，〈開放陸資來台從事事業投資政策說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 年 6 月 30

日，頁 1-5，<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110 

在台課稅規範 第 25 條與 25

條之 1 

需修正） 

6.購置房地產相關 

（1）取得、設定 

   或移轉不動產 

 

（2）不動產貸款 

 

兩岸條例 

第 69 條 

 

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金

融業務往來

許可辦法第 5

條之 1 

（1）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

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第 6 條

之 1、第 8 至 12 條、第 18 條（內政部） 

 

（2）在臺無住所大陸地區人民不動產

擔保放款業務應注意事項（金管會） 

  參考資料：開放陸資來台從事事業投資政策說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9 年 

6 月 30 日。 

 

 二、規範投資特點  

    陸資來台從事事業投資基本法律規範為「投資許可辦法」與「設立許可辦法」

兩子法，特點如下。 

（一）陸資與大陸投資人之認定 

    陸資定義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等，來台進行直接或間接

投資者。間接投資者指經第三地區公司來台，第三地區指陸資直接或間接持有該

投資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 30％，或具有控制能力。然依 2003 年修訂之「兩岸

條例施行細則」第 51 條指「兩岸條例」第 36 條之 1 關於大陸地區資金進出臺

灣地區之管理，準用管理外匯條例，必要時限制或禁止等。「細則」所稱大陸地

區資金為自大陸地區匯入、攜入或寄達臺灣地區之資金或自臺灣地區匯往、攜往

或寄往大陸地區之資金，除此之外，進出臺灣之資金，資料表明係屬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皆列為大陸資金；據此相較，開放陸資來台之陸

資應為大陸資金且具投資於開放項目行業之目的，若僅為進出台灣之大陸資金未

具投資開放項目內行為者不屬於許可辦規範，應移「管理外匯條例」。其次，投

資人認定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依辦

法規定在臺灣從事投資行為者，對其是否在台與行為能力則未加說明。 

    另陸資購買台灣公司或事業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股票，累計或單次超過 10%

者，亦視為直接投資，須經經濟部許可；持股於 10%之內，即財務性投資，依金

管會所訂「證券投資管理辦法」不得有實質控制或影響公司經營管理，經營投票

之權利行使由台灣地區代理或代表人出席為之。 

（二）陸資來臺事業投資採事前「許可制」     

    陸資來臺從事事業投資活動，雖屬私法行為，然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及金融穩

定，兩岸關係條例第 73 條規範非經臺灣地區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在臺從事投

資行為，爰此經濟部訂定「投資許可辦法」以為辦理直接或間接投資方式申請及

核准之依據，即採取許可制。依辦法，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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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須事先取得經濟部許可後，始得來台設立子公司、分

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台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

亦須事先取得經濟部許可；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

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 30%，或對該公司具有實質與潛在控制能力，即視為陸

資，此類陸資來台不適用外國人來台投資條例之規定。291陸資購買台灣公司或事

業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股票，累計或單次超過 10%者，視為直接投資，亦須經經

濟部許可。 

（三）明訂限制與禁止投資之「防禦條款」 

「投資許可辦法」第 6、8 條，依母法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及金融穩定，明訂陸

資投資人資格限制與禁止投資申請範圍。對於投資人資格限制，規定大陸地區軍

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投資人限制其來台投資。禁止投資範圍則為經濟上具有

獨占、寡占或壟斷性地位，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與

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者。 

    據此主管機關統計大陸「國務院」所屬國有企業計 138 家列限制與禁止範

圍，其中 9 家具軍方投資企業背景如華為等，依規不得來台投資，餘 129 家國

有企業依原則禁止個案審查方式，若涉及敏感性問題，禁止其來台投資。對此大

陸部分學者認為政府此項規範具歧視性與標準嚴苛，292然對照大陸外資審核之

「產業安全審查」與「反壟斷法」規範，「國家安全、利益」與「產業安全」亦

列為主要審核準則，同時世界上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對外國直接投資也基於安

全、政治與敏感等立法規範投資項目。293我政府對外來投資除陸資來台訂禁止規

範外，外國人來台投資條例第 7 條亦律定投資事業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

風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與法律禁止投資之事業，均禁止外國投資人投資，

基此衡量，政府法規明訂限制與禁止投資「防禦條款」係非有針對性，僅採一般

化原則。 

（四）開放陸資投資業別項目採「正面表列」方式 

    目前對開放陸資來臺投資之業別項目，係秉「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立

場，凡有助於國內產業發展及帶動投資，增強外人對台灣投資環境信心、兩岸簽

署協議雙方承諾開放之投資如航空運輸及船舶運送等，依循序漸進採「正面表列」

方式，分階段逐步開放，開放投資之業別，原則許可，例外禁止，然對國內產業

可能造成衝擊影響與業者不及調適者則暫不開放。 

    基此，第一階段先公告開放 192 項，後銀行、證券、期貨等 12 項開放與 2011

年配合 ECFA 服務業早收清單再開放運動服務業 1 項，累計第一階段共開放 205

                                                      
291

施景彬，〈七號公報合併財務報表之概要及疑義〉，《勤業眾信法律服務網》，

<http://www.deloitte.com/view/en_TW/tw/5ab60653462fb110VgnVCM100000ba42f00aRCRD.htm>。 
292

彭莉，〈臺灣地區陸資入臺法律制度評析〉，《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 01 期，

頁 58；尹紅，〈臺灣地區陸資入臺相關法律分析〉，《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0 年 03 期，

頁 72。 
293

顧瑩華計畫主持、史惠慈協同主持，《由外人來臺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臺投資的影響，（研究計

畫編號:9812-2-1093）》（臺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09 年 12 月），頁 25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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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其中製造業 64 項、服務業 130 項及公共建設 11 項。294。 

    開放採正面表列源於台灣社會對陸資來台仍有顧慮考量，如政黨調查國人近

5 成對陸資來台沒信心，近 7 成不贊成陸客來台買房等；295陸委會對陸資來台民

調，2009 年 4 月 80%民眾認為應該「有限度的開放」；296媒體民調自 2012 年起民

眾對陸資不放心為 48%，2014 年已升至 62%。297因此政府採取限制或相關配套措

施，如製造業禁止赴大陸投資之核心技術產業，不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服務業涉

及學歷認證及專業證照之如醫師、律師與涉及層面較複雜之視聽服務業、教育服

服務業亦不開放；公共工程僅開放投資非承攬部分，承攬部分暫不開放，與房地

產之開發業、經營、租售、管理及經紀業等均為防範炒作亦暫不開放等。其目的

即為防範陸資以投資方式，藉機取得我智慧財產、關鍵核心技術或金融產業之主

導，運用開放項目進入從事未開放業務，影響國家安全和利益。開放產業只要不

違反此原則，檢討放寬將逐步動作，政府於第二階段開放陸資後表達未來會循序

增加開放項目，「負面表列」管理可以斟酌；主管部門亦表示「負面表列」必須

等開放一定程度後執行，298足資「正面表列」僅為過渡期間管制，未來服務業與

公共工程開放於 WTO 架構與經貿合作進程下，「負面表列」開放指日可期。 

（五）加強事後管理機制 

    為防範陸資透過轉投資規避申請許可限制，規範陸資事業之轉投資，仍適用

投資許可辦法申請許可，然轉投資單次購買且累計投資未達 10%之上市、上櫃及

興櫃公司股份者，則無須申請許可；同時陸資享有以其投資每年所得之孳息或受

分配之盈餘，申請結匯之權利。 

    另陸資投資事業之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8000 萬元以上者，應於屆會計年度

終止前六個月內，檢具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等，報主管機關備查。依國內公

司法規定，公司實收資本額 3000 萬元以上者財務資訊接受主管機關經濟部依法

第 20、21、22 條規定，執行檢查與懲罰權；主管機關為查驗資料，掌握經營情

況或活動，前往調查時，陸資事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陸資來台事業公司資

本額訂為 8000 萬元以上，為政府放寬利於投資善意。另 2010 年立法院修訂「政

治獻金法」部分條文，嚴格規定陸資、港資與外資股權占 30%或股東佔 1/3 以上

公司不得捐獻政治獻金，避免財團影響左右政黨或選舉。 

（六）強化現行管理機制 

基於陸資來臺國家安全評估需要與公正處理原則，2013 年 11 月增修訂「投

                                                      
294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政策及推動現況，《行政院大陸委員》，2013 年 7 月。 
295

商業總會，〈陸資來台現況與利弊解析〉，《中華民國商業總會工商會務季刊》，2012 年 4 月 15

日，<http://198.55.121.69/cgi-bin/big5/k/37a2?q1=dp1&q27=20121105143555 

&q35&q65=2006003&q22=7>。 
296

大陸委員會，〈電訪民意調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意調查》，2009 年 4 月，

<http://www.mac.gov.tw/lp.asp?ctNode=6332&CtUnit=3932&BaseDSD=7&mp=1>。 
297

中時民調，〈憂炒作 76％不贊成陸資買房〉，《旺旺中時民調中心》，2014 年 8 月 7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807000967-260301>。 
298

馬英九，〈黃金十年：陸資來台項目循序增加〉，《中央網路報》，2011 年 10 月 17 日，<http://www 

.cdnews.com.tw>。 

 



113 

資許可辦法」第 8、9、11 條，主要修訂在調整部分：投資「申請」相關，由禁

止調整為限制或禁止，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8000 萬元調降為 3000 萬元；增訂部分：

增訂投資自由經濟示範區規範與限制，投資轉讓規範、投資申請委任會計師等辦

理與主管機關定期調查經營情況等，強化現行管理機制，主要增修如下表。 

附表 4-3  2013 年 11 月「投資許可辦法」第 8、9、11 條增修條文內容對照表 

日期 條 

文 

增修條文內容 調整與增修說明 

2013 

1114 

第 

八 

條 

  投資人投資自由經濟示範區示

範事業，無涉及國家安全者，應

經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相關機關同意；其投資

業別項目、限額及投資比率得不

受前項之限制。主管機關為審查

投資人於示範區申請投資案件，

得邀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相關機關、學者、專家，召開會

議專案審查之。   

投資人所為投資之申請，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其投資之經營有下列情事之ㄧ

者，得撤銷或廢止其投資： 

1.經濟上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性

地位。   

2.政治、社會、文化上具有敏感性

或影響國家安全。   

3.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

不利影響。    

調整：投資人所為投資之

「申請」，有所列之一

者，由禁止投資調整為限

制或禁止。 

 

 

增訂：投資自由經濟示範

區示範事業規範與限制。 

增加：投資經營有所列之

一者，得「撤銷或廢止」

其投資。 

 

2013 

1114 

第 

九 

條   

  投資人轉讓其投資時，轉讓人

及受讓人應會同檢附第一項規定

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認為投資人之轉讓影響

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者，得不予

許可。   

  投資人在臺灣地區，無住所或

營業所者，為第一項及第四項之

申請，應委任會計師或律師辦理。   

 

增訂： 

1 投資轉讓認為有影響國

家安全或公共利益者，得

不予許可。 

2 投資人在臺灣無住所或

營業所者投資申請，應委

任會計師或律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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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114 

第 

十 

一 

條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3000 萬元

以上之陸資投資事業，應於每屆

會計年度終了六個月內，檢具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股東名

簿及其他指定資料，報主管機關

備查。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投資人

所投資事業申報前項財務報表、

股東名簿及其他指定資料。   

 主管機關得定期調查投資人所

投資事業之經營情況或活動。主

管機關為查驗前二項資料或掌握

投資人所投資事業之經營情況或

活動，必要時，得單獨或會同相

關機關派員前往調查，投資人所

投資事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調整：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8000 萬元調降為 3000 萬

元以上 

 

 

 

增訂：主管機關得定期調

查所投資事業之經營情

況或活動，必要時，得單 

獨或會同相關機關派員

前往調查。  

參考資料：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2013 年 11 月 14 日更新，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小結 

    陸資來臺投資與外商或華僑回國投資均為對台投資，然兩岸關係有其時空特

殊性與複雜性；開放陸資來台相關法令係依執行情形，及兩岸經濟情勢發展訂

定，然執行過程裁量空間仍大；因此開放陸資來台相關後續法令調整仍有賴立法

與行政部門根據現況，與時俱進增補訂定執行。 

 

第二節  大陸對陸資來台政策制定進程與規範 

    2002 年兩岸成為 WTO 會員國後，同時面臨履行各項市場自由化承諾，與降

低貿易障礙改革，兩岸如放寬貨物與服務限制，將利於縮小經貿差距、改善失衡；

然當時關係僵化、政冷經熱，以致雖同期入會，協商仍未進行，大陸僅不斷透過

宣傳、恫嚇、聽其言觀其行與台在野加強互動，寄希望於台灣人民。2008 年 3

月，台灣政黨再輪替，4 月 29 日，大陸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

主席連戰時表示，兩岸關係已呈現出良好發展開端，要大力加強各領域交流合

作，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兩岸協商談判；馬政府就職對兩岸關係亦

提「九二共識」儘早恢復協商，期望儘快達成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等實行

善意，299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旋就當前兩岸關係發表談話回

                                                      
299

〈中華民國第 12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2008 年 0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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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表達大陸願意與臺灣開展合作交流積極態度。兩岸過去八年雖正常協商管道

中斷，然以在野黨為主之政黨交流基礎支持下，中斷許久之政府協商管道迅速恢

復，關於陸資來台部分台灣先釋出放寬陸資對台財務性投資限制，大陸亦規劃鬆

綁陸資來台法令規範。 

    大陸對陸資來台專項規範未制定前主要參照依據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 2004 年 10 月頒佈之「境外投資專案核准暫行管理辦法」21 號令，簡稱「發改

委 21 號」，其中第 2、7、9 條規定，投資主體於臺灣進行新建、併購、參股、增

資、再投資等項目，不分金額均依照本法規範，由發改委核准或審核報大陸國務

院核准；前往臺灣投資專案前，應徵求有關部門意見，餘配套性法規包括人員往

來、外匯管理、稅收等分佈於「中國公民往來臺灣地區管理辦法（1992 年制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1996 年制定）」與「企業所得稅法與相關細則」

等規範。2008 年 6 月起兩岸陸續展開復談，大陸相關單位亦積極規劃配合期程推

出大陸企業來台投資相關規範，分述如下。 

壹、「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項目管理規定」通知 

2008 年 6 月「第一次江陳會」達成「兩岸包機」及「大陸人民來臺觀光」協

議後， 同年 12 月大陸國家發改委等單位發布「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項目管

理規定」通知，指出投資行為需「積極穩妥」，遵循合法性、市場經濟與互利共

贏原則，管理要點於：投資主體為大陸「企業法人」，並資格限制具行業背景、

資金，不得危害國家安全、統一等，投資審核採申請核可制，以大陸國家發改委

負責為主，加入國務院台辦審核赴台事宜，同時國台辦可向發改委推薦項目，對

赴臺投資企業監督檢查與違法查處責由發改委與國台辦共同負責。300     

該「通知」為大陸首部跨部門陸資來台投資管理規範，形式僅為部門間通知、

位階低，內容攏統、原則性強，重點強調審批為主，執行精神仍依「發改委 21

號」為準據。評估「項目管理通知」，對投資要求「積極穩妥」意指態度仍保守，

資格限定大陸「企業法人」已排除個人與非法人團體；投資主體要求背景與技術

等，即為防範國企海外進行非本業投資，利用項目投資從事轉賬、變現、洗錢等

移轉國有資產，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意涵依中國商陸部 2004 年頒「對外貿易法」

第 16 條等規範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國內資源、特定產業需要、保

障國際金融地位、國際收支平衡等因素，大陸對技術與貨物可以採限制或禁止進

出口，301禁止與限制出口之技術與貨物，自不得提供作為來台投資使用；投資審

核加入國台辦會審與提供建議項目，強調國台辦於對台投資角色，另來台投資程

序之書面報告、項目申請書均比照對外投資，關於來台設立企業部分則尚未規

                                                                                                                                                        
<h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3752&rmid=514&sd=2008/05/20&ed=200

8/05/21>。 
300

〈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台辦「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專案管理有關規定的通知」〉，

《新華網財經》，2008 年 12 月 2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2/25/content10555434.htm>。 
301

大陸商務部，〈對外貿易法〉，《大陸商務部網站》，2006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dwmyf/subjecta/200612/200612040781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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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綜觀通知之精神略嫌保守、程序繁耗，其內容項目條件、審核機關、程序較

諸大陸企業至他國投資規定申辦手續繁雜、審核過嚴與申請過期程長，並需知會

國台辦查照，影響企業來台投資申辦意願，302大陸赴台投資項目管理與赴國外投

資比較如下表。大陸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於當年底「告臺灣同胞書 30 週年座談會」

上亦提出要鼓勵和支援有條件的大陸企業到臺灣投資，303意涵大陸推動企業赴臺

投資情形亦欠理想，規範與執行期望落差甚大。 

 附表 4-4         大陸赴台與赴國外投資項目管理比較表 

法

規 

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項

目管理規定（2008 年 12 月） 

境外投資項目核准暫行管理辦

法（2004 年 10 月） 

比較

說明 

 

申

請

條

件 

1.在中國大陸依法註冊、經

營的企業法人。  

2.具備投資所申報項目的資

金、行業背景、技術和管理

實力。  

3.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不危害國家安全、統一。 

中國大陸境內各類法人及其境

外控股的企業或機構。 

陸企

赴台

條件

較嚴 

審

核 

依「境外投資項目核准暫行

管理辦法」管理 

依「境外投資項目核准暫行管

理辦法」管理 

 

核

准

程

序

與

機

關 

1.金額大小皆需經核准。 

2.中央省市不同層級隸屬不

同核准機關： 

(1)中央企業－發改委（需先

徵國台辦意見）。 

(2)非中央企業－省市級發

改委與省級台辦初審後報發

改委，均需先徵國台辦意

見。 

3.重大投資專案，須經大陸

發改委、商務部與國務院台

辦審核後報國務院核准。 

4.國務院台辦可向國家發改

委推薦項目，省、自治區、

直轄市台辦可向同級發改委

1.資源開發專案：  

(1)3,000 萬美元以下，由省級發

改委核准；中央企業自行裁決

後相關文件報國家發改委備

查。 

(2)3,000 萬美元以上由大陸國

家發改委核准。 

(3)2 億美元以上由國家發改委

審核後報國務院核辦。  

2.大額用匯：資源開發類產業除

外 

(1)1,000 萬美元以下由省級發

改委核准，中央企業自行裁決

後相關文件報國家發改委備

查。 

陸企

赴台

核准

程序

與機

關均

需徵

大陸

國台

辦意

見過

程複

雜 

                                                      
302

陸資來台政策研析，〈徐東海〉，《台北論壇》，2013 年 6 月 27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print/P_73.php>。 
303

〈胡錦濤：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華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31/content_105864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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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項目。 

 

(2)1,000 萬美元及以上國家發

改委核准。 

(3)5,000 萬美元及以上由國家

發改委審核後報國務院核辦。 

赴

外

程

序 

  依大陸國家發改委核准文

件，另需向大陸國台辦申

辦。國家發改委、國務院台

辦對陸企赴臺投資專案落實

監督檢查。 

依國家發改委核准文件，辦理

外匯、海關、出入境與稅收等。 

向國

台辦

申與

受監

督 

 資料來源： 

1.參考顧瑩華計畫主持，史惠慈協同主持，《由外人來臺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

臺投資的影響﹙計畫編號: 9812-2-1093﹚》（臺北市 :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09 年 12 月），關於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項目管理規定、境外投資項目核

准暫行管理辦法等。 

2.核准原則相同，自行製表。 

 

貳、「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通知 

    2009 年 4 月兩岸「第三次江陳會談」雙方就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製造業、服務

業、愛台十二項建設及不動產等方式與項目達成共識，共推陸資來台。3045 月大

陸商務部與國台辦共同發佈「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

項」通知，明確陸資來台臺投資與設立企業辦理程序。大陸國臺辦負責人王毅當

日於「海峽論壇」會上公開表達，將組織電子、通訊、生物醫藥、海洋運輸、公

共建設、商貿流通等企業來臺投資考察，鼓勵符合條件大陸機構、企業與臺資企

業合作，來舉辦商務合作等活動，顯示大陸對實際陸資來台也尚於探索階段。 

    該通知律定企業來台投資與設立企業或取得台灣企業所有權之申請，主管單

位為商務部、地方省級商務門會同國務院臺辦辦理，應遵守原則除 2008 年發布

「關於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項目管理規定」外，另增應瞭解遵守當地法規、

風俗習慣等，企業申請核准依據為「發改委 21 號」與「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申

請核准後企業獲頒「境外投資證書」俾辦理人員赴台審批及外匯登記等相關手

續，審批時間則未明定。 

  該通知屬大陸國務院下轄部門聯合規範文書，形式內容與「投資項目管理規

定」相同，結構上強調申請許可與審批過程為主導，主要執行亦參照大陸「發改

委 21 號」與「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為依據。評估該通知，陸企來台投資視同一

般對外投資，未享有任何政策優惠或執行保障，執行再以通知訂定，彈性愈受限

制，另外申請審核亦加入國務院臺辦會辦，凸顯國臺辦會辦角色但也徒增審核期

程，且期程未列。 

                                                      
304

〈第三次江陳會談〉，《海峽交流基金會》，2009 年 4 月 29 日，

<h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50785&ctNode=3809&mp=19>。 

 



118 

    大陸企業赴台投資與申設企業規範之核准程序等較諸大陸企業至他國投資

申設企業，手續較繁複、申請過期程長，並須知會國台辦等，不利於企業來台投

資申辦，大陸企業赴台投資申設企業與赴國外投資政策比較如下表。 

附表 4-5              大陸企業赴台與赴國外投資政策比較表 

法

規 

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

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

（2009 年 5 月） 

境外投資管理辦法（2009 年 5 月） 

 

比較

說明 

核

准

機

關 

1.地方企業向所在地級商務

主管部門循商務部辦理。 

2.中央企業直接向商務部申

辦。 

商務部和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對企業境

外投資進行管理。 

原則

相同 

核

准

程

序 

1.向商務部門提出申請、會

辦國台辦意見後依「境外投

資管理辦」審核。 

2.收辦後，省級商務主管部

門應於 10 個工作日內進行

初審，同意後報商務部。商

務部收辦後 5 個工作日內

決定是否受理。受理後應於

15 個工作日內決定核准與

否。（程序較複雜） 

1.中央企業報商務部核准。 

2.地方企業報省商務主管部門核准。  

2.商務部部門收辦後，3 個工作日內  

進行審核。 

3.上列投資不包含金額 1,000 萬美元

以上、涉多國益、特定國家、特殊目

的、能源礦產類等案件。 

陸企

核准

程序

複雜

時程

長 

赴

外

程

序 

企業境外投資核准後，商務 

部頒「企業境外投資證書」 

或「企業境外機構投資書」 

，陸企憑證辦理人員赴台審 

批及外匯等程序，企業或非 

企業法人在當地註後，須於 

15 個工作日內備相關文件

報商務部與國台辦查核。 

企業境外投資獲准後，憑證辦理外

匯、銀行、海關、外事等相關手續。（手

續較簡便） 

 

陸企

赴外

需回

報商

務部

與國

台辦

查核 

 資料來源：  

   1.參考顧瑩華計畫主持，史惠慈協同主持，《由外人來臺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

臺投資的影響﹙計畫編號: 9812-2-1093﹚》，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設立

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等。 

   2.自行製表。 

 

参、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 

    2010 年 6 月 29 日兩岸於「第五次江陳會談」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簡稱 ECFA，象徵兩岸經貿、投資進一步深化，貨物和服務貿易更自由化時代，

 



119 

經濟合作領域更擴大。大陸為進一步鼓勵、引導和規範陸資企業來台投資，亦著

手修訂陸資來台規範，2010 年 11 月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國務院台辦

共同發布「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取代「關於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

投資項目管理規定」與「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

兩通知。 

    該辦法整合前兩「通知」關於投資人資格條件、投資原則、遵守事項、項目

審批與來台投資設立企業時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國務院台辦業管事項

與程序；新增項目為核准赴台投資企業享有相關政策支持與兩岸相關協定待遇，

同時加強投資資訊服務、人員和投資環境培訓與台灣投資環境調研報告等；另陸

企以境外企業赴台投資者重申依「發改委第 21 號」項目核準，即金額大小均按

規定向發改委辦理核准手續、商務部備案，未如「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審核權下

放而放寬審核，新頒辦法與「大陸企業赴台投資項目項目管理規定」、「大陸企業

赴台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相關法規」主要調整項目說明，如下表。 

附表 4-6  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等三法規主要調整說明表 

項

目 

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

辦法（2010 年 11 月） 

「大陸企業赴台投資項目項

目管理規定」與「大陸企業

赴台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

相關法規」 

調整 

說明 

來

台

投

資

項

目

審

查 

 

陸企赴台投資項目審查機關： 

1.地方企業向所在地發展改革

委申請，省級發展改革委初審

後報國家發展改革委核準。 

2.中央企業直接向國家發展改

革委申核。 

3.國家發展改革委依「辦法」對

赴台投資項目進行核准，並徵

求國台辦意見，發改委核准文

件抄送商務部、國務院台辦等

有關部門。 

 

1.金額大小皆需經核准。 

2.中央省市不同層級隸屬不

同核准機關： 

(1)中央企業－發改委申

辦，需先徵國台辦意見。 

(2)非中央企業－省市級發

改委與省級台辦初審後報發

改委，均需先徵國台辦意

見。 

3.重大投資專案，須經國家

發改委、商務部與國務院台

辦審核後報國務院核准。 

4.國務院台辦可向國家發改

委推薦項目，省、自治區、

直轄市台辦可向同級發改委

推薦項目。 

簡化條

文審核

與會辦

過程未

變 

 

設

立

企

業

1.商務部收到申請後徵國台辦

意見，同意後商務部按「境外

投資管理辦法」審核，通過頒

發「證書」。 

1.商務部收辦後 5 個工作

日內決定是否理。受理後應

於 15 個工作日內決定核准

與否，企業境外投資核准後

條文簡

化、註

冊後增

加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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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審

查 

2.當地註冊後，於 15 個工作日

內將註冊文件等報國家發改

委、商務部和國務院台辦備查。 

頒「證書」。 

2.當地註後，須於 15 個工作

日內備相關文件報商務部與

國台辦查核。 

發改委

備查。 

政

策

支

持 

1.獲核准赴台投資憑證享國家

有關政策支持，認證後享有兩

岸簽署有關協議項下待遇。 

2.發改委、商務部、國台辦三單

位負責陸企赴台投資引導和服

務，陸企赴台政策、人員和投

資環境等方面培訓，提高赴台

投資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3.加強對台投資環境、市場和產

業發展狀況研究分析，提供赴

台陸企投資參考。 

 增加三

項政策

支持 

管

制 

大陸企業以境外企業赴台投

資，應按規定赴國家發改委辦

理核准手續、商務部備案。 

 

商務部、國務院台辦對陸企

赴台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

進行監督檢查。 

 

刪除監

督與不

法行為

規範 

處

罰 

大陸企業如違反規定在臺灣地

區投資，國家發展改革委、商

務部將會同國務院台辦按有關

規定予以處罰。  

 

大陸企業如違反有關規定在

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

法人，商務部會同國務院臺

灣事務辦公室按有關規定予

以處罰。 

另下情況之一，國家發展改

革委與國務院台辦會同相關

部門按規定分別予以處理。  

1 從事違反法律法規的活

動； 2 經核准的專案在辦理

完外匯、海關、出入境和稅

收等相關手續後，滿 6 個月

未按國家發展改革委核准的

專案申請報告內容開展相關

活動；3 經核准的專案已經

終止；4 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務院台辦認為不宜繼續在

臺灣地區經營的其他情 

況。 

條化簡

化，罰 

則模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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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2010 年 11 月）與「大陸企業  赴

台灣地區投資項目管理規定」（2008 年 12 月）、「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

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2009 年 5 月），自行製表。 

  

該辦法主要為整合歸納前兩通知，加入政策支持，然仍屬部門行政規章、法

律效力低，非由大陸國務院制定如「中國公民往來臺灣地區管理辦法」等行政法

規，305三個部門聯合制定反映管理單位多、相互操作協調扞格難免，規範內容而

言仍屬原則性，投資金額大小仍按規定向發改委辦理核准手續、商務部備案，未

因境外投資政策審核權下放而放寬核准。306新增赴台投資享受政策支持項目，大

陸為支持企業「走出去」戰略，2005 年大陸財政、商務部頒「對外經濟技術合

作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給予從事境外投資、對外承包工程等支持；觀察 2010-2012

年重點支持項目均為境外研發中心、裝備製造業專案與特許經營類對外承包工程

項目等，陸企來台目前尚未發生該兩類投資，因此原則宣示性意義較大。兩岸相

關協定待遇，依兩岸 ECFA 後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簡稱「兩岸

投保協議」，對大陸來台投資資金人員保障已作雙項具體規範；另辦法特點為增

加投資關於資訊、培訓與環境調研服務。整體而言「辦法」推出僅為整合前兩項

通知內容，並未有突破性鼓勵與支持，增加審核單位同時亦延長投資申請期程。 

 

小結 

    觀察大陸制定企業來台投資相關管理規範，初期準用大陸國家發改委 2004

年頒佈之「境外投資專案核准暫行管理辦法」21 號制定「大陸企業來台投資項

目管理規定」，管理規定係針對大陸企業來台投資項目之審批管制，彈性與適用

性於準用辦法規範下，試探與宣示意義性質大於實質，成效自不如預期。2009

年大陸商務部發布「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後，大陸相關部門亦頒發陸企來台投資

或設企業規範，於準用性部門辦法規範下，核准程序相對冗長複雜與耗時；2010

年 6 月兩岸簽署 ECFA 後因應經貿深化需求，大陸再次調整整合現有涉台投資規

範，2010 年 11 月頒發「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 

    大陸立法受「涉台工作無小事」觀念影響，形成規範制定謹慎有餘、創新不

足，立法分散，未形成統一完整體系。就申請程序而言，無論金額大小仍需事前

申辦、多部門審批會辦，完成核准辦理已曠日廢時；法規效力言屬國務院下轄部

門聯合發布，法律位階層級低，內容欠充實與完整，但也凸顯涉台經貿事務屬國

務院下轄部門位階管理層級；政策支持與保障規範原則性強，適用預期結果自然

欠理想。基此，實際執行將面臨環節過繁瑣、監管單位過多、保障機制缺完善，

導致審批一般需 4 個月以上時間，增加來台投資交易成本。 

                                                      
305

名陽法律事務所，德衡律師集團著，《兩岸投資法律一本通》（臺北市:名陽法律事務所、德衡

律師集團；數位法學公司總經銷，2012 年 3 月），頁 23-24。 
306

郭永瑩，〈大陸調整企業赴臺灣地區法律架構〉，趙衛平，鄔為主編，《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

資法規解讀》（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 年 6 月），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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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 2013 夏季達沃斯論壇時表示，大陸要

進一步放寬企業「走出去」條件，減少企業海外投資審批等，意謂著大陸企業境

外投資管理自「審批制」、「核准制」向「核備制」鋪陳前進。同時大陸國務院「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國發（2013）38 號，關於上海自貿試驗區對外投資

開辦企業以備案制為主，一般專案亦實行備案制，備案制管理審批陸續形成境外

投資改革之試點；再次大陸國務院 2013 年 12 月發佈「政府核准的投資專案目錄

（2013 年本）的通知」第 13 條，境外投資中方投資 10 億美元及以上項目、涉及

敏感國家和地區、行業等專案由大陸國務院主管部門核淮外，中央管理企業投資

項目和地方企業投資 3 億美元及以上項目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備案；境外投資

開辦企業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等，由商務部核准，其他中央與地方企業向管理單

位備案。3072014 年 4 月 8 日，大陸國家發改委頒「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

辦法」，據此，大陸境外投資管理除受管制地區與項目外，「審批、核准制」開始

走向「核備制」。大陸企業來台投資是否因大陸對外投資政策審核鬆綁，更具彈

性利於大陸企業來台，殊值觀察。 

第三節  兩岸開放陸資來台投資事業規範比較 

        兩岸自 2002 年起加入 WTO 成為會員國後，即面臨國際規範對兩岸經貿

與金融開放調整挑戰，同時也得以較大範圍溶入世界經濟，更促使兩岸相互投資

開放與經貿往來進入實體接觸期，雙邊陸資來台事業投資法令規範亦自 2002 年

起陸續推出。2002 年我政府率先制頒「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

轉不動產物權可辦法」，2004 年大陸亦頒「投資境外專案核准暫行管理辦法」規

定在臺之投資專案准適用；然 2002－2008 年兩岸關係形勢緊張，政冷經熱，兩

岸推出之辦法宥於政治現實，僅止於原則、宣示性質，實際進入陸資來台申請可

操作為 2008 年之後。2009 年起台灣制頒「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大

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大陸頒發「大陸企業赴

台灣地區投資項目管理規定」、「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

事項」、「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自此陸資來台於兩岸政策規範下

陸續啟動，然兩岸間陸資來台投資法律規範仍存有部分原則與內容差異，分述如

下： 

壹、投資法源依據與目的差異 

 一、台灣方面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等兩法制頒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關於兩岸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得以法律作特別規定，授權制定「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2003 年 10 月通過條例修正賦予行政機關據以

訂定辦法之來源；據此，陸資來台投資上位法源主要為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

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兩岸人民往來之權衡。就投資法源目的，主管部門經濟部

                                                      
307

大陸國務院，〈大陸政府核准的投資專案目錄（2013 年本）的通知，國發 2013－47 號〉，《大陸

政府門戶網站》，2013 年 12 月 13 日，<http://www.gov.cn/zwgk/2013-12/13/content_25473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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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為「投資許可辦法」與「設立許可辦法」之實施說明謹提出「為開放」陸資來

臺投資，「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擬訂該兩辦法，辦法條文第一條未再述明；308

反觀我「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 1 條即提出條例作為華僑回國投資之鼓勵、保障

及處理，與「外國人投資條例」第 1 條亦提外國人在國境內投資、保障、限制及

處理等宣示稍有差異，其主要區別在於立法時期之時代環境、國情與經濟型態等。 

 二、大陸方面 

   「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等三法源係 2004 年大陸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依大陸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與「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

革的決定」兩項制定，上位法源之目的為維護人民權益、保障依法行政與解決投

資體制存在問題。就投資法源目的，「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第 1、

2 條明述為進一步鼓勵、引導與規範陸企積極穩妥來臺直接投資，其積極性中略

帶保守意涵。 

 三、差異說明 

    自法源來源位階而言，台灣陸資法法源屬憲法層級下之機關法，主要為解決

兩岸未統一前之需要；大陸法源則屬國務院層級，目的為依法行政與解決投資體

制存在問題；兩岸陸資來台事業投資法源位階、目的不同，因此立法方向自然台

灣朝開創性發展，缺失在於防弊規範稍嚴；大陸則以防弊與執法有據等出發，對

現有法令中擇要點防杜現行對外投資缺失，其範圍與彈性自然較諸對外投資法限

縮。 

    就兩岸現行直接投資規範立法目的而言，台灣略嫌保守，謹提出為「開放」

而訂，較諸僑外來台投資條例之鼓勵與保障等差異係時空環境有別。「大陸企業

赴臺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提出積極性之鼓勵、引導與規範目的，凸顯向來對台

經濟策略目的，同時要求行動要積極穩妥，提示現階段仍為試探性與小規模來臺

直接投資方式應對。 

貳、投資主體差異 

 一、台灣方面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69- 73 條均對投資主體作相關論述，依此「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訂所謂投資人資格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依規定來臺灣投資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

之公司，指上述投資第三地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 30%，對該公司具有實質或

潛在控制能力，該公司在臺投資同時不適用外國人投資條例規定。另陸資投資人

資格亦有限制，第 6、8 條規範依母法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等，限制大陸軍方投資

或具有軍事目的之投資人來台投資，據此大陸「國務院」所屬國有企業計 138 家

列限制與禁止來台投資範圍，其中 9 家具軍方背景依規不得來台投資，餘 129 家

國有企業依原則禁止個案審查方式，若涉敏感亦禁止來台投資。 

 二、大陸方面 

                                                      
308

經濟部，〈開放陸資來臺，實現兩岸雙向投資「優勢互補、互利雙贏」〉，《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2009 年 6 月 30 日，<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NewsLoad&id=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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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大陸國家發改委 2004 年第 21 號「境外投資專案核准暫行管理辦法」第 2

條投資主體為大陸境內各類法人在境外企業或機構投資，對臺灣投資項目適用於

該法，據此 2010 年 11 月大陸國家發改委等三部門聯合發布「大陸企業赴臺灣地

區投資管理辦法」規範赴臺投資主體為，符合（一）大陸依法註冊、經營之企業

「法人」，（二）具投資申報項目行業背景、資金、技術和管理實力，（三）利於

兩岸和平發展，不危害國家安全、統一。 

 三、差異說明 

    投資主體指投資者之資格條件，相較兩岸投資人前提範圍，台灣除單位禁止

外，規定較為寬鬆；大陸規範則排除自然人與非法人來台，範圍相對狹窄，309然

1984 年大陸與法國簽「保護投資協議」其內投資主體規範為締約任一方國籍之

自然人，設立公司之經濟實體或法人，以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之經濟實體或法人

等，其投資主體對台灣與國際之差別，造成大陸國內立法來台投資與國際條約內

容有別之衝突明顯。310大陸對台投資主體排除自然人與非法人於對外投資之列，

2010 年起大陸鼓勵民營企業對外投資作為「走出去」戰略之重要組成，「大陸企

業赴臺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通知」首項又闡明為進一步鼓勵、引導和規範大陸企

業赴臺直接投資，前後對照呈現矛盾與不合邏輯處甚巨。 

    就投資主體限制與項目內容，兩岸方式各異。台灣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等因

素，限制或禁止大陸軍方或具有軍事目的「國務院」所屬國有企業 138 家來台，

另規定 （1）經濟上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性地位，（2）政治、社會、文化上具

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3）對國內經濟發展或金融穩定有不利影響者，得撤銷

或廢止其投資。該限制與禁止範圍查較僑外投資條例禁止內容嚴謹，其中安全為

主要考量。大陸對企業來臺灣投資主體限制除允許企業「法人」外，亦限制投資

者對項目行業背景、資金、技術和管理之實力條件與不危害國家安全、統一，另

「發改委 21 號」第 18 條規範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公共利益，符合需要、利

於發展與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等要求。 

    就限制投資主體，兩岸均以「安全」為前提，政治意涵鑿斧深刻；台灣以較

保守作為方式限制危害國家安全之投資，大陸除維持國家統一論調外，傾向積極

方式，規範對外投資企業要符合統一需要、利於發展與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等，雙

方各據不同政治目的。 

参、投資項目差異：投資項目為陸資來台之重，亦為兩岸政策制定所高度關注者。 

 一、台灣方面 

    台灣開放之初原則秉先緊後寬、循序漸進、有成果再擴大，採「正面表列」

方式分階段開放，業別項目、限額及投資比率，由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核定。其後

投資自由經濟示範區事業，無涉及國家安全之項目、限額及投資比率不受前項之

                                                      
309

涂仕華、張工，〈兩岸投資法律保障制度的比較研究〉，《江西省：南昌市委黨校學報》，2012 年

6 期，頁 58。 
310

包運成，〈我國有關陸資入臺法律問題初探〉，《湖南科技學院社會科學家期刊》，2010 年 2 期，

頁 77；程爾寧，〈我國海外投資立法的現狀、缺陷及其完善〉，《東北大學法制與社會期刊》，2010

年 3 期，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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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另投資申請有如下：經濟上獨占、壟斷等，政治、社會、文化具敏感性與

影響國家安全與對經濟或金融不利影響等，其投資經營得撤銷或廢止其投資。 

    2009 年政府開放陸資投資以來，開放範圍以製造業、服務業及公共建設為

主，未涉及農業；開放項目原則，以臺灣產業有因應能力者，對臺灣經濟發展與

就業有助益，兩岸間有互補性；同時合作項目利於兩岸產業分工深化同一產業鏈

之業別及與公共建設項目關聯性之服務業者。依行政院主計總處行業標準分類調

整後，開放迄今三階段製造業部分已開放 201 項，開放幅度 95％，服務業部分已

開放 132 項，開放幅度 42％，公共建設（非承攬）部分開放 42 項，開放幅度 51

％，開放比率為 61%，311 其中未附帶條件之開放項目佔 59%，附帶不得具有控

制能力、持股比率須低於 50％等佔 41%，統計如下附表。 

 附表 4-7     開放陸資來台項目限制條件與數量統計  

項

目 

數

量 

限制條件情形 限制

數量 

比例 

（%

） 

項目名稱 

製

造

業

開

放 

201 未附帶限制條件。 154 77 飲料、成衣、

機械設備製

造。 

1.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陸資持股

比率不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

陸資持股比率須低 50%。 

2.對投資事業不得具有控制能力。 

9 4 肥料製造

業、冶金機械

製造業等。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略並經專案審

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不得具有控制能力。 

7 3 積體電路製

造、半導體封

裝及測試業 

1.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 

2.陸資持股比率須低於 50%。 

31 15 化學材料、機

械設備，食品

藥品製造。 

服

務

業 

開

放 

132 未附帶限制條件 79 60 資源回收、批

發、零售、餐

飲等。 

對投資事業不得具有控制能力，持股

比率須低於 50％、不得超過臺灣地

區最大股東之持比率與個案認定金

額限制等。 

53 40 陸上運輸

業、運輸輔

助、倉儲。 

公 42 未附帶限制條件 17 40 國際會議、展

                                                      
311

張克成，〈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相關規定及申請與審理程序〉，《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2

年 7 月，頁 23；〈第三階段開放陸資來臺投資業別項目〉，《經濟部》，2012 年 3 月 20 日，

<http://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2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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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建

設

開

放 

覽與新市鎮

開發。 

持股比率須低於 50％、不得超過臺

灣地區最大股東之持比率與個案認

定金額限制等。 

25 60 港埠、交通建

設文化機

構、社福單位

及其設施。 

 說明： 

1.投資從事經營製造業積體電路製造、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等陸資股東不得

擔任或指派其投資事業之經理人、擔任董事之人數不得超過其他股東之總

人數，及不得會前徵求委託書等。 

2.未附帶限制條件為 59%，附帶限制條件為 41%。 

3.資料來源：張克成，〈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相關規定及申請與審理程序〉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2 年 7 月 11 日），頁 25。 

  

 二、大陸方面 

    2004 年起大陸頒「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時來臺投資產業導引並未

納列，2008 年頒「大陸企業赴台投資項目管理有關規定」要求投資者項目應主

動適應兩岸經濟發展特點和需要，結合自身優勢和發展，國務院台辦可向國家發

改委推薦專案，下級省、直轄市台辦同級比照辦理；2009 年 5 月大陸前國台辦主

任王毅參加「海峽論壇」會上提出將組電子、通訊、生物醫藥、海洋運輸、公共

建設、商貿流通、紡織、機械、汽車製造業等行業來台投資考察；3122010 年頒「大

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管理辦法」要求企業來台需具備投資項目之行業背景、資

金、技術和管理能力，不危害國家安全、統一等原則性規範，具體項目亦未列。

另大陸 2010 年起重點支援對外直接投資為境外研發中心、裝備製造業專案與特

許經營類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兩岸簽署 ECFA 後，2011 年 2 月大陸海協會前會長

陳雲林率領包含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光大集團、中糧集團、中國航空集團、上海

水產集團與港中旅集團等十餘家主要央企來台參訪，目標為新能源產業、兩岸物

聯商機、觀光、食品等，以大陸「十二五規畫」為主及在台先建立灘頭堡任務，

對央企而言秉政策要求配合之績效比投資結果更重要。313大陸 2011 年 3 月頒「十

二五規劃」指引大陸未來培育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如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

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產業；2013 年頒「政府

核准的投資專案目錄」指出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國內產能已

嚴重過剩，嚴禁新增專案，指導對外投資可發揮過剩產能技術、裝備、規模優勢，

開展周邊國家及新興市場資源和價值鏈整合。314另境外投資中方投資 10 億美元

                                                      
312

王毅，〈首屆海峽論壇的重頭戲〉，《中國臺灣網》，2009 年 5 月 17 日，

<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45.htm>。 
313

吳美慧、林宸誼，〈央企訪問團千億購買力出擊〉，《今周刊》，740 期，2011 年 2 月 24 日，頁

5-6。 
314

大陸國務院，〈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1 號〉，《大陸政府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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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項目，涉敏感國家、地區或特殊項目專案，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核准，

餘則報該部門備案處理。315基此，大陸對台投資項目雖未明列，然「十二五規劃」

七大戰略產業、重點支持對外投資三大項應為主要項目，兩岸物聯、觀光、食品

等為搶先機項目，產能過剩產業屬基礎製造與影響環保產業，為大陸積極對外投

資之項目，然可能較不符合台灣所需。 

 三、差異說明 

    觀察兩岸對來台投資項目差異，台灣對陸資開放項目，以正面表列方式陳

述，禁止及限制項目除僑外投資負面表列外，另加入獨占、壟斷與經濟上等因素

及大陸軍方不得投資限制，同時製造業敏感關鍵產業多數採附帶條件開放與產業

合作策略並專案審查，限制項目界線清楚。陸資來台與僑外來台投資寬鬆有別在

於兩岸特殊情況下需特別處理，以台灣高度民主參與國政特性與國人對陸資來台

投資尚存虞慮情形下，慎謹而微實有其必要；同時考量大陸企業之優勢在於製造

業之低成本結構，對於高科技產業需求側重消費型電子之低階產品，與台灣發展

資訊產業之晶片、半導體等高階產品結構有異，對成本挑戰與高科技產業內部結

構差異，台灣產業特性亦為來台投資陸企障礙。316 

    反觀大陸核准來台投資主體均為國有企業等法人，於產業發展重點與政策支

持下對高科技、敏感產業、新能源產業與金融服務投資當為首選，兩岸物聯、觀

光、食品等為搶政策時機項目，已禁止之產能過剩產業產業亦可納入考量；然高

科技、敏感產業等台灣開放有限又附帶條件限制，物聯網與觀光尚於限制之列，

食品製造僅製糖業項目未列限制，餘冷凍、水產、麵粉等 17 細項食品製造，規

定陸資持股比率須低於 50%。開放之紡織等製造業與會議、餐飲、批發零售等服

務業屬勞力密集型傳統產業，就近年台灣工資、土地與物價等成本墊高因素下對

陸資投資而言是缺乏吸引力；
317

基此，大陸對台灣開放陸資來台投資項目期望落

差自可預期與批評不斷，現階段投資仍將是試探性與小規模為主。大陸「十二五

規畫」頒布後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其支持鼓勵外商進入項目為戰略性

新興產業與現代服務業之銀行、人力資源服務，希望藉由外商加速發展戰略性新

興產業，然對技術落後、規模小、大陸已經具備產能業別則列入限制，同時稀有

礦產資源、物流、房仲業等亦列入限制外商進入，318足資大陸對外開放之產業項

目亦含高度政治性，並非台灣考量而已。 

肆、投資審核差異 

 一、台灣方面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審核，依「投資許可辦法」規範，符合資格之投資者，

                                                                                                                                                        
網站》，2013 年 10 月 15 日，www.gov.cn。 
315

大陸國務院，〈關於發佈政府核准的投資專案目錄（2013 年本）的通知〉，《大陸國務院辦公廳

網站》，2013 年 12 月 13 日，<www.gov.cn>。 
316

俞毅，〈大陸企業對臺投資現狀、障礙與對策〉，《研究與探討》，2011 年 6 期，頁 27。 
317

陳恩、王方方、譚小平，〈陸資入臺的過程、現狀、作用和障礙探析〉，《廣東：暨南大學產經

評論》，2010 年 3 期，頁 81。 
318

蔡宏明，〈注意大陸新公布外商投資限制名單〉，《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2011 年 4 月 26

日，<http://www.npf.org.tw/post/1/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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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投資申請書，附投資計畫、身分證明、授權書及其他相關文件等，向經濟部

投審會申請投資許可，投資計畫變更時，比照辦理；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依「設

立許可辦法」，取得投資申請後向經濟部投審會與商業司等申辦。大陸地區人民

來臺投資核准採個案實質審查，以經濟部投審會為主，邀集國內財經、內政與國

防等 19 個部會副首長定期舉行聯席審查會議，陸資來台事業投資審核期程約需

60 日，較諸僑外投資一般核准期程約 40 日長。319自 2009 年開放迄 2014 年 3 月

37%投資申請案件審核未過，其中以資料或營業項目不符佔 90%以上為最，不允

許投資業別項目集中於出版、零售、資訊軟體服務業、電信器材批發業等，自

2014 年 4 月起，為加強陸資、僑外資來台投資把關，參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模

式，審核委員會正式納入國安單位全程參與。320 

    台灣對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審核，採事前申請許可制，審核過程以經濟部

投審會為主先進行初審後邀集跨部會進行聯席審查會議，實施個案實質審查，比

照僑外投資辦理，核准期程考量條件因素，較諸僑外投資時間長，約需 60 日內。 

 二、大陸方面 

    大陸企業來臺投資大陸有關機關審核主要規範為「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

管理辦法」，另「發改委核准暫行管理辦法－21 號令」、「發改委關於完善境外投

資項目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與「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等亦明確規範申辦程序。 

陸企來台開展商務活動前，依規定需向國家發改委申報項目投資等信息報告，大

陸央企向國家發改委提出，地方企業向省發改委提出，發改委於受理後 7 日內出

具確認信函，與要求期限內對外開展。大陸企業來台投資項目，舉凡新設、併購、

入股、增資、再投資等均需向發改委申請項目核准，發改委同時會國務院台辦意

見；審核通過獲國家發改委投資核准函期程約 30 日內，如有必要需委託諮詢機

構進行項目評估，期程不包含於 30 日內。 

    大陸企業來台以獨資或合資方式新設、收併購、入股增資與股權轉換等方式

在台設立企業與取得企業所有權，央企與地方企業均需分別向商務部與省商務部

申請核准。商務部受理後會辦國台辦意見，核准無異議後頒發企業「境外投資證

書」俾以辦理外匯、海關登記，外事備案等，商務部門自評估受理迄頒發「境外

投資證書」期程約需 30 日；企業在台投資設立企業後，需於 15 日內檢附相關文

件回報大陸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與國台辦備查。 

    大陸企業來台投資審核主要規範依大陸境外投資管理相關規範立法，執行時

再會國台辦意見，同時國台辦可提供相關投資建議；基此審核採事前申請許可

制，過程著重各部門權利之管制與權限發揮，未通盤整合，自報送信息迄核准獲

得「境外投資證書」，約需 70 日，不含委託諮詢機構項目評估，因此手續繁複，

期程較一般境外投資長時長。 

 三、差異說明 

                                                      
319

投資審議委員會，〈僑外資及陸資來臺投資申辦實務及案例分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3 年 6 月，頁 45-53。 
320

林孟汝，〈嚴審陸資 299 件未過關>，《中央通訊社》，2014 年 4 月 19 日，<http://www.cna.com.tw/ 

news/afe/20140419011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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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兩岸審核來台投資規範比較，均為事前申請許可制。大陸對陸資來台審核

規範置於境外投資範圍下再加會國台辦辦理，因此彈性與適用範圍自然限縮；過

程著重各主管部門規範管制與權限發揮，較易產生職權相互扞格、協調困難與彈

性適應不足等問題，進而影響來台投資意願，所需時程較台灣審核時間長，2014

年 5 月起大陸對部分境外投資審核將報備制，陸資來台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是否

同時調整殊值觀察。台灣對於陸資來台審核以經濟部投審會為主，先進行初審後

舉行跨部會聯合個案審查，各部會意見同時呈現，採共識決，較不易發生部門主

義，但也容易發生相互監視、管控過嚴，資金拒於門外加大兩岸投資差距。 

    ECFA 簽署後，2012 年 8 月兩岸簽訂「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其中第五條

敘述雙方同意朝逐步減少或消除相互投資限制，與努力促進相互投資之共識；據

此原則，未來陸資來台限制項目解禁範圍與投資正常化，預期將陸續推進。 

伍、投資保障差異 

    投資保障係雙方政府透過公權力以降低投資者於對方面臨之外匯管制、徵收

沒收、戰爭與爭端等風險，兩岸對陸資來台保障規範如下： 

 一、台灣方面 

    陸資來台投資保障台灣僅於「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12、13 條規範對投資

所得孳息或盈餘申請結匯，與擔任投資事業董事或監察人職務依公司法等辦理，

相關徵用、投資待遇與爭端解決等均未規範說明。然徵用或收購部分，僑外國人

投資條例規範政府基於國防需要，徵用或收購時給與合理補償，開業二十年內維

持投資額 45%以上，不予徵用或收購；同時國民待遇部分，投資人事業除法律上

另有權利義務規定外，享與國內事業相同權利義務，即與國民相等待遇，此外「華

僑回國投資條例」訂遺產稅減半等規定。爭端解決雖付之闕如，然母法「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41-51 條則規範民事爭端採屬地主義，如兩岸人民間之民事事件，

除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民事法律關係之行為地跨連兩岸，以

臺灣地區為行為事實發生地，物權與債之契約依訂約地法律規定，以為執行時參

照。我政府「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對投資保障、國民待遇等相關規範雖未臻完善，

為大陸政府與企業來台投資之質疑在所難免，然適足以凸顯作為爭取台商大陸投

資保障之籌碼。 

二、大陸方面 

大陸為投資母國，企業法人來台投資依「來臺投資管理辦法」開宗明義指出，

該辦法為進一步鼓勵、引導、規範與支援陸企積極穩妥來臺灣投資，該法第 13

條陸企如獲相關認證後享兩岸簽署有關協定項下待遇；另大陸為加快對外經濟合

作步伐，自 2005 年起頒發「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對境外投資

依法設立企業給與支持，補助方式有直接與貸款貼息補助兩種，直接補助為前期

調研、諮詢費，境外人員意外傷害保險、突發事件傷亡緊急處理與專利註冊等費

用，貸款貼息補助為境外企業向大陸銀行取得低利貸款，貼息利率不超過中國人

民銀行公布之基準利率。該項支持適用於陸資來台投資企業，然政策支持也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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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境外投資並未享有特殊優惠321，其他關於投資待遇與爭端解決，規範並未說明。 

    反觀大陸對自 90 年代起絡繹前往大陸投資台商而言，關於相同待遇、徵收

補助與糾紛仲裁較有明確規範，與台灣對僑外投資立法相仿。台商投資主要規範

為 1988 年大陸國務院頒「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1994 年「台灣同胞投資保

護法」與 1999 年「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台商企業享有與大陸人民同

等待遇規範於「實施細則」第 19 條，另依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對台商投資企業實

行徵收與爭議仲裁等均有原則性條文。然大陸對台商同等待遇原則卻於限制與禁

止投資類未能同等優先適度放寬，台商人身保護不足權益也未盡完善；依「社會

公共利益需要」對台商投資企業實行徵收，原則概念太攏統，徒增濫權與不安全

感；爭議仲裁僅能提交大陸或香港仲裁機構受理，影響台商權益，宜擴大選擇區

至台灣與仲裁機構；322具體而言該等規範條文以原則性為主、欠明確，立法引述

過多參考規定、後續配套未完備，導致操作性弱，實施無法可循。 

三、差異說明 

（一）綜觀兩岸政府對陸資來台法律規範，保障與爭議解決等均未完善。大陸對

外商投資關於待遇保護、爭議解決及徵收等議題除基本規範外，尚有個別國與國

間規定補充提供投資保障；對台商雖有「台商保護法」等規範，然主要內容大多

為宣示性原則條文，未比照與各國所簽國際協定之保障。323兩岸經貿關係日益深

化之際，大陸方面機關行政遲緩、金融貸款困難，台商人身及財產安全欠保障、

投資糾紛權益受損案件逐年遽增，324現有法令已無法有效解決，另徵收與仲裁原

則太攏統，徒增濫權與不安。 

    台灣方面對陸資來台立法與僑外來台投資法令規範之鼓勵與保護顯然差距

甚大，尚未完備。基此差異，現行法令已無法提供臺商與陸資對於投資權益保障

等需求，如何健全兩岸投資環境，降低投資風險，維護生命財產安全，確需制定

明確規範遵行。 

（二）2010 年 6 月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代表著兩

岸雙向經貿交流愈趨深化，為促進相互投資，創造公平投資環境，2012 年 8 月

兩岸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提供相互投資間保護與降低障礙之

促進。兩岸因政治情勢關係特殊，具國家司法主權爭議，同時均為投資輸出國與

輸入國立場下，投資保障與促進內涵就深具兩岸特殊關係之博弈處理，廣大台商

於大陸投資保護是台灣欲爭取的，反之陸資來台更開放為大陸目標。 

    就投資保障公平待遇而言，協議規定需符合正當程式原則，不得拒絕另一投

資者公平與公正審理、或明顯的歧視或專斷措施，另未訂任何保護傘條款；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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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瑩，〈大陸支持赴臺灣地區投資企業有關措施〉，趙衛平，鄔為主編，《大陸企業赴臺灣地

區投資法規解讀》，頁 137-138。 
322

宋錫祥，〈論涉台投資法律保護的現狀、問題及其相關思考〉，《台灣研究集刊》，2012 年 4 期，

頁 20-23。 
323

林建甫、李俊緯、周信佑，〈兩岸宜儘速簽訂投資保障協議〉，《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1 年

9 月 29 日，<http://www.npf.org.tw/post/3/9744>。 
324

常健，〈台商大陸投資若干問題的調研報告〉，《學習與實踐》，2010 第 5 期，2010 年 6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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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投資法慣例，公平與公正原則經常置於國際法要求下或包含於其中，保護傘條

款經常為大陸與締約國條款內容，325兩岸間投資保障協議則規避引用國際法或國

際間條約做最低限度保障安排。 

    就投資保障之爭端仲裁與人身安全而言，國際間爭端解決通常提付國際仲

裁，特別由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of Investment 

Disputes,簡稱 ICSID )或採協定之臨時仲裁，326然協議達成爭端友好協商與兩岸投

資爭端解決機構協調處理，爭議發生交付仲裁地點由只能提交大陸機構擴增至兩

岸機構；人身自由與安全限制保障達成為依各自規定履行與通知。觀察協議達成

主要保護事項，爭端解決以兩岸「調解」為主，與國際仲裁效力及公正性差距甚

大；327交付仲裁地點限於兩岸，相對於大陸之外國投資者卻允許大陸、香港與國

外仲裁機構也有差別；人身自由與安全限制保障部分，2012 年 3 月大陸「刑事訴

訟法」業修正為逮捕後 24 小時通知事宜，但涉及國家安全與恐怖活動除外，該

部分與國際或區域法治人權相較，存在未保障審判獨立等缺失，並各自規定隱含

解釋範圍寬鬆與無約束力性。328 

    投資保障協議雙方博弈發現大陸不期望出現隱含國與國間協議，台灣亦不希

望拉高台商保護轉而形成陸資來台保障規範之挑戰，因此保障相較於國際間締結

投資協議而言，採低度標準特殊安排。 

    就經營之投資促進而言，協議第三條雙方同意給予不得低於相似情形下之對

方投資待遇，即為居民與最惠待遇標準，然又保留現存限制措施，措施修改需逐

步減少或消除；第五條為逐步減少或消除對相互投資限制，然第二條又列重大安

全、環保、金融與公共採購等四例外。基此，投資經營促進可否獲得居民與最惠

待遇標準端視逐步修改之彈性進程；逐步減少投資限制，有其四項例外前提條

件，前提內容解釋定義權在於各方，彈性擴增相當大。兩岸雙方政治與經濟考量

之特殊邏輯，是否加速陸資來台，協議採較務實彈性處理態度，為兩岸特殊關係

下之特殊安排，代表經濟利益極大化更需考量政治現實需要。329 

    「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簽訂對台商而言，過往疑慮可部分消除，然仍

需依靠大陸執行力支持，原則條款若無細則配套恐難落實，尤其大陸地方政府和

中央間並非步調一致、作法相齊，投保協議後，恐會更突顯大陸台商投資經營保

障之不足，殊值關注；加速陸資入台雖獲原則性共識，進程與彈性端視兩岸政治

氛圍，是否獲得更高保護待遇與進入速度也賴後續協商，兩岸對此協議是原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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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務實，彈性中帶期望，並非採取最高保護標準與最大促進投資彈性，也無讓利

問題。 

 

結語 

    2008 年我政府政黨輪替同時調整兩岸政策，強化兩岸人員與經貿互動，2009

年正式開放陸資來台事業投資後，開啟兩岸正常經貿交流時代，兩岸政府亦各自

頒定相應陸資來台法規以為投資準據。兩岸對陸資來台規範制定自始即存在法源

差異，台灣陸資來台法規之母法源為憲法位階，目的為因應兩岸未統一前之需

要、國家安全考量；大陸則為國務院頒對外投資相關規定，目的作為執行依據、

防弊與推動對台統一。基此，落實於陸資來台規範，台灣重點在於投資主體與項

目界定，安全防禦措施、聯審機制與後續管理，大陸則著重部門管制行政審批許

可流程；兩岸對陸資來台規範初期以試探性政治信任因素影響較深，大陸企業對

台事業投資，一則投資環境不瞭解，另外兩岸之申辦法規程序繁瑣、耗時費力，

導致陸資來台投資卻步，數量與項目有限自可預期。 

    2011 年兩岸簽署 ECFA 協議生效後，深化兩岸經貿往來與產業分工合作，兩

岸亦各自調整陸資來台規範。台灣方面鬆綁調整部分禁止投資項目申請為限制或

禁止，規範轉投資事項等；大陸則增加核准赴台投資享有政策支持與兩岸協定待

遇與相關資訊服務提供。大陸支持推動部分優先對台投資產業項目範圍，然其企

業來台投資政策背後，隱含著高度政治思維，對台投資平台將為其落實對台統戰

工作重要手段之一。台灣為維持經濟實力，防杜陸資經營進入各產業層面、獲取

關鍵技術，挾龐大資金實力、控制台灣經濟命脈，以達經貿促統目的， 因此採

取較高投資產業准入門檻與審查標準，提升安全與防衛機制等，目的為預防風險

與獲致較大機會。ECFA 協議為深化兩岸經貿自由化之共識推進，然投資保障與

促進卻仍未納規範。 

    2012 年 8 月兩岸為保障雙方投資人權益，促進相互投資，簽署「海峽兩岸投

資保障和促進協議」，意謂著兩岸經貿逐漸納入國際投資規範約束考量，投資調

解仲裁與限制人身保護等也逐步進入雙方核心利益、公權力行使與政治矛盾之

「深水區」。歷經 2014 年 3 月國內學生發起之「服貿爭議」後，後續兩岸相關協

議協商，大陸方面應該較認真思考台灣多元民主社會之生態與兩岸關係定位彈

性；台灣方面也必須以更開闊的胸襟，整合朝野共識，共同處理兩岸泛政治性、

高敏感度協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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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現階段陸資來臺投資對旅遊產業影響探討 

 

政府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開放陸資，依行政院主計總處行業標準，三階段開

放迄今製造業部分已開放 201 項，開放幅度 95％，服務業部分開放 132 項，開放

幅度 42％，公共建設（非承攬）部分開放 42 項幅度為 51％，開放比率為 61%，

其中未附帶條件之開放項目佔 59%。330開放陸資投資迄 2014 年 12 月，累計核准

件數為 720 件，核准投(增)資金額近 12 億美金，主要以批發及零售業比例最多佔

近 60%，然全行業撤資、停歇業等比率亦佔 12%。對旅遊產業投資，我國於 WTO

承諾表及 2009 年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後已全面開放觀光旅館業、主題樂園等，允

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以獨資、合資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觀光旅館服務，旅

遊產業其他重要載體如一般旅館、旅行社與遊覽車業等均未對陸資開放。鑑於現

階段陸資進入國內旅遊主要產業投資僅於金門二案次與旅遊附屬產業，然陸客來

台後陸資對我旅遊產業影響爭議已多年，爰此本章主要探討陸客來台後，陸資對

旅遊產業投資情形與影響，次以質性訪談資料補充陸資進入旅遊產業鏈結與影

響。 

 

第一節  現階段陸資投資與影響 

壹、陸資投資情形 

 一、投資概況 

    政府自 2009 年開放陸資來臺，行業申請案次迄 2014 年 12 月以批發零售業

佔近 6 成最多，概因其投資門檻與技術障礙較低，加以台灣產品品質優良具中國

大陸市場商機吸引投資。陸資事業投資金額前 3 名除批發及零售業外，港埠業

佔 14%、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佔 12%，住宿服務業佔 6.7%；投資金額 1000 萬-5000

萬佔 17.5%，5000 萬以上 0.9%，1000 萬以下佔 73%，其中 600 萬以下（20 萬美

金）佔 51%；以投資地區比重分，北部地區近 70%、中部居次約 25%；331投資型

態偏好以新設或設立分公司形式投資居多佔 67%，顯示較強的資金介入經營事

業；投資人以「大陸地區人民」與公司法人名義申請佔 78%，透過香港公司佔

14%，以英屬維京群島等公司方式申請為 8%。 

    陸資來台投資資金總數，部分業者評估失真；認為陸資為迴避投審會法規審

查與監督，借「外資」如澳洲掛牌，進入台灣市場，「陸資」即成「外資」，每年

進入約千億台幣，10 倍於統計數值。3322010 年「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總裁朱

                                                      
330

張克成，〈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相關規定及申請與審理程序〉，《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2

年 7 月，頁 23；〈第三階段開放陸資來臺投資業別項目〉，《經濟部》，2012 年 3 月 20 日，

<http://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24832>。 
331

溫芳宜等主持，《2013 年僑外及陸資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分析報告（調查年度：2012 年）》（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委託，2013 年 12 月），頁 98。 
332

周義豐，〈「陸資」變「外資」千億資金流入台灣〉，《卓越雜誌》，2013 年 7 月 15 日，刊號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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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來於「博鼇亞洲論壇」表示，大陸對臺投資總金額預估超過 500 億美元，333經

濟部前次長杜紫軍也認為政府現在對陸資來台雖比外資把關更嚴，但透過第三國

合併與收購是無法擋， 2013 年第 4 季以後陸資以「參股」或「併購」型態投資

案出現就較多。334 

 二、投資動機與目的 

  研究第二章指出大陸自 2009 年開始下放境外投資審批許可，簡化「走出

去」程序加大步伐，強調「請進來」和「走出去」平衡；2011 年大陸「政府工

作報告」「走出去」強調行業要有序向境外轉移產能，2012 年強調引導所有制企

業開展境外包括能源、服務業等投資合作，同時加快民營企業「走出去」，同年

共黨「十八大」關於「走出去」提出發展世界級跨國公司目標；2013 年共黨「十

八屆三中」後提出允許企業赴境外新設公司、併購、聯合投資等「三個允許」，

目的在擴大企業與個體作為對外投資主體多元地位與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大陸

對外投資「走出去」自始即非國際投資理論強調以知識、品牌、技術、要素稟賦

與市場規模等市場經濟優勢模式，而是強調政府主導為原則；2009 年開始加快，

主體仍為國內具政經優勢之中央或國有企業，政策主導下企業表現出迫切、強

勢、做大規模與移轉產能、開拓經濟新發展空間之態勢。  

    自 2009 年政府「正面表列」開放陸資來台以來，投資案次與金額於大陸政

策指導下，正式來台投資並未表現預期迫切、強勢與做大規模之姿，然 720 餘案

次申請之大陸國有企業，其來台投資之動機與目的為何？ 

依政府主管陸資來台部門委託國內學術單位連續多年「僑外及陸資投資事業

營運狀況調查」，顯示來台投資主要動機為「拓展臺灣市場」，次為「成為全球布

局重要環節」，將臺灣視為中國大陸「走出去」據點之一；然更發現學習、人才

技術網羅與掌握台灣市場動態等綜合動機更，可能為陸資來臺投資動機。
335

 

臺灣內需市場規模不大，對陸資吸引相當有限，來台陸資也未表現強勢與做

大規模，基此，目的可能為搜尋測試或運用臺灣人才、技術與管理資源，開展國

際化或大陸內部市場，同時擴大企業與個體作為投資之主體，而非與在地鏈結、

深耕永續經營。2010 年起陸資陸續入股食品類耐斯集團愛之味，收購電子類大

同子公司與清潔用品妙管家等，有朝品牌化收購趨勢，利用在地資源擴大企業體

創造利潤空間，作為連結兩岸三地經營。政府向來關注把守關鍵技外移，對品牌

形象被收購較居次，台灣產品品牌具（MIT）之溢價價值，陸資購買後可作為高

價值產品推出或進軍東南亞市場先趨，於大陸來台人才挖角具爭議下，收購台灣

企業品牌則爭議就相對容易。 

                                                                                                                                                        
<http://www.ecf.com.tw/newMag-page.php?a_id=2074>。 
333

朱雲來，〈兩岸經濟更緊密的合作有利於應對挑戰〉，《中國新聞網》，2010 年 4 月，<http:// 

www.chinanews.com/cj/cj-ylgd/news/2010/04-11/2218862.shtml>。 
334

戴瑞芬，〈陸資襲台、保護傘靠競爭力〉，《旺報 want-daily》，2013 年 6 月 2 日，<http://www.want-daily. 

com/portal.php?mod=view&aid=75625#ixzz35Y0vXlQ5>。 
335

溫芳宜等主持，《2013 年僑外及陸資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分析報告（調查年度：2012 年）》，

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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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陸資對政府限制進入產業為達收購目的也繞道權變，如政府對陸資入

股或收購國內高科技產業積體電路業、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液晶面板等初始訂

有關鍵技術移轉、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10%等，2012 年後調整僅留不得具有控

制能力。然 2010 年大陸面板大廠京東方科技集團併購國內液晶顯示器廠美齊科

技時，因法令限制無法直接併購與取得控制權，因此轉採資產讓與模式交易變

通，京東方集團購入美齊科技大陸間接所屬公司股權及國內業務與資產，資產讓

與形成插旗卡位另一模式。336同年京東方同時也來台申設分公司，登記業務項目

卻為視聽電子與電腦周邊等，與收購公司與法令限制業務脫鉤，間接達成控制美

齊科技能力意圖目的。大陸從事併購之資產管理公司近年也來台購併國內資產管

理公司，以在地人才為其服務，與國內三大會計師事務所，資誠、安侯建業與安

永聯合等，搶奪併購市場，服務大陸對台併購，也成為另一趨勢。337 

三、營運情形 

陸資開放依投資規範倘經濟上具有獨占、寡占或壟斷性地位，在政治、社會、

文化上具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或影響國內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時，均得以限

制、禁止投資申請或撤銷、廢止其投資，而投資人轉讓投資，若涉及國家安全或

公共利益者，亦禁止其轉讓；主管部門可定期調查投資事業經營概況，投資項目

中 1/3 有項目設限、持股比例、不具控制能力等限制，開放條件與幅度較僑外資

來臺投資嚴謹，足資政府及國人對陸資仍有國家安全上的疑慮考量，預期未來對

陸資投資開放將朝服務業或公共建設鬆綁，同時放寬部分設限。 

    現階段政府對陸資為短期部分開放，經營條件未若大陸內部或一般境外具經

濟上獨占、寡占或壟斷之優勢，屬摸索探底階段，投資效益依大陸商務部等機構

發布「2011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指出，中國境外投資企業 22%處於

營運虧損，原因為海外投資風險不明，但大陸部分學者與業界認為，實際存在風

險與虧損狀態應於 70%以上；338國內研究單位「2013 年僑外及陸資投資事業營運

狀況調查」分析報告指出，30%陸資在台營運出現盈餘，反之 70%處於持平或虧

損狀態。大陸中國人民大學等研究單位 2014 年 5 月發布「走出去：國際商務反

腐敗規則研究報告」，指出腐敗為大陸企業海外擴張最大干擾，主要為中國經濟

存在「國進民退」體制性問題，「走出去」是中央與國企等獨有特權，企業打着

走出去、改革旗號，卻行貪污腐敗、轉移資產之實。339基此，陸資在台營運 30%

企業出現盈餘，應屬常態與符合大陸「走出去」企業經營績效，且台灣近年投資

環境風險評估均名列前茅，340陸資在台營運不彰應非我政府從嚴限制投資規範與

                                                      
336

黃日燦，〈陸資來台先河，京東方併購美齊〉，《經濟日報》，2013 年 2 月 21 日，A17 版。 
337

陳乃綾，〈勤眾併管仲，衝科技醫療併購〉，《經濟日報》，2011 年 6 月 1 日，A17 版。 
338

鄒堅貞，〈中國企業走出去前景廣闊，然而同時也陷阱密佈〉，《新浪網轉載自華夏時報》，2012

年 2 月 11 日，<http://www.sina.com.cn>。 
339

何平，〈走出去？中國企業海外腐敗問題再成焦點〉，《自由亞洲電台》，2014 年 5 月 13 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jz-05132014160634.html>。 
340

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EnvironmentRiskIntelligence；簡稱 BERI)「投資環境風險評

估報告」指出，台灣投資環境(ProfitOpportunityRecommendation；POR)2010 年起即全球排名全球排

名前 5 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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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所致。另統計陸資來台投資因故停歇業或解散等行業佔總投資案次比例

12%，以批發及零售業佔 60%案次最多，停歇行業平均投資以小額 150 萬台幣以

下佔 42%，341行業停歇為政治或經濟目的尚待探究，統計如下附表。 

附表 5-1                  陸資來台投資停歇業行業統計 

行業分類 佔停歇業總

數比（%） 

資金： 

150 萬台

幣以下 

資金：

150-300

萬台幣 

資金：

300-600

萬台幣 

資金： 

600 萬台

幣以上 

批發及零售業 53/89=60% 23 3 4 23 

資訊軟體服務 11/89=12% 7  3 1 

餐館業 5/89=6% 4   1 

專業設計服務 4/89=4.5% 2   2 

電腦、電子及

光學製品製造 

4/89=4.5% 1   3 

會議服務業 3/89=3%  3   

電子零件製造 3/89=3% 1 1  1 

機械設備製造 2/89=2% 1   1 

廢棄物廢污業 2/89=2.% 2    

運輸及倉儲業 1/89=1.% 1    

電力設備製造 1/89=1.%   1  

資料來源： 

1.經濟部投審會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   

2.陸資來台投資停歇業行業以 20 萬美金為上界線，統計以批發及零售業最

多佔 58%，停歇行業投入資金量以 150 萬台幣以下行業佔 42%最多數，600

萬台幣（20 萬美金）以上行業佔 32%次多數。 

 

貳、陸資投資影響 

外人投資對被投資國家影響，可自經濟與政治社會層面考量。經濟層面影響

可自總體經濟、出口、就業等考量；政治社會影響則觀察是否影響國家政治經濟

政策制定、民主發展等。陸資來台為依行為動機分類，屬擴張型對外投資，在台

擴大市場，掌握資源，而非防禦型，因喪失比較利益優勢，尋找較廉價的生產基

地。擴張型對外投資理論上投資國為高科技工業國家，具備核心技術、知識與競

爭品牌，美國跨國公司即屬此一類型；或節約複雜市場交易成本，以併購代替市

場交易。對外直接投資資金輸入對地主國而言，不僅可以增加資本存量，促進經

濟發展與就業，增加進出口貿易，通過技術擴散與移轉之外溢效應，提升技術水

準，加快工業化、市場化與國際化效果步伐，因此發展中國家經常會傾全力吸引

外商直接投資，提升經濟競爭力。 

                                                      
341

投資審議委員會，〈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5 年 5 月 20 日更

新，<http://www.moeai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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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陸資來台性質係中國政府政策支持、主導之國有企業，本身管理與發展

滯後，非自由市場經濟體；係開發中國家向較開發國家投資，技術水平中等向水

平較高國家投資。大陸來台企業並未具核心技術、知識與品牌等所有權與在台區

位優勢；來台投資產業大多以批發零售等較不具競爭獨佔性為主，且處虧損狀態

居多，因此難以對國內產業發生技術外溢效果，加快工業化、市場化與國際化步

伐。基此，以外人直接投資理論評估影響，條件未備且有失偏頗，其來台投資目

的自非經濟為主，而另有所指。為週全瞭解陸資來台對國內經濟影響，本文參考

文獻探討模式，以產值、分工與就業等分析經濟層面影響。 

  一、經濟層面影響 

（一）正面影響 

  1.對國內產值 

    正面影響首要為經濟量化數據對於國內產值與就業促進等。參照經濟部投審

會於 2009 年委託中經院所作「由外人來台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台投資的影響」

類推核准陸資來台對經濟影響，依此估算迄 2014 年 6 月陸資來台對國內產值增

加約 818 億台幣，增加就業人數推估為 2 萬 4 千餘人，皆有正面的影響。然依經

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截至 2014 年 6 月底為止，陸資投資事業創造國內就

業人數為 10,765 人。342實際就業人數數據與理論預測存約 1/2 差距，推估原因應

為陸資投資以服務業之批發零售等為主，投資規模小，招聘人力以銷售業務或辦

公行政人員為主，人力需求以 10 人內或 1 人公司居多；另部分法人投資公司性

質為進出口貿易、採購業務等，對就業人力需求亦有限，因此於營運規模及產業

特性影響下投資效益尚待發酵，導致模型預估人數與實際發生差距，量化統計如

下表。 

附表 5-2      2009-2014 年 6 月陸資來台投資影響評估統計表 

項目 影響變動率 變動值 影響估算（億台幣） 

實質 GDP 0.105 128 341 

國內產值 0.102 284 818 

就業人數（人） 0.085 8500 24,480（人） 

 資料來源： 

  1 影響變動率與變動值係參考經濟部投審會 2009 年委託中經院所作「由外

人來台投資效益評估陸資來台投資的影響」模型分析，運用模擬狀況加入

實際陸資來台資金比重，製造業（22%）、服務業（80%），估算影響之影

響變動率與變動值。 

  2 模型資金單位為投資新台幣 100 億，統計 2009 年迄 2014 年 6 月核准陸資

來台扣除已撤資等為 288 億，100 億 2.88 倍，以此 2.88 為基數相乘變動值

即得陸資來台影響估算值。 

  

                                                      
342

陸資來臺投資不實傳言澄清新聞稿，《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4 年 3 月 21 日，<http://www. 

moeai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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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產業分工 

    兩岸產業分工上，台灣可利用中國大陸企業資源與優勢，向外延伸產業國際

經貿網絡，共同開創新商機，如台灣汽車業技術相對大陸成熟，但受限國內市場

規模，如以技術換取大陸市場，將再為台灣產業開創新商機；2010 年裕隆集團

與中國製造業 500 強第 2 位之東風汽車集團合資成立東風裕隆汽車品牌，共同持

有品牌，也進軍邁入大陸市場，為典型一例；另外凸顯台灣投資環境的自由開放，

利於吸引外資來台，深化台灣與外商連結開展亞太市場條件。 

（二）負面影響：經濟上負面主要在於技術、人才、經濟犯罪與優勢流失等 

  1.技術 

    政府對陸資來台投資技術項目涉及國防、安全與高科技均列管制，然中資來

台若藉由外資入股或併購取得企業的決策權，其後學習、移植與掏空技術，則台

灣技術優勢將盡失。大陸「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中，將技術自主列為重點項

目，近年大陸與外資合作糾紛自貿易已逐漸轉移至技術移轉，對所需要之技術進

行併購或合資方式取得，依「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近年跨國專利、商標

涉外智慧財產權爭議量增加快數，很多涉及國外企業核心智慧財產權、關鍵技術

層面。343台灣主要產業技術仍仰賴進口為主，344未能維持技術優勢，將降低歐美

先進國家技術移轉意願，嚴重危害台灣企業發展。 

  2.人才方面 

    自由就業市場人力移動是難以約制，亞洲國際化重心已轉移大陸，然台灣就

業環境自 1995 年起平均薪資幾近持平，若考量同時物價漲昇因素，2012 年薪資

與 14 年前水準同齊，較諸鄰近之南韓、香港起薪已超過台灣 2 倍；345台灣人力

資源評鑑居亞洲前茅，各國為吸引優秀人才，已紛紛提出優惠政策與獎勵。346開

放陸資前，陸企為網羅台灣人才僅能透過人力開發公司迂迴，開放後陸資已直接

設點或併購整廠，網羅包含技術、金融、高階經理人、餐飲、服務業高手、美術

設計、廣告設計、網路行銷、國際業務、醫師、放射師、護士、幼教老師人才等

無一不於招攬之列，347重點在於掌握商業運轉技術與 Know-how，移植人才、技

術、管理與商業模式前往大陸。大陸國有企業 2010 年開始對海外徵才，3482011

年我政府體認台灣人才流失已為國安問題，指示專案因應，大陸「十二五」計畫

                                                      
343

全國工業總會，〈中國大陸知識產權案去年猛增近 40％〉，《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大陸台商智

財權服務網》，2011 年 1 月 7 日， 

<http://www.cnfi.org.tw/ipr/all-news.php?module_class=6&PHPSESSID=1412bf5a10fc8c422fde43>。 
344

龔明鑫，〈全球化趨勢下臺灣經濟發展策略〉，《經貿國是會議》，2014 年 6 月 13 日，頁 5。 
345

主計總處:員工薪資退回 14 年前水準，《公共電視》，2012 年 8 月 23 日，<http://news.pts.org.tw/ 

detail.php?NEENO=219258>。 
346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02 年至 105 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3 年 10 月 3 日《行

政院》，頁 68。 
347

徐嶔煌，〈物美價廉、外商倍薪搶挖台灣人才、產業人力空洞化成趨勢〉，《北美智權報》，2014

年 5 月 6 日，<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publish-162.htm>。 
348

舒靈玉，〈中國大陸大舉徵求國有企業高階人才〉，《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中心，引自

TheNewYorkTimes》，2010 年 9 月 1 日，<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 

www/readDoc?document_id=10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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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將對台科技人才招募當做重點發展，3492013 年台灣人力銀行調查顯示，近 95%

上班族，有意赴大陸發展，較諸 2011 年 77%明顯增加，顯示大陸就業市場對台

人力具強烈磁吸，主要誘因為薪資福利與發展遠景。350台灣人才外移，技術人力

缺乏或為陸資所用，其結果短期可能導致研發萎縮，長期將造成產業空心化，同

時消費力也將流失，競爭力環境自然受影響下降。 

  3.經濟犯罪 

    主要為陸資以「非陸資」或「假投資」方式來台進行犯罪事宜。「非陸資」

部分，目前政府對陸資投資項目核准以「正面表列」方式，然國防機密及高科技

產業等禁止或限制投資項目，如陸資迂迴以外資漂白來台，進行間接投資，或假

國內單位與個人如基金會、台商與民間企業等代理投資，公開進行該等設限企業

股權收購、操縱股價、掏空資產、洗錢與惡性炒作房地產等，現有追蹤查核機制

較難防範「假外資」陸資進入。2013 年 5 月台灣寬頻通訊（TBC）利用國外轉投

資方式赴新加坡掛牌上市，首先業者未經審查先行赴外，事後發現資金中有陸資

投入，可能日後回台就地合法乙案，凸顯審查過程環節機制問題待改善，以規範

陸資不得介入媒體經營、影響產業完整與維護國家安全。351 

   「假投資」方式而言，政府對陸資來台情形相關單位每年就營業項目、範圍

及運作進行查訪，然部分陸資經由台資企業設立之空殼公司，提供陸方以投資名

義來台投資，引進大陸人士來台，或以代辦赴台移民方式進行吸金等非法經濟事

件，不僅違反「不實登記」公司法規定，更提供移民跳板違法操作，待其被查核

需歷一年時間，過程深深影響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國家安全主管官員亦證實陸

資以假投資名義設立空殼公司，從事情報蒐集屬實。352 

  4.品牌優勢流失 

    陸資對產業觸角擴張收購有朝國內知名品牌上市公司跡象，以增加陸企本身

能力加分，如 2010 年大同公司所屬美齊科技為京東方集團收購，2013 年辦理增

資；妙管家公司 2014 年被大陸清潔品龍頭納愛斯浙江投資集團收購等。陸資來

台後，政府亦致力於傳統與競爭力弱產業升級，特別為服務業，然因企業中資成

分嫌疑，導致推遲升級考量，2009 年開放陸資迄 2014 年底累計核准投資件數 619

件，金額近 12 億美元，但以變通之境外控股公司流入，則難計其數，台灣之優

勢，可能慢慢被對岸併購。 

二、政治與其他層面影響 

    兩岸經貿發展台灣向大陸傾斜嚴重，開放陸資來台條件雖嚴於僑外資，然

                                                      
349

邱志昌，〈大陸兩會後的兩岸互動〉，《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工商會務季刊，87 期，101 年

4 月，<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104-505-2>。 
350

111 人力銀行，〈登陸搶卡位菜鳥有機會，上班族西進意願調查〉，《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1111.com.tw/news/surveyns_con.asp?ano=53954>。 
351

Tbc 星國上市 NCC：陸人持股 0.06%，《台灣通訊傳播產業協進會》，2013 年 12 月 13 日，

<http://blog.yam.com/tcia/article/71548404>。 
352

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9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 102 卷 83 期，

2013 年 12 月 4 日，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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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仍絡繹於途；兩岸具文化與血緣基礎，經貿依存度高，文化性相似，同屬中

華民族與地理區域發展重要國家，雙方關係已自敵對走向交流與合作，然中共對

台終極統一目均未改變，開放陸資來台適足以提供大陸入台作為渠道，置於台灣

於「一個中國」下治理；爰此，陸資來台自政、經與社會文化層面觀察影響更具

意義。 

（一）就大陸藉陸資積極對台推動以讓利與紅利為手段之親社會行為觀察，正

反面效應分析如下：  

1.正面意義 

（1）穩健國際關係發展 

    2009 年開放陸資來台為自 1991 年開放台商到大陸單向投資以來，兩岸關係

發展的重大突破，除強化兩岸投資合作外，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

的經濟體，同時重拾外國政府與外資對台灣穩定處理兩岸關係能力、發展兩岸投

資與強調台灣投資地位的重要性。兩岸自 1996 年台海軍演危機後關係衝突增

高，國際投資列為高投資風險區，2000 年政黨輪替後兩岸政治關係扞格，外資

倒退或裹足，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影響全球經濟成長，國際資金流

動受波及，國際投資廠商也策略趨謹慎。2009 年開放陸資來台，隨後 2010 年起

外人來臺投資開始增加，投資成長率自 2011 年由負轉正，353顯示僑外資對我投資

環境、未來發展與穩定兩岸具信心。 

    開放陸資來台提升兩岸依存，是台灣加入國際經貿與對大陸開放的選擇結果 

。台灣於依存上升之餘，運用兩岸經貿相似與區域地理一體特性，轉化為外資及

國際投資機構前往大陸前哨跳板，共同擴張對東亞市場政治與經濟版圖，並於兩

岸和平穩定基石下產生燈塔效用。面對國際政治上向大國、一中傾斜，經濟自由

化與產業全球化潮流下，兩岸經貿當為台灣走出去面向世界的重要憑藉手段；

2008 年後台灣國際空間雖無增加新目標，但與大陸建立穩定經貿依存與前哨地

理經濟一體已成為台灣支撐穩健國際關係與地位要件。354然台灣經濟實力相對於

大陸而言懸殊，因此採三階段開放實施，加強交流協商減緩依存，預防國內出現

不安全、受威脅與擔心被利用情形。 

（2）穩定兩岸關係發展 

    台灣雖對陸資開放，然因經濟實力懸殊，因此加強交流、協商與規範建制之

餘爭取有利我之因素，以依存現象做緩衝，強調台灣民主身分之政權與組織自主

性，要求大陸尊重台灣差異性、以民主制度與和平方式解決紛爭作為自我約束，

如經貿協議人員代表性進入準官方層級、協商文本需送請立法院備查與兩岸服貿

建立審查機制等。行政院陸委會委託民調顯示，民眾對開放陸資持高度肯定，泰

半以上認為對兩岸關係發展好處居多，大陸資金有利平衡兩岸投資發展與經貿往

來，同時助於改善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整體而言台灣民意對陸資反映具正面意

                                                      
353

史惠慈等主持研究，《全球投資趨勢及政策研究計畫投資調查與管理》（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委託，2013 年 12 月），頁 20。 
354

湯紹成，〈開放陸資赴台馬政府時不我待〉，《中國評論通訊》，2012 年 12 月 29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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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認為有助於兩岸關係發展，民意調查統計如下表。 

附表 5-3                 陸資來台議題相關民調統計表 

民調發佈日期 

年/月/日 

陸資議題內容與支持度（%） 

2009/04/19 70%成民眾認為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未來幾年台灣與大

陸之間的經貿關係發展需要更加密切。 

60.3%認為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有助於台灣與其他

國家談判簽訂相關協定。 

80%民眾支持「有限度開放」陸資，  

59%認為開放陸資來台對台灣好處比較多， 

58.4%認為陸資來台對兩岸關係發展有好的影響。 

2009/09/30 60%認為兩岸關係改善有助於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 

2012/05/17 70%以上民眾認為兩岸交流過程中，臺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對大陸具有正面影響。 

2013/01/03 對第 4 波陸資來臺鬆綁 

67.1%民眾認為政府應適度開放陸資來臺； 

60.3%民眾表示開放大陸資金來臺投資，有利平衡兩岸投資 

發展，對兩岸經貿往來有所助益。 

2014/04/09 兩岸服務貿易 

42.5%民眾支持，40.1%不支持。 

70.4%民眾支持立法院逐條討論、表決服務貿易協議。 

2014/12/06 67.6%民眾支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應儘速完成立法。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佈民調，自行整理。 

  

 （3）發揮台灣民主影響力 

    台灣為華人社會民主自由較高國家，兩岸經貿交流之際台灣運用兩岸經貿互

補與文化社會同質性，將國內內部民主體制與價值觀有利部分轉化為外部政策機

制，目的就是通過頻繁互動建立民主集體國家身分與理想化共同體。台灣民主與

自由生活方式對集權統制之大陸政經體制具差異性與吸引力，透過陸資企業人員

來台交流，居留、定居方式互動，利於提高大陸人民與官方對台灣社會了解與信

任，縮減兩岸分治下的意識形態隔閡與降低政策誤判可能，同時積蓄兩岸互信能

量，藉此推增政治交流層級，確保管道通暢，強調兩岸是朋友與各自獨立政體等；

再以習慣性的規範服從如陸資開放協議與 ECFA 等，希望大陸自我約束極權專

制，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解決衝突等，內化合理性互動，將外部約制變成內部控制。

行政院陸委會委託民調顯示，開放陸資來台，臺灣之自由民主價值對大陸將產生

正面影響如附表 5-3，另外台灣民意也感受大陸政府對我政府與人民不友善態度

明顯下降，統計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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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4            國內民眾認為大陸政府不友善態度與比例統計表 

調查發佈年月 項目與比例統計：% 

大陸政府對我政府不友

善 

大陸政府對我人民不友善 

2007/12 66.8% 50.6% 

2008/03 61.8% 48.8%  

2009/04 44.3% 41.3% 

2009/12 39.5% 41.1%  

2010/12 51.6% 48.3% 

2011/11 45.5% 40.8%  

2012/11 52.2% 44.4% 

2013/12 56.8% 44.9%  

2014/7 56.1% 50.3% 

2014/12 55.5% 48.3%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意調查資料，自行統計。 

 

開放陸資與小三通、陸客來台觀光等提升兩岸依存具高代價回報之脆弱性與

受威脅擔心被利用之不安全現象，然台灣具「可操之在我」條件，通過交流、協

商、談判與協議制度化解，以形成民主集體與共同體，並發揮國際宣傳輻射效果。

目前陸資來台實質意義雖不及陸客來台觀光，然實施進程於政策考量與民意支持

下可適度操作，於台灣獲得到和平、主權與經濟發展實質之際，也讓大陸感覺得

到統戰面子。355 

2.負面效果而言： 

 （1）藉依存強化對台政、經與社會統戰作為 

    大陸對台經濟長期以來意涵高度政治思維，經濟利益為政治而服務，政府掌

握與決定生產關係及意識型態。陸資對台投資策略為大陸「走出去」政策方向下

力求突破兩岸關係之重要手段，兩岸單向交流時期大陸僅能透過對台投射發揮作

為，大三通時代雙向交流來臨，陸資則具實質操作意義與主動性，目的就是協助

大陸將兩岸關係規範於「一個中國」原則下「一國兩制」安排發展，台灣定位與

大陸各省同為中國一省之集體身分，兩岸關係成為大陸內部問題。 

    為藉陸資推動政治使命，大陸陸續推動親台行為企圖消除、減弱台灣潛在分

離與自主因素，必要條件推動以相互依存為主，命運共同體與同質主張為輔，充

分條件則對雙方要求自我約束。 

    台灣為淺碟式經濟結構，陸資來台對台而言受影響之敏感性與代價高出大陸

甚多，依存高安全困境就出現，對台而言越感不安全、受威脅與擔心被利用需付

出代價恐慌就升高，然依存高提供大陸更擴大規模交流、協商、談判與簽定協議

                                                      
355

聶建中，〈開放陸資創造兩岸雙嬴〉，《交流雜誌》，第 104 期，2009 年 4 月，頁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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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2008 年以來兩岸簽署 19 項協議並達成 2 項共識，356適足纏結雙方政經，

浮出和平統一假象與製造國際間誤解。大陸前商務部長陳德銘 2009 年對推動陸

資來台認為是促進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推動簽訂 ECFA 是建立兩岸特色經濟合

作機制化、制度化與往來便利化；357大陸國務院臺辦主任王毅 2010 年表示兩岸關

係推進核心是建立互信，互信的基礎就要反台獨與堅持九二共識，關鍵在於「一

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前進要先建立互信後有擱置爭議，才有求同存異之尊重，

對臺工作要強化政策針對和有效性，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有序破解政治難題。
358同年臺辦副主任鄭立中出席政協臺盟等組織會時強調，現已有部分陸企進入國

內竹科、中科園區，對大陸積極推動陸資入台具指標性意義。359由此可知親台社

會行為的推進戰略準據為台灣反台獨與堅持九二共識，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如此才能有互信，偏離此一主軸就會產生政治難題；對國內高科技園區合作就是

陸資親台社會行為的指標，實質達到侵台目的。 

    陸資就建立依存等集體身分而言，對兩岸關係之正常化，推動 ECFA 合作機

制以及福建自貿試驗區等針對與指標性措施，視為推動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建

立兩岸區域特色經濟機制與制度之手段，其目的就為破解政治難題鋪路。大陸同

時掌握話語提出呼籲深化互信要求，強調台灣不需因擔心、不信任而引起安全困

境，企圖削減台灣自主因素，如 2014 年 6 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高雄義守大學座

談時即強調，陸資進來不是買下台灣，以形塑「一個中國」原則下之共同體，然

台灣若要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則又需大陸同意，兩岸間關係互信建立後，才能擱置

爭議，其後有求同存異之類別個體尊重。意謂台灣被大陸視為同質相似身分個

體，先決在於台灣須先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與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間

才有爭議擱置與尊重差異之可能，若我方違反如政府涉及香港佔中事務發言，將

被要求克制、自重，並指臺灣經濟不具對抗大陸本錢等。 

    陸資來台對影響集體身分自我束縛而言，主要在強調規範、制度服從，如兩

岸協議各自制訂陸資來台投資規範，將陸資來台內化合理成關係正常化互動，外

部約制變成內部控制；其次陸資來台於涉台工作無小事下，投資條件置於「境外

投資管理辦法」下規範，由多部門審批會辦，其目的為將對外政策視為國內制度

解決。 

    讓利部分為大陸較實際深入作為，大陸自 2005 年「連胡會」開始，就以話

語方式對台宣傳讓利，如 2005 年該會宣佈 3 項，2006 年「國共經貿論壇」宣佈

15 項，2007 年「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宣佈 13 項等，以支持台灣在野黨與對一般

民眾宣傳，統計海峽論壇 5 年餘自行發佈對台惠民讓利 100 餘項，主要為形成以

                                                      
356

大陸委員會，〈臺海情勢與政府大陸政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3 年 3 月 14 日，

http://www.ey.gov.tw/state/news>。 
357

陳德銘，〈學習貫徹胡錦濤重要講話座談會上的發言〉，《大陸國務院台辦網》，2009 年 12 月 30

日，<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61.htm>。 
358

王毅，〈2010 年新春談話：兩岸交往形成三個重要趨勢〉，《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國際線上》，2010

年 1 月 19 日，<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27824/2010/01/19/4765s2735678.htm>。 
359

鄭立中，〈國台辦、海關總署、等部門領導參加臺盟台聯聯組討論〉，《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

會網》，2010 年 3 月 9 日，<http://www.tailian.org.cn/n1080/n1125/n1953/n14526/743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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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平潭為主對台經貿開發。360兩岸商簽 ECFA 期間，大陸前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 2010 年 2 月公開提出大陸將讓利給台灣，兩岸是兄弟，要照顧台灣農民讓農

民放心，隨後大陸廣東等 8 省市黨政領導人陸續來台進行採購與簽署合作備忘

錄，落實大陸中央讓利說。大陸政權自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正開始，對兩岸關

係讓利即微調升級，2009 年大陸前總書記胡錦濤會強調，兩岸是一家人，大陸

將採取實際措施給台灣，2010 年前總理溫家寶再鮮明強調兩岸是兄弟地位與推

動讓利。大陸主動掌握話語權藉讓利手段，將兩岸關係地位身份定位，有走向建

構主義康德文化關係趨勢，但目的在於拉住台灣，企圖將台灣置於「一個中國」

原則下治理。讓利兄弟說，落實卻有落差，同時造成國內認為矮化地位與統戰之

慮，自此大陸涉台部門提出釋放善意說替代讓利，如兩岸簽署投資保障協議之際

大陸暗指對我單向讓利是不妥當等，361對台讓利紛爭已發酵成傷害兩岸關係。 

    2013 年 6 月兩岸兩會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代表著 ECFA 從貨品早收清單進入

兩岸服務業市場開放，大陸對台開放項目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認為超過 WTO 及

CEPA，已呈現大陸善意但不可能完全向台灣讓利，意謂大陸讓利時代已結束。362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起國內熱烈討論與 318 學運後，大陸話語權雖仍強調一家人

與兄弟關係地位，惠台讓利部分則轉向強調兩岸經濟合作是互補互利，363不再強

調自我犧牲，反手批評學運之社會族群缺乏格局與不懂全球化等，364並對兩岸服

貿實施訂下時間表作為施壓。諸多行為顯現大陸對其自我約束策略已減緩不再，

並趨轉守為攻，原期望台灣內部能自我約束回報，然效益顯然不彰、影響有限，

進而改以外部控制方式，主要表現就是對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彈性與幅度更緊縮

與硬化處理。 

（2）加劇台灣社會內部衝突    

    陸資來台議題本身意涵高度經濟利益與政治意識形態糾葛，核准來台之陸資

本質均為大陸國有企業，經營獲利並非目的，貫徹發揮政治核心目標更為首要。
365兩岸關係自敵對走向競爭與交流，與理論之霍布斯走向洛克國際關係進程似合

符節，因此兩岸關係僅是競爭的對手與朋友，非為親己或兄弟；大陸係企圖藉陸

資操作兩岸為一家親與兄弟家族概念之親社會行為，規範台灣遵守一國兩制與

「一個中國」原則，超脫大多數國人想像，自然引發負面影響。 

    就相互依存觀察，台灣為民主國家但經濟實力與國力處於相對弱勢，長期經

                                                      
360

蕭春陽，〈海峽論壇成功定位精准無誤〉，《中國台灣網》，2014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406/t20140620_6352571.htm>。 
361

楊毅，〈國台辦新聞發佈會〉，《國台辦網》，2010 年 12 月 15 日，

<http://www.gwytb.gov.cn/sp/fbh/201101/t20110124_1727395.htm>。 
362

林中森，〈兩岸談判不能只取不予〉，《中時電子報》，2013 年 9 月 23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4187/112013092200078.html>。 
363

大陸國台辦，〈新聞發佈會輯錄〉，《國台辦網》，2014 年 3 月 26 日，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403/t20140327_5912763.htm>。 
364

〈陳德銘訪台下通牒〉，《美國之音－海峽論談》，2014 年 12 月 14 日，

<http://www.voachinese.com/media/video/strait-talk-taiwan-china-relations-20141214/2558411.htm>。 
365

〈大陸央企負責人學習十六大報告加強和改進國企黨的建設〉，《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2002

年 11 月 27 日，轉載大陸《人民日報》，<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381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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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向大陸傾斜，體質相較敏感與脆弱；大陸不斷與台灣進行交流、協商、談判與

簽署推動陸資來台正常化，開啟兩岸雙向大三通，自然引起國內對開放項目與部

門實質審查放大處理。國內不同黨派與社會團體等對具敵意背景之陸資來台，談

判過程因我方處於實力弱勢，自然感受利益受威脅、安全受影響、回報代價過高

與擔心被大陸利用、掏空台灣經濟與人力資源等疑慮，因陸資背後是在商言政，

經濟利益為政治服務。 

就命運共同體作為觀察，依陸資來台投資動機為拓展臺灣市場、布局全球，

然臺灣內需市場規模小，投資誘因有限，來台陸資也未強勢與大規模，基此，其

目的推估為學習技術管理與搜羅人才資源，開展國際化，而非在地深耕與台灣同

進退。陸資經濟利己考量，假命運共同體之名欲圖改造台灣成為內化集體身分之

一，相較國內對陸資期望發揮互補分工、促進產業升級轉型目標差異甚大，甚且

將掏空臺灣人才與市場，其結果適造成我方加強防禦條款約制，逢中必反。 

    就同質相似性作為觀察，陸資來台以批發零售業佔近 6 成最多，投資金額台

幣 600 萬台幣以下居半數以上，型態偏好以新設公司居多，較強的資金介入經營

事業。陸資投資產業範圍與國內中小企業經營相似度強、同質性高，然管理體制、

經營價值與國內企業存在落差；產業同質性過高，將侵蝕在地行業利益，分工依

存就降低，自然影響與抵制親社會行為，另外管理與價值等文化差異，更形成內

部融合矛盾。 

    就大陸自我約束效果觀察，主要在強調反手對台讓利，讓利措施後經大陸解

釋演變成釋放善意或互補互利，然國內對其實質內涵與惠台落實始終存疑。2008

年以來國內經濟成長趨緩導致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和青年人）

形成弱勢困境，大陸近年積極推行對台「三中」政策，如虱目魚契作、大量採購

台灣農產與青年交流等，然國內產銷體系剝削、買辦文化壟斷與對台政治訂單虛

假等，值「318 學運」青年「反中」浪潮後，大陸亦發現和平發展紅利對台中小

企業和基層並未落實受惠，惠台負面效益反而衝擊大陸對台政策初衷，更引發規

模對立。2015 年大陸於福建自貿經濟區旅遊對台開放，將對台三中之青年作為

拉進自貿區內操作，提供就業等，目地在掌握主導突破國內政策限制，加大讓利

善益效果。 

    自我約束延續主要依賴台灣能回報代價多少並對大陸期望之規範遵守程

度。來台之中資企業連結或合夥入股在地產業，形成向中國靠攏之「親中集團」；

其與陸資及大陸實質利益關聯，形成批評打壓國內政策之反對方，要求政府與鼓

勵產業要掌握大陸發展契機，366減輕國內對大陸擔心、戒心與威脅回報，形塑一

中原則紅利與引導統一為未來唯一選項等。親中集團之主張與呼籲對照陸資對國

內買樓搶地，兩岸政策單邊制定與打壓國際空間等負面作為，徒僅以形成逢中必

反情結。 

    大陸操作陸資來台肇生負面影響主因於讓利措施作為推動親社會行為過於

                                                      
366

翁明賢，《解構與建構台灣的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0 年 4 月），頁

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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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與未切實際，另外對兩岸關係定位兄弟家人話語之浮誇與未尊重台灣民意主

體性；雙邊相互依存反而備感威脅，擔心代價回報，推動對台命運共同體反掏空

臺灣人才與市場，與過高同質性來台產業投資抵制分工整合並搶奪市場，形成內

部融合矛盾。以和平紅利諸多措施作為希望買到台灣能自我約束，反而更引發對

立矛盾，凸顯大陸對台統戰陰謀。 

（二）就大陸藉陸資積極對台建立共識合作、契約機制作為觀察，正反面效應

分析如下： 

  1.正面效應 

    大陸面對美國為主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圍堵，採經貿突破為手

段，強調市場自由化，積極推動區域性經濟合作與機制突破大環境圍堵，如加入

世貿組織，經濟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國際社會中已居開發中國家的領導地位。亞

太地區大陸則與東協（ASEAN）合組自由貿易區，影響亞太經合會（APEC），港

澳簽 CEPA、台灣簽 ECFA 等，以區域性的經濟手段形成霸權，逐步移轉全球影

響力板塊。 

    兩岸建立契約機制經貿突破單向交流，對國內而言當然假鞏固兩岸關係作為

避免走向軍事衝突之目的，同時借道大陸走向國際。然目標仍原則受限，大陸對

台灣參與區域性或國際組織，則以歐美對其限制手段轉而應用於兩岸關係上，要

求國際間同意台灣加入組織均須遵守北京「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參與身分與

角色作僵化限制，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亞太經合會（APEC）」「世界衛

生組織（WHO）」及近期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等，台灣雖屢被身分矮

化與准入排斥，但仍以參與組織為最終目標，迄達國際立足目的。大陸遂行區域

組織強化已形成區域強國，未來亞太經貿 TPP、RCEP、FTAAP 等經貿組織競合

關係，面對大陸提出亞行（AIIB）、金磚銀行（BRICSDB）等，台灣於中、美角

力間，洞見更形困難，同時大陸區域組織聯合將更直接挑戰亞洲開發銀行與國際

貨幣基金會等存廢。 

  2.負面效果 

    大陸對台經貿與服務貿易長期存在順差，吸引台資與國人前往旅遊為大陸引

進來政策與統戰一環，面臨大三通時代來臨，大陸更以陸資與陸客為手段，建立

兩岸合作機制、簽訂機制協議，遂行以經貿手段走出去達到和平統一政治目標之

進出兩面平台。負面影響在於 

（1）兩岸關係被崁進「一個中國」 

    大陸以兩岸論壇與協議機制建立共識合作，擴大兩岸經貿依存，再推動陸

客、陸資資本進入佔有國內市場地位拉高依存，目標為將兩岸關係鑲崁進區域強

權下「一個中國」原則操作，達成一國兩制意圖；ECFA、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AIIB），均形成對我未來政策制定影響力槓桿，大陸推動四大自經區為「一

帶一路」戰略護航，台灣被納進福建自貿試驗區內發展，將台灣區域內化意圖明

顯。台灣歷年來均以加入國際或區域組織機制，突破大陸政經內化與避免國際關

係邊緣化；大陸依賴讓利邏輯與運用台灣對其經貿不對稱依存，以區域強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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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政治上操弄，阻撓台灣參與國際之際，也削弱兩岸共識、合作、協議與互信

機制基礎，「一個中國」符號更賦與負面意涵。 

（2）經貿過度依賴導致產業與政策均受影響 

    大陸以經貿規模與資本財將台灣視為「一國兩制」境內區域，通過投資、貿

易與所謂市場分享等惠台讓利政策操作，台灣已高度依賴，導致生產要素過度集

中、產業失衡，脆弱性與敏感度就遠高出大陸甚多，當大陸調整要素與價格變動

之際，國內就須被動應付，部分產業因轉圜不及就易受傷或退場；另外，兩岸關

係或區域政治發生變動之時，台灣也無法置身事外，牽動社會動盪與外交危機

等。同時，國內部分企業集團與大陸裙帶官僚資本結成關係聯盟，藉資本自由化

與和平目的擺脫政策規範約制，在國內機構中形成具影響力利益團體，盤附於行

政與立法機關之中，均對兩岸政策產出發揮邊際影響作用。 

（3）拉高依存作為助長分離意識 

    大陸藉準制度化機制，自引進來反向走出去來台走透透，劃出 ECFA 早收清

單，給予服貿協議部分惠台條款，即便服貿協議因故延期生效，仍表達等待台灣

兩年之期望，進行對國內事務政策干擾與決策影響。大陸戰略意圖與打算是尋求

絕對與潛在利益而非立即相對利益，目的在爭取國內市場插旗與擴張。然兩岸企

業資本依存擴大後，呈現財團資本集中、親中團體組成擴大，壟斷市場改變遊戲

規則，以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與階級對立分化。367陸資客對台灣經濟之助益，與

財團資本連結，同時糾結不平等、貧富差距與社會等級對立，造成更多「三中一

青」社會問題；台灣經濟衰退遲滯下，大陸來台投資與旅遊服貿持續擴張，就成

為國內對兩岸機制、協議共識付出代價怨懟出口，擔心主權與民主受傷害，非但

雙方不親近合作反而更助長分離。368 

    自大陸對台操作依存機制模式觀察，大陸之區域強權已有效運用經貿手段將

台灣鑲崁入其政經發展框架之中。台灣因高依存產生脆弱性與高敏感度，導致對

陸資進入產生資本集中、親中團體、壟斷市場擔憂，與社會貧富差距加大、階級

對立分化，對兩岸因交流建制機制、協議共識等也擔憂傷害主權與民主，更助長

擔心代價回報而產生分離。2015 年 7 月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通過「國家

安全法」，明訂統一與領土完整亦為台灣人民的共同義務，目的在維護大陸國家

核心利益；大陸漠視兩岸關係、台灣主權獨立與尊重台灣人民意願之事實，雖引

發朝野抗議，然其有所憑藉者為區域強權、兩岸關係穩固、經貿高度依存與在台

親中團體與個人發聲相挺，經貿效果外溢成政治操作。 

小結： 

    目前國內統獨光譜民意泛支持統一與獨立均為少數，維持現狀憲法居多，長

期面對大陸先經後政、以經促政走向政經並行對台策略，369陸資與中國因素觸動

部分主流維持現狀民意神經，致使兩岸接觸協商均被逐項放大檢驗，2013 年以

                                                      
367

吳介民，〈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雜誌》，第 11 期，2009 年 2 月 26 日，頁 148-154。 
368

范世平，〈促朱捧柯觀察蔡，陸在等 2016〉，《聯合報社論》，2015 年 4 月 15 日，A15 版。 
369

范世平，〈張志軍走透透難避政治深水區〉，《聯合報》，2014 年 6 月 25 日，A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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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民眾對兩岸流速度也反映出太快，負面現象即隱藏民意反應，3702014 年 8 月國

內媒體所做「世代圖像大調查」發現，台灣民眾對歐美外資來台投資接受比例高

達 85%，然對陸資則降至 53%，其中 40 歲以上年齡層對陸資戒心較重，同時接

受陸企負責人來台，然排斥勞動人力前來，反映對於陸資有期待，但若未限制開

放將受傷害之矛盾心態；371反觀大陸官媒也批評台灣對陸資心態設防，對大陸不

夠信任。372 

    中國因素因含有入侵與台灣須提出成果回報作為兩岸關係正常化之代價交

換，如緊縮「一個中國」幅度、限制一中各表機會、國際空間存在與經貿相對依

存等，懷疑與不安等已被廉價炒作形成逢「中」必反情結；「318 學運」之後，

陸資來台大幅縮減，3732014 年 4 月美國「貿易障礙報告」也連續兩年點名台灣對

陸資嚴格限制態度。374陸資來台議題我方具強烈可操作性，大陸以讓利邏輯滋生

負面效應在拉高依存後親台行為之身分對待粗躁與交流機制、跨國組織等經貿入

侵攏斷，產生受傷害代價擔憂，擔心失去自主性與民主成果，呼應理論脈絡。然

大陸操作為對台統戰之際，政府不應只一昧消極擔憂被消滅或內化如香港地位一

般；競爭力向為台灣企業發展唯一保護傘，朝野與產業民間若罔置此依憑，面對

陸資開放進入逕自過度保護，將反手弱化或壓制在地行業發展，國內產業面臨升

級也將付出相當代價。 

ˊ 

第二節  現階段陸資投資旅遊產業與影響 

壹、現階陸資投資進入旅遊產業情形 

    政府對陸資實施三階段逐步開放，旅遊產業之主要載體旅館飯店、旅行社、

交通運輸與主題樂園，現階段僅觀光旅館與主題樂園業全面開放陸資投資，一般

旅館、旅行社業務與遊覽車業尚於禁止之列，旅遊附屬產業之餐飲、珠寶精品、

醫美、化妝與伴手禮食品、茶業等批發零售亦開放陸資投資。統計 2009 年迄 2014

年 6 月，核准陸資投入旅遊主產業僅觀光飯店 15.8 億台幣，區位集中於金門地

區；附屬產業包括餐飲、貴重金屬批發零售、化妝醫美用品與茶葉食品等計 76

案次，8 億 135 萬台幣，然餐飲投資 34 案 3.9 億台幣中浙江「冶春茶社」與「俏

江南」兩陸企資金比重佔 70%以上，並以開發台灣較高消費市場客層為主而非旅

遊產業，宜暫不列入旅遊附屬產業投資，餘批發零售之貴重金屬與茶葉食品等計

                                                      
370

〈「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2014-03-07~2014-03-10)統計圖表〉，《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432510134356.gif>。 
371

柏翰，〈對陸資來台投資政策的再省思〉，《工業總會陸資來台服務網》，2014 年 10 月 6 日，

<http://iitw.cnfi.org.tw/all-module03.php?id=165&t_type=s>。 
372

李欣，〈開放陸資入島兩岸應加深互信〉，《大陸中央台來源你好台灣網》，2012 年 4 月 16 日，

<www.hellotw.com>。 
373

103 年 3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4 年 4 月 21 日，<http://www.moeaic.gov.tw/>。 
374

戴瑞芬、黃佩君，〈美貿易障礙報告點名台限陸資〉，《旺報》，2014 年 4 月 2 日，

<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98303#ixzz36Fsby7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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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次，4 億 1228 萬台幣，合計陸資核准投資台灣旅遊產業計 19.9 億台幣，統

計表下；陸資投資金門觀光飯店與新建購物中心已陸續完工，預劃 2015 年下半

年營運，加入爭食陸客小三通金門商機大餅。 

附表 5-5         核准陸資投資台灣旅遊產業統計表  

行業分類  投資型態  金額：台

幣 （萬） 

投資年份  備考 

住宿類－觀光

旅館服務類 

新設  2 

增資  1 

3 158,000 2010x1  2012x1  

2013x2 

金門華天國

際大酒店、

陸島酒店 

批發零售－ 

珠寶貴金屬 

新設  4 

增資  1 

5 

 

9,410 2010x1  2012x2 

2013x2  

 

批發零售－化

妝醫美 

新設  9 

增資  6 

 

15 

 

 

7,872 2010x2  2011x1 

2012x3  2013x4 

2014x5 

 

批發零售－茶

葉食品 

新設 17 

增資  4 

分公司 

1 

22 

 

 

23,946 2010x5  2011x3  

2012x9  2013x5 

 

 

1.迄投審會 2014 年 6 月資料，自行製表。 

     2.合計投資：旅遊產業：金門 2 案 15.8 億台幣；附屬產業 39 案次，4.12

億台幣。 

     3.統計 2010 年 9 案、2011 年 4 案、2012 年 15 案、2013 年 13 案、2014 年

5 案。 

 

    2010 年起，大陸因應旅遊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加速推動大型旅遊國企

走出去，進行跨境資本投資併購與品牌結合服務供應商通路，回流旅遊消費。飯

店集團如錦江與海航集團等率先進行跨境資本併購國際化橫向擴張，2013 年經

濟型連鎖飯店錦江之星與開元旅業也陸續以品牌結合國外航空、景點與飯店等通

路走出去；旅行社產業走出去相對落後，2012 年大陸積極支持港中旅、國旅等

走出去，然主要投資地區仍於港澳與少數亞洲地區，經營方式則以分社取得簽證

代辦為首要。大陸對台旅遊服務貿易向維持順差，同時陸客來台每年持續增長並

具歷史與政治意義，國內目前一般旅行社、旅館等雖官方規範禁止陸資投資，然

實際情形仍待深入探討。 

一、就旅行社而言 

    陸資雖尚未開放進入經營，然陸資旅行社依跨境投資經營經驗主要目的為取

得簽證特許權為主。港資旅行社自陸客開放來台後即依外資規定加強部署展店，

籌應陸客客源分散對陸客利益減縮衝擊；2009 年迄 2012 年港資旅行社計 22 家來

台投資含分社 51 案次，其中 17 家為核准陸客接待社。我政府對陸資企業來台投

 



150 

資之認定採資金來源、比例與影響力等評斷投資許可，然港資來台依現行「香港

澳門關係條例」31 條準用外國投資規範，項目採「負面表列」，依此港資投資旅

行社業務不予限制。依 2003 年以後香港對大陸投資者入港 7 年後可申請成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之「入境條例」規定與香港公司註冊登記要件寬鬆，大陸國防、國

安機敏單位等均隱匿未依來源規定註冊等，陸資與港資企業身分區分已相當困

難；再者港陸客接待社總數約 1/4 受陸資資金挹注介入，受購物店或陸資影響接

待社已近半。375 

    陸資旅行社掌握陸客源頭利益分配，依附港資作為大陸向外投資走出去試金

石與突破兩岸關係限制角色扮演地位，來台投資之 22 餘家港資旅行社，於陸資

國企「在商言政」政策與利益分配下，排除陸資藉港資來台投資可能具高度危險

性。陸資對旅遊產業影響力即為突破政府「正面表列」限制，運用港資旅行社身

分將市場佔有影響力深入國內旅遊產業，進行旅行社收購或策略合作。政府雖為

避免削價競爭、降低旅行接待社泛濫對旅遊品質傷害，自 2014 年 9 月起採取暫

停接待陸客團旅行社資格申請，然絲毫未減陸資旅遊業已對國內旅行社業盤根錯

節之影響。 

二、就飯店產業而言 

    政府僅開放陸資投資觀光飯店、一般飯店尚於禁制之列，然大陸旅遊集團

2010 年起對境外一般飯店購併、觀光飯店入股與品牌經濟型飯店落地，增加資

金回流操作。觀光飯店投資須投入高於一般飯店之硬體建設、軟體服務等經費成

本，投資報酬率偏低，回收期程長，對照陸客來台主要住宿於一般旅館飯店，因

此投資觀光飯店誘因有限，導致目前陸資對台主要城市與景點之觀光飯店正式投

資仍處觀望；376陸資於金門投資兩飯店則著眼於小三通掌握海西陸客前端、後續

落地簽證或中轉旅遊利機。陸客觀光團與自由行主要住宿於一般飯店商機，需求

持續已引發國內企業競相投資；國內商仲機構統計，上市櫃航運、鋼鐵、紡織、

電子與營建業等公司迄 2014 年止跨足飯店投資經營計 52 家，其中以營造建商掌

握土地、住商大樓資訊與產權最積極轉投，搶賺陸客觀光財；新建飯店中上市櫃

營建公司計 26 家，如屬麗寶集團之名軒開發籌建月眉世界與福容連鎖飯店，屬

霖園集團之國泰建設開發國泰商旅全台連鎖等。377 

飯店屬資本投資經營，陸資對一般飯店因陸客來台需求引發之商機與利益回

流需要，已積極迂迴突破限制進入，如大陸房地產十大品牌之一萬通集團，2011

年透過新加坡公司為手套，在台成立台北萬通公司，再與國內建設公司合作，開

發休閒旅遊房地產。2014 年北京控股集團(北控)以香港公司買入國內力麒建設子

公司 30％股，力麒建設國內投資飯店 10 家以上，同年港商嘉年華國際亦著手參

                                                      
375

李雅雯，〈遊港廉價團內地黑工劏客聘港導遊充紙牌防巡查刀手難斷正〉，《蘋果直擊》，2014 年

5 月 31 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531/18739238>。 
376

東森新聞，〈飯店業早開放，僅華天 19 億金門蓋酒店〉，《東森新聞網》，2014 年 3 月 24 日，

<http://news.ebc.net.tw/apps/newsList.aspx?id=1395665298>。 
377

焦文華，「臺灣 52 家上市（櫃）公司開始轉投資飯店業卡位觀光商機」，《欣元商仲網》，2014

年 8 月 1 日，http://www.hsinyuan.com.tw/real.php?page=4&r_id=412。 

 



151 

股、合資國內高雄義大世界兩飯店；由此觀察一般旅館飯店雖未開放陸資直接投

資，然以境外公司合資或國內公司掩護合作，已突破限制以資產投資或相互持股

市場分享方式介入在地經營。另外大陸於美國上市之如家平價飯店連鎖集團，

2014 年 4 月與國內福華飯店集團福泰飯店結盟，實現大陸品牌落地政策，開創兩

岸旅館飯店業合作先驅，分享陸客與自由行市場商機。 

三、就高價精品與拌手禮等批發零售附屬產業而言 

    陸資投資統計 42 案次（新設 31 案、增資 11 案），投資金額平均每案約 1 千

多萬，7 成以上 2012 年起進入投資，投資件數、經營以茶葉及伴手禮店居多，屬

試探進入，茶葉與拌手禮店因受在地優勢產業影響，競爭激烈，經營處於調整適

應階段。然市場觀察，港資林紅精品百貨集團，後更名寶得利與鑫瑟，自開放陸

客來台後即與另兩家港資旅遊購物集團進駐國內展店，發揮掌控市場影響力；

2013 年鑫瑟集團購入上市公司祥裕電子將其轉型為經營觀光精品百貨，同時市

場增資與對投資大陸，藉夕陽電子業進入旅遊產業後增資再轉投資大陸為首例。

2010 年，大陸金鷹房地產百貨集團入股國內中美實業化工染料製造廠近半股權，

迄 2012 年計辦理兩次私募增資借殼上櫃，同時推動轉型旅遊生技與美妝產品通

路，另再以中美實業購入晶實電子近半股權，轉型專攻旅遊 3C 商品賣場亞洲最

大 Apple 專業通路經銷商 STUDIO A，其於兩岸三地門市超過百家；2015 年金鷹

集團再以中美實為手套，入股國內具 67 家分店之瓦城泰統連鎖餐飲 40%股份，

開啟陸資大型國企進入國內旅遊醫美、3C 賣場與餐飲連鎖先機。378 

    批發零售等附屬產業，陸資已部分尋租收購國內較不具競爭力如電子與勞力

密集等產業，借殼轉型開發旅遊生技、化妝、醫美與 3C 電子產品門市通路，港

資購物集團循此一模式路徑開發外，並再以股票換鈔票方式增資轉投資國內外產

業，替代新建或入股方式，迅速佔進市場並自市場取得資金再轉頭。 

    陸資於金門部分則以新設方式投資大型賣場、飯店與附屬遊樂與國內台開、

恆伸昌兩大賣場通路集團形成區域三足鼎立，以資產投資佔有市場特許經營，掌

握地緣經濟優勢陸客商機利益咽喉。觀察大陸近年於海外新設開展大賣場通路佈

局，均以掌握地緣為考量；小三通位置優勢又兩岸政府政策許可對接，自然推動

大陸廈門國企邁步走向金門進行資源投資，搶佔先機優勢之餘再經營消費資金回

流，減少旅遊外匯損失，2015 年福建自貿區再利用廈門區發揮對台資金消費回

流即為一例，大陸近年於海外新設大型綜合購物賣場資產投資統計，如下表。 

附表 5-6             大陸近年於海外新設大型綜合購物賣場統計表 

年度 賣場名稱 目          的 大陸參與單位 

2004/ 杜拜龍市購物

中心 

打通中東及非洲市場，大陸在

外最大商城。 

中國中東投資貿

易促進中心。 

2014/3 阿基曼中國城 掌握亞非歐三大洲商貿樞

紐；成為中東第二大中國商品

湖南博深實業集

團 1.1 億美元 

                                                      
378

黃日燦，〈入股中美實加持晶實，金鷹袖裡有乾坤〉，《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網》，2013 年 1 月 10

日，<http://www.jonesday.com/zh-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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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集散地。 收購。 

2015/1 墨西哥坎昆

（Cancun）龍

市 

建西半球最大購物中心進軍

拉丁美洲 

因墨國企業反對

中國產品傾銷與

破壞海岸生態等

被勒令停工 

2015/1 濟州島主題樂

園與遊樂場 

開拓東北亞博彩及綜合渡假

村，同時收購南韓中部江原道

綜合旅遊渡假村賭場。 

藍鼎國際  

2015/6 新建巴林龍城 面向中東、北非兩大市場，繼

杜拜龍城後，大陸於中東地區

與外國政府間合作之國家級

海外貿易專案。 

中國中東投資貿

易促進中心 

 

2015/6 金門華天國際

大酒店與購物

區 

建立小三通據點 廈門華天國際集

團， 

 資料來源：自行統計制表。 

四、就主題樂園與遊樂場而言 

    主題樂園雖未對陸資禁止，然台灣因市場規模小，所需幅員較大土地取得又

不易，高投資低報酬率，回收期程長，開放初期陸資均未有陸資提出申設；2010

年起陸資以資本投資替代客源爭逐，綜合遊樂區與景點等屬服務供應，極符合旅

遊資本開發需求與通路連結，如陸資開發韓國濟州島最大休閒渡假主題樂園、收

購法國地中海俱樂部與柬埔寨吳哥渡假村等，結合航空、飯店等通路聯盟操作一

條龍。國內多功能旅遊綜合體，如義大世界與月眉樂園等整合經營購物、主題樂

園、飯店、餐飲、會展與醫美等已趨成熟，成為各方投資標的，屢屢傳出大陸以

合資或入股義大世界與月眉樂園等。2014 年 7 月，大陸嘉年華國際控股集團官網

即刊出香港嘉年華國際與國內義聯集團以參股、合資和合作等達成長期戰略關

係。379港屬中資公司再次扮演轉手進行對台產業購併，信息雖未經國內義聯集團

與主管官方證實，然絕非空穴來風，值得關注。 

五、綜觀陸資投入旅遊主產業與關聯產業情形 

（一）就官方允許投資而言 

  1.觀光飯店業僅離島兩案次。金門地方政府 2010 年起對外擴大觀光招商，台灣

主要免稅店與大型房地產經營企業均陸續進駐，廈金地理與人文位置之特殊性，

與大陸發展海西為對台經濟區對接政策趨使下，陸資對金門綜合型觀光飯店投資

自然推力與誘因均具，更且福建自經區成立後對台更具吸金操作意義。 

2.批發零售業項目則市場技術准入門檻低，營業場所大多為租賃，所需資金較

相對少，市場進出容易，投入量較多，但以小額為主；投資型態，陸資偏好獨資

                                                      
379

〈嘉年華國際將攜臺灣義聯集團聯手打造體驗式城市商業旅遊綜合體〉，《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網》，2014 年 9 月 7 日，<http://www.0996.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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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以新設子公司與設立分公司為主，非以合資或入股為選擇，較強資金連結。

陸客來台量與購物商機，提供陸資企業來台投入批發零售之貴重金屬、化妝醫美

與茶葉伴手禮等誘因與信心，足資陸資企業投入旅遊產業動機與目的在於資金連

結的陸客市場。 

3.參考政府委託研究單位長期調查發現，陸資投資國內服務業投資動機為拓展

臺灣市場，作為其發展國際化，全球布局之環節，基此大陸母公司不僅來臺灣投

資，同時也對海外投資，對已開發國家投資比重高於開發中國家；另發現陸企與

臺商於大陸均有合作經驗，來臺後仍維持前項合作關係，凸顯兩岸經貿合作關係

穩定，助於推動陸商來臺投資；同時目前經營最大問題為「人員申請來臺程序」、

「政策法規彈性不夠」、「開放投資項目太少」與「優惠誘因不高」等。 

（二）就市場面而言 

    陸客來台衍生商機主要在旅遊、住宿、購物與餐飲，市場面實際情形如下 

  1.旅行社業部分，目前雖未對陸資開放投資，然港資已立足經營多年，且近 20

家具核定接待陸客資格，以目前香港陸客接待社總數約 1/4 受陸資介入影響與港

資長期以來扮演突破兩岸關係對台政經統戰角色下，陸資以港資接待社名義借殼

入台或介入港資接待社經營發揮對台影響力，可能性均甚高；同時陸資以客源掌

握與積拖欠團費等方式，均對國內地接社運作與陸客接待發揮影響力，然對旅行

業投資並非主要目的。 

  2.一般飯店住宿部分，僅開放陸資投資觀光飯店，一般飯店目前尚未開放；陸

客住宿商機主要集中都會區與市郊一般飯店為主，國內以建築業為主上市公司近

年集中開發飯店商機，主因為國內已飽和房地產市場與政府打房政策利出，陸客

住宿飯店需求成為商機突破口。2011 年起大陸房地產集團透過第三地公司手套，

對國內開發休閒旅遊房地產或入股、合資國內經營飯店之建設公司，或大陸平價

飯店連鎖集團與國內平價連鎖飯店結盟，均開啟兩岸旅館飯店合作；基此，政策

上雖未開放陸資直接投資一般飯店，實然陸資已借殼或掩護進入，進行資產投資

目的。 

  3.高價精品等批發零售購物店部分 

    高價精品與拌手禮等批發零售購物店，陸資與外資同等規範未受限制，因此 

業有陸資珠寶貴金屬、化妝醫美與拌手禮業者來台試探性投資。國內陸客伴手禮

名店維格餅家 2012 年年底即受上海復星集團香港子公司參股 20%股權，金門地

區 2015 年下半年後陸資華天集團大型賣場亦將營運；然國內陸客購物珠寶貴金

屬等市場於港資與在地業者優勢競爭下，陸資企業集團已區隔另闢市場，轉戰旅

遊生技、美妝與 3C 商品門市通路，進入方式採在地企業借殼後推動轉型，再增

資作大投資，以企業既有基礎與市場通路進入，減少新設企業之探索與市場開發

成本，同時以企業再併企業，擴大進入範圍與領域。 

  4.綜合遊樂區與景點設施等極符陸企旅遊資本開發與通路連結，近年國內多功

能旅遊綜合體被陸資收購或入股訊息也傳言不斷。觀察陸企於歐洲、中東與拉丁

美洲大型綜合購物中心地緣戰略開發佈局與南韓、法國與東南亞旅遊綜合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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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佈署，國內中南部多功能旅遊綜合區處政黨意識型態中間偏綠區域，大陸對

台統戰三中目標之一，政治針對性強；旅遊綜合區發展經驗成熟又市場佔有率固

定之資產，同時具通路連結飯店、交通與景區，符合陸資投資需要，未來被介入

經營可能性極高，值得後續關注。另外陸資進軍國內餐飲連鎖企業應著眼於陸客

自由行商機持續擴大，然進入方式亦採間接轉投資國內現有企業，而非新建方

式，以減少市場行銷與開發成本。陸資投資服務業經營以來，亦出現如人員申請

來臺程序等制度問題尚待解決，政府於國家安全前提考量與吸引外人來台投資政

策規範下，亦宜適度放寬或趨於同等待遇，以擴大陸資來台投資效益。 

 

貳、現階段陸資投資對旅遊產業影響 

    政府官方核定陸資投入旅遊業大部分集中於金門地區，爰此，整體依核准投

資量先對金門觀光旅遊投資影響為探討後，再考量對國內市場實際影響。 

一、陸資對金門觀光旅館投資影響 

    2001 年兩岸「小三通」正式啟動，金門成為兩岸互動最前哨與鄰接關鍵地

位，同時也為兩岸政策試行開路，如向大陸購水、離島免稅區、人民幣兌換業務

等。金門自 2009 年起造訪遊客年超過百萬人次，主要客源以臺灣旅客為主，其

次為「小三通」赴金陸客，開放陸客來台前，大陸地區人民透過「小三通」往返

兩地每年不及 8 萬人次；陸客開放來台後，2010 年起「小三通」陸客年往返均量

約 38 萬人次內，成長有限，與陸客來台量相距甚遠。380為發展國際觀光休閒島

嶼、擴大客源，金門縣政府爭取陸客來金開放一年多次簽、2 日遊等，預期 2030

年遊客量達 480 萬人次，日平均旅客量較現在增加為 1 萬人次以上，遊客以陸客

占 2/3 為主，國內與國外旅客約占 1/3。381金門現有旅客住宿大多為一般飯店與民

宿，每日最大容納客源量 4000 人次，預期未來發展離島免稅區與陸客觀光等商

機效益，金門縣政府自 2010 年起已積極推動觀光市場建設促參，國內業者陸續

投入觀光旅館與綜合購物城 BOT 案開發，預劃 2015 年前後營運，然大型觀光旅

館住宿未來需求與計劃落差仍大，需再招商投入新建觀光旅館約 8 間。 

    金門規劃開發誘因與連接兩岸地理位置特殊性已為旅遊主業之觀光旅館投

資必爭之地，陸資自 2010 年起計廈門華天港澳臺等兩公司陸續投資 15.8 億台幣

開發包括觀光旅館、餐飲與購物店等，計劃 2018 年營運，以廈門為中心，連結

金門，拓展一小時經濟圈，面向全大陸發展。382金門地區投資旅館與綜合購物商

城仍以國內業者為主力，統計如附表 5-7，陸資投資量、幅度與未來營運雖無法

形成市場獨佔與壟斷效應，影響力亦有限，然金廈特殊地域屬性，於兩岸關係發

                                                      
380

大陸委員會，〈金門地區歷年小三通人數統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4 年 5 月 31 日，

<http://www.mac.gov.tw/mp.asp?mp=1>。 
381

吳友欽，〈金門縣政府赴廈門市規劃局、機場建設指揮部、交通運輸局及旅遊局交流「金門縣

概念性總體規劃案」規劃工作報告〉，《政府出版品資料網（OfficialPublicationsEchoNetwork，簡稱

OPEN）》，2012 年 8 月 20 日，

<http://ocbr.kinmen.gov.tw/OpenFront/report/print_detail.jsp?sysId=C101AA054>。 
382

廈門陸島旅遊投資有限公司，《中國經濟網》，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big5.ce.cn/gate/big5/ 

travel.ce.cn/touzishang/gs/201312/17/t20131217_1279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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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廈門陸資對台仍具經濟與政治利益考量，尤其以廈門自貿試驗區開發以

後。 

附表 5-7     投資金門地區觀光旅館與購物店單位與預估經費統計表 

單位 投資金

額（億） 

投資項目 後續預劃投

資（億） 

台開公司 32 免稅店與 2 家飯店 50 

昇恆昌公司 60 免稅店、購物中心與飯店 20 

F-富驛飯店 12 綠色休閒度假園區。  

廈門陸島酒店 2.8 飯店  

廈門華天港澳

台商購物公司 

13 飯店、購物中心與住商綜合

性建設 

50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與經濟部投審會網站，自行整理。 

 

（一）經濟上 

    金門未開放「小三通」前對大陸屬敵對鬥爭最前線，獨特戰地風光和優良的

自然環境，具旅遊吸引遊客條件，開放後自然引起陸客湧至，大陸居民經廈門來

台旅遊亦逐年增加，2010 年以後年均量為 20 萬人次內。金門面向海西區幅員 2

億人口，假以每年經營 1/100 人次（200 萬）海西區遊客金廈旅遊，其遊客量與

利益將為目前 10 倍計，因此積極營造金門作為海西區發展旅遊圈後花園。383 

    大陸對台旅遊於「政府主導、部門統合、企業為主」導向下，2010 年起旅

遊產業開始「走出去」，廈門陸資來台投資時受政策鼓勵經濟奧援，384掌握遊客

招攬主動權，交通、住宿餐飲、購物等規劃完成陸企所屬「一條龍」產業鏈後，

其環節利益將盡數流回大陸。陸資企業旅館與購物雖僅容納 1/3 陸客量，下榻於

台資飯店與進行購物等消費，因客源為大陸旅行業與相關部門掌控、政府主導，

台資飯店與購物中心等旅遊相關事業營運自然受大陸方掌握影響，佣金回扣「零

團費與負團費」旅遊生態將再滋生泛濫，影響旅遊品質，金門是否走向杜拜或另

一個香港殊值觀察。另外金門地區旅行社、住宿與購物等旅遊業在地性意識強

烈，自成一整合體系向來外資難以進入與影響，大量開放後對當地旅遊附屬產業

衝擊在所難免。 

（二）政治上 

廈門憑藉金廈地理與人文相近、經濟互通，連結作為兩岸投資與旅遊試驗

區，目的於爭取政策突破，如爭取廈門赴台組團社數量、在台設立旅遊分支機搆、

便利人員往來，擴大與澎湖、臺灣中部四縣市、基隆、高雄旅遊產業合作，吸引

台商投入大陸旅遊業，提升作為海西區對台進行經濟、社會與人文交流磁吸等重

                                                      
383

陳夢婕，〈陸資赴台閩企 No.1〉，《鳳凰財經新民東南網》，2014 年 4 月 3 日，

<http://www.newland.com.cn/NewsContent.aspx?id=4188>。 
384

林磊，〈大陸國家開發銀行 11 億元人民幣授信支援廈門民企投資金門〉，《 

中國經濟網引述新華網》，2011 年 3 月 24 日，

<http://big5.ce.cn/gate/big5/finance.ce.cn/rolling/201103/24/t20110324_165560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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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戰略地位。大陸海西區具面向台灣區位優勢，規劃以廈門為中心，打造金廈旅

遊圈之「小三通」黃金旅遊路線，建立「一程多站」海峽旅遊品牌，目標朝向形

成大陸對台旅遊試驗示範地區和兩岸旅遊合作產業聚落群。385 

陸資投入旅遊產業目前政策上仍受限，以金門做為突破政策限制之出口，擴

充對台旅遊管道，再自經濟面切入，加深掌握金門對大陸依賴度，2015 年福建

自經區運作後，更利於加強海西對台聯結。大陸以利益聯結，建構民間與官方制

度化互動規範，發揮影響力量、縮減雙邊不信任與排斥衝突、超越結構性矛盾邊

界，操作低階性經濟活動，溢出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層面效果，達成實現擴大對

台統戰策略目標，利益源於政治，經濟為政治而服務。386 

 二、陸資對國內旅遊產業影響 

（一）經濟上 

  1.政策核准陸資迄 2014 年投資國內批發零售之珠寶貴金屬、化妝醫美與食品茶

葉等計 42 案台幣 4.1 億，70%於 2012 年以後來台，營運尚在市場試探與開拓之

不穩定階段狀態，餘 30%營運已 2 年餘，相對穩定。該等投資對國內旅遊市場之

影響程度就投資產業之產值，參考國內研究單位模型推估，創造產值不及 1 億，

提供就業人數約 200 餘人，統計如附表 5-8；對比於 2013 年國內糕餅鳳梨酥年產

值 250 億台幣，387陸資效率僅為 1/250，就 2013 年國內批發及零售業就業人口數

180.6 萬人口言，388陸資創造旅遊業就業人力與總零售業就業人口數比為

1/10000，助益甚微，整體對台旅遊產業貢獻度極小。就對市場影響度而言，僅

30%陸企營運較穩定，同時研究發現 70%來台陸企營運尚未有餘盈，又國內批發

及零售業之珠寶貴金屬、化妝醫美與食品茶葉等營業市場早已布局飽和，競爭激

烈，統計表如附表 5-9，該等陸企投入資金少，營運未穩定，欲於強敵林立中，

產生獨佔或壟斷影響搖撼，可能性極微。 

附表 5-8          陸資來台投資批發零售業影響概算統計表 

項目 影響變動率 變動值 產值（百萬台幣） 

國內產值 0.11 29.8 98 

就業人數（人） 0.09 2437 219 

 資料來源： 

  1.參考經濟部投審會 2009 年委託中經院所作「由外人來台投資效益評估陸  

資來台投資的影響」模型分析，服務業模擬三，頁 209。 

  2.模型資金單位為陸資來台投資以新台幣 100 億計，統計 2009 年迄 2014 年

6 月核准陸資來台投資與旅遊相關之批發零售業計 4.1 億台幣，如資金到

                                                      
385

黃國彬，〈2014 年廈門市旅遊工作會議工作報告〉，《廈門市旅遊局》，2014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xmtravel.gov.cn/news/1393554549973.html>。 
386

吳樂楊、鄭明霞，〈觀光旅遊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角色功能〉，《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2013 第 26 卷總 135 期，頁 40。 
387

林祝菁，〈鳳梨酥年產值力拚 300 億〉，《中時電子報》，2014 年 7 月 4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04000302-260204>。 
388

人力資源調查提要分析 2013 就業、失業統計分析，《行政院主計總處》，頁 3，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4325154936T6LW6M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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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率以 80%計算來台陸資約為 3.3 億，為 100 億 0.033 倍，以此 0.033 為基

數相乘變動值即得批發零售業影響產值概算。 

附表 5-9       陸資投資批發零售業與國內產業發展情形比較表 

項目 陸資投資家數 國內產業發展情形 

珠寶

貴金

屬 

新設   4 

增資   1 

港資寶德利等三大購物店組成中華觀光精品產業

協會廠商計 57 家，台灣珠寶同業公會廠商會員有

260 家，經營陸客市場。 

化妝

醫美 

新設   9 

增資   6 

 

屈臣氏門市 440 家、康是美藥妝店（COSMED）362

家、momo 藥妝門市 57 家，日本 Tomod's 藥妝 2 家，

市場飽和。 

茶葉

食品 

新設   17 

增資   4 

分公司 1 

1.茶葉部分：台灣茶農 25,000 戶，就業人口數約 9

萬人，公會登記經銷商超過 2000 家，小型茶行更

難以計數。 

2.糕餅食品：最主要以鳳梨酥為指標。佳德、維格、

日出、新東陽、微熱山丘、鐵金剛、鼎泰豐市佔率

52%，佳德、維格 50%以上陸客為主。 

  資料來源：1. 中華觀光精品產業協會與台灣珠寶同業公會網站會員列表；2.

林珮萱，〈康是美發揚透明化、多試用水果攤精神〉，遠見雜誌 2010 年 11 月號，

第 293 期。3.吳國義，〈台灣茶產業輔導現況及展望〉，《農政與農情》，2003 年 2

月（第 128 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台灣省糕餅同業公會聯合會。統計至 2013

年止。 

   

  2.就市場面進入之陸資影響旅遊產業情形 

 （1）陸資以港資接待社名義借殼或介入港資接待社經營，依港資接待社目前所

佔陸客市場主導性，陸資又掌控客源條件下，港陸資足以對陸客旅遊市場形成主

導與約制，國內旅行社因陸客客源需求，可能選擇與港資旅行社加盟合作或被陸

資入股併購等，影響旅行產業生態分布。大型旅遊陸企如港中旅與中旅等主要仍

以合法登陸爭取辦理簽證特許權為主，以利後續以旅遊行業進行橫向擴張，擴大

經營範圍與市場佔有率。 

 （2）一般飯店為陸客住宿固定消費所在，國內以建築業為主競相開發飯店商

機，陸資亦透過國內建設公司借殼或入股、合資進入飯店資產經營，另大陸平價

飯店連鎖集團也展開品牌登陸結盟分享市場合作；基此，陸資應已有效突破政府

對一般飯店投資限制政策，以旅遊資產投資手段達到市場佔有，同時購買住商混

合大樓等房地產。新設一般飯店與平價連鎖飯店，均屬住房規模小與具特色設

計，並坐落於市區交通便利地帶，接待陸客團雖有限，然對自由行旅客吸引卻優

於傳統飯店，開發過速，因土地資源不足，轉而購置市區一般住商大樓，也引發

房地價上漲。另外陸企對國際觀光飯店投資，近年起也進行跨境試水溫，如 2010

年錦江集團收購美國洲際飯店管理集團、深圳新世界集團收購洛杉磯萬豪、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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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環球飯店，2012 年錦江集團與歐洲第二大飯店集團相互掛牌聯盟等，均趨向

以市場分享交換取得經營與技術學習等。國內觀光旅館未來具陸客市場需求，參

與國際聯盟之大型觀光旅館因上游與大陸合作，觀光旅館接受陸企策略聯盟或入

股經營可能性就提高，旅館產業也將面臨自主經營權流失。 

 （3）陸資入主國內居亞洲最大之蘋果（Apple）手機與附屬產品通路經銷商

STUDIOA 門市 3C 產品通路，全球同步提供新型產品，著眼於佔有國內市場吸引

陸客、外籍旅客與國人對高價 3C 產品之需求，然也擠壓國內本土小型同業在地

優勢空間；入主連鎖餐飲主要目標亦以在地產業之現成優勢，吸引、掌握與開發

自由行陸客商機，引導該對餐飲需求之旅客消費選擇，搶奪陸客觀光財，與飯店、

旅行社及購物店等配合操作成聯盟整合，則陸客商機對國內旅遊與附屬產業衝擊

可能成為雲。 

    自市場面觀察而言，政府雖未核准陸資進入國內旅遊產業如旅行社與一般飯

店等，然實際陸資已介入或合資入股進入，甚而大型綜合遊樂區亦可能因所屬相

關企業兩岸三地投資而被以市場分享合資進入，政府管制作為防線形同虛設。陸

資操作進入產業方式，有採併購較不具競爭力產業，收購後轉型，迴避法令禁止，

如祥裕電子與中美實業等，轉型後再辦理增資，運用資金轉投資再購併，或以國

內公司為作手代其進行物件收購與經營。市場以迂迴手段進入旅遊業之陸資，已

破壞政府管制，影響旅遊市場生態與秩序，同時助長非關聯產業進行合法購併，

並反向吸納國內資金向外投資等，均不利於整體吸收外資來台投資策略，同時阻

礙企業轉型或升級規劃，也造成部分地區房地價上漲。國內以政策限制陸資進入

旅遊產業，然市場需求卻無法遏止反而瀰漫，危害產業更深。 

（二）政策上 

  1.操作對台旅遊交流，為統戰與政治協商服務 

    大陸 2008 年以來全國旅遊工作會議指出，對台旅遊依對台工作佈署，2008

年推進與臺灣旅遊業界交流合作與陸客來台，2009 年運用兩岸大三通時機，擴

大陸客來台，發展旅遊交流，2010 年提出陸客來台對兩岸和平發展促進具獨特

作用，2011 年拓展港澳臺市場形成四地「一程多站」旅遊戰略性，2013 年打擊

來台遊消費問題為主。對台工作已為大陸國家核心與民族根本利益，389「十八大」

以後工作定調為對話與融合，與台灣朝野各界達成共識，步驟則以經濟為前導鋪

路，文化為依託基礎，血緣宗親作紐帶，假開放之名逼迫台灣向政治協商邁步。 

  2.以陸客來台問題影響旅遊政策規範 

2014 年 6 月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北京會晤台北市長郝龍斌指出，陸客來台

零團費問題非常嚴重應優先解決，否則將有嚴重不利影響，陸客購買寶石價格非

常不合理等；香港文匯報轉載成為因張志軍「投訴」零團費，導致我政府將推新

措施保障陸客，報導影射國內旅遊市場亂象、大陸指導規範作法等，顯然事實已

偏離。政府主管部門對此旋即將長久以來積非為是情形強硬回應，指出大陸出境

                                                      
389

羅保銘，〈以強烈使命感為兩岸關係扛起海南擔當〉，《人民日報社海南視窗》，2014 年 4 月 29

日，<http://hi.people.com.cn/n/2014/0429/c231190-210986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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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向來普遍存在零、負團費、人頭費與購物一條龍等操作弊端，源頭非自台灣

市場而生，但也推出新規範應對。 

  3.升高旅遊協商籌碼，要求海峽中線開放作交換 

    陸客中轉議題 2014 年 2 月第二次兩岸協議檢討會議大陸首度同意研究可行

性，雖觸及海峽中線問題但未要求開放；同年 6 月張志軍訪台釋出願意考慮開

放，8 月第六次兩岸經合會後大陸態度轉趨強硬，堅持必須開放海峽中線當交換

條件。390海峽中線問題危急我國防與國安，大陸以台灣航空業陸客旅遊中轉利益

要脅，逐步拉高談判籌碼，要求台灣開放，待價而沽，反向觀察我方反應或推出

替代方案交換。大陸民航局 2015 年 1 月 12 日透過國際民航組織（ICAO）運作發

佈臨海峽中線 4 條新航路，名義為疏散大陸東南方向外中轉與內陸航線壅塞機

流，391然大陸擅劃新航路臨近我飛航情報區邊界，突發飛安風險將難掌握更引起

我朝野抗議反彈，籌碼再升高，台灣被迫與大陸討論海峽中線與飛航情報區已無

法避免；2015 年 3 月經兩岸台旅會與海旅會五回溝通，確認暫不生效、啓用與實

施，但已傷害兩岸和平互信，同時凸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之立場動搖，與大陸對

台政策之微調飄忽。大陸民航局公告臨海峽中線 4 條新航路如下圖。2013 年 7

月 12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支持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 1151 號

法案」，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大陸國臺辦與外交部均表達反對外國勢力

介入中國內政嚴正抗議；2015 年 1 月 12 日大陸又公告臨台海中線新航線，強迫

我方接受，觀察大陸策略隱含為 2016 年台灣總統選舉作準備，硬化「九二共識」

向「一個中國」促統圈套「一國兩制」位移，作法以中轉商機市場，交換打通台

海通道，陷政府於兩難。392 

    大陸對台交流向來為協商談判做準備，目的為破解政治難題，兩岸關係發展

僅於經濟與民間文化交流已不符大陸需要，必須突破敏感政治議題，突破就要有

利條件作動力，將兩岸關係作「合情合理」制度安排。陸港資已穩定進入國內市

場操作旅遊相關產業形成部分「一條龍」整合，陸客客源又為大陸政策掌控，旅

遊經濟拉出兩岸國家主權與領土安全政治議題，符合大陸處心積慮意圖操作「一

個中國」之「合情合理制度」安排。 

    政府面臨兩岸經貿規範開放要求，旅遊業又諸多陸資借殼轉型掩護操作陸客

旅遊市場，港陸資已建構陸客來台利益搜刮集團，大陸強調陸客對促進兩岸和平

發展具獨特作用與對台旅遊需有序發展之話語要脅，凸顯港陸資集團在台角色地

位重要性。 

（三）加深社會民心疑慮 

    民主台灣之人民對陸資與陸客進入呈現不安與隱憂，非構建兩岸低階經濟制

度與機制所能化解，此即為當前兩岸關係現狀。兩岸間為利害關係體，已簽署多

                                                      
390

藍孝威，〈陸客中轉台須開放海峽中線〉，《中國時報網》，2014 年 9 月 9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09000388-260108>。 
391

徐秀娥、呂昭隆，〈陸劃海峽新航路我航局抗議〉，《工商時報》，2015 年 1 月 13 日，A12 版。 
392

范世平，〈柯 P 為何不接受九二共識〉，《中國時報》，2015 年 1 月 15 日，A16 版；林中斌，〈陸

兩手策略軟硬夾攻〉，《聯合報》，2015 年 1 月 14 日，<http://udn.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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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經濟協議，雙方角色也自敵對走向競爭與合作，然不可諱言大陸國家綜合實力

已躍昇為區域行為重要影響者，與台灣建立經貿關係非以友誼或聯盟之多元安全

體為目標，而是要台灣「認同」與服膺於「一個中國」之下，採取仿效傳統大國

方式，以國家綜合實力等作為權利約制依託，壓縮兩岸關係於國內政治範疇，建

構台灣為其內化個體，臣屬角色，經高度依存形成共同體下一員。「認同」達成

源於自然身份與文化因素差異之縮小，393兩岸人民身分經歷內戰、敵對、競爭迄

合作，各自認為具主權國家與正統；台灣為移民、多元文化融合與民主社會，文

化特質兼容並蓄，彼此發展以包容、尊重做為認同方式。兩岸經貿雖相互依賴多

年，但經濟連結交流無法交換台灣人民放棄或縮減對自然身分與民主多元文化特

質認同，轉而擁抱認同大陸人民身分與文化模式；反之台灣人民想像兩岸關係為

主權受認同與和平相處的集體身分模式，彼此為友誼或盟邦關係，希望從中獲得

差異與尊重。據此，大陸任何意圖以非自然與選擇方式跨越國內認同共識邊界，

社會擔憂與不信任自然產生。 

    中共對台關係若不能自尊重差異、瞭解實際，逕自經貿作為政治突破手段，

口惠加大宣傳讓利之話語，適足以激發台灣人民反感，則台灣人民擔心被利用憂

慮自然愈形嚴重，對大陸就更不信任。 

 

附圖5-1 大陸民航局公告臨海峽中線新航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引自聯合報，201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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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Wendt 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再版），頁 40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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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陸資投資國內旅遊產業與影響－質性訪問 

    陸資對國內旅遊產業投資，正面表列僅觀光飯店、餐飲與零售等行業核准進

入，自官方核准來台投入旅遊產業陸資分析，經濟上大多處於市場探索階段，未

造成實質影響，政治上為增加投資保障與談判籌碼累積，但仍無法排除國人對其

手段操作疑慮與刻板印象認同調整，因此推估陸資對國內旅遊產業應不足以造成

市場運作影響。然訪問資料發現產業與各界認為陸資對旅遊產業投入與影響遠超

過公佈投資統計，基此，擬歸納訪問資料關於現況旅遊各產業陸資投入與影響層

面。 

壹、陸資對國內旅行社業投資與影響 

    國內旅遊社目前尚未開放陸資來台投資，陸資對國內旅行社影響主要在陸客

接待安排與團費上，另外為大陸旅遊措施對台影響。 

 一、進入方式 

    陸資投資進入國內旅行社，以入股或人頭方式買台灣旅行社，大陸旅行社資

金背景太雄厚，資產多以億計，台灣中小型旅行社很容易被入股或購買（ATP2）。

目前法規規定接待陸客地接旅行社必須成立 5 年以上，繳交保證金 100 萬台幣，

開放陸客初期港資旅行社即搶進登陸，後又規定原負責人異動 2 年後才可接陸客

團，所以陸資進來先買牌照經營，待 2 年期限過後再轉換負責人（AM2P2）。 

    另外台灣旅行業為因應港資「一條龍」市場衝擊，部分業者與陸資旅遊業合

作或合夥，然陸資佈點僅一、兩家，承攬陸客量不及全部 1/4 量，因政府未奉准，

同時對方具官方色彩，所以只能檯面下經營，台灣旅遊業之所以對陸資害怕是因

為同文同種的中國因素（QM1P1）。 

 二、來台投資旅行社原因 

    大陸旅行業或投資者關注台灣旅行社並非其本業利潤，台灣旅行業利潤空間

已很有限，重點在旅行業可以創造資金流通，便利轉投資再創利潤，因此台灣旅

行社就一直想業務量「做大」，之後伺機高價脫手，但也有失敗案例，2010 年 X

聯旅行社起初業務量很大，但大陸地接社資金拖欠導致週轉不靈，就頂讓給港

資；旅行社收繳旅客以現金方式，支出除機票外，飯店與餐廳部分大多為 3-4 個

月期支票，期間資金在握就形成相當揮灑空間（AM2P2）。 

 三、影響方式  

    大陸旅行業資金雖未登陸，但干涉台灣旅行業情形嚴重，如直接指導要求旅

遊過程細項，進那家 Shopping 店、住飯店與如何拆帳等要求，如台灣旅行業無法

配合，客源就會逐漸減少或團費款項交付延期等。現階段雖未開放陸資來台投資

旅行社業，但其對台灣旅遊產業影響主要於掌握客源源頭、量大壓成本，控制還

款期限、提供資金挹注與進行一條龍營運管控，港資扮演的角色就如面具（AP 

P3）。  

    以單位而言，大陸央企旅行業比較不具威脅，省級較有威脅性，香港旅遊業

現在就是承包之私企在運作；另外台灣旅行業最怕大陸以行政措施干預－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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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菲律賓、馬來西亞與日本等國家間事件，紅頭文件一發，旅遊業就蕭條

（AM2P5）。  

 四、可能影響 

    台灣陸客接待社被大陸旅遊業投資約有 30%，X 遊網、X 獅旅遊、X 運旅遊

都有陸資入股，X 通旅行社、X 見旅行社、X 達旅行社、X 森旅遊、X 樂旅遊、

X 福旅行社等市場都傳聞陸資進入，本身也不否認；X 順旅行社，X 福旅行社等

待價等大陸旅遊業買主上身。接待陸客旅行社 60%疑受陸資旅遊業影響，港資旅

行社 50%也疑有陸資影子（AM1P2）。另外，旅行業旅行同業公會中大陸召集委

員所屬旅行社，程度上也受大陸方面所影響（AP P3）。 

貳、陸資對國內飯店產業投資與影響 

    國內飯店產業僅觀光飯店開放陸資投資，一般飯店尚屬禁止之列，然陸客大

多下榻一般中小型飯店，因此該類型飯店為陸資投資標的，方式則以合作或人頭

頂替方式。 

 一、陸資投資觀光旅館或飯店情形：以插股中型觀光飯店為主 

    台灣國際級大型觀光旅館幾乎都加入國際品牌經營，客房多、價位偏高，出

讓經營機會不大（HMA P3），主要客源並非僅陸客，陸客價格低，許多觀光飯店

又採經營與管理分離，與航空公司機票進行售價策略（YIELD MANAGEMENT），

因此港陸資影響有限（AP P3）。 

     然陸資對觀光飯店投資，並非全然放棄，而是以插股中型觀光飯店方式，

如 Holiday Inn、 X 容飯店，花蓮 XX 與理想 XX 等（HM2P2）；另 2006 年港資即

開始投資國賓大飯店經營附設中外餐廳、咖啡冷飲室、酒吧、夜總會等，2008

年投資仲成飯店。 

 二、陸資投資一般旅館情形： 

（一）全台合法與非法一般旅館 3100 多家，20%接待日本客，其餘接待國內旅遊

與大陸團客，目前約 70%陸客住進一般旅館飯店，一般旅館飯店規模以小型 1、

2 星級以下為主，量目前供過於求；陸客團客市場，不只一般旅館承接，汽車旅

館近年也改變內部設備經營，一般旅館大多無經營餐廳，因此房價為主要收入，

陸團客房價大約 1200-1500 台幣之間（HA P1）。 

（二）陸資對中型以下旅館，客房數 150 間上下，符合 10 幾團陸客住宿需要較

有興趣，但台灣目前地價貴、可用觀光旅館土地資源稀少，陸客需求又遠景可期，

因此北、中、南一般旅館「惜售」意謂濃厚，同時墊高出售底價（HMA P3）；然

而市場對旅館確有需求，都會區閒置商業大樓即成為利用標的，經外表拉皮、內

部整修，迅速成為中型星級觀光旅館（HMA P1）。 

 三、陸資投資一般旅館方式  

（一）方式一 

    建設公司與地產投資公司擔任尋租標的、完成建設與營運人力角色；陸資投

資無法購買就轉變作法，由台灣本地合作者出面承租建築主體、申請執照與管

理，不需陸資出面登記產權與公司，低成本、高效益、進場即時退場快，影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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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台灣旅遊市場運作目的同時達到；以台灣人為代表承租，不需負擔法律程序

居幕後，為現階段陸資進入一般旅館或飯店形式，尤其於新籌設飯店，負責人登

記資料難以發現其為陸資，另外運用荒廢渡假山莊整修作為陸客團渡假使用，承

租捷運交通便利處建築，招攬自由行陸客等，背後資金均疑為陸資，而由台灣建

設開發公司出面登記（HMA P3）。近年都會區一般小型旅館成長快速，大多用拉

皮或舊建物改建，傳言陸客投資，但所有登記資料多是本地人（HA P1）。 

（二）方式之二 

    本地旅館業者建設完成後，出售給陸資，再由陸資手上承租下來經營，陸資

掌握不動產投資效益，本地投資者藉陸客商機賺取觀光財，同時鎖定部分陸客市

場。此類飯店大多於夜市人潮聚集地點，客源充足，飯店登記為台灣業者，然實

際產權屬陸資或與業者共同擁有，舊飯店、舊辦公大樓整修改裝飯店使用者也陸

續依此掛名、入股（HM2P2），如專營背包客之大陸如意旅館就以此方式經營

（AM1P6）。 

 三、中部地區陸資投資一般旅館情形： 

    （一）大台中地區陸團客經常過門不入，往日月潭或新竹不會回到台中，此一

市場趨勢反映台中地區飯店對陸客來台以自由行旅遊為主；新增飯店就鄰近夜市

鬧區，以舊辦公大樓改建，類型以小型 100 間房以下為主力，翻修後等級超過 5

星國際觀光飯店，Location 好，經常滿房；夜市為陸客自由行深度景點與台灣國

內旅遊重點，陸資已觀察小型飯店開發投資潛力趨勢，台灣房地產買賣又可以獲

得土地所有權，深受陸方喜歡（HM2P2）。 

（二）陸資進入台中地區飯店產業方式，以投資 100 間客房以下 1-2 星觀光飯店

為主，100 間客房以下人力最省，每月成本開銷僅約 50 萬，飯店投資就是「獲得

土地最終養地」，投資低報酬快（HM2P2）。 

  四、大高雄地區陸資投資一般旅館情形： 

     大高雄地區現有港資飯店綺麗與歐亞集團各兩家，另一集團也購買一家正在

整修，前兩個集團並且有擴店計畫，港資飯店均為購買現有飯店進行改裝非新

建，購置與裝潢金額 1-2 億台幣，房間數 100 間左右，等級為三星級，高雄地區

經營陸客團飯店約 20 家，因為陸客市場有前景，飯店地又不容易找，所以惜售、

待價而沽情形較嚴重；陸資傳聞買下高雄金典大樓飯店，然未證實，另舊班公大

樓則有傳言港資與陸資陸續買進（HM1P1）。 

参、陸資對國內精品購物店產業投資與影響 

    目前陸客來台進購物店主要為港資經營，且歷史久遠，陸資影響較微，然大

陸銀聯卡公司曾積極發展進入經營。 

    台灣精品購物店港資分三大系統，第一「寶得利」，於台灣北、南、東部有

五家精品店；二為「歐亞」，台灣北、南部有四家精品店；三「捷達」，台灣北、

南部也有四家精品店，三大港資系統佔有陸客市場 60%，台資精品店佔陸客市場

40%。三大港資 1997 年以前於香港經營台灣旅客赴泰港遊精品生意，1997 年以

後大陸開放陸客入港，轉而經營陸客赴港購物，2008 年台灣開放陸客來台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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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轉進台灣開店，目前這三大系統應無中資色彩，一是港資資金不缺，二是三家

經營精品店均已超過 30 年，營業項目包含手錶、鑽石、珠寶、珊瑚、礦石等高

單價精品與茶和伴手禮餅店（LBD P2）。 

    大陸銀聯卡公司曾有在台北租辦公大樓，接待廣東團購物，結果不很成功，

近期發展是大陸銀聯卡公司已經「租」下台中衣蝶整樓層，作為購物店招攬陸客

團使用，大陸銀聯卡公司登陸中部對傳統購物店衝擊很大，其一是陸客均使用銀

聯卡，再次每筆刷卡如優惠 2-3%，就相當具吸引力，銀聯卡公司為大陸國企，

陸客團不去可以嗎？屆時，陸客台灣遊進出行程將會發生改變，關聯購物產業（伴

手禮與特產店）也會跟著調整（LBA P6）。 

   市場業內傳言台商計劃集資 100 億，成立三家投顧公司柏春 X 等處理資金，

台北買餅店、花蓮買玉石店，高雄成立鑽石店、那努灣成立精品店，進入珠寶等

精品購物佔經營，後續待查（LBD P3）。 

肆、陸資對國內陸客運輸市場影響 

          2008 年陸客來台後，部分港資旅行社開始買車，同時有陸資色彩旅行社也

買車，全聯會為防杜外資泛濫進入，影響國內業者生計，2009 年推動政府成立

遊覽車公司申請「審議小組」，規範資金、設備與車輛數量。2010-2013 年申請成

立遊覽車公司計 17 家，其中港資與陸資背景旅行社申請作為接待陸客使用遊覽

車約 1000 輛，分三大公司系統，申請以北、中、南部分散設公司據點，公司名

稱與負責人雖不同，業內觀察背後金主均認為港陸資，掌握一半陸客量全省發車

調度。 

    由旅行社 2010 年以後成立之新遊覽車公司與操作方式，可推估其是否隱含

港陸資背景，港陸資背景遊覽車業特點是跑行程，景點、精品店、茶葉行與特產

店都要「到位」，行程不可遺漏，照表操課，駕駛每一購物點都有茶水費分紅（BA 

P2）。 

小結 

    陸資對國內旅遊產業投資與影響，旅行社部分，台灣陸客接待社約 30%被大

陸旅遊業以入股或買人頭方式投資進入或部分台灣業者與陸資旅遊業有合作；約

60%陸客接待社受大陸旅遊組團社影響，最主要於干涉台灣旅行業接待陸客過程

運作，其中以大陸省級較有威脅性，陸資投資旅行社主要可以創造資金轉投利潤

與掌控台灣旅遊業。 

    對國內飯店產業投資目標以經營中小型觀光飯店為主，中型觀光飯店以入股

為主，小型飯店則以台灣業者代表登記或合作，規避法律問題。精品購物店部分

因港資系統於兩岸三地經營多年，根基深厚，台灣港資購物店佔有陸客市場

60%，營業項目包含手錶、鑽石等精品、伴手禮餅店與飯店等初具一條龍型態，

因此陸資進入與影響不易，然大陸銀聯卡公司亦積極發展進入。陸客交通運輸部

分，港資與陸資背景旅行社已成立三大遊覽車公司分散設置據點，掌握 50%陸客

量全省發車調度。據此評估，政府規範禁止陸資投資之旅遊產業－旅行社、一般

旅館與遊覽車運輸，陸資均以合作或本地人登記等方式投資進入，其所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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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界恐慌不言可喻。 

 

結語： 

    開放陸資政策增加台灣國際貿易空間與推增兩岸關係具正面意義，然也更提

供大陸對台統戰操作。整體負面效益而言，陸資來台議題已置於對台工作「政經

並行」統戰佈署上，對台工作並提升為大陸國家利益階層。陸資政治負面影響上

在於大陸意圖藉陸資發揮親台作為與惠台讓利措施，更強化對台政、經與社會統

戰；親台作為表現在加強經濟與其他方面依存，影響政治自主，形成命運共同體

阻饒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納入其區域自經區運作，同時阻斷與移轉接收外資

來台投資，強調台灣要獲得尊重差異之基礎在於先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交換

兩岸是家人與兄弟話語。對台讓利與善意意圖，在拉住台灣，將台置於一個中國

原則下治理。社會上負面影響則因讓利作為粗糙與未切實際，話語浮誇與未尊重

台灣民意主體性，投射出結果就是中國因素被廉價炒作形成逢「中」必反情結，

加劇台灣內部衝突，「318 學運」之後，社會不同族群間感情更被撕裂與反中情

緒更高，呼應理論基礎所述高依存之脆弱性與協議機制負面效應。 

    現階段陸資投資旅遊產業因政府項目限制，僅申請金門地區觀光旅館等投資

與國內旅遊附屬部分批發零售業等。官方統計之投資案數量與金額，評估影響主

要在金門市場取得特許經營，未來形成金廈旅遊圈，搶佔地緣戰略意圖，其他僅

為投石問路市場試水。 

    自市場進入與質性訪談資料綜整，對政府尚未開放之旅行社、一般旅館與遊

覽車運輸等，陸資已部分循收購國內中小型不具競爭力企業借殼、本地代理經營

或入股合資或變通等，避開國人恐「中」情緒，或假英屬維京群島或香港等成立

海外公司掌握所有權方式進入，相較於政府列管差異甚大，此為引起各界質疑與

不安所在。旅行產業港陸資已形成壟斷體係，切割國內陸客市場經營，現階段仍

以港資體系較具市場優勢，港陸資大發陸客經濟效益之餘，產業利益未能分配共

享，國內旅遊業僅為代工與打手，政府形成仲介角色。 

    陸資進入旅遊業影響，經濟上壟斷負面大於投資效益，尤其以收購企業借殼

再上市增資轉投或再收購其他企業等較具經濟殺傷力；政治上操作旅遊交流為統

戰與政治協商服務，以陸客來台問題影響旅遊政策規範，提升協商籌碼，強迫壓

縮我方主權與國家安全作交換；社會上則增加國內民心對「一個中國」認同與想

像之不安與憂心。港陸資壟斷陸客來台旅遊市場，成為大陸操作對台旅遊政治手

段，自「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與要求開放海峽中線

等，均可窺現其所謂以經濟為前導、文化為基礎、開放為後盾之對台統戰作為。

基此，我政府朝野該有作為回應就是認清本質之共識，另外提升台灣旅遊特色文

化與旅遊服務軟實力推促產業升級，而非步向以量取勝如泰港旅遊市場過度競爭

後塵，待其經濟與社會發展衝突時就進退維谷失據。 

    陸資近年進入國內陸客旅遊市場，對產業觸角更有擴及品牌上市公司，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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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產品市場，同時對內增資吸金再轉投。陸資運用在地企業既有基礎與通路資

源成為快速進入首選，目的在減少新設企業之探索與市場開發成本，再併購擴大

進入範圍與領域，影響經濟秩序甚鉅。開放陸資迄 2014 年底累計金額近 12 億美

元，然以權變流入之資金，恐難以計數，也因部分企業中資成分嫌疑，導致政府

推動服務業等傳統與弱勢產業升級時常推遲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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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來開放陸資來台進入旅遊產業與影響 

 

    我國在 WTO 之 GATS 承諾表有關觀光及旅遊服務業之開放，承諾「旅行社

及旅遊服務業」、「旅館及餐廳服務業」、「導遊服務業」三項目行業開放，其中「旅

遊服務業」以遊樂園及主題樂園服務為主，「旅館及餐廳服務業」包括：觀光旅

館（不包括提供食物及飲料服務）與一般旅館，「導遊服務業」雖承諾開放但較

多的限制與保留。國內對陸資開放進程，2009 年開放觀光旅館業，2011 年再開

放主題樂園，統計迄 2013 年陸資僅投資金門觀光旅館兩案。2013 年兩岸服務貿

易協商簽署服務類部分項目進一步開放，引發朝野激烈爭議、學運與最高民意機

關運作停滯，尤其旅遊業開放陸資來台設立旅行社部分。大陸旅行業於兩岸服務

貿易協商中雖對我同等開放，然協議因學運後諸多文件須送請民意機關審議而施

行延宕，2015 年大陸成立之福建自貿區單向擴大對台旅遊業開放，爭取先行，

形成我方開放壓力。我國觀光及旅遊服務業發展有其產業區域特殊性，開放進程

雖慎小而微，然面對大陸諸多片面攻勢，更宜深度探討評估。 

 

第一節  近期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旅遊產業情形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協商係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 ECFA》

第四條服務貿易協訂基礎展開，2013 年 6 月 21 日兩岸達成市場開放項目共識與

簽署協議，公布開放清單。由於國內官方對協議簽訂前與民間及朝野溝通不足，

引起部分國人擔憂協議簽署可能導致大陸更利於發揮政治與經濟上對台影響，因

而引發服務貿易協議審查爭議與「318」學運，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觀光及旅遊服

務業再成廣泛討論爭議性議題。 

壹、《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關於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旅行社產業與影響 

 一、開放內容  

           2013 年 6 月《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關於觀光及旅遊服務業部分達成兩岸旅行

社產業項目開放，我政府方面開放大陸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

設立分公司等形式進入設立商業據點，據點含分公司總計以 3 家為限，經營項目

限居住於臺灣的自然人從事國內旅遊活動。大陸方面開放我國服務提供者在大陸

投資設立旅行社，無年旅遊經營總額限制，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旅行社經

營場所要求、營業設施要求和最低註冊資本要求，比照大陸企業實行，初期以經

營大陸國旅及入境遊市場為主。394至於旅館我國 2009 年已承諾開放觀光旅館業，

而大陸同時承諾對我方比照外資經營；觀光遊樂業 2011 年我國開放陸資來臺投

資，大陸方面亦對我方比照外資經營，雙方均比照外資型態開放未再進一步承諾。 

           我方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旅行社市場項目開放 3 家大陸旅行社在台營業

                                                      
394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文本及附件〉，《經濟部 ECFA 中心網站》，2013 年 6 月 21 日，

<http://www.ecfa.org.tw/SerciveTradeAgreement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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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限國人在國內旅遊活動，未包括代售機票、招攬國人出國或赴大陸旅遊、接

待外國及大陸旅客來臺旅遊等業務，另依規旅行業須專業經營，不得轉投資旅

館、餐廳、購物店等；395大陸方對我旅行業開放，初期國內業者可經營大陸國旅

市場及入境遊市場，2 年後再協商擴展出境遊及赴台遊市場。396我方開放進程係

採循序漸進方式，考量兩岸旅行產業體質與經營型態差異；大陸旅行業對台開放

雖優於大陸對外資開放條件，但仍未直接惠與台灣旅行業較具興趣之出境及赴台

遊市場。 

           2013 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關於旅行社與旅遊服務項目市場開放較諸 2002

年兩岸加入 WTO 時承諾，開放範圍與程度雖有適度增加，但也凸顯兩岸旅遊市

場差異、我方對大陸旅遊業「一條龍」經營之防範與「中國因素」之顧忌，因此

採取限制、有條件小幅度開放，減緩產業衝擊，但爭議聲仍不斷，兩岸於 GATS

承諾與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關旅行開放範圍比較，如下附表。 

附表 6-1 兩岸於 GATS 承諾與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關旅行業開放範圍比較表 

 GATS 承諾有關旅行與旅

遊經營開放範圍 

ECFA 服務貿易協議承諾有關旅行與旅遊經

營開放範圍 

中

華

民

國 

1.跨境提供服務、境外消

費、商業據點呈現完全開

放。 

2.自然人移動除水平承諾

外不予承諾。 

1.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

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

供旅行社及旅遊服務。 

2.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設立的商業據點總

計以 3 家為限。 

3.經營範圍限居住於臺灣的自然人在臺灣的

旅遊活動。 

4.有關下列各類自然人之進入臺灣及短期停

留措施外，不予承諾： 

（1）商業訪客進入臺灣停留期間不得超過三

個月。(商業訪客係指為參加商務會議、商務

談判、籌建商業據點或其他類似活動，而在

臺灣停留的自然人，且停留期間未接受來自

臺灣方面支付的酬勞，亦未對大眾從事直接

銷售的活動。) 

（2）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進入臺灣初次停

留期間為三年，惟可申請展延，每次不得逾

三年，且展延次數無限制。(跨國企業內部調

動人員係指被其他世界貿易組織會員的法

                                                      
395

〈臺灣觀光產業以質取勝，政府加強管理防制陸資「一條龍」〉，《交通部觀光局》，2014 年 4

月 16 日，<http://admin.taiwan.net.tw/mobile/news_d.aspx?no=4920&tag=2>。 
396

〈服務貿易協議交通部業管項目雙方開放情形比較表〉，《交通部》，2014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motc.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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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僱用滿一年，透過在臺灣設立的分公司、

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以負責人、高級經理人

員或專家身分，短期進入臺灣以提供服務的

自然人。「負責人」係指董事、總經理、分

公司經理或經董事會授權得代表公司的部

門負責人。「高級經理人員」係指有權任免

或推薦公司人員，且對日常業務有決策權的

部門負責人或管理人員。「專家」係指組織

內擁有先進的專業技術，且對該組織的服

務、研發設備、技術或管理擁有專門知識的

人員。專家包括，但不限於，取得專門職業

證照者。) 

（3）在臺灣無商業據點的大陸企業所僱用的

人員得依下列條件進入臺灣及停留： 

i.該大陸企業已與在臺灣從事商業活動的企

業簽訂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等，及其

他與左列服務相關的服務契約。 

ii.此類人員應符合前述「專家」的定義。 

iii.此類人員在臺灣期間不得從事其他與服

務契約無關的服務活動。 

iv.本項承諾僅限於契約所定的服務行為。並

未給予此類人員以取得專業證照的身分，在

臺灣廣泛執業的資格。每次停留的期間不得

超過三個月或契約期間，以較短者為準。此

類進入許可的有效期間自核發的翌日起算

為三個月至三年。符合條件者可在許可有效

期間內多次進入臺灣。 

中

國

大

陸 

1.跨境提供服務、境外消

費完全開放。2.商業據點

呈現設有若干限制： 

（1）旅行社和旅遊經營

者主要從事旅遊業務； 

（2）全球年營業額超過

4000 萬元。合資旅行社/

旅遊經營者的註冊資本

不得少於 400 萬人民幣。 

（3）針對旅行社/旅遊經

營者的業務範圍另訂限

1.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投資設立旅行社，無

年旅遊經營總額的限制。 

2.臺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旅行社的經營

場所要求、營業設施要求和最低註冊資本要

求，比照大陸企業實行。 

3.自然人移動除加入世界貿易組織水平承諾

中內容和下列內容外，不作承諾：合同服務

提供者，進入大陸提供臨時性服務的持有臺

灣方面身分證明文件的自然人。其雇主為在

大陸無商業存在的臺灣的公司/合夥人/企

業。合同服務提供者在外期間報酬由雇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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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3.自然人移動除水平承諾

外不予承諾。 

付。合同服務提供者應具備大陸承認的與所

提供服務相關的學歷和技術(職業)資格。在大

陸停留期間每次可申請不超過兩年多次有效

來往大陸簽註；如有需要可申請延期。在大

陸停留期間不得從事與合同無關的服務活

動。 

資料來源：〈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總體經濟及產業之影響評估〉，《經濟部

ECFA 網》，史惠慈等計畫主持，《陸資來台對我國服務業影響評估》；自行製

表。 

 

 二、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旅遊服務業影響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關於開放陸資來台開設旅行社限制家數與經營範圍，

政府主管機關評估僅分割 4％乙種旅行社業市場，影響產業與人員就業層面少，

對照陸方開放我方旅行社國民待遇、降低進入門檻，與大陸國內旅遊 12 億人口

及入境旅遊近 4 千萬人次市場，效益相差可觀。397然國內產學各界意見與影響評

估卻甚多元，基此，援引政府民意機構公聽會意見，評析開放陸資來台開設旅行

社影響，國內立法院辦理關於旅遊產業公聽會發言摘要如附錄二，國內主管機關

與立法院公辦公聽會關於服貿開放旅行社意見統計如下表。 

（一）產業公協會代表意見：贊成意見認為服貿通過後台灣在大陸非法旅行社即

可就地合法，且大陸市場超過台灣甚多，服貿開放大陸三家旅行社，衝擊程度有

限；反對意見認為中小企業並不適合到大陸投資發展，陸資旅行社一定為大型企

業，將操作一條龍模式經營；國內觀光政策過度依賴陸客，大陸法令就足以影響

台灣陸客市場。 

 1.贊成開放 

    認為台灣於 WTO 架構下已開放如日本的 JTB 等在台設立旅行社，但因台灣

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利潤微薄，法令也保護消費者，外資旅行社無法適應大都撤

退。台灣旅遊業者 95%以上為中小企業，已有近 20 家非法在大陸設立據點，服

貿過後台灣在陸旅行社可發展成一條龍。大陸國內旅遊市場 1.4 億旅次，市場超

過台灣甚多，上海攜程網收購台灣「易遊網」至今亦未對旅行社造成競爭；服貿

開放大陸三家旅行社，衝擊國內旅遊業最大的在國內員工旅遊業務，開放對台灣

會更有利（STP1）。 

  2.反對開放 

    大陸對台旅遊業開放著急的是少數旅遊集團，中小企業鮮少能到大陸投資，

大陸潛規則也不適宜發展。陸資來台一定經過國台辦、發改會推薦審核，一定為

大型企業，操作模式不會以國內旅遊為主，將移入一條龍模式經營；國內觀光政

策過度依賴陸客市場結果，大陸旅遊法就足以控制陸客來台，未來服貿協議開放

                                                      
397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公聽會〉，《交通部 ECFA 中心》，2014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motc.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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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進入旅遊業，台灣將更受箝制。服貿開放是政府「一廂情願」，中國對台「潛

規則」太多，台灣無力招架（STP1）。 

（二）產業界代表意見：產業界代表均持反對意見，認為台灣需要的是品質而非

為少數累積財富，台灣旅行社最想要是能在大陸直接攬客來台，現在開放陸資來

台，未來要求會更多，將衝擊第一線人員。 

    旅行業是中國戰略產業，台灣要的是品質，而不是以量取勝，為少數利益者

累積更多財富（STP3）。台灣的旅行社最想要是能在中國大陸直接招攬來台，避

免陸資一條龍、港資一條龍壟斷，現在開放 3 家旅行社，未來可能要求經營出境

旅遊；3 家陸資旅行社任 1 都大過台灣最大旅行社，在此落地生根，將造成很大

衝擊（STP4）。陸客團已對台灣環境產生影響，後遺也產生排擠，大陸無照導遊

來台問題一直存在，將來會更難以防範，旅遊微利化，受衝擊嚴重是低層的人員

（STP5）。 

（三）學界代表意見：贊成方認為業者須提升競爭力與政府做監督，反對方認為

會造成失業、關鍵技術外流與客源排擠效應。 

 1.贊成開放 

   台灣觀光產業沒有真正國際化的旅遊集團，大陸就是以集團化在經營，背後

都有黨政軍色彩，面對大陸 3 大旅行社，台灣旅遊業要改變體質，增加過程競爭

能力（STP6）。旅行社是有限性開放，「一條龍」就困難，不只陸資，所有外資都

一樣要做合理的監督（STP7）。 

  2.反對開放 

    開放如果失敗，涉及諸多生計問題，政府提出 952 億基金補償，真正弱勢中

小業者根本拿不到，反而給赴大陸業者經費貼補，大陸不是要台灣資金、人力，

而是關鍵技術、know-how，開放後失業問題會更嚴重（STP8）。陸客來台絕對會

產生排擠效果，更何況旅遊一條龍經營影響（P10）。陸資來台要有最小當地就業

量要求與落實在地參與（P9）。 

附表 6-2  國內主管機關與立法院公聽會關於服貿開放旅行社意見統計表 

單位 開放優點 開放缺點 

政府主管機

關 

大陸 13 億市場效益可觀 分割 4％乙種旅行社業市場 

公協會代表 1.台灣近 20 家非法在大陸設旅

行社可就地合法。 

2.開放日本 JTB 與上海攜程收

購台灣「易遊網」均未對台旅

行社造成競爭。 

3.大陸國內 1.4 億旅遊人口市場

龐大利益。 

1.開放只利於少數旅遊集

團，大陸潛規則不適宜發

展。2.陸資來台一定為大型

企業，操作內外一條龍模

式。 

國內觀光政策過度依賴陸

客，開放中資進入旅遊業，

台灣將更受箝制；服貿開放

是台灣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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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  1.台灣旅行社最想要在中國

大陸直接招攬陸客來台。 

2.現在 3 家未來可能要求經

營出境旅遊；3 家陸資任 1

都大過台灣最大旅行社。 

3.陸客團已對台環境產生影

響，後遺問題更難防範，微

利化嚴重衝擊低層人員。 

學界 旅行社有限開放，「一條龍」就

困難。 

1.開放若失敗，政府基金補

償，真正弱勢中小業者根本

拿不到，反而給赴大陸業者

經費貼補。 

2.大陸不是要台灣資金、人

力，而是關鍵技術、

know-how，開放後失業問題

會更嚴重。 

3.陸客一條龍經營會產生排

擠效果。 

 

小結 

  綜觀產學界對服貿開放陸資旅行社來台投資反應，產業協會與部分學者支持

開放論述在於有利於台灣旅行社在大陸就地合法化、經營大陸市場與進行國際

化；持反對開放主要在於旅行業界，重點在於台灣陸客市場過度依賴中國，適足

以提供大陸對台旅遊產業影響；開放僅利於部分企業財團到大陸投資，加深陸資

對台一條龍操作壟斷，對中小規模旅行社將產生衝擊，未來再開放經營出境旅

遊，衝擊更大，失業問題也無法改善，陸客來台已產生實質客源排擠效果，觀光

市場要求質提升非量的擴大。 

 

貳、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觀光旅館與遊樂等相關產業影響 

    旅遊相關產業觀光飯店、遊樂區、主題樂園、旅客運輸、餐飲與零售服務等

均於《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協商簽署前相互開放投資，開放內容並未於該次貿易

協議中進一步承諾，各界仍表達對旅遊產業開放陸資進入疑慮與爭議，立法院公

辦公聽會關於旅遊其他產業對陸資開放未來發展意見統計如下表。 

 一、觀光旅館與遊樂業：2009 年兩岸雙邊承諾開放，業者支持政府開放政策，

但一般旅館業目前暫不宜。 

    公會與業者認為開放為趨勢，保護將降低競爭力，台灣企業走出去除創新本

身文化、藝術外，政府應該協助產業、服務等升級（STP11）；未來對一般旅館業

開放問題，業者認開放只對大企業集團有利，引進開放投資前政府要先保護在地

 



173 

旅館業者（STP12）。 

 二、航空運輸業而言：民航運輸業支持開放，但希望爭取延遠權；兩岸服貿新

開放航空貨物站部分，產業代表持反對態度。 

    兩岸自 2009 年實施空運直航開放定期航班飛航，雙邊現狀已開放，迄今未

再增加承諾，民航業者認為開放迄今無影響，直航班機量還不夠開放，重點是希

望大陸能開放中轉延遠權（SAP1）；另航空貨物站方面，兩岸服貿我方允許大陸

企業在臺以合資形式設立據點經營，但總持股比例不得超過 10%，我方須具控制

權，陸方已先開放我方於廈門機場經營地勤。產業界認為機場貨物航站競爭已飽

和，大陸進入只想掌控而非以利潤考量，將會威脅更多公司不敵倒閉，屆時台灣

勞工勞動強度會增加，但外籍和派遣勞動量也會增加，勞工收入相對減低，同時

增加更多中高齡失業群，因此反對開放（SAP2）。 

 三、陸上旅客運輸業：限小客車租賃業，2009 年雙邊已開放陸，兩岸服貿協議

陸方開放再加大，然產學界均對已開放之小客車租賃業持反對度。 

    小客車租賃業開放陸資迄今未有來臺投資，然至 2013 年 6 月國內計赴陸投

資 2 案。產學界對已開放之小客車租賃業項目認為運輸基層產業雖陸資未進來，

但已高薪挖走培養優秀人才（SBP1）；國內陸上運輸量未增加，若再開放進來，

只會增加惡性競爭（SBP3）；大陸一家企業進來，會進行併購，國內企業被併後

就要看對方臉色（SBP2），均持反對態度；另外遊覽車業認為如果未來開放陸資

進入遊覽車業，協會積極反對，主要在於國內遊覽車車齡較高，業者多有購車貸

款壓力，陸資進來以新車經營，國內遊覽車營運競爭力將受威脅（SBP4）。 

 四、餐飲業：2009 年雙邊已開放，對現狀開放支持，認為台灣具市場、在地化

與競爭力優勢，反對者認為失業與中國因素為所擔憂者。 

（一）支持意見： 

    產學界認為開放餐飲業，對岸大舉來台開店可能性不高，如俏江南、小肥羊、

全聚德到台，有的已結束，有的還在慘淡經營（SCP1）；陸資僅將台灣當成試驗

點或蒐集情報，繼續擴大規模並不太有興趣，而且來台批發業與餐飲業目前沒有

太成功的例子（SCP2）；台灣餐飲業銷售、展店、就業人口都在提升中，具有競

爭力（SCP3）。 

（二）反對意見： 

  學界認為兩岸文化、語言等關聯相近，美國、日本等外資進入會促進多元化，

但陸資餐飲、批發物流業進入台灣產業會被替代，對產業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會

有影響（SCP4）。餐飲等基層服務業需要在地呈現，不能跨境，屬於勞力密集、

微型企業，只能透過商業據點呈現，是台灣經濟安全最後一道防線，開放太多，

會有嚴重的衝擊（SCP5）。業者認為大陸基層餐飲業進來，等於劣幣驅逐良幣，

在中國尚未對台降低軍事準備前，擔心是永遠（SCP6）。 

附表 6-3         立法院公聽會關於旅遊產業對陸資開放意見統計表 

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觀光旅館與 開放為趨勢，保護將降低競爭 一般旅館業開放只對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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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業 力，政府應該協助產業、服務

升級。 

集團有利，開放前政府要先保

護在地旅館業者。 

航空運輸業 1.空運直航雙邊開放迄今無影

響。 

2.航空貨物站陸方已先開放我

方於廈門機場經營地勤。 

1.直航班機量還不夠，重點希

望大陸能開放中轉延遠權 

2.機場貨物已飽和，大陸進

入，將威脅更多公司，屆時外

籍和派遣勞動量也會增加，勞

工收入相對減低，同時增加更

多中高齡失業群，反對開放。 

小客車租賃

業 

2009 年起雙邊已開放陸，迄今

未有來臺投資，但國內赴陸投

資 2 案。 

1.陸資雖未進入，但已高薪挖

走優秀人才。 

2.國內陸上運輸量未增加，再

開放只會增加惡性競爭。 

3.大陸企業會進行併購，國內

企業就要看對方臉色。 

4.雖開放仍持反對態度。 

遊覽車業  積極反對，主要在於營運競爭

力將受威脅。 

餐飲業 台灣餐飲業銷售、展店、就業

人口都在提升，具有競爭力，

陸資僅將台灣當成試驗點或蒐

集情報，目前沒有太成功案例。 

1.餐飲需在地呈現，屬勞力密

集，開放太多劣幣逐良幣。 

2.美、日本等外資進入會促進

多元化，但陸資會產生替代，

對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會有

影響。  

 

参、開放陸資來台投資關於國家安全問題 

    國安議題各場次均有述及，本段僅摘旅遊服務相關產學界發言。認為開放威

脅國安較少者認為，台灣本身要提升服務業競爭力，不能無限上綱中國因素；強

調有國安疑慮者認為兩岸是同文同種，大陸對台有野心，台灣經濟屬於淺碟式，

大陸操作一條龍，掌握供給與分配，國內物價、糧安及國安就受到影響，專業人

才流失與潛規則因素也未列考量，另外大陸軍方投資企業也未釐清，立法院公辦

公聽會關於未來開放旅遊產業國安問題意見，彙整如下表。 

 一、認為為害國安較微者認為 

    服貿協議自簽署後國內各界迄今無共識，各說各話；加入 WTO 承諾開放 119

項，目前對大陸僅開放 64 項，其中 27 項已全開放，餘 37 項部分遭反對，意見

紛歧，主要為中國因素，特別是強權、霸權對臺之威脅，使議題較受重視。未來

與各國洽簽 TPP、RCEP 協議，層次難度都較服貿更高，只要服務業經營不斷創

新、附加價值不斷增加、服務品質不斷改善、服務有差異化，則無需擔憂（SN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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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零售、流通業與屈臣氏等業者自香港或新加坡等地進入台灣供應鏈，大陸物

流業、流通業也會透過第三地進來，禁止對方等同限制台商，雙方缺乏平台來解

決問題，基此，與其禁止不如開放，以合作替代競爭（SNP2）。國安固然值得考

慮，需要有憂患意識，但不需無限上綱，以國安問題限制自己機會，會限縮下一

代的發展，大陸銀行等產業到臺灣搶市場有難度，如花旗和匯豐銀行在臺都已很

久，但並未將彰銀和臺銀打敗（SNP3）。 

 二、認為足以造成國安威脅者認為 

  服貿開放產業容易被操作成一條龍式經營，台灣經濟屬於淺碟式，掌握供給

與分配之後，物價、糧安及國安存續就會受到影響，尤其大陸人來台心態認為台

灣是中國的一省（SNP4）。我們與中國語言相近，其次大陸國企背後有政府支持，

再加上一條龍模式，面對國內大多是微型企業，衝擊會遠比其他國家大；物流、

金流系統全部都開放，大陸還將專業人才吸引過去，支源發展「十五計畫」以提

升服務業的競爭力，這是國安該注意的（SNP5）。ECFA 之後大陸就持續吸引台

灣大企業及金融業赴中國投資，擴大對台影響與控制力；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是

稀釋台灣中小企業的經營基礎，引進大陸人力資源，對國內會產生量變與質變影

響，從草根就擴大影響面。兩岸政府體制差異與中國「一條鞭」運作模式普遍潛

規則，使台灣服貿開放領域面臨難以預測的衝擊（SNP6）。開放陸資來台影響經

濟、資安重大投資案已發現把關不嚴，大陸地區軍方投資企業、子公司等未清楚

掌握或列舉，軍方以合資、入股、策略聯盟等形式亦未區分，大陸潛規則也未納

進成本評估，我方所謂制度化、透明化都是不足的（SNP7）。 

附表 6-4  立法院公聽會關於未來開放旅遊產業國安問題意見統計表 

不致造成國安問題因素 造成國安問題因素 

1.開放反對意見主要為中國強權、霸權

對臺之威脅，未來洽簽 TPP、RCEP 協

議難度更高，只要不斷創新、增加附加

價值與改善服務品質則無需擔憂。 

2.禁止對方等同限制自己，會限縮下一

代的發展，國安要有憂患意識不需無限

上綱。 

3.開放為趨勢，保護將降低競爭力，政

府應該協助產業、服務升級。 

1.大陸操作一條龍式，掌握供給與

分配衝擊難以預測，物價、糧安

及國安存續就會受到影響。 

2.開放陸資是稀釋台灣中小企業

經營基礎，引進大陸人力資源，

會產生量變與質變影響。 

3.台灣審核陸資把關不嚴，陸資軍

方企業掌握不清或合資、聯盟等

亦未區分，所謂制度化、透明化

都不足。 

 

 

肆、大陸自貿試驗區對台開放旅遊業 

    2015 年大陸提出以海陸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為主之「一帶一路」戰略構想，

連結內外對接歐亞大陸經濟，架構下成立上海等四自貿試驗區 2015 年 4 月全數

掛牌啟動，形成由點至面連結內陸、國際面向港臺三大區塊，加速吸引全球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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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為「一帶一路」戰略護航。福建自貿試驗區成立目標鎖定加深對台經貿合作

新模式，於兩岸 ECFA 經濟協議架構下，擴大對台產業合作、服務貿易、貨物貿

易、金融與人員往來等開放，拓展對台優勢產業鏈合作，如生物科技、醫療、資

訊、電子商務、運輸與金融等技術，對接台灣「六海一空一園」自由經濟示範區，
398構建雙向投資合作新型態，率先實施部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尤其，呼應

大陸對台「三中一青」統戰政策，鼓勵台灣民眾於區內個人經營創業與專業人才

赴自貿試驗區任職等。 

    對台旅遊開放上，福建自貿試驗區擴大旅行業開放與放寬從業人員限制。旅

行業開放，允許 3 家台灣與大陸合資旅行社經營福建居民來台團隊旅遊業務，未

限制年旅遊經營總額、場所、設施與最低註冊資本要求，比照大陸企業，突破外

資旅行社不得經營中國居民來台旅遊業務限制。放寬對台旅遊從業人員方面，同

意台灣合法導遊、領隊於區內就業，惟需經區內培訓認證換證；台灣自然人區內

居住一年以上，通過導遊資格考後於大陸就業。台灣非具導遊、領隊資格人員，

尤其大學畢業生，亦可參加大陸導遊等資格考試，於大陸就業。另外，包括平潭

建設為國際旅遊島與打造成為台灣第二生活圈、推動旅遊便利措施、完成區內外

旅遊金融創新聯結等。 

    大陸上海、天津自貿試驗區開放合資經營出境業務與福建自貿試驗區對台旅

遊措施開放後，國內雄獅旅行社業於上海自貿試驗區投件申請、福建自貿試驗區

依福建官方統計目前已有台灣 7 家企業申設，另有 4 家洽辦中。399兩岸服貿協定

簽訂進程滯後未明，然大陸旅遊業開放於兩岸服貿協議承諾申設資格條件下，允

許國內與大陸企業合資旅行社，經營出境與來台旅遊，超越服貿協議承諾之允許

國內旅行業赴大陸經營國內與入境旅遊之限制，達成服貿協議公聽會國內產業協

會訴求實現與落地於大陸之旅行業就地合法，另獲辦出境旅遊與國內陸客市場合

法經營權。大陸對台單方面部分開放旅遊業務，突破國內談判政策限制，打通陸

資旅行社運用與掌控國內旅遊企業在台資源管道，加速兩岸旅遊產業對接、提升

大陸旅遊產業轉型；同時，對未來國內民意機關審核與監督服貿協議條款制定舒

放壓力，對未來兩岸服貿協議條款再審或調整形成另類引導。其以部分紅利做前

提，藉台資引進中資進入市場，掌握陸客市場操作，目標完成以台制台。 

    導遊服務業從業人員乙項，國內於 WTO 之 GATS 已承諾開放，然大陸並未

開放，因此服貿協議未列入相關合作項目；導遊服務人員對大陸開放雖觸及學歷

證照承認與陸人來台國家安全問題，然也列為我方談判有利籌碼。福建放寬對台

從業人員限制，雖資格條件仍受大陸官方掌控，然已將我方優勢拉平，另外向國

內非具導遊、領隊資格之大學畢業生招手赴大陸參加考試就業，更有落實大陸新

一代領導人 2015 年對台青年統戰策略目的，同時凸顯台灣青年就業問題，提供

落地生根，拉大依存、改變認同，挑戰政府政策，四自貿區對台旅遊開放影響評

                                                      
398

張建忠，〈閩自貿區突出對台經貿合作和平潭自由港探索〉，《福建輕紡》，2014 年 12 月，第 12

期，頁 21。 
399

鄭維榮，〈福建自貿區旅遊業獲新政支持 台灣業者商機大〉，《北京新浪網》， 

2015 年 5 月 8 日，<http://sina.tw/post/8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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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統計如下表。 

    大陸對台旅遊服務業新一輪開放，雖資格條件限制與數量仍受大陸官方掌控 

，然幅度已部分超越兩岸服貿協議大陸對台承諾範圍。大陸以部分爭取先行，形

成吸引力取得優勢，再以話語權形塑宣誓形成政治訴求，逼迫台灣就範於自貿試

驗區內發展，則未來國內兩岸政策迴旋空間將更加被動與緊縮。 

附表 6-5        福建等四自貿區對台旅遊開放影響評估統計表 

地

區 

開放項目 對台影響 

福

建 

3 家台資合資旅

行社經營福建居

民來台團隊旅遊

業務。 

 

1.放寬國內旅行社經營陸客來台業務限制，提供大陸 

落地之國內旅行業就地合法，突破國內談判政策限

制，造成我方開放與加速未來兩岸服貿協議審核壓

力。 

2.加速兩岸旅遊產業對接，打通陸資旅行社運用與掌

控國內旅遊企業資源管道。 

3.以市場換取以台制台，控制產業鏈，擴張資源佔有，

最後再擴大國內市佔率發揮旅遊經濟影響力；預為國

內政黨輪替籌備中國因素統戰在地化與行業化，壓迫

兩岸關係迴旋閩台自貿區域空間。 

1,台灣導遊、領

隊，可於區內就

業。 

2.區內居住一年

以上台灣人可報

考導遊資。 

3.台灣非具導

遊、領隊資格，

尤其大學畢業

生，可參加大陸

導遊等考試就

業。 

1.放寬對 WTO 之 GATS 承諾，拉平兩岸開放從業人員

項目範圍，削弱國內依憑優勢。 

2.單方面試行兩岸人員證照初級相互承認，壓迫國內

對行業別證照相互承認開放，加深兩岸共同體開放深

度。 

3.方便國內旅遊人員兩岸就業措施，提供大陸台籍人

士與國內大學畢業生投入對台旅遊就業機會，均以紅

利面向對台「三中一青」統戰，擴大紮根佈局，培養

更多親中個人與代言人，以期制衡掌控台灣「一青」。 

上

海

等

三

自

貿

區 

允許區內中外合

資旅行社，從事

除台灣以外的出

境旅遊業務。 

1.大陸落地之國內旅行業就地合法，經營出境旅遊。 

2.突破外資旅行社不得經營中國居民出境旅遊業務限

制。 

3.預為未來兩岸服貿談判，陸資旅行社爭取經營台灣

出境旅遊業務籌碼。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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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觀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公辦聽政會關於觀光與旅遊服務業部分，迄兩岸服貿

協議止反對開放部分以旅行社業居多，其次為陸地旅客運輸之小客車租賃業，餐

飲業則意見較兩極；觀光旅館、航空運輸影響層面較微，持肯定開放態度。旅行

社業贊成者立論主要為利於目前於大陸經營之台資旅行可就地合法，反對意見為

大陸旅行社來台設點主要為大陸國有企業性質、台灣陸客市場過度依賴中國，適

足以提供大陸對台旅遊產業影響；大陸政府因素、國有企業本質與一條龍操作之

整合，台灣陸客市場過度傾中、中小旅行社體質弱等不利因素相連結，導致認為

開放未蒙其利反而受害。開放小客車租賃業反對原因在於市場飽和並陸資進入會

產生惡性競爭與購併等後遺；餐飲業反對意見擔憂行業被取代，提早退場，未來

再開放將衝擊基層第一線就業人口。上述反對意見除凸顯台灣觀光旅遊服務產業

生態弱勢因素外，現階段兩岸關係國人對中共政權與大陸國有企業本質，及其走

出去來台目的仍存戒心。 

    開放陸資旅行社來台設點評估僅利於部分大型旅行社入陸發展，反之增加國

內大部分中小型旅行社競爭壓力；政府列入開放項目因此爭議突出，也凸顯政府

面臨壓力已超過國內大部分業者利益。任何開放協議本身即為利益交換博奕，牽

涉各自內部結構利益，歐美日等國在台開設旅遊行業為不同國族間企業市場競

爭，大陸旅行社在台營運為政府支持特權行業與私營中小企業間競爭，競爭能力

與資源取得優勢等立足點差距自無法量計，其結果雖未立分曉，然絕非僅 4%國

旅業務受影響，負面假想擴散與不滿情結適足以支持更多反對主張。 

    2015 年大陸福建自貿試驗區對台旅行業與從業人員主動開放部分先行，達

成台資企業企盼大陸經營出境與來台旅遊就地合法，以市場打通兩岸旅遊產業對

接，運用台資旅行社操作對台旅遊；另外，提供國內旅遊從業人員兩岸一證到底

便利，與對台招攬旅遊青年新血，提供就業。大陸自貿試驗區對台旅遊開放，乃

以市場換取更多親中團體與個人，達成以台制台，減緩國內對未來兩岸服貿協議

調整張力，進而逼迫台灣政策更開放，依存更提升，迴旋於閩台間；更大作為企

圖考量在於面對未來國內政權可能再發生之政黨輪替，以兩岸經貿對接融合之事

實，綁住台灣，將兩岸關係國內化處理，避免分離作為。 

    兩岸經貿與人員交流本質已事實存在中國因素，關鍵在於缺乏互信；400大陸

以交流、對接累積實力，分批購買台灣經濟，其後進行對台中國因素統戰之在地

化與行業化作為，若國內行政機制尚以特殊個案方式常態處理，無法與時俱進，

不但先機流失，應對空間也壓縮。對大陸產業開放既為國際化歷程，政府宜快速

損益評估、溝通，積極回應民眾焦慮，同時對大陸新一輪統戰作為，積極建立共

識與應對備套規範，避免國內政治與社會民心再次被中國因素攪動。 

 
                                                      
400

趙春山，〈探討兩岸政治交流的幾個觀念性問題〉，發表於「中國事務委員會暨對中政策擴大會

議」（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2014 年 4 月），頁 38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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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陸資開放進入旅遊產業與影響 

    我國在 WTO 之 GATS 承諾關於觀光及旅遊服務業開放，計開放旅行社、觀

光旅館、一般旅館、景區主題樂園與部分導遊服務業，旅遊服務附屬產業旅客運

輸僅開放小客車租賃業－大客車未開放，批發零售等項目完全開放。兩岸迄 ECFA

協議後我國對大陸觀光旅遊服務業項目開放為觀光旅館、景區主題樂園、小客車

租賃業、批發零售業等，反觀大陸對台亦同等開放旅館、主題樂園、城市間旅客

運輸、批發零售業項等，2015 年大陸福建自貿試驗區再對台旅遊業部分開放先

行，未來兩岸面臨觀光及旅遊服務業更加開放程度，台灣旅行社、觀光旅館、一

般旅館與支持陸客市場之精品等產業開放陸資進入投資後，將產生影響程度為

何？殊值探討。 

壹、旅行業未來開放與影響 

 一、旅行業概況 

（一）國內旅行產業概況 

國內旅行社目前 3200 餘家，甲種旅行社居多佔總數 85%以上，資產超過億

元台幣僅約 12 家，上市公司 2 家，其他小規模居多，5 人以下之小型旅行業者

600 餘家佔總數 1/5，在大陸等待落地合法約 20 家。2009 年以前旅行業營運以代

辦出國、代售票券等業務為主，2009 年以後入境旅客增加，轉為接待外國旅客

與代辦業務；一般小型業者為立足生存，採市場分眾區隔經營，大型旅行社經營

境外旅遊為主，陸客市場大多為中型甲種旅行社承攬。近年網際網路發展，電子

商務交易推升旅行社通路變革，旅遊網站已漸漸取代傳統旅行社功能，因此旅行

業者強化行銷或異業間策略聯盟成為旅行業經營主流。國內旅行業成立之規範資

金門檻除綜合旅行社外其餘寬鬆，流動頻繁，且集中度不易，管理亦較困難，然

因產業屬特許行，相對受保護，目前僅允許僑外資投資，港資旅行社於陸客來台

後相繼成立 20 餘家經營。  

（二）大陸旅行產業概況 

大陸旅行業長期處於弱、小、散、差，集團化發展慢、競爭力不足，經營以

入境與國內旅遊為主；大陸加入 WTO 後，政策支持旅遊業走出去經營，初期境

外投資以客源跟隨方式為主，重點以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韓國、俄

羅斯等地進行試點，作為前進世界市場之基礎。401隨著大陸公民出境旅遊成長，

2006 年成為亞洲最大客源輸出國，出境組團社自 2002 年 67 家，2010 年增為 1069

家；同時，大陸自 2006 年起對外開放旅行業投資，國外業者可自境外組團、境

內接待方式經營，衝擊獨佔市場之官方旅行集團企業。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

非傳統國有旅行企業如攜程等積極投資港澳與上市，2009 年國營出境旅遊批發

商如港中旅、中青旅、國旅等於政策支持下加快海外設立分支機構。 

大陸旅遊服務貿易出現逆差與外資旅遊產業進入後，2010 年起積極推動有

條件旅遊產業於亞洲與美國、澳洲等主要客源市場走出去，將出境消費潛流回

                                                      
401

李玉蘭，李巖，〈旅游企業跨國經營的動因分析與戰略選擇〉，《經濟論壇》2004 年 2 期，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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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對旅行業則政策支持港中旅、中旅等央企集團於日韓、東南亞等主要出

境旅遊目的地拓展旅遊業務，主要投資區域仍以港澳為主。2011 年大陸網路線

上旅遊快速成長，旅遊經濟擴及中下收入階層，非傳統旅遊行業如網路與房地產

也積極投入，旅遊成為各方資金爭逐戰場，2014 年起大型企業如攜程、萬達、

眾信等以旅行與服務供應為主之企業，加速境內行業兼併收購，萬達集團更平均

每月併購一家具境內外組接團規模旅行社經營綜合式旅遊，以資本投資形成行業

內壟斷，成為資源控制型旅行社企業，402同時以眾信國旅為主旅遊批發商，更併

購批發業務，萬達、攜程等亦陸續發展成規模經濟優勢之大旅遊集團。 

目前大陸已有 4 家網路旅遊服務業與 3 家連鎖飯店走出去在美國股票上市，

國有旅行業集團以爭取目的地國家設立分社等掌握簽證業務為主，再行業務擴

張。2015 年起大陸正在構建國際經濟新格局戰略，往東開發自經區，向西推動

「一帶一路」，東北亞為重要地區，同時對經濟帶發展鄰邦旅遊，隨著政策推進

將有更多陸資旅遊企業通過收購、協定與海外上市等方式走向投資國。 

二、陸客市場需求與陸資進入 

（一）市場需求 

  大陸居民境外旅遊安排均以官方核定之組團社與目的地區域國家之接待社

對接操作；2013 年陸客來台日平均量 4500 人，2014 年起來台日平均超過 5000

人，來臺每人平均消費超過台幣 5 萬元，陸客市場量逐年增加之際消費總額也提

高。陸客來台客源量約 2/3 由港資旅行社自組團社承攬後批發轉包台灣接待社，

餘 1/3 客源循兩岸組接社操作安排；國內目前申請接待陸客旅行社 500 餘家，實

際操作僅百餘家，其中港資旅行社操作佔約 1/5，進行聯盟相關產業區域一條龍

經營。 

  國內尚未開放陸資旅行來台經營旅遊相關業務，然其掌握陸客源與具規模經

濟之優勢，影響國內接待社對來台陸客消費與行程安排自主。台灣陸客市場屬新

興與陸客具高度興趣地區，因此陸客來台市場消費、長期對台旅遊貿易順差指標

與統戰親台需要，均推促大陸旅遊企業走出去來台經營，既符合政策需求又獲市

場利益。 

  未來陸資旅行業來台經營，評估短期以港中旅、中旅等央企爭取經營相關證

件代辦特許權如臺胞證簽注服務、代辦外國人士大陸簽證服務等為主，掌握窗口

影響，同時規畫陸客旅台與國人大陸旅遊諮詢服務，非以爭取陸客為首要；長期

則於立足基礎上擴大企業組織間入股與併購，廣泛聯繫相關機構、團體與各界人

士進行統一戰線合作，遂行經濟為政治服務之對台統戰。403 

（二）陸資旅行社進入情形 

   國內旅行社業政策上目前僅開放僑外資來台投資，陸資尚於禁止之列，旅行

                                                      
402

〈一年 9 次出手萬達併購南京 3 家旅行社〉，《人民網網站》，2014 年 10 月 29 日，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29/c172318-25932718.html>。 
403

〈通過培育和發展大型旅遊企業增強香港整合區域旅遊市場資源優勢的對策研究〉，香港旅遊

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港中旅在線服務》，2010 年 3 月 7 日，<http://www.hkcts.com/ 

serve/yjcg/hktravl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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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執照屬特別許可制。港資旅行社於臺灣開放陸客來台之際，考量陸客香港旅遊

量客源將被稀釋，依 20 餘年接待與掌握陸客經驗優勢，突破政策上國內對陸資

限制，2008 年起陸續來台申設 20 餘家旅行社，掌握大半以上陸客來台市場，同

時以金援或收購同業旅行社方式，擴大與鞏固行業版圖，形成部分市場獨佔。 

    陸資旅行社業雖未落地營運，然掌握第一線客源配額優勢，對國內旅行社安

排陸客行程、住宿方式與購物進店等均發揮影響，再以團費拖積欠技巧控制接待

方，另金援（支援旅行社資金或稱壓旅行社）、入股或收購等預為來台落地營運

準備，對台經濟作為仍不曾稍歇。 

   大陸組團社屬國營特許與資金雄厚，業務大多又下放承包掛靠黑旅遊企業；

國內經營陸客大多為中小型旅行社，客源受控制與資金壓力之際，較易被入股或

購買。質性資料顯示，國內陸客接待社約 30%接受大陸旅遊業投資，被陸資收購

買僅少數，上開承攬陸客量僅約總數 1/4。反觀國內旅遊協會評估，台灣已有 20

餘家較具規模旅行社於大陸設點經營多年，尚待規範成行就地合法；2015 年大

陸福建自貿區對台旅遊業與從業人員開放，上開旅行社爭取經營來台旅遊分享陸

客來台市場之餘，相對接受對方入股合資，為陸資旅遊業打開對台旅遊經濟攻勢

先遣，突破國內政策限制。 

    陸資旅行業來台除間接投資模式外，資產讓與交易或借殼模式亦為途徑；國

內旅行社上市櫃公司以發行股票為主，一般綜合等大型旅行社主要資產則為國內

外旅遊業務，2010 年陸資京東方科技以資產讓與交易併購國內美齊公司，再另

申設公司掌控業務，輕易進入國內，另寶得麗珠寶集團借殼由電子附加業進入旅

遊業等均以迂迴方式達到市場直接進入目的。未來陸資旅行社進入國內旅行社業

依大陸近年戰略規劃與 2015 年起福建自貿區對台旅遊開放措施，目標以國內上

市櫃「品牌」旅遊企業與中大型旅遊經營開發商為主，進行入股或購併，掌握國

內旅行業資產與資源通陸市場，提早對接；另鑒於大陸非法旅行業與導遊問題盛

行，黑旅遊業問題已滲透進入國內，部分國內旅行社為爭取市場生存空間，不排

除與大陸黑旅遊業策略聯盟分享市場資源。 

三、旅行社業開放陸資投資可能影響 

    國內旅行社總社與分社目前計 3200 餘家，堪稱世界密度最高區域，以開放

僑外資來台投資多年僅港資自 2008 年起較積極投入，同時國內旅行社轉型經營

入境旅遊，概可窺見市場位移。未來開放大陸旅行社來台營運，陸資旅行社優勢

在於掌握市場客源與經辦簽證等窗口，基此條件旅行業受其影響將較深，易於被

橫向進行對國內旅遊開發、供應商入股、收購與市場分享佔有。福建自貿區對台

開放更是運用國內在地旅遊業優勢，進行返鄉水平擴張，進行聯盟另類體係。未

來陸資對國內旅行社業影響自經濟與政治層面分析如下： 

（一）經濟上 

  1.衝擊旅遊市場生態拉高依存 

     陸資對在地旅行業進行資本投資，對具品牌綜合旅行社進行入股、收購或

業務資產分享，對大型旅行供應商進行入股、併購，國內旅行業市場開發與經營

 



182 

將喪失自主形成斷鏈。另外，陸客來台旅遊中轉議題兩岸已協商近 10 次，兩岸

天空第五航權開放也為航運界期盼，兩者除經濟利益外，後者更延伸國外航空分

享對飛國間與到第三國市場利益。兩岸航線處於高度管控，大陸來台航班僅為少

數公司經營，少數旅行社同時掌握票務，獨佔市場成為封閉競爭；未來陸客中轉

與兩岸天空開放，陸資旅行社更依憑其特許經營與規模經濟，威脅國內具品牌旅

遊業或旅遊供應商出境旅遊市場空間，壓縮為陸企或陸資旅行社合作代理業務、

被入股或購併機會，導致二線中小型旅行業因客源爭取不易倒閉或優勢不再而退

場，大小規模旅行社間異業聯盟合作體系生態結構被破壞；同時航空業優勢也受

擠壓，入境陸客商機成為雲、出境旅遊市場被大部分位移。旅遊與航空運輸產業

形成獨佔與空洞化，加速國內業者退出或扈從，進而增高依存。 

  2.陸客市場喪失主導 

    陸資未來來台新設旅行社雖宥於市場進入政策限制僅為象徵插旗，或與國內

旅行社合資經營，然最終仍朝橫向擴張與入出境業務、陸客中轉經營。陸資掌握

客源市場分配，利用在地業者進行資本投資，接待陸客之地接社客源分配將更形

集中與壟斷，破壞自由市場經濟運行與陸客遊台權益，同時體系內操作零負團費

運行之強迫變相消費與購物為主遊台弊端將更瀰漫難整治。 

    自香港地區多年陸港資旅行社對陸客市場競爭觀察，港中資旅遊業大多為各

省市窗口企業，政企不分，任務以貫徹大陸中央政策目的為主，因管理與經營滯

後，初期難與香港在地旅遊業競爭，然入股、合資與併購滲透現象也影響地接社

進 1/4。未來國內陸客旅遊市場陸資進入初期評估仍難對港資在台旅行社從事批

發轉包業務構成威脅，然福建自貿區陸資旅遊業以合資身分返向搶灘登陸，與國

內落地陸資結合後加以黑旅遊企業介入，未來國內陸客旅遊市場主導與發展可能

形成港陸資切割獨佔，國內業者成為合作與代理，換取微薄利益。 

  3.陸資背景旅遊企業進行整合 

陸資對國內旅行產業進入作為主要係通過資金依附、參控股與迂迴購併等手

段，取得資產與資源優勢，目的既降低交易成本又達依存拉高利於統戰作為。依

大陸旅遊業走出去戰略，目標為資產移轉境外組成大型企業，掌握金流爭取上市

再增資投資購併產業，回流利益，同時旅遊與房地產、娛樂業結合成為文化產業

開發。質性資料顯示，港資對國內旅行社已進行行業間收購整併，未來陸資進行

橫向擴張，以其掌握客源、資產與資源；陸資產業經本土行業掩護組建大型旅遊

上市公司，再增資轉投購併產業，符合陸企在商言政與發揮兩岸三地旅遊經濟影

響力目標。 

（二）政治上 

  1.擴大統戰拉高談判 

    陸資旅行社業來台發展、設立據點為大陸對台走出去策略重點工作，初期經

濟上尚不致形成壟斷或獨佔，長期放眼對台遂行統一戰線，政治影響層面將擴

大。福建自貿區 2015 年起對台旅遊單方面合資開放，即先行突破國內政策管制，

逼迫國內旅遊政策表態，假台資旅遊對接進行經濟滲透，深植親中團體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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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為達有效控管在台旅遊業與聯盟企業，發揮內部化與區域優整資源整合，降

低單打獨鬥交易成本，組建大型旅遊綜合企業為政策與經營趨勢；國內部分旅遊

業為利市場操作，將轉向依附，形成親中團體或代言人，404擴大影響政府政策規

畫，威脅部份弱勢行業利益，同時引發政治想像， 造成國內對中國因素產生抗

拒與恐慌。 

    未來陸資旅行社業來台營運項目、範圍與進入方式，及陸客中轉與兩岸天空

開放議題協商，均進入政治與經濟深水區，難度亦高。兩岸均有內部競爭、利益

與壓力需協處，法治規範待調整，差異在於專治與民主決策體制。旅行業開放與

陸客中轉等相關議題對台灣產、學與民間社會而言，原產地中國製造與中國因素

助長下已形成兩難震盪，對北京而言恰做為檢驗對台統戰成效依據。 

  2.製造壓力焦點模糊 

    2015 年福建自貿區已對台旅遊單方面開放先行，雖以區域性合資假象製造

兩岸旅遊合作與對接，然對未來旅行業開放陸資進入已形成相對壓力。未來開放

原則除爭取大陸全區對等外，陸資進入可能操作模式應預為防杜臚列。開放陸資

進入旅遊業重點不在於該不該簽署協議，而是考量如何開放？開放後如何管制與

禁止轉投資？單一旅遊業若未能串連其他產業合作則形同虛設，旅遊業居產業鏈

連結中心，同時獲取交易成本，然也具風險與不確定性，反觀實質留住陸客消費

利潤則為食宿、交通、育樂與旅遊規劃，此為大陸旅遊業近年對外投資發展核心。

旅遊業僅為馬前卒，過多開放爭議將導致主要影響焦點模糊。 

    台灣空氣中存在過多中國製造、中國因素之負面包袱須擺脫，俾利於國內與

兩岸不同意見爭議找出共同想像，同時需擴大參與層面，思考如何落實管控與實

質損害行政補償。 

貳、旅館業未來開放與影響 

 一、旅館業概況 

（一）國內旅館業概況 

  1.觀光旅館部分 

    國內大部分國際觀光旅館近年陸續加入國際品牌或以集團策略聯盟方式自

有資金經營；國際觀光旅館因籌建土地與設備規範要求較嚴，資金需求高，土地

取得不易，進出門檻也較高。目前觀光旅館計 112 家，客房數 2 萬 6 千多間，平

均住用率 70%，旅客以國人較多約佔 40%以上居多，港澳陸客約 25%，日本旅客

約 17%，住房與餐飲各佔營收之半，2013-17 年預計新增 48 家，客房數新增近 1

萬餘間，若客源量未增加，競爭激烈可期；2008 年以前觀光旅館主要以經營商

務客為主，開放觀光後經營型態逐漸轉為觀光客招攬。開放陸資來台後陸資僅於

金門投資陸島、浯江兩飯店案，國內部分東部花蓮地區有陸資投資爭議。評估國

內觀光旅館市場供過於求、競爭激烈、進出門檻高，又偏向國際品牌或以集團策

                                                      
404
〈以香港為平臺整合兩岸四地旅遊市場資源的對策研究－關於以香港為平臺整合兩岸四地旅遊

市場資源的對策研究〉，《中國港中旅集團公司香港旅遊行業研究》，2010 年 3 月 7 日，

<http://hkcts.com/xianshangfuwu/yanjiulingy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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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聯盟方式自有資金經營，較不利於外資進入投資競爭，唯市場仍有少數陸資入

股觀光旅館情形。 

  2.一般旅館部分 

國內一般合法旅館 2 千 8 百餘家，客房數 12 萬 7 千餘間，以小型 100 間客

房以下為多數，平均住用率 53%，旅客以國人較多佔約 55%，陸客約 30%。405一

般旅館建置規範要求較低，土地與建物取得較容易，所需資金不含建物與土地購

置或承租，以類 4 星等級 50 間客房旅館修繕資金約台幣 3 千萬元，進出門檻容

易。近年因應政府推動觀光與開放陸客來台，國內以建築業與投資公司為主積極

投入一般精緻平價旅館建置，方式以商辦變更用途整建拉皮或直接購買旅館方

式，變身精緻商旅，區位坐落於人潮鬧區或捷運交通要衝出現，搶佔市場中高消

費層團客或自由行旅客，成為投資主流，金額大多 10 億台幣以下，同時可以期

待未來都市更新不動產增值想像空間；406港資精品購物集團投資平價小型星級旅

館主要集中於南區。 

（二）大陸旅館飯店產業概況 

    大陸飯店產業未區分觀光與一般飯店，多屬國營、非具市場主體性，缺乏競

爭力，管理落後；2010 年起大陸積極推動有條件旅遊產業於亞洲與美國、澳洲

等主要客源市場走出去，將出境消費潛流回國，方式以資金併購資產與資源控制

爭取客源消費，非以低價競爭為主。2011 年大陸網路線上旅遊快速成長，非傳

統旅遊行業如房地產也積極投入旅遊發展，衝擊飯店業市場，2012 年部分飯店

業集團於政策支持與大陸內部旅遊市場競爭下率先海外併購具品牌飯店資產，引

進國際化飯店合作雙向流動布局，如錦江集團等。隨著境外旅遊市場超越德國、

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境外旅遊消費國，網路等非傳統旅遊業攜程、萬達、海航、

綠地、安邦等也積極海外併購飯店等資產，取得特許經營與國外旅遊服務供應

商、開發商策略聯盟經營，如收購美國洲際飯店管理集團、喜達屋集團旗下公司，

收購歐洲最大飯店運營商雅高集團、第三大飯店管理集團西班牙 NH 等，由低附

加終端產品零售向高附加價值資產與管理等轉移。2011 年起經濟型飯店亦加快

境外聯盟落地，如錦江之星進入韓國、菲律賓，尚客優入駐香港、東南亞，7 天

飯店集團進入泰國，如家集團進入國內福泰集團合作，如附錄一。 

    大陸國企飯店集團與網路等非傳統旅遊業走出去，主要以資金併購資產取得

特許經營與飯店管理、旅遊服務供應商策略聯盟經營為主；經濟型飯店因國際觀

光市場較不易接受，因此採相互掛牌分享市場，替代資金為主投資，如錦江之星、

如家等，亦朝中高價位飯店品牌投資趨勢。2015 年起大陸正在構建國際經濟新

格局戰略，同時對經濟帶發展鄰邦旅遊，大陸旅館飯店產業具多年走出去經驗，

隨著政策推進將有更多陸資飯店產業通過收購、協議與海外上市等方式走向投資

                                                      
405

〈2014 年 1－10 月旅館業住客類別、國籍人數及員工人數統計表〉，《交通部觀光局》，2014 年

10 月，

<http://hotelhomestay.tbroc.gov.tw/admin/report_view/report_TraelPeopleContry_view.jsp?hptype=h>。 
406

薛惠珍，〈土地交易量萎縮商用不動產自用撐盤〉，《戴德梁行》，2015 年 1 月 6 日，

<http://www.dtz.com.tw/index.php?REQUEST_ID=bW9kPW5ld3MmcGFnZT1kZXRhaWwmT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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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飯店產業走出去模式已發展成以資金、市場換取資產、資源與技術管理

軟實力，先走出去再引進客源與消費；同時爭取境外上市成為國際公司，達到大

陸國企移轉資產境外、收益回流境內目標，目前大陸已有 3 家連鎖飯店在美國股

票上市。 

 二、陸客市場需求與陸資進入 

（一）市場需求 

陸客一般團來台住宿，我政府規範團體總行程應部分時間住宿於星級旅館，

優質團行程則為 1/3 日量，更鼓勵推出超優質團，給予申辦優惠，然住宿行程均

需回報查核。近年大陸居民境外旅遊市場穩定成長，主要旅遊目的地香港、泰國、

澳洲與韓、日等行程安排均納入部分日期住宿 5 星等級飯店為特色吸引；台灣部

分以行程特色招攬陸客團之旅行社亦安排部分日期住宿 4 星同等級飯店作為旅

遊賣點；自由行陸客因住宿消費較具選擇彈性，大多經由大陸網路線上旅行社、

香港「AGODA」訂房系統與大陸旅行社「機＋酒」套裝行程選擇國內星級或同

等星級精緻飯店住宿。目前觀光旅館港澳陸客住宿量約佔 1/4，一般旅館陸客住

宿量約佔 1/3，陸客團 70%住宿於一般旅館、30%住宿於星級觀光旅館；陸客來

台住宿市場目前一般旅館需求大於星級觀光旅館，未來隨陸客旅遊住宿市場操作

演變，一般旅館與星級觀光旅館住宿需求將拉近。 

（二）陸資進入情形 

  1.觀光旅館業 

    觀光旅館目前已對陸資開放，然前來投資僅金門 2 旅館案次，國內其他縣市

經由政府核准投資案付諸闕如，主要在於全球頂級品牌飯店都已進駐加盟台灣飯

店與目前陸客住房需求低，同時觀光飯店投資金額龐大、報酬率低於大陸等，對

陸資吸引力較弱。然質性資料顯示陸資已循入股途徑方式介入東部花蓮觀光飯店

經營。 

    另外大陸飯店集團近年加快境外國際飯店管理集團入股或蒐購，自上游管理

影響經營如錦江集團收購國內智選假日、假日飯店與義大皇冠假日飯店等上游加

盟之美國洲際飯店管理集團，錦江集團 2015 年再收購美國喜達屋集團旗下公

司，國內台北喜來登、W-Hotel 與寒舍艾美酒店 4 飯店加入亦加盟該集團管理，

漢庭集團 2014 年與法國雅高飯店集團（Accor）合作，已掌握大陸、臺灣和蒙古

地區獨家結盟經營權，國內諾富特 Novotel 飯店亦為該集團管理。 

    由此觀察陸資飯店集團對國內觀光旅館營運介入，以自國外買進飯店營運權

較易、入股東部封閉形地區部分觀光飯店次之；另外萬達房地產集團原已在台進

行旅遊地產投資，2015 年再表達來台投資觀光飯店、旅遊產業等意圖。 

2.一般旅館業 

    一般旅館目前未對陸資開放，陸客來台後港資購物店已於高雄地區收購舊飯

店成立 4 家準星級飯店，另有與飯店集團聯盟經營者，擴展集客力。台灣一般旅

館因土地資源稀少出售意願也較低，然陸客來台住房有需求與投資具潛力利基，

引起國內以建築業為主業者紛紛利用掌握土地或都會區閒置商辦大樓機會，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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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轉型為中小型旅館，區位大多選擇夜市鬧區、交通地點便利之處，目標以大

陸團客與自由行旅客為主，陸資亦透過國內業者購置或承租大樓改為商旅飯店方

式進入經營。4072014 年兩岸經濟型飯店集團聯盟互享市場，主攻陸客自由行，並

延伸在地觀光擴及醫美旅遊等產業，開啓兩岸中型一般旅館旅遊市場合作。 

三、旅館業再開放陸資投資與可能影響 

（一）可能投資方式 

  1.觀光旅館 

  大陸觀光旅館產業為具規模經濟與受中國政策支持之國有企業，對台觀光旅

館投資基於國內觀光旅館經營型態、市場 5 星級飯店需求市場與投資效益等考

量，以持續入股或併購重點地區在地旅館資產為首要，進而加強開發旅遊營運商

對國內觀光旅館產業管理，運用大陸資金或透過第三國管理集團加大對國內高級

觀光旅館掌控依附。 

  2.一般旅館 

國內一般旅館投資成本低、掌握客源需求與利潤具潛力，因此競爭激烈，然

土地較不易獲得，同時未列入 GATES 開放，評估未來更開放應屬局部或以住房

數形態為考量，以減緩對產業衝擊。陸資大陸萬通、北京控股集團等，已假道境

外公司與國內建設公司等成立綜合開發公司，直接入股併購國內飯店，以在地產

業關係與通路直接連接經營陸客旅遊經濟，減輕適應與開發成本為主，未來此藉

道模式將更持續，查察也困難；然更多大陸一般經濟飯店集團來台尋租聯盟合作

與分享市場模式，更具發展潛力與市場開展前瞻。 

（二）可能產生影響 

  1.高消費觀光市場客源內地化 

    陸資透過國際飯店管理集團對國內部分國際觀光飯店營運介入，主要針對大

陸高端旅客市場供應，對走向國際化之觀光飯店產業營運而言，反而面向大陸依

附，客源將排擠國際入境旅客；投資部分地區觀光旅館，因觀光資源較封閉，極

有可能形成高端旅客市場一條龍行業壟斷。此外，全台觀光飯店上市櫃計 12 家

佔 1 成，近年為擴大據點與知名度，吸引陸客以及降低成本，積極著手上市櫃，

大陸四大房地產集團萬科、保利、招商、金地自香港回歸發展旅遊業後，已全部

赴港投資成立子公司借殼上市吸金，再炒作房地產投資，影響香港房價市場；408

大陸萬通集團 2011 年已透過境外公司在台成立分公司開發休閒旅遊房地產，2014

年北京控股集團(北控)也透過境外公司入股國內建設子公司進入飯店產業，未來

陸資來台再以借殼或境外公司入主併購上櫃市飯店企業，將造成大陸房地產集團

香港操作弊端模式在國內複製，影響房地產與金融秩序。 

  2.中低價位一般旅館加速被入股併購 

    陸資以資產投資一般中小型平價級旅館與經濟型飯店集團品牌市場分享，將

                                                      
407

顏瓊真，〈舊大樓第二春小而美商旅如雨後春筍〉，《理財周刊》，714 期，2014 年 5 月 2 日，頁

44。 
408

劉興龍，〈金地再度買殼「萬、保、招、金」齊聚港交所〉，《和訊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網引自中

國證券報》，2012 年 9 月 16 日，<http://house.hexun.com.tw/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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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食國內中低價位旅館市場，造成部分中小型觀光旅館業或一般旅館經營因未加

入聯盟，導致競爭不敵被迫退出，或加速被入股整併或結盟，衝擊較大，同時週

邊房地產價格亦因需求過高而漲升，影響房價市場。陸企壟斷陸客源與來台自由

行等住宿市場後，配合陸資旅行社操團，區域一條龍又成形。大陸對台開放飯店

市場雖提供國內業者進軍大陸市場機會，但兩岸企業實體差距過大，因此旅館業

再開放應謹慎研議利弊，以區域開放方式進行並提高建置門檻與安全稽核等，或

可防杜急速膨脹市場弊端。 

参、旅遊服務與其他行業之開放影響 

 一、觀光遊樂業（主題樂園為主） 

（一）現況發展 

  1.國內觀光遊樂產業  

    觀光遊樂業為資本密集、勞力密集、科技密集及知識密集之產業，高風險且

回收期程長，因此投資者往往裹足不前；然觀光遊樂業為活絡地方經濟之龍頭產

業，因此政府循序對外開放。國內遊樂業發展成主題樂園以劍湖山、六福村、九

族文化村、月眉育樂世界、花蓮海洋公園等為代表，市場競爭激烈亦呈飽和；然

近年國內經濟景氣復甦不明朗，造成遊客人數成長率不佳，同時各級政府每年投

入籌辦相關如花博、跨年與地方特色展等活動，亦嚴重稀釋民營企業主題樂園客

源，形成經營威脅。國內觀光遊樂業為提高競爭力，陸續朝綜合性樂園發展，提

供觀光飯店住宿、電影與差異性主題娛樂等，更有經營購物中心，如月眉、劍湖

山與義大世界遊樂區，營運漸趨多元與多面向，且功能完整。國內觀光遊樂區，

已朝綜合型遊樂區發展，然因進入資金門檻較高，需腹地大且土地取得不易，再

開發其他大型主題樂園可能性相對偏低。 

  2.大陸觀光遊樂產業 

    大陸觀光遊樂之主題公園發展已 20 多年，目前超過 3,000 多個主題公園，投

資資金有超過 100 億人民幣之大型主題樂園，也有數千萬人民幣小型者。過去大

陸建制主題公園普遍弊病為互相複製、重複建設、項目雷同、製作粗造、種類及

設施更新週期長，以急功近利規劃，主題欠明確，導致客源回返率低。大陸觀光

遊樂經營 70%處虧損狀態，僅 10%有餘盈。409大陸境內外旅遊漸由觀光為主轉向

休閒渡假，2000 年起旅遊房地產概念逐漸成形，旅遊休閒渡假區以複合型式迅

速發展，如高爾夫、滑雪、衝浪、野外運動、海景等主題休閒渡假住宅、別墅與

飯店等開發與投資越來越多，假文化產業之名推動休閒、旅遊開發房地產，品牌

正在形成。410 

    2015 年起大陸陸續有 8 大主題樂園開發，包含外資投入之迪士尼、環球影

城、美國六旗與日本 HelloKitty、韓國樂天等，另外大陸萬達集團等籌建 2 項，

港資一項。大陸本土主題樂園以華僑城、方特和海昌三大集團為主，普遍存在競

                                                      
409

孫姝、彭巍等，〈中國大型專案旅遊的發展態勢及對策分析〉，《社科縱橫(新理論版)》，2012 年

04 期總第 27 卷，2012 年 12 月，頁 36-38。 
410

張斌斌、周元等，〈我國旅遊地產現狀分析〉，《現代商貿工業》，2014 年第 09 期，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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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與吸引力弱困境，外資進入品牌經營將嚴重打擊本土樂園產業；面對國內旅

遊年度超過 36 億人次市場，國際品牌樂園集團加快大陸市場佈局，大陸以房地

產為主如萬達與萬科集團亦加速文化與旅遊產業結合投資，如萬達已在大陸建造

長白山等 4 個旅遊渡假區，主題樂園發展呈現文化產業、房地產、住宿業、渡假

療養與商業等產業融合發展趨勢，成為新綜合體。同時，大陸旅遊房地產業對境

外客源主要陸客依附地區亦積極開發綜合區，如 2014 年綠地集團於濟州島開發

包括賭場之旅遊休閒與房地產業，2015 年藍鼎集團開發濟州島包含賭場、文化

設施、休閒娛樂與房地產等投資之最大家庭主題公園「濟州名勝」。 

    綜合樂園結合遊樂與景點等服務供應，配合航空交通與線上通路操作，形成

文化和旅遊產業為主產業鏈，為大陸旅遊樂園走出去境外開發新趨勢，觀光遊樂

產業亦步入另一個發展階段。 

（二）開放陸資投資進入與影響 

  1.陸資進入方式 

    大陸觀光遊樂業本身經營與創意稍嫌不足，大多處於虧損狀態；然因客源市

場豐沛，以房地產為主企業集團近年結合文化與旅遊房地產業，積極境內外陸客

目的地投資綜合樂園。國內大型綜合主題樂園規劃、營運與管理經驗豐富且上軌

道，政府又開放陸資投資，因此 2010 年大陸房地產集團即參訪台中月眉樂園，

2010 年年底劍湖山樂園所屬耐斯集團與北京最大國有集團─北京控股等在台成

立合資公司，2014 年大陸大型旅遊零售綜合開發商亦對外宣稱與國內義大世界

樂園戰略合作並入股投資。2015 年積極於境外投資文化旅遊產業之大陸萬達集

團表達，將在台投資旅遊產業、高級飯店及網路金融等。國內富綜合規模之樂園，

如月眉、劍湖山樂園與義大世界等，具旅遊服務供應與開發服務商要件，並建置

不同主題樂園、開發飯店與部分賣場，條件完整符合大陸境外投資旅遊資產需

求，利於以在地品牌通路集客進行旅遊產業分工與對下游產業控制，因此吸引大

陸旅遊開發集團青徠。 

    國內主題樂園建置之初，享受政府土地、交通與資金便利協助，現已成為區

域性地景目標與品牌特色代表，如北部 101 大樓，中部月眉樂園與南部劍湖山、

義大世界，並結合觀光、地方文化與產業成為區域主要發展產業。陸資若正面入

股或收購恐引發政府、地方與社會觀感不佳問題，新主題樂園籌地又需百公頃以

上非易事，對陸客市場經濟掌握緩不濟急。基此，陸資來台假借境外控股公司或

成立合資子公司名義，相互持股或併購，運用在地資源經營再擴大層面，較為可

能，同時避開政治敏感議題。 

  2.產生影響 

    兩岸綜合樂園開發集團於相互市場需要，避免因陸資色彩引發觀感不佳或行

政上阻攔問題，頃向採境外控股公司門神模式或轉手進行併購、入股等進入經

營，對樂園營運當有助益，如再增資更可充實多元營運面向，如賽車場與博弈等，

同時提供國內樂園集團開發大陸房地產、百貨、旅遊與批發通路。然綜合樂園再

擴建開發之際，週邊土地規劃須配套，杜絕藉資產活化之名將開放炒作成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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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如大陸近年房地產集團積極以文化旅遊與旅遊房地產作包裝，進行造鎮建

築開發房市。 

    另外，中南部向為大陸對台統戰成效艱困地區，陸資投資介入區域經營，程

度上蘊涵直搗三中，意圖降低敵對、改變認同，符合 2015 年以來對台戰略新規

劃，以經濟誘因達政治社會目的，投資溢出效果可觀，作為殊值關注。基此，政

府應對國內地景標誌律定入股、合資或產權移轉管制。 

 二、珠寶寶石等零售業開放與影響 

（一）珠寶等零售業陸資投資與市場概況 

    國內零售業 2002 年加入 WTO 後即承諾開放，2009 年同時開放陸資來台投

資，陸資對來台旅遊相關購物店投資迄 2014 年 7 月以茶業食品較多，新設 17 案，

化妝醫美 9 案，對於旅遊業資金支柱行業珠寶等購物店僅投資 4 案次；案內除珠

寶等購物店投資平均單位較高外，餘均屬小額投資，投資項目與國內產業發展情

形如下附表。 

附表 6-6           陸資投資珠寶特產等行業與國內產業發展情形 

項目 投資

家數 

金額 國內產業發展情形 

珠寶

貴金

屬 

新設   

4 

增資   

1 

9,410 萬 1.國內主要經營寶石購物店為綺麗珊瑚珠寶企業，佈

局全省 9 家門市，掌握國內珊瑚 50%以上貨源供應，

其次為大東山珠寶企業。 

2.港資為寶德利等三大購物店組成中華觀光精品產

業協會會員以寶德利為主，三大購物集團，北南東

區佈局，掌握陸客市場 60%客源量。 

3.2014 年港資皇品珠寶加入經營，市場競爭激烈。 

化妝

醫美 

新設   

9 增

資 6   

7,872 萬 國內屈臣氏門市 440 家、康是美藥妝店（COSMED）

362 家、Momo 藥妝門市 57 家，日本 Tomod's 藥妝 2

家，市場飽和。 

茶葉

食品 

新設   

17 

增資   

4 

分公

司 1 

23,946 萬 1.茶葉部分：台灣茶農 25,000 戶，就業人口數約 9

萬人，公會登記經銷商超過 2000 家，小型茶行更難

以計數。 

2.糕餅食品：最主要以鳳梨酥為指標，佳德、維格、

日出、新東陽、微熱山丘、鐵金剛、鼎泰豐市佔率

52%，佳德、維格超過 50%以陸客為主。 

資料來源： 

1. 中華觀光精品產業協會與台灣珠寶同業公會網站，會員列表。 

2. 林珮萱，〈康是美發揚透明化、多試用水果攤精神〉，遠見雜誌 2010

年 11 月號，第 293 期，<http://www.gvm.com.tw/ Boardcontent  

16940.html>。 

3. 吳國義，〈台灣茶產業輔導現況及展望〉，《農政與農情》，200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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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128 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http://www.coa.gov. 

tw/view.php?catid=4354>；台灣省糕餅同業公會聯合會。 

 4.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4 年 5 月發布之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 

自行製表。 

    陸客來台主要購物於扮手禮茶葉與精品，茶葉屬零售小額經營，國內店家除

在地優勢外尚有產品優勢，市場相當飽和；食品主要為鳳梨酥，國內店家除維格、

新東陽與鼎泰豐外均屬小型企業，佳德、維格銷售佔陸客市場 50%以上，陸客自

由行來台旅行社「機＋酒」方案也實施附贈鳳梨酥兌換券，市場競爭激烈。 

    化妝醫美類國內門市四大集團近千家經營佈局，2010 年大陸金鷹地產百貨

集團也採借殼收購後推動企業轉型再增資投入國內生技、美妝及 3C 商品通路，

目前市場業已飽和。 

    高單價珠寶精品等購物店已成為國內陸客市場旅行社主要資金支持與週轉

中心，2008 年港資購物三大集團迅速進入展店經營，目前承攬陸客團體 60%以上

客源，近期又有港資業者新加入。國內本地寶石以珊瑚及玉石為主，主要陸客市

場經營為綺麗珊瑚與大東山珠寶企業，以產品差異競爭市場。 

精品購物店營業每單位所需資金近億台幣，港資與陸資各發展經營範圍與聯

盟，與國內業者形成市場競爭對手。花蓮地區寶石與貴金屬等購物店因地緣社會

關係，長期以在地經營為主，僅部分港資進入；另外近年自由行旅客增加，臨時

性珠寶精品購物店（俗稱地雷店）環繞陸客團行程或自由行旅客住宿旅館周邊迅

速開店，搶佔陸客商機，也增加市場競爭。 

（二）市場需求與未來發展 

  1.市場需求 

大陸居民赴外旅遊 2000 年起出境目的漸漸發展以購物為主、觀光次之，購

物動機由保值、流行產品為主轉向一般商品，購物年齡層也慢慢下降。精品、奢

侈品等消費，大陸境內因人民幣升值、消費物價上升與內部關稅等購置高出原價

約 3 成，同時流行商品滯後推出等，導制境外購物消費力強，近年居世界之冠。

大陸新一代領導人自 2012 年 11 月上任，樹立打貪，嚴奢的強勢形象，大陸居民

購置精品、奢侈品風氣也轉向境外消費。 

因應陸客來台旅行，台灣已形成六購物經濟區，各有在地特色名產，台北以

內湖鐘錶精品、故宮仿製品加伴手禮，南投日月潭以鹿茸、靈芝特產，阿里山以

茶業、檜木加工產品，高雄以鑽石，台東以珊瑚，花蓮為寶石與伴手禮，外加必

須列進夜市；環島走「七家店」每日安排在地特產，行程也決定購物消費額度。

依統計陸客來台每人平均消費超過台幣 5 萬元，次於日本來台旅客，然購物消費

佔近 5 萬元，居入境旅客之冠，主要購物項目為珠寶玉器類，名特產居次，消費

項目比例統計如下表，以 2013 年陸客團量計算，購物消費超過台幣 100 億，其

中珠寶、鐘錶精品等消費近台幣 35 億，市場商機龐大。港資購物店已經營陸客

版圖多年並形成封閉體系區域一條龍，獨佔陸客外匯收入概估 1/3 以上，利益龐

大，國內政府主管單位雖也積極扶持在地寶石珠寶特產店，組成聯盟搶食陸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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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然經營技巧與賣場規模經驗上仍無法與港資競爭，同時國內業者也陸續大陸

展店分享市場，以降低國內競爭成本。 

附表 6-7  2011-2013 年陸客團主要前五項購物消費統計表 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2011-2013 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自行製表。 

 

2.未來陸資進入與影響 

    國內陸客旅遊市場之港資購物店以長年接待陸客購物經驗與掌握流行商品

趨勢，來台經營後納入台灣在地故事行銷促進購物，加以對旅行社業金援、入股、

收購與提供高額佣金，另附屬餐飲、住宿等便利，承攬 6 成以上陸客精品等消費

市場。台灣本土精品購物店雖具在地原物料產品與地緣等優勢爭奪部分市場，然

仍難與港資購物體係競爭；目前市場已呈飽和，競爭激烈不言可喻，訪問資料顯

示日本業者與大陸銀聯公司曾短期開業最後仍不敵港資經營競爭而撤資。 

    大陸廣州荔灣廣場於世界珠寶精品批發雖佔有重要位置，然產品落後流行，

未如國內珠寶品牌和設計位居世界前沿趨勢；經由合法管道來台投資陸資珠寶精

品企業雖為國營企政府背景支持，然國際化仍處於起步階段，管理落後、行銷技

術欠靈活，投資進入尚處試水溫與瞭解市場趨勢階段，以致量能停滯不前，目前

國內陸客珠寶精品消費尚維持以港資企業獨攬市場狀態。以香港珠寶精品市場觀

察，陸資精品業仍難以爭食港資版圖，加以台灣精品業市場區隔化與部分被港資

併購，未來更多陸資精品業獨資來台競爭市場意願更低；同時大陸於自經區設置

境外奢侈品免稅區，掌握政策支持與稅率降低優勢，較之境外價格更富競爭性，

業者走出去來台意願更低。然以國內珠寶精品兩岸展店狀況，不排除國內精品與

珠寶業者與大陸業者聯盟分享市場相互持股機率，然影響程度有限。 

    名特產等零售業則在地原物料與地緣關係強，然 2010 年年底耐斯集團與北

京控股及北京燕京啤酒、首都農業集團等在台成立合資公司，互享兩岸食品飲料

通路，打開國內市場，維格餅家 2012 年年底接受陸資入股等。陸資以合作或入

股方式進入經營名特產等零售業，考量在地產具產銷物流與聯盟優勢，因此進入

主要模式朝入股或併購品牌趨勢，以迅速進入市場分享，如入股食品愛之味、收

年 度  2 0 1 1 年 2 0 1 2 年 2 0 1 3 年 

項

次 項 目 
 金額（美元） 

與百分比 

金額（美元） 

與百分比 

金額（美元） 

與百分比 

1 珠 寶 或 玉 器 類 53/32% 56/34% 55/35% 

2 名 產 或 特 產 41/25% 37/22% 33/21% 

3 化 妝 品 或 香 水 類 14/8% 18/11% 21/13% 

4 服 飾 或 相 關 配 件 17/10% 17/10% 16/10% 

5 茶 葉 14/9% 13/8% 11/7% 

 

 

平 均 每 人 每 日 

購 物 費 （ 美 金 ） 
164 16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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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大同子公司與清潔用品妙管家等。 

    政府向來對關鍵技外移關注高於品牌形象被收購移轉，台灣產品（MIT）品

牌具溢價價值，陸資購入後可作為擴充企業體產品價值或進軍東南亞市場先趨，

對國內辛苦建立之產業，不啻是掏空，更影響產業鏈發展，企業精神傷害高於經

濟利益。 

三、旅遊運輸－遊覽車業  

（一）開放情形 

    旅遊運輸部分國內 1997 年修正「公路法」開放非中華民國籍法人可投資小

客車租賃，並自 2009 年起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小客車租賃業，未開放其他汽車客

運部分。自開放陸資投資以來，尚無投資案例，對國內業者不致造成衝擊，然小

客車公會對開放陸資設立商業據點認為將衝擊中小型經營企業，持反對態度。對

於旅遊業載客之遊覽車業，WTO 服務業承諾中未列開放，基此對陸資開放難度

更高，然國內業者協會等已先表達未來反對開放態度，同時認為港陸資已進入遊

覽車業發揮影響力。 

（二）港陸資進入與影響 

  1.港陸資進入 

2008 年陸客來台後，遊覽車輛需求增加，以目前陸客市場量每日 5000 人計，

遊覽車需求量約為 2000 輛；陸客來台後港資旅行社與購物站於「一條龍」經營

下開始購車，受陸資影響旅行社也跟進。遊覽車協會統計 2010-2013 年申請成立

遊覽車公司計 17 家，約 1000 輛為港資與陸資背景旅行社等申請，以北、中、南

部分散設公司據點，現已掌握 50%陸客量全省車輛運輸，壓縮國內業者利潤空間

約 30%；港資旅行社一家更新購 150 輛遊覽車組成全省車隊營運，另有數家旅行

社情形類似。 

  2.影響與發展 

    中大型旅行社自有遊覽車公司支援運輸為常態，原規定承攬陸客運輸遊覽車

輛車齡需於 10 年以內，造成國內業者經營相當壓力，2014 年放寬車零為 12 年。

目前受港陸資影響或收購之遊覽車業尚未具承攬傳統交通車、國內旅遊部分能

量，未來陸港資再運用旅行社名義購置新車擴大經營，國內遊覽車業面對競爭因

車況老舊與競爭力不足將受影響。小型遊覽車公司對陸資進入則難以抵擋競爭，

較易選擇退出、被收編或經營國旅，中大型公司利益被壓縮，增加被併購機會，

導致國內旅遊運輸市場版圖重整位移。 

    國內遊覽車數超過 1 萬 6 千輛，預估入境旅客需求約 8 千輛，2002 年加入

WTO 承諾開放時因市場過於飽和、競爭力較差、未具國際化條件暫未列開放，

國內業界也評估以競爭飽和趨勢、利潤差市場小，難以引進外資，宜列入結合觀

光發展較宜具營運潛力。陸客旅遊市場之遊覽車業雖未對陸資開放，然旅行社為

掌握行程安排自主、運輸工具控制與利益結合最大化，均購置車隊，國內競爭也

飽和；目前市場版圖泰半被港陸掌控陸，隨著市場客源量能增加演化，未來運輸

影響層面可能更擴大。國內未來開放陸資進入旅遊產業影響評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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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8      未來開放陸資進入國內旅遊產業影響評估統計表 

產業 

項目 

開放 

情形 

進入 

方式 

影               響 

旅 

行 

業 

局部

開放 

可能

性高 

獨資

設公

司與

就地

合法 

1.經濟上 

（1）對具品牌綜合大型旅行供應商進行入股、併購或

市場分享，旅行業市場將喪失自主形成斷鏈，加速統整

與整併。 

（2）壓縮旅遊供應商成代理商，二線中小型旅行業倒

閉或退場，聯盟合作體系結構被破壞，入境陸客商機成

為雲、出境旅遊市場大部分位移，人才被挖角，產業形

成空洞。 

（3）陸客市場主導可能步香港後塵，以旅遊品質換取

微薄利益。 

（4）大型陸資背景旅遊企業成立，掌握金流爭取上市

再增資投資購併產業，發揮兩岸三地旅遊經濟影響力。 

2.政治上： 

（1）國內部分旅遊業形成親中團體或代言人，影響政

府政策規畫，威脅部份弱勢行業利益，引發政治想像，

造成國內對中國製造與中國因素產生抗拒與恐慌。 

觀光

旅館 

已開

放 

透過

國際

品牌

經營

或入

股區

域企

業 

1.高消費觀光市場客源內地化向大陸依附，排擠國際入

境旅客；藉上市櫃機會入主再吸金、併購與炒作房地產

投資。 

2.中小型觀光旅館業競爭不敵被迫退出，加速被入股整

併或被迫結盟，衝擊較大。 

一般

旅館 

可能

局部

開放 

品牌

策略

聯盟

或白

手套

進入 

中小型平價級旅館與經濟型飯店品牌市場分享，蠶食國

內中低價位旅館市場，造成中小型旅館加速被入股整併

或結盟，衝擊較大；陸資旅行社再操團區域一條龍即成

形。同時週邊房地產價格亦因需求過高而漲升，影響房

價市場。 

遊樂

產業 

已開

放 

境外

控

股、

合資

或市

1.綜合樂園結合遊樂與景點等服務供應，形成文化和旅

遊產業為主一條龍產業鏈，為大陸旅遊樂園集團投資走

出去新趨勢。 

2.國內大型綜合主題樂園分眾規劃、營運與管理經驗豐

富且上軌道，具旅遊服務供應與開發服務商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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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分

享 

3.週邊土地藉資產活化之名炒作；直搗大陸對台統戰艱

困地區，意圖降低敵對、改變認同，以經濟誘因達政治

社會目的。 

珠寶

等零

售業 

已開

放 

已有

獨資

設公

司 

1.珠寶貴金屬等精品店： 

（1）目前市場已呈飽和，競爭激烈，港資精品店獨佔

國內陸客團 2/3 市場，加以台灣精品業市場區隔化，陸

資精品業難以撼動精品店版圖。 

（2）大陸於自經區設置境外奢侈品區，相關稅率已大

幅下降價格更富競爭性，降低業者來台意願。未來來台

競爭以入股、合資方式較具市場可行性，影響程度有

限，政治插旗目的高於經濟利益。 

2.名特產等零售業： 

在地原物料與地緣關係強，部分加入一條龍型態或

精品店附屬經營，陸資難以影響或突破，有朝併購品牌

化趨勢，擴充企業體產品價值，對國內辛苦建立之產業

品牌，不啻是掏空，更影響產業鏈發展，經濟傷害高於

利益。 

遊覽

車業 

可能

性

低 

已有

港陸

資進

入 

    2010 起港陸資背景旅行社等已申設遊覽車公司據

點，掌握 50%陸客量全省車輛運輸，壓縮國內業者 30%

利潤空間。 

    未來陸港資再運用旅行社名義購置擴大經營，小型

遊覽車公司難以抵擋競爭將退出或被收編，中大型公司

利益被壓縮，增加被併購機會，國內旅遊運輸市場版圖

進而重整位移。 

資料來源：自行製表 

小結 

一、自我國加入 WTO 協商服務貿易承諾之旅遊服務項目開放切入，考量福建自

貿區對台旅遊單方面開放先行，推估國內未來更開放陸資進入旅遊及相關產業，

於大陸對台旅遊業攻勢與陸資投資方式轉變下，開放壓力較大者為旅行業。可能

影響層面較大者為飯店、主題樂園與旅行業暨從業人員，珠寶精品扮手禮等零售

較微。 

  1.觀光飯店 

陸資對觀光飯店營運介入，主要運用國際飯店管理集團影響國內旅遊營運商

（觀光飯店）模式，回流高消費陸客源，導致觀光飯店市場內地化，排擠國際觀

光客。另外藉飯店上市櫃之機吸金炒作，將影響房地產與金融秩序。  

2.一般旅館業 

    政策可能局部開放，然陸資持續對小型旅館資產購入與經濟型飯店落地，將

加速國內中小型旅館競爭下被併購或轉型退出，加劇市場利益壟斷與區域一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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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帶動周邊房地產值漲升。 

  3.觀光主題樂園 

    屬資產較大旅遊服務商，國內品牌樂園功能與管理完整趨向綜合化，極符合

大陸近年推動文化與旅遊產業結合，陸資介入意願極高。陸資集團可能再假境外

合資公司或市場分享等管道借入，以在地資源經營擴大，同時藉資產活化包裝進

行房地產炒作，避開投資炒房敏感議題。另外，意圖加強中南部大陸對台統戰成

效艱困地區介入經營直搗三中，以經濟誘因達政治社會目的，改變認同降低敵

對，投資溢出效果可觀。 

  4.旅行業 

主要於客源受掌控衍生影響與陸資藉台資進入對接產業，可能導致綜合與大

型旅行供應商被入股、併購，成為代理商喪失自主，其後中小型旅行業倒閉或退

場，聯盟合作體系結構改組，產業形成空洞與斷鏈；入出境商機成為雲，市場被

港陸資獨佔，步香港旅遊弊端後塵。同時親中團體與代言人衍生，影響政策規畫

之際，也引發國內對中國因素政治連結，產生抗拒與恐慌。 

  5.旅遊從業人員 

    福建自貿區對台旅遊從業人員單方面開放先行區內就業政策，國內若跟進尚

須突破諸多專技人員認證問題與安全考量，因此短期實施不易；然以利誘吸引，

拉進再打出回流台灣，橫跨兩地帶團，非但突破過內旅遊從業人員執業限制，更

提供國內青年就業指標，對政府就業政策與青年培育形成衝擊，反而加速落實大

陸對台青年統戰工作。 

  6.珠寶貴金屬等精品，利潤豐厚然也競爭激烈，港資主導，陸資來台意願較低，

以兩岸業者市場分享入股、合資方式較具操作性；然大陸自經區降低境外貴金屬

奢侈等精品關稅後，可能降低陸客境外旅遊購置意願，將消費留駐入境內。 

  7.名特產等零售業因地緣與產地原料優勢，陸資較難影響，朝併購品牌化趨勢。  

  8.遊覽車業未來開放可能性較低，然港陸資已掌握過半陸客量，未來可能導致

小型遊覽車公司提早退場，中大型公司被購併，國內旅遊運輸市場版圖亦產生位

移。 

二、政府對陸資進入產業管制以防杜形成壟斷影響經濟，管制科技關鍵技術外

移，與避免造成政治與社會影響為主。觀察陸資近年對旅遊產業進入有朝品牌資

產併購或市場分享趨勢，方式則為以迂迴為主，以市場換取軟實力精神，拷貝台

灣經驗。台灣品牌具國人中小企業精神堆砌與（MIT）之溢價，被收購形同產業

精神掏空、國人努力抹殺，損失巨大；台灣產業品牌與軟實力為精神蘊底與競爭

力根源，市場分享、入股與併購將加速國內產業競爭弱化，更觸及第一線行業在

地利益與基層就業。開放與否問題及配套行政稽查、法令管理規章，對正常管道

進入之陸資或可發揮管制目的，然以借殼轉型、境外控股或資產移轉交易、市場

分享聯盟等迂迴，管控進入旅遊產業有其難度，更且兩岸資產管理公司積極尋租

解套，開放已成為博奕困境。 

三、兩岸旅遊服務貿易長期存在逆差、不對等傾斜，陸資與陸客問題已成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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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重要政經議題，管制除參考各國作為外，應以更開放的旅遊市場，更深度的

旅遊文化與在地特色，廣納世界各地遊客與企業來台，而非被陸客量或陸資企業

綁架；陸客來台與陸資進入雖挹注旅遊產業轉型與大陸佈局，然任何經濟利益均

不可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台灣為民主社會，任何政策預劃與施行更應充分溝通與

透明，因此如何開放？開放程度如何？彈性就費思量。肆應未來，政府需與受衝

擊之基層達成底線與共識，與國內各界對中國因素包袱共商歧見共同想像，避免

內部互信不足形成內耗，同時落實管控損害補償與產業升級，避免重韜香港旅遊

發展覆轍。 

 

第三節  未來陸資進入旅遊產業影響自理論層面探討 

    陸資與陸客於兩岸政策鬆綁下持續來台，我方開放主要考量在對國內政治與

經濟影響程度，其次產業政策制定與運作是否受掌控，與對社會民心輿情是否相

對受影響等，均列入開放考量要素。 

    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一般採先貿易、後投資方式進行，20 世紀以來

旅遊業進入全球化時代，世界旅遊集團對外擴張模式大多採品牌市場戰略，運用

目的地國家資源進行聯盟開發。國際旅遊集團供應商進入中國市場方式亦採品牌

市場佔有策略，旅遊集團如 2003 年德國途易 AG 集團與中國旅行社合作、英國

商務旅遊集團 BTI(BusinessTravelInternational）與錦江國際合資旅行社，2004 年美

國運通旅遊部門與中國國際旅行社合作社、澳洲福萊森特旅遊集團（Flight Centre 

Limited)與康輝國旅合資旅行社等，反之大陸旅遊業境外擴張則採客源跟隨方

式，於東道國家設立分社據點等。 

    國際飯店產業集團而言，著名如萬豪、香格里拉、喜達屋、洲際、凱悅等品

牌均已進入大陸，經營高價連鎖階層消費如美國凱樂、卡爾森、英國洲際酒店等

集團管理。國際旅遊與飯店集團擴張均以輕資產品牌戰略合作，利用在地資源進

行市場開發；然大陸國有企業旅遊與飯店集團，不具市場品牌知名度，飯店類集

團則率先對外擴張，採資金投資、資產購置路徑，如收購入股喜達屋、洲際、雅

高等旅遊服務集團股權，併購重點地區飯店，如洛杉磯萬豪飯店、喜來登環球飯

店、華爾道夫飯店等，作為進入國際化市場經營，經濟型連鎖飯店則較趨近於品

牌走出去。大陸飯店產業走出去主要掌握客源於集團內部流動，形成內部所有權

優勢，掌控陸客消費生產要素，獲取相對利益，其次進行飯店等資產併購、移轉

配置，再上市吸金以擴大經營等行為。 

    陸客來台客源模式而言，依 2013 年下半年大陸對來台市場專項治理要求，

陸客來台旅遊除指定組團社外，非屬出境委託代理範圍，任何單位與個人均不得

經營，411因此陸客批發來台市場屬獨佔特許，符合資產專用性掌控，發揮內部所

                                                      
411

安徽省旅遊局監督管理處，〈關於開展全省出境遊、赴台游市場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皖旅管

[2013]19 號〉，《安徽省旅遊局》，2013 年 5 月 31 日，

<http://www.ahta.com.cn/gov/xxgk/html/2013/201305-000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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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本節擬自投資理論、政經與市場影響與全球化互動等切入，探討未來陸資

進入模式與對國內旅遊產業可能影響，再以香港旅遊業現況發展作觀照。 

壹、自外人直接投資視角 

    大陸旅遊企業走出去主要觸發點為 2007 年起大陸對 WTO 之旅遊市場承諾開

放外商獨資設立旅行社，此後外資與合資旅行業開始爭奪國有企業壟斷之境內旅

遊市場。大陸為防範外資等掌控出境旅遊和服務市場，自 2009 年大陸旅遊貿易

呈現逆差後，支持國、中、青等以客源跟隨方式於海外布點、委託代理等方式走

出去。2011 年大陸成為世界第一大旅遊客源輸出國與出境旅遊逆差持續升高後，

2012 年大陸國務院積極扶持國企旅遊集團在日韓、東南亞等主要出境旅遊目的

地拓展旅遊業務，旅遊集團走出去為佈點簽證主導為主，飯店集團則較積極，以

資產外移方式走出去。2015 年大陸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加大旅遊業配

合鄰邦旅遊政策走出去；架構下成立上海等四自貿試驗區 2015 年 4 月全數掛牌

啟動，為「一帶一路」戰略護航。上海、天津自貿試驗區開放合資經營出境業務

與福建自貿試驗區對台旅遊業與從業人員措施放寬，均為突破大陸現有禁止外資

經營大陸居民出境旅遊業務。 

    自外人直接投資觀之，陸資旅遊企業走出去屬擴張型對外投資，條件應如

Hymer 寡佔優勢理論所主張企業獨佔核心資產，經跨國投資獲取利潤；Dunning

國際生產折衷論之所有權、內部化與區位優勢，與 Coase 和 Williamson 交易成本

理論之具資產專用性。反觀陸資旅遊業屬黨國政策支持走出去，非自由市場競爭

企業；管理滯後未具獨佔技術、知識與品牌核心資產優勢，進入目的地國未具所

有權、區位優勢，然確掌握陸客客源之資產專用性優勢。依交易成本理論，交易

成本核心為資產專用性，跨國企業為節約市場運作高昂交易成本，以併購企業代

替市場交易；或以契約與組織規範促成經濟關係緊密上下游企業垂直一體化整

合，降低企業交易成本；資產專用性越強，越利於內部組織向外移動。 

    大陸出境客源均受國營組團社掌控，大多為零負團費出團，組團社自客源獲

致交易與利潤費均有限，然落地觀光後交易消費總利潤，因資產專用性人性之窮

家富路與不理性消費心態，導致利潤甚高於組團社首次交易所獲，激勵陸資旅遊

產業客源跟隨走出去。陸客已成為目的地國提升 GDP 同義詞，於未能獲致有效

國際客源取代之際，各國對陸客均競爭搶奪；同時組接社均官方特准，排除外部

競爭，形成封閉獨佔制度，也降低制度運行交易成本。 

    陸客市場利潤根植於落地後食宿、交通、娛樂與購物消費，陸資操作專用性

產品出境，為降低交易成本，已進行境外併購企業代替市場交易或產業間垂直整

合，強化組織控制。旅行業於產業鏈中居串聯核心，零負團費制度下，風險代價

可能高出交易所獲，因此並非併購首選；反之，飯店、購物中心與綜合主題樂園，

為專用性產品必需運行之消費制度，獲致交易成本之餘另外再創造最大總利潤；

併購或聯盟特許若排除競爭，更利於內部組織擴張整合。基此，大陸旅遊產業鏈

飯店集團最積極走出去，再收購與入股國際品牌飯店管理集團延伸結盟飯店區域

與類型，符合理論脈絡；旅遊房地產市場，如萬達、萬科國企集團為近年興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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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亦循推演路徑。 

    陸資來台初期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進入國內旅遊市場，掌握獨佔專用性資

源，雖利於內部組織擴張併購或結盟，排除競爭；然旅行社、一般飯店與交通業

均未對陸企開放，國內政策性限制構成交易環境不確定風險，付出交易成本代價

可能高出利潤，同時損失企業形象與牴觸我國法令，因此對入股、併購或結盟行

為造成約制，謹慎低調，然對黑企、黑社與黑導之機會主義、搭便車者則無法防

範。福建自貿試驗區對台旅遊業先行單方面放寬進行對接，允許國內旅遊業進入

制度體系分享專用性資源市場，目的在於利用國內旅遊業資源與市場，透過內部

組織進行類合法性擴張來台，降低成本風險、擴大市場佔有企圖明顯。 

    未來陸資企業來台，階段性作為採資產與資源擴張，達到利益逆送回流構想

機制，與外人來台投資以品牌介入達產業分工等目的相違背，然卻利於進行內部

統治，形成區域聯盟。陸企來台採取方式首要以大陸飯店集團等掌握國際飯店集

團管理國內高階觀光飯店、併購或借殼買進重點地區飯店與經濟型飯店擴張市

場，入股或資產移轉併購主題樂樂園等為主，落實資產外移利益逆送機制。對國

內接待等旅行社併購或結盟則居次，然其以電子商務優勢加以資產專用性掌握，

置入線上行銷擴展旅遊產業鏈，對國內旅遊產業鏈威脅衝擊也將提高，影響運作

生態。 

    陸資進入國內旅遊產業推動資產移轉，降低交易成本，整體對國內經濟與產

業貢獻就相當有限，對促進國內旅遊產業升級與加速國際化接軌效應極微，反而

走入大陸化，國內旅遊業形成代工角色，納入其制度運行體系。大陸閩台經濟區

即朝此目標推進，除經濟上吸入國內旅遊市場外，國內品牌樂園亦將內地化，旅

遊產業區塊被陸續區段併購成慘業，自主權亦漸流失，鑄造陸資形成旅遊產業具

影響力槓桿，其對國內政治與社會輻射影響將難以計量。投資目的與理論結果背

道，此為學者所強調偏差注意之處。 

貳、國家與市場影響互動 

    自 2009 年開放陸資來台迄 2014 年 6 月核准進入資金僅新台幣 10 億美元，

為同期間臺商赴大陸投資金額約 1/50，或同期僑外來台投資 1/25，所能產生整體

經濟影響相當有限；然以陸客量與消費等外匯收入對國內旅遊市場影響評估，

2012 年起陸客量已佔來台旅客 1/3 以上，觀光外匯收入佔同年來台旅客約 45%，

2011 年起旅遊服務貿易開始轉為順差。陸客帶來觀光外匯收入比重年年推升，

發揮效果也較具體，並影響國內部分旅行社與相關產業紛紛轉向接待服務。 

國內學者研究 80 年代美國投資國內 70%左右資訊產業，期間政府經濟政策

制定相形受美方影響。兩岸經貿投資呈現台灣對大陸市場不對稱依賴傾斜近

40%，反射於台灣對陸資與陸客來台規範限制措施之敏感與脆弱。陸客來台旅遊

量、外匯與消費比重逐年增加已近半，兩岸旅遊產業間互動緊密度也成長，未來

競爭市場將成為口號，獨佔相形增加。 

陸資旅遊業雖掌握客源優勢然尚不足加深國內旅遊產業對其依存，擴大佔有

市場幅度則為達成目的之手段，配合制度協議機制等操作強化，方式在於經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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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深化操作。大陸以自貿試驗區旅遊產業對接，兩岸天空未來開放主導，誘迫國

內產業釋出市場分享或被收購合作，換取客源與對岸市場開發作為對價等，均為

加深依賴手段預案；對此，國內旅遊產業也面臨被迫降低或放棄自主獨資身份回

報，嵌進大陸對台旅遊經營集體環節運作。為擴大市場佔有經濟深化依存，實質

資產與資源掌握則為重要憑藉，如觀光飯店營運、一般飯店資產收購、品牌企業

併購與主題樂園市場分享等，再承接國內地接社串聯，目標組建頂層旅遊供銷規

劃企業集團，掌控資源分配與市場佔有，同時以契約協定強化產業間合作與操作

規範。陸企組建完成頂層旅遊供銷企業集團，產業鏈建立更完整之際，對台旅遊

掌控之區域一條龍也成型，挑戰港資獨佔市場地位；影響所及，更多國內企業為

獲客源與市場利益成為扈從角色，擔任陸資在台代言人或親中團體指標。據此，

陸資實質達到以經促政，影響產業政策制定與社會民心目的。 

國內旅遊產業過度依存大陸與內部自由化經濟市場特性容易被形成區域霸

權，資本也趨過度集中財團，導致社會級等分化問題將更嚴重；同時市場與政策

規則被改變，助長權錢交易成為合法，社會對失衡之敏感性與擔心被利用、付出

民主與自由代價之脆弱性就升高，與理論相呼應。然其結果可能與大陸希望台灣

降低與削弱身分認同，換取新集體身分目標相違背，而是被剝奪、認同差異與矛

盾更升高，更引發國內對原產地中國製造與中國因素之侵恐慌。 

    Noreena Hertz 自全球化觀點探討跨國投資，認為全球治理下不能期待跨國企

業對被投資國效忠或帶來稅收與更多工作機會，跨國企業為達目的不但影響內

政、外交政策制定，更令政府功能漸萎縮，企業更像政府。2002 年 7 月，中共前

總書記江澤民會見駐港中資企業主要負責人即強調，要講政治；港中旅集團 2008

年工作報告時提出要履行駐港中資企業「在商言政」政治使命；2010 年港中旅

提出戰略方向在於大陸國務院、公安部和香港中聯辦支持優勢下，初步來臺灣

北、中、南設立分支機搆，長期透過業務開展投資，擴大影響，廣泛拉攏、團結

台灣相關民間、商業及各界團體與人士，作為大陸涉台部門與香港中聯辦展開對

台重點工作途徑的有利突破、切入點。陸資來台屬政治性任務，經由政策許可設

點或透過投資開放擴大影響，目的作為對台統戰突破服務，同時陸資具裙帶資本

主義特色，於與台灣民間、企業及各界人士建立行業聯合戰線，由低階經濟連結，

達成控制與影響政治目的。 

    Soysa 探討外資與民主關係發現外資依存度增加，開發中國家民主指數顯著

上升；民主程度高國家，跨國企業影響力卻降低，即民主會降低外資影響力。2013

年全球民主指數台灣排名第 35，亞洲名列第 3，香港第 63，大陸則第 142 名。據

此推論，台灣高度民主社會受港、陸資旅遊企業影響程度應較低，然實際情形則

為港陸資企業進行產業間區域一條龍整合，壟斷國內陸客旅遊市場，中小型旅遊

業擔憂產業利益可能是雲，甚或衝擊第一線生存，港陸資等跨國外資帶來威脅已

勝於利益所得，也產生擔憂兩難，與理論有相左之處，差異之處在於兩岸三地同

文同種，大陸對台統戰內化威脅持續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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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自外人直接投資理論觀之，未來陸資旅遊產業來台投資仍以資金購置資產、

市場換取軟實力，取得市場實際經營佔有為主，其影響力幅射可能因兩岸關係或

國際環境變化而消長；較諸先進國家先貿易後投資，以品牌與技術跨境經營等輕

資產投資方式相道，目的也有異。對國內旅遊產業投資以飯店與旅遊房地產樂園

等較具效益與發揮一條龍整合市場影響，實質掌握國內旅遊產業生態。 

  2.自國家與市場及全球化等理論觀點，未來陸資投入旅遊相關產業，主要以擴

大操作市場資源與經濟佔有，升高併購企業資產鏈，逐步走進來收編國內旅遊相

關產業與再以分享大陸部分地區自貿區旅遊市場方式拉出國內資產優勢，形成走

出去與引進來平衡操作，將對台經濟戰略納入海西規劃，同時培養親中團體或代

言人，實質達到以經促政，由低階經濟依附與契約建制，達成控制與影響政治目

的。旅遊服務經濟拉高兩岸經貿關係依存，政府與產業於制度下成為陸資助手，

扮演打工兼送業績之營業員角色，導致旅遊產業斷鏈與空洞，產業與利益均受集

團掌握，自主流失，引發政治與社會恐慌。 

  3.台灣高民主程度對陸資來台企圖與目的已產生懷疑並排斥，學者提醒陸企對

外投資受國家指引、特許支持與政策獨佔，非利益最大化為考量，投資方式與先

進國家境外、跨國公司擴張路徑背道，基此理論解釋需注意之處，究其所以就可

避免進入誤區。陸客為陸企創造來台有利條件，陸企同時積極介入國內市場佔

有，引導資金回流、技術學習與培養代言人等，未來獨佔產業利益之餘更將台灣

崁入區域發展，導致中國製造衍生逢中必反，加劇社會動盪與安定成本支出，中

國因素已形成影響理論探究重要變數。 

參、香港陸客旅遊市場發展借鏡 

    香港自 1997 年回歸大陸後，政治上受大陸指導管控，經濟向大陸傾斜，2003

年大陸推出內地居民赴港自由行與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挺港措施

後，香港對大陸經濟依賴更嚴重。2003 至 2012 年大陸對港投資佔香港外資總額

由 26%上升至 37%，香港對大陸投資佔港對外投資總額比例也由 35%上升至

41%。2013 年大陸駐港陸企超過 3300 多家，占港股上市公司總市值近 60%，成

交總額占近 70%，駐港陸企占大陸境外企業總資產一半以上；412然學者評估 2000

年時期，駐港泛中資企業因各省市競相設置與未落實管制，進入粗估 6000 家，

數量落差甚大。413CEPA 後香港融入大陸經濟發展，身分過去以證券為主市場，

因人民幣產品和證券業務並行，作為向來大陸窗口之地位出現弱化，同時上海等

城市興起後也經濟被邊緣化，414地位轉變成大陸人民幣國際化之試驗與防火牆緩

                                                      
412

〈內地已有 737 家企業在港交所上市〉，《香港文匯報新媒體中心》，2013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wenweipo.com>；郭莉，〈駐港中資企業資產規模超 10 萬億港元〉，《中國新聞網港澳

新聞中心》，2012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2/12-18/4418904.shtm>。 
413

李湛，〈中資企業定義要滿足幾個條件〉，發表於「香港中資企業怎樣走出困境」座談會（香港：

中國評論月刊亞太二十一學會主辦，2001 年第 4 次座談會（總第 39 次），

<http://hk.crntt.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5048&secid=5066>。 
414

〈上海首超香港成最具競爭力城市〉，《香港文匯報新媒體中心》，2013 年 12 月 11 日， 

<http://news.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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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區。 

    1997 年之前，香港旅遊業對大陸旅遊產業而言，扮演引進國外旅客進入大

陸之中介作用賺取佣金，其中駐港中資企業經營赴大陸旅遊即佔香港旅遊市場近

60%；4151997 年後大陸出境旅客逐漸成為香港主要客源，2013 年起陸客量佔港入

境旅客市場約 75%，主要以購物為主。416香港旅遊業評估在地接待社約 60 家，

總數 1/4 受陸資資金介入，同時接待社受購物店或陸資影響已近半，組接社為求

利益降低成本，經常採轉包陸客交與掛靠或黑牌（野馬）旅遊業經營，導致糾紛

等弊端叢生，也凸顯大陸來港旅遊持續低價與購物主導趨勢無法改變。 

    香港旅遊業產過渡依賴陸客下，對港人產生影響如下：   

 一、社會經濟上 

（一）物價漲升生活負擔加重 

陸客消費雖助於帶動香港百貨零售業，刺激消費市場；2002 至 2012 年香港

零售業銷受成長 130%，珠寶、鐘錶及奢侈高價品類成長 390%。消費需求帶動下，

商店舖租金逐年飆升，中環及銅鑼灣區店租同期漲升 4 倍，2012 年後店租每年以

10%以上調漲；417該區商店舖均為精品名牌店與藥妝店立足，歷史悠久傳統老店

遭反淘汰被迫遷移，致香港旅遊特色盡失。租金上揚，帶動各類商品零售價與物

價漲升，反映港人生活上之經濟所得未因陸客增加反而負擔加重，愈多自由行來

港，生活負擔越重。 

（二）社會對立 

    陸民為爭取新生兒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近幾年部分大陸孕婦多以自由行模式

赴港生產，父母皆非港民而為大陸公民，在香港所生之「雙非子女」已衝擊社會

制度；2011 年全港新生兒 8.8 萬名，半數具大陸籍，「雙非」爭奪香港醫療與日

後教養資源，形成港人巨大負擔，加劇香港與大陸社會對立。另外，多數來港大

陸客當日來回充當「水貨客」，2013 年佔 60%，2014 佔 65%，搶購日常生活用品

與嬰兒奶粉等物資，如超市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燃料、衣物、鞋類等貨品，

百貨公司商品與其他消費品，將香港變成陸人專屬大型超市，造成奶粉荒、尿布

荒與大米荒等，影響當地經濟與生活。418 

（三）中港矛盾升高 

    香港爆發 2014 年佔中事件後，陸續對長期以來陸客過多以及水貨客帶來的

香港經濟問題、社會焦慮不安現象與大陸客不文明行為引起反感等接續抗議，並

要求停止「一簽多行」之「深港同城化」政策，419凸顯香港本位主義之「港獨」

                                                      
415

石紀楊，〈中資企業在香港的角色和影響〉，《財經科學》，1997 年 4 期，1997 年 4 月，頁 31-34。 
416

郭安禧、黃福才，〈中國大陸民眾赴香港旅游研究綜述〉，《經濟問題探索》，2012 年 7 期，2012

年 7 月，頁 132。 
417

〈香港商鋪市場走勢看好 1 年內租金或上升 12%—高力國際市場報告〉，《搜房網》，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sydc.gz.fang.com/2012-06-26/7964915.htm>。 
418

〈一國兩制專題報導香港自由行大陸遊客遇反對及支持者隔街對罵〉，《美國之音》，2014 年 2

月 17 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hong-hong-china-tourism-confrontation/1852871.html>。 
419

黎則奮，〈結合現實解讀陸客來港數字〉，信報論壇，2015 年 2 月 25 日，

<http://forum.hkej.com/node/12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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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國兩制」再度被檢視，420激化中港矛盾。 

 二、旅遊發展 

（一）旅遊品質下降 

    香港地域狹窄，旅遊市場接待能力有限，近 10 年來旅遊相關設施維持原狀

未投資，421大量內地遊客到訪，超過目的地承載能力，擠爆餐廳、公園、購物中

心、速食店與景點等，形成市場化般擁擠，加速損耗旅遊資源與永續經營。環境

擁擠，影響景觀與降低旅遊品質，傷害香港旅遊特色與形象，同時反映香港旅遊

和商業設施發展不同步之結果。民調顯現港人對「自由行」來港陸客表達中高度

應該減少與及取消「一簽多行」，民調統計如附表。 

附表 6-9       港人對「自由行」來港陸客政策意見調查統計表 

「自由行」身份來港  百分比 

應該增加 4.3% 

應該減少 60.1% 

保持不變 28.8% 

贊成取消「一簽多行」 61.3%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自由行政策意見調查，日期：6/2014。 

 

（二）內地化負面浮現 

香港旅遊業過多依賴內地市場並以其基本需求為導向，短期雖獲得大陸旅遊

市場利益，長期卻限制與國際市場脫節，首先在於國際遊客承載量相對減少與飯

店和景點等資源被大量陸客耗盡；其次陸客源量能於政策推促下，經營者一味追

求利益，疏於價值提升，喪失港人進取拼搏核心精神；再者真正旅遊經濟貢獻者

為歐美、東亞等國際遊客，陸客消費能力有限。422最後，入境不過夜大陸客 2011

年開始已佔總數一半以上，訪港旅客持續增加，但總旅客消費卻減緩，旅客購物

偏好改變可能為原因之一，但入境旅客結構改變，如 2014 年不過夜旅客近 60%，

大陸客更為 66%，應為主要原因。423客源地市場過於集中依賴「內地化」發展，

沖淡在地旅遊特色；店鋪租金供求失衡，影響品牌進駐與遊客消費力，削弱香港

競爭力；不過夜旅客增加，入境旅客與總旅客消費背離，增長水貨客，間接造成

資源被剝奪感，結果導致國際旅客流失，港人對內地人反彈，再而入境陸客也遞

減。424 

 三、認同差異 

                                                      
420

張曉明，〈港獨違法違憲氣焰囂張不容滋生〉，《大公網》，2015 年 2 月 14 日，

<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politics/2015-02/2922236.html>。 
421

〈自由行成雙刃劍，香港旅遊業出現瓶頸〉，《廣東經濟－粤港》，2014 年 2 月 9 日，頁 90。 
422

楊英、林顯強，〈香港旅遊業的內地化弊端與國際化走向〉，《南方經濟》，2008 年，第 10 期，

頁 75。 
423

〈2014 年上半年經濟報告香港零售業〉，《香港特區政府網》，2014 年 8 月 29 日，

<www.hkeconomy.gov.hk/tc/pdf/box-14q2-c1-2.pdf>。 
424

雷海粟、詹嬋娟，〈香港旅遊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港中旅在線服務》，2010 年 3 月 7

日，<http://www.hkcts.com/serve/yjcg/hktravl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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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陸資與陸客來港後，陸客身影無處不在，享有購物、置產、就醫與旅遊

休閒等同等待遇，消費甚至高出港人，往昔貧富區分之相對身份，差異條件已出

現模糊與心理不安，反射出矛盾與衝突，形成港人自我身份認同保護衝擊，如光

復旺角、反對大陸化等口號，視陸客陸民如蝗蟲，發起驅蝗行動等。自我身份認

同態度移轉自 2007 年大陸人大否決香港普選，引起泛民主派等不滿開始串連抗

議遊行活動及 2008 年金融海嘯威脅，加重問題複雜性，導致 2009 年起身份認同

出現較大變化；2013 年港人爭取真普選運動再起，身份認同更趨明顯，自認香

港人比例明顯增加，近 10 年成長近一倍，自認中國人比例明顯下降，同期下降

近一倍，2002-2014 年港人身分認同改變趨勢如下圖。 

   

附圖 6-1  2002-2014 年港人身分認同改變趨勢圖。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自行製表。 

 

 四、體制存疑 

    現實環境中香港為大陸一部份且受一國兩制管制，集體身分或同質性融合過

程，凸顯客觀現實之無法改變橫阻於前，自我認同與現實自此出現落差與裂痕缺

口。反射之於行為首先對回歸以來質疑，回歸後商業活動與利益盡入大財團所

有，愈發展愈差；其次對兩地人民交往產生矛盾，內地來港人已影響生活、衝擊

制度、爭奪資源、威脅港人利益。擔憂與抗拒最終發展對一國兩制設計之承諾質

疑，與對民主與司法獨立核心價值是否能持續也存疑擔心。425港人對一國兩制有

信心近 10 年已逐漸下降 1/3，未過半；反而對一國兩制沒信心同期成長 2/3 比例，

2002-2014 年香港人一國兩制信心指數如下圖。 

    港人對政治制度信心下降，反映於兩岸三地政府信任度，形成對台灣政府極

為欣羨嚮往作為補償。近 10 年港人對香港與北京政府信任已逐漸下降 1/3，反而

對台灣政府同期信任提高近 4 倍，殊值關注，港人對兩岸三地政府信任統計如下

附表。另依外資與民主推論，香港亦屬民主社會，雖高度依賴陸資與陸客市場，

民主程度應不受影響；證諸於港人近 10 年民主與自由指標，指數均於中高等級，

                                                      
425

鄭宏泰，〈解開香港人身份認同情感轉變的心結(二)〉，《香港電台「通識網」》，2014 年 5 月 12

日，<http://www.liberalstudies.tv/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043&mother_id=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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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不大，與理論契合，港人近 10 年對民主與自由指標統計如附表。 

    港人身分認同、一國兩制信心與對兩岸三地政府信任趨勢為反應對體制不

滿、社會衝擊不安與被剝奪感，然在港親中政黨、團體組織及陸資，更建立政商

勾結裙帶資本主義同盟（Crony capitalism），426操縱體制、經濟利益與話語權，推

波造成排他、敵對與親疏，左右政策發展、加劇社會撕裂，並擴大貧富差距。427 

    香港對陸資與陸客態度較諸台灣差異在於，香港較高程度希望限制陸客自由

行量，對陸資與陸企之戒心連結於結構因素，結構形成陸資與親中政黨勾結同盟

操縱體制、壟斷利益與左右政策、加劇社會撕裂；台灣則未排拒陸客於門外，然

對陸資進入旅遊產業則感受衝擊利益與擔憂中國因素入侵，利益與文化衝突尚待

磨合。 

 

  

 

附圖 6-2   2002-2014 年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改變趨勢圖 。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自行製表。 

 

 

附圖 6-3  2002-2014 年港人對兩岸三地政府信任改變趨勢圖。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自行製表。 

                                                      
426

唐逸如，〈香港的資本主義有多裙帶〉，《國際金融報》，2014 年 5 月 19 日，第 24 版，c8。 
427

黃偉國，〈社會撕裂真可怕？〉，《香港電台「通識網」》，2014 年 10 月 13 日，

<http://www.liberalstudies.tv/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363&mother_id=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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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10          2005-2014 年港人對民主與自由指標統計表 

調查日期 民主指標評分 自由指標評分 

2014/7 5.93 7.13 

2013/8 6.28 7.35 

2012/8 6.38 7.43 

2011/8 6.55 7.53 

2010/8 6.57 7.52 

2009/8 6.02 7.51 

2008/8 6.10 7.61 

2007/8 6.25 7.61 

2006/8 6.20 7.51 

2005/10 6.29 7.52 

平均值 6.25 7.47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網；10 分代表絕對民主或自由，0 分代表 

          絕對不民主或不自由，5 分代表一半，自行製表。 

小結： 

    香港回歸後大量陸資與陸民到港投資就業，2003 年大陸推動與香港更緊密

關係後，更加深擴大陸資、大陸人民與陸客到港；近年陸資財團對港政經控制與

與來港陸客對港民經濟與社會生活負面影響已漸漸凸出，加深大陸與港民間矛盾

衝突外，更激發港人自覺意識與認同問題。港獨與驅蝗均為較少數極端，然於深

港同城化與人民幣對外試驗區經濟目標與「一國兩制」垂範作用政治目的未達成

前，大陸放鬆對港控管機率甚微，港人本位主義及對陸民矛盾與衝突將更持續，

是否更漫延與發展成更大型爭民主與自由運動，殊值觀察。 

大陸客蜂擁赴港購物，主因於大陸內地採購進口產品尤其奢侈品須額外支付

增值稅、進口關稅與消費稅等近 40%；2015 年大陸廣東自貿區掛牌運作，目標建

立粵港澳新體制，持續需要借助香港扮演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基地外，深圳前海區

積極申設免稅購物中心，銷售各種進口商品，拉進內地與香港稅收差別，減少進

口關稅負擔。大陸開發自經區免稅中心為引導出境旅遊外購消費留住境內，減緩

香港採購風潮，進口物品課徵包含增值與消費稅之行郵稅可能近於 10%上下，香

港與內地免稅價格戰自不可免，對陸客而言商機可期，然衝擊香港旅遊經濟。北

京政府有持無恐對兩地人民矛盾態度強硬處理與香港政府持續推行一簽多行政

策，反應出香港自回歸以來政治與經濟發展已經融入區域化，對大陸高度依存需

要，一國兩制軌道前進目標下，大陸給與不能不要。 

自外人投資觀察，大陸對香港投資已 6 成以上把持，對香港經濟已壟斷掌

控，然 2003 年 CEPA 後，港人與產業陸續向內地遷移，形成產業空洞與人力斷

鏈；香港功能與地位日漸弱化，社會民心浮動加大，認同發生差異。旅遊經濟上，

過度依賴形成旅遊產業「內地化」發展，驅離國際化、削弱競爭力，入境量與總

旅客消費產生背離，造成資源被剝奪與反彈。大陸對港投資並未以促進經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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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反而利用、消蝕香港資源與資產，走向國際，同時將香港納入區內政治

與社會治理，造成人心背離兩地人民矛盾。大陸掌握內部化統治、資金所有權與

區位佔有優勢，將香港吞食，結果與外人投資預期背離。 

大陸加大與港政治與經濟依賴，假香港進行對世界資本與資產投資，資源掠

奪，打通通往國際市場道路後，以自由經濟口號在港操控親中政黨、團體組織搜

刮經濟利益，財富移轉特權階級與財團；依存越大，社會福利與經濟水準越差。

政治上，特區政府受北京操控，反映於人民則權力限縮倒退，對政府不滿與不信

任持續升高。 

大陸透過香港進行國際化、自由化與取得經貿霸權地位，然香港未獲利，反

而地位弱化被取代，劃入廣東另一專屬特區，處於被次殖民狀態，形成新體制作

為回報之代價，呼應理論之高度依存脆弱性。大陸得到面子與裡子，香港全都輸，

退回深港同城；大陸政策定位與定性下，任何經濟行為均為達成上層政治而努力。 

 

結語   

    未來國內旅遊業對陸資再開放，以旅行社機率較高、一般飯店次之，遊覽車

業機會較微。就影響層面，以飯店與主題樂園類影響較大，旅遊業次之。就政經

層面觀察，未來陸資旅遊產業來台投資仍以資金購置資產、市場換取軟實力，取

得市場佔有為主，其終極目的在於經濟外溢之政治效果。 

    陸資旅遊業開發國際營運商影響國內觀光旅館產業，透過境外公司入股併購

國內飯店，再以一般經濟飯店聯盟落地，結合遊樂園與景點，配合航空交通與線

上通路操作，再组成大型旅遊開發統籌後，區域一條龍產業鏈將出現。未來國內

中小型觀光飯店與旅館面臨陸港資區域一條龍產業將加速被併購或轉型退出，大

型觀光飯店集客弱化，指標性樂園經營移轉，品牌軟實力流失，產業鏈被壟斷而

斷鏈，同時加劇周邊房地產價上漲。另外，旅行社開放後可能導致大型旅行社自

主經營弱化出走，中型旅行業倒閉或退場，人才被挖角產業空洞化，陸客市場淪

為港陸資兩系統競爭壟斷，政府與國內產業淪為代理打工，功能萎縮，陸資企業

更有實力影響政府。依賴陸資與陸客市場，同時推升兩岸政治與經濟交流進入深

水區，達成大陸以經促統，區域化台灣目的。 

    香港受陸資與陸客影響，政治上對大陸與香港政府信任降低，對制度存疑；

經濟上生活負擔加重，社會上制度受衝擊、資源被剝奪，文化上資產與歷史被淘

汰，重要在於認同上表現非同一集體族群，滋生兩地敵對矛盾，台灣政治民主、

經濟自由與社會多元反而成為港人的想像。 

    當陸客成為各國提升 GDP 代名詞競相追逐之際，台灣旅遊環境較諸香港更

有條件學習歐美國家接待陸客之道；台灣已為港人想像國度，更不應步香港旅遊

發展後塵，宜引港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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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壹、研究發現 

 一、本研究主要發現在於： 

（一）陸資投資國內旅遊產業並非意願不高、僅於插旗或開發國內市場為主，而

是收購資產、品牌資源，以市場合作讓利善意換取依存，擴大對台行業市場壟斷，

將對台經濟崁入其區域經濟整合發展。 

（二）陸資來台進入旅遊產業已自客源爭逐轉向資產收購，逆送消費，減緩旅遊

服務逆差，未來更朝向旅遊整合服務發展為目標，將台灣發展成區域接待系統，

納入大陸海西旅遊經濟發展。 

（三）大陸旅遊產業走出去跨界經營尚於起步，來台操作一條龍能量與條件未

具，陸資一條龍為假想議題，主要在於國內產業利益未妥處分配與中國威脅未袪

除引發之爭議，然更應重視為港資區域一條龍朝跨區整合發展，對產業影響將更

深遠。 

二、開放陸資提供大陸對台讓利統戰操作，依存增加疏離也加大，互信卻降低。

大陸以惠台、讓利與善意等親台作為，加強依存形成共同體，再以經貿共識、論

壇、協議機制等升高關係，將兩岸關係鑲崁於中國內政議題；讓利邏輯與過度操

作反而引發國人擔心被利用與付出代價疑慮。大陸輸出陸客與陸資「走出去」來

台換取引進更多國人前往大陸旅遊與投資，平衡區域旅遊國際收支，同時操作話

語影響政策規範，提升協商籌碼，壓縮我方主權與國家安全等作協商交換。由旅

遊經濟拉出政治目的，對台灣作「合情合理」安排，逼迫兩岸提早進入政治深水

區。 

三、國內旅遊產業之旅行社與一般飯店產業尚未對陸資開放，然 2008 年開放陸

客來台政策實施後，港資旅行業陸續來台以外資身分投資佈局，突破我政府兩岸

經貿政策限制與作為陸資來台先遣。陸資企業以港資、台資或第三地非中資等迂

迴或直接收購、入股等方式，業進入未開放陸資產業，其中以投入觀光旅館、經

濟型飯店與小型商旅較積極，影響高檔飯店客源走向內地化與加速中低價飯店市

場整併生存。 

四、目前大陸居民出境旅遊量與消費居世界首位，然八成以上均為低價團費出

遊，主要問題在旅客事前投機心態，企業零負團費競爭非法經營、黑惡勢力滲入

與官方保護結合等，衍生接待社為回收成本之超團與欺騙行為。國內陸客旅遊市

場業複製大陸出境旅遊低價團費弊端觸角，並精進翻版，衍生後遺更難根治。當

世界主要陸客出境市場爭相提供便力爭取陸客之際，我國斷無拒渠等境外之理，

然台灣在地旅遊特色與人文豐富，宜該適當引導發揮，避免犧牲旅遊品質換取微

薄利益。 

五、大陸自 2009 年起境外旅遊國際收支出現逆差並持續擴大，主要集中亞洲內

部與美國、澳洲等，為降低出境旅遊消費對經濟衝擊，政策支持企業「走出去」

建立旅遊服務貿易回流機制，初期自陸客境外市場設立分社、購入飯店等，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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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目的地國資產投資替代價格戰，併購旅遊品牌企業、投資景點、遊樂場、賣

場等取得特許經營權與收購國際旅遊管理集團，向市場特許經營與佔有服務轉

移，進行「走出去」再「引進來」兩面發展平臺。陸資來台漸朝資產與資源掌控，

大陸福建自貿試驗區成立免稅區與發展對台旅遊對接，即為逐步落實回流機制，

避免對台旅遊順差成為逆差。 

貳、未來研究 

一、開放陸資與陸客政策未來對國內將更持續與擴大，觀察香港開放陸資與陸客

10 餘年，執政者滿足於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密臣屬，社會民心卻無感甚而反感，

導致對兩地政府信任度下降、未來發展存疑與自我認同發生改變，大陸以政治與

經濟手段綁架融合未成反而造成更大隔閡。 

    台灣加入 WTO 以後對陸資開放無法迴避，陸資與陸客發展對兩岸關係、國

家認同與身分認同是否發生影響？未來發展殊值關注。  

二、國內陸客市場客源、旅遊佣金支應與上下游產業連結泰半掌握於港資購物集

團，其發展與績效又勝於國內外事購物業者，更積極擴大行業間整合。政府雖極

力輔導本土企業，然成效與發展均未顯現，部分本土企業並被入股併購。港資購

物集團面對陸客行銷、行業併購與國內購物精品店之經營方式策略差異於何？何

以負面印象瀰漫仍能持續掌控旅遊產業鏈與陸客消費，其 Know-How 之道值得探

討。 

三、開放陸資與陸客之際，產官學界均認為國內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社會文化

多元對來台之陸資與陸客將啟同化與燈塔效應，加速大陸對政治與民主學習轉化 

。陸客港澳遊購物之餘是否沐濡人文與自由氣息，是否因旅遊經濟觸發大陸和平

演變或更行矛盾與對立？韓國、台灣與日本三國陸客年度入境量將陸續超過 500

萬與 1000 萬等，成為亞洲大陸公民入境量最多國家，對大陸政治與民主成長是

否潛移默化，尚待觀察與追蹤研究。 

四、大陸旅遊產業紅黑社會勢力共同操控積弊已久，大陸官方發現黑惡勢力已圍

繞批發、旅遊市場與經營黑旅遊路線等為主；旅行社、飯店、購物店、景點娛樂

與交通等已成為黑社會規模化非法介入之第三產業，組織也一條龍化，2014 年

大陸開展出境旅遊整治，非法與黑旅行社、來台黑旅遊路線列為重點，國內陸客

與旅遊市場是否同遭大陸黑惡勢力影響或兩地勢力已合作等，值得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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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陸 2010 年起走出去境外投資主要旅遊產業彙整表 

  一、飯店集團業 

類

別 

年度 

 

企業名稱 說            明 參考資料 

 

飯 

店 

集

團 

 

 

 

 

 

 

 

 

 

 

 

 

 

 

 

 

 

 

 

 

 

 

 

 

 

 

 

 

2010 錦江集團 收購美國獨立飯店管理公司

洲際集團－全球九個國家管

理近 400 家飯店。 

李仲廣、中國旅

遊業走出去回

顧與展望，企業

活力，2012 年 2

期 

2010 陽光飯店集

團 

收購柬埔寨吳哥皇宮渡假村。 同上 

2011 錦江之星 進駐菲律賓成為經濟型飯店

走出去第一例。 

錦江之星將落

戶菲律賓，每日

經濟新聞社

2011 年 9 月 2 

日 

2012 錦江集團 與歐洲最大飯店運營商雅高

聯手，收購法國飯店運營商盧

浮宮集團 

厲新建，中國旅

遊企業跨國(境)

經營潛力區位

研究 

2012 錦江之星 進入韓國首家經濟型飯店品

牌 

同上 

2012 尚客優集團 東南亞和歐洲投資 50 家連鎖

飯店 

同上 

2015 錦江集團 錦江與弘毅集團計畫於歐洲

購入 1000 家飯店。 

萬達、錦江、復

興開搶 再不投

資海外旅遊就

晚啦，博鼇觀

察。 

2015 錦江集團 收購美國喜達屋集團旗下公

司 Star SDL 歐洲盧浮集團

（Groupe Du Louvre），  

盧浮集團全球 46 個國家擁

有、管理和經營著 1115 家飯

店在，包括 Premiere Classe，

Campanile，Kyriad 和 Golden 

Tulip 等。 

投資熱情高

漲，中資集團踴

躍收購海外飯

店，《參考消息》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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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旅行業集團 

類

別 

年度 

 

企業名稱 說明 參考資料 

旅 

行 

社 

業 

2010 國旅總社 全球 10 個國家與地區設 12 個

全資與控股公司 

中國國際旅行

社總社有限公

司網站：

http://www.cits.c

n 

2011 國旅總社 澳洲與日本公司增資、德國與

美國進一步投資，澳洲、丹麥

哥本哈根、荷蘭海牙、比利時

布魯塞爾設簽證服務中心。 

同上 

2012 港中旅 香港、澳門設有 43 間分社，

在海外 11 個國家和地區設有

19 間旅行社 

中國港中旅集

團公司

http://www.hkcts

.com/touzi/gsjj/in

dex.html 

2013 港中旅 發展德國法蘭克福、慕尼克、

新加坡、斯德哥爾摩、哥德堡

與韓國等 7 簽證中心 

同上 

   

  三、航空運輸業集團 

類

別 

年度 企業名稱 說明 參考資料 

航

空 

 

 

 

 

 

 

2011 

 

 

 

 

 

海航集團 旗下大新華運通控股與美國

亞伯丁（A Berdeen Tours），香

港康泰等簽訂股權轉讓，區域

包括歐洲、美洲與港澳。  

彭磊義，如何加

快旅遊企業走

出去，時代金

融，2013 年 3

期 

2012 東方航空 與澳洲航空公司（「澳航」）成

立捷星香港，引進廉航模式進

入中國。 

Jetstarj 

2012 海航集團 收購約旦安曼連鎖飯店；收購

法國藍鷹航空 48%股權，構建

歐洲航線網路。 

海航再戰走出

去，2014 年財經

週刊  

 



226 

2013 海航集團 收購歐洲第三大飯店管理集

團--西班牙 NH 飯店集團 20%

的股權；2014 年增股權成為第

一大股東。 

同上 

2014 海航集團 2012 年和 2014 年，分別投資

非洲加納 AWA 航空公司和肯

亞航空。致力未來 5 到 10 年

內，資產 30%到 40%在海外，

海外收入占集團比重 30%到

40%。  

 

   

  四、網路線上旅遊業 

類

別 

年度 

 

企業名稱 說明 參考資料 

線

上

旅

遊 

2010 攜程旅遊網 攜程網提高台灣易遊網股份

至 50%，6.84 億港元併購香港

永安旅遊業務 

厲新建，中國旅

遊企業跨國(境)

經營潛力區位

研究，旅遊學

刊 , 2013 年 8

期 

2011 

 

 

 

攜程旅遊網 收購印尼國家航空公司鷹航

旅遊資源：飯店、導遊與交通

運輸等，提供一條龍旅遊服

務。 

彭磊義，如何加

快旅遊企業走

出去如上 

2013 攜程旅遊網 對北美出境旅遊網站途風網

收購。 

在線旅遊公司

鏖戰海外市

場：攜程聯手國

際飯店集團，21

世紀經濟 

2015 年 3 月 27 

日 

2014 攜程旅遊網 1.斥資控股德國開元旅遊

團，同年投資華遠國旅，擁有

中國赴歐洲旅遊的資源。 

2.購入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

郵輪、合資郵輪公司和國際知

名飯店管理集團「貝斯特韋斯

特」戰略合作，提供國際飯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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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服務平臺，建立走出去

戰略路徑，由輕資產 OTA

（Online Travel Agent 線上旅

行社）向重資產線下挺進。 

2014 攜程旅遊網 接受了國際線上旅遊社 OTA

（Online Travel Agent）美國旅

遊服務網站最大公司

Priceline，3 次增資。 

同上 

2014 去那兒旅遊

網 

 

投資東南亞最大移動搭車公

司 GrabTaxi；推出海外子品牌

qua，提供英文國際機票預訂

服務主打自由行。 

同上 

2015 攜程旅遊網 投資英國在線廉價航空機票

資訊集成和直連預訂平

臺——Travelfusion 

同上 

 

  五、綜合類 

類

別 

年度 

 

企業名稱 說明 參考資料 

地

產

等

綜

合

企

業 

2010 深圳新世界

集團 

收購洛杉磯萬豪飯店、喜來登

環球飯店 

彭磊義，如何加

快旅遊企業走

出去。 

2010 復星集團 收購法國地中海俱樂部 7.1%

股權 

如上 

2011 弘毅投資集

團 

入股日本東海觀光有限公司

打造旅遊平臺 

如上 

2012 格林豪泰集

團 

美國、孟加拉國、越南等國成

功布點 

飯店餐飲旅遊

行業研究，中投

顧問研究週刊。  

2012 萬達集團 併購美國 AMC 影院公司 如上 

2012 綠地集團 與西班牙 MELIA 集團位於德

國法蘭克福的商務飯店進行

全權管理戰略合作，使用綠地

品牌命名。 

同上 

2013 北京華榮建

業地產公司 

德國法蘭克福投資興建華榮

陽光飯店 

如上 

2013 開元旅業集

團 

收購德國法蘭克福市四星級

金鬱金香飯店；2008 年接受美

慧聰飯店網，行

業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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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凱雷投資 1 億多美元。 

2014 萬達集團 在海外以文化產業名稱投資

娛樂和旅遊產業並購為主，房

地產是作為飯店業務發展的

一個方面，萬達集團更在美

國、西班牙、澳大利亞相繼投

資與擴張房地產業。 

王健林：併購盈

方只是開始 今

年至少三宗並

購，網易，中國

經營報 

2014  複星集團 通過旗下子公司參股馬來西

亞餐飲連鎖集團食之秘(Secret 

Recipe)，成為第二大股東。 

併購方法論：最

愛消費一年狂

撒 211 億美

元，商業週刊中

文版 

 

2015 安邦保險 收購美國華爾道夫飯店，原持

有者希爾頓集團繼續享有長

年飯店經營權。該飯店為美國

參加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下

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官邸

設立處，意義特殊。 

中國網引自環

球時報 

2015 復星集團 聯合收購 Club Med 地中海俱

樂部。Club Med 為全球最大度

假村連鎖企業，在 22 個國家

擁有 66 個度假村。 

併購方法論：最

愛消費一年狂

撒 211 億美

元，商業週刊中

文版。 

2015 復星集團 合資收購英國太陽劇團部分

股權 

同上 

2015 復星集團 購入英國市場概念飯店品牌

旅遊集團 Thomas Cook， 

Thomas Cook 擁有 220 家概念

飯店，為進軍中國對歐洲飯店

業市場佔有。 

同上 

2015 萬達集團 控股歐洲體育傳媒巨頭盈方

體育傳媒集團，收購西班牙馬

德里競技俱樂部 20%股權。 

澳洲興建五星級萬達文華飯

店、公寓和商業目標，在海外

的投資以文化產業和旅遊產

業為主，作大旅遊產業鏈企

萬達、錦江、復

興開搶 再不投

資海外旅遊就

晚啦，博鼇觀

察，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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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六、2014 年起大陸旅遊產業和外國旅遊供應商合作統計 

年度 企業名稱 說明 參考資料 

2012 東方航空 與澳洲航空公司（「澳航」）成

立捷星香港，引進廉航模式進

入中國；與澳航聯盟佔有半數

以上澳洲往來上海市場。 

Jetstar 網 

2014 漢庭連鎖飯

店集團 

與法國雅高飯店集團（Accor）

合作，成為雅高在大陸、臺灣

和蒙古獨家加盟商，負責雅高

旗下美爵、諾富特、美居、宜

必思尚品和宜必思等五個飯

店品牌的經營與開發，計畫 5

年內開設 400 家飯店。 

贏商網新聞 

2014 阿里巴巴集

團關聯公司

支付寶 

與新加坡 nets 卡、泰國 rabbit

卡、澳門通卡與韓國

KSCCT-money 交通卡推出海

外交通跨境服務卡，方便陸客

乘搭公共交通。交通跨境服務

卡區域涵蓋主要陸客旅遊地。 

聯合早報：2014 年 12

月 2 日。 

2015 國航集團 與紐西蘭航空航線聯營作，開

啟北京、上海與紐西蘭直航市

場。 

中國國航與紐西蘭航

聯營合作取得新進展 

，美通社。 

資料來源：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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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兩岸服貿協議旅遊服務與相關產業立法院公聽會意見彙整 

產

業

別 

單位職

稱姓名

與代碼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產業與影響發言摘要 參考

資料

來源 

旅

遊

服

務

業 

（

T） 

中華民

國旅行

商業同

業公會

全國聯

合會理

事長 

姚大光 

（P1） 

 

臺灣在 WTO 架構下就開放讓國外在臺灣設立旅行

社，如日本的 JTB，澳洲、新加坡、香港、澳門等

都來，開始都大張旗鼓，現在大部分都回去了，澳

門中旅臺灣業務僅限於臺胞証的服務，為什麼？原

因在於臺灣有 3,200 家旅行社，競爭非常激烈，利

潤微薄，再者消費者保護相關條例、無過失賠償與

媒體等，外資旅行社無法適應打退堂鼓。 

臺灣旅遊業者 95%以上都是中小企業，成員三至十

個人，已經培養非常好的服務觀念。過去 20 年，

大概有 20 家左右的臺灣旅行社已經在大陸設立據

點，是不合法、地下化，臺灣人到大陸旅遊也尚未

一條龍，服貿過後臺灣在大陸旅行社可發展成一條

龍。臺灣國內旅遊有 1.4 億人，大陸國內旅遊「十

一」假期就有 4 億人，大陸市場是比臺灣大很多，

在 WTO 的架構下陸資上海的攜程網經美國納斯達

克收購臺灣「易遊網」旅行社，至今也沒有對旅行

社造成競爭。 

服貿開放大陸國旅、中旅和青旅三家大旅行社，會

衝擊國內旅遊業，政府應該要給輔導和協助產業升

級，最大的衝擊就在公司行號的員工旅遊業務，擔

心會有不公平的競爭，我們主張是開放，對臺灣會

更有利。 

立法

院公

報第

102 卷

第 47

期，委

員會

告，頁

113。 

第 53

期， 

頁

514。 

臺北市

旅行公

會召集

人 

王明仁 

（P2） 

 

大陸對臺開放旅遊業，就臺灣旅遊業者言，有急著

要過去的嗎？急的是少數旅遊集團，能到大陸投資

有幾家呢？大陸的潛規則壓力是否適合中小型企

業發展，值得懷疑，民生東路漸漸成為陸資航空一

條街，但大陸現在仍不開放延遠權，臺灣航空業者

競爭力必會日漸薄弱，紐西蘭開放第五航權給臺

灣，為何不要求大陸開放呢？ 

未來規劃開放陸資納入旅館業、餐飲業、中小型運

輸業及旅遊服務業，與 WTO 開放性質不同；陸資

來臺一定經過國臺辦推薦，發改會審核，預期一定

是大型化企業，進入後，操作模式不會單以國內旅

遊來競爭，誰能保證不採一條龍模式經營？臺灣觀

立法

院公

報第

102 卷

第 53

期，委

員會

告， 

頁

507-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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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政策過度依賴中國觀光客市場，中國旅遊法就限

制陸客來臺，未來服貿協議更開放中資進入臺灣觀

光旅遊業，臺灣將更受箝制。 

足以預見臺灣開放是政府「一廂情願」，中國對臺

「潛規則」太多，臺灣根本無力招架。 

鴻毅旅

行社負

責人蔡

家煌 

（P3） 

 

旅行社是個外交、情報、戰略的產業，絕對不能隨

便開放，旅行業對中國來是個戰略產業。2012 年

大陸遊客是 258 萬人，實際旅客 210 萬人，一天 18

塊，3 到 6 個月才能收到錢，到今天大陸已經欠積

幾十、幾百億的錢，臺灣賺到什麼？旅遊業者一定

收得到嗎？210 萬陸客進來，故宮、阿里山、花蓮

等都淪陷了，臺灣的承載量有多少？我們要的是品

質，而不是以量取勝！臺灣的觀光產業不是只做陸

客，為少數利益者累積更多財富。 

大陸企業只要投資 30 萬，就可以來臺 12 個人，董

事、經理、主管以及技術人員 4 位，每個人可帶 2

位家屬，形成變相移民。 

創新旅

行社董

事長 

李奇嶽

（P4） 

旅遊業在兩岸交流方面占了很重要的部分，也衍生

出非常多問題，未來開放 3 家旅行社，三、五年後

可能再進一步的開放與同意辦理出國旅遊，要求更

多；這 3 家旅行社的任何 1 家都大過臺灣最大的旅

行社，在這邊落地生根後，又開放更多的時候，勢

必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旅遊業最想要的是臺灣的旅

行社能夠在中國大陸直接招攬旅客來臺灣玩，避免

陸資一條龍、港資一條龍，把旅行社、車行、遊樂

區全部買斷。 

旅遊業

從業人

員 

蕭嘉弘 

（P5） 

 

開放中國團到臺灣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很多脫序的

行為，如果中資進來中國業者長驅直入，整個臺灣

環境的傷害是存在且必須注意。現在導遊業無照導

遊問題一直存在的，有管道開大門讓他們進來，無

照導遊的問題將來是會更難以預防。大陸觀光客，

愈來愈多後遺症已經出來了，把臺灣印象的滿意度

評分拉低拖垮或排擠的效應出現，產生一些觀光飯

店不接待中國觀光客，如果品質一直無法提升，對

臺灣來說一定是弊大於利。其次要跟他們競爭的

話，臺灣的旅遊從業人員一定會微利化，既然是微

利化，再來就是比價格，不是人數增加就能夠有獲

利，獲利可能是特定人或團體，真正低層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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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嚴重的衝擊狀況。 

建國科

技大學

觀光系

系主任

邱長光

（P6） 

 

我們觀光產業需要去突破第一國際化；第二規模

化；第三品牌化，就是「旅遊集團」概念，臺灣目

前沒有真正國際化的旅遊集團。大陸大的觀光旅遊

產業，就是用集團化的觀念在經營，背後都有黨政

軍的色彩。中國大陸 3 大旅行社，是國家旅行社，

力量無遠弗屆，臺灣旅遊業不需要太擔心服貿，應

該要想辦法改變我們的體質，增加過程中競爭能

力。 

交通大

學運輸

研究所

教授 

馮正民 

（P7） 

 

 

觀光旅館、空中纜車、觀光遊樂業開放了，有觀光

旅館 3 三家申請，原因市場不大，申請之陸資不是

出資就可以，必須通過多層審查。未來旅行社是有

限性的開放，「一條龍」不容易做到了；過去有

FedEx、UPS、宅急便進來，引進了美國、日本先

進技術、資金，提升了產業。不過，惡性競爭和併

購就是要靠政府管制，不只陸資，所有外國資金，

甚至本國的資金，都一樣要做合理的監督，同時要

有機構在大陸幫臺商蒐集整體的市場資訊，提升競

爭力。 

真理大

學教授 

陳俐甫 

（P8） 

 

 

部分業者認為旅遊業很堅強、家數多、經得起挑

戰，所以主張開放，問題是開放失敗，這些 4、50

歲從業人員如何轉型？涉及很多家庭生計問題，政

府有考慮？政府提出 952 億基金是 ECFA 留下來

的，因為經調會認為這沒有任何廠商因 ECFA 受

害，所以沒有撥出去補救。如果推動兩三年之後業

者倒了，剩下強業者主導補償，真正弱勢的中小業

者根本拿不到這筆錢；反而有可能去大陸的業者把

臺灣的關鍵專業技術人員帶到中國跟大陸的資本

結合後，在那邊創業，順便把臺灣這邊屬於低階、

老旅遊從業人員解聘然後倒掉，如此就可拿政府經

費貼補大陸的事業兩頭賺，不但中小業者沒補助

到，有可能造成國家更大的損失。 

未來開放以後，大陸所需的不是臺灣的資金，也不

需要人力，需要的是關鍵技術、資深有經驗的導遊

中間幹部及這些 know-how，絕對不是剛畢業的年

輕人，我們最大的問題是青年就業，開放以後臺灣

的失業問題會更嚴重 

中華電 將旅遊產業視為發展當地在地經濟的火車頭，在地

 



233 

信公司

前董事

長 

賀陳旦 

（P9） 

經濟又可改善城鄉落差，很多國家審查國外旅遊業

投資，都要求要有最小的當地就業量，臺灣更要落

實在地參與，使旅遊連結服務品質與在地機會。 

中興大

學應用

經濟系

教授 

陳吉仲 

（P10） 

每年有 200 萬陸客來臺灣，每次停留臺灣消費金額

是 63,000 元，然其他國家旅客是 9 萬元，在資源、

地方有限之下，陸客來臺絕對會產生排擠效果，更

何況中國旅遊一條龍影響。 

（立法院公報，第 7 期，委員會報告，頁 32-59。） 

 

花蓮觀

光旅館

商業同

業公會

理事長 

陳惠慈 

（P11） 

2009 年開放後，花蓮 6 家觀光旅館只有 2 家申請

陸資部分；目前已經是全球化的市場，支持開放，

保護會降低競爭力。臺灣缺比較有名的國際飯店投

資，成為國際型的都市或旅遊環境，成為一個好市

場進來投資。臺灣企業要走出去除了創新之外，自

己本身文化、藝術也要加強，這部分政府應該多給

協助，如產業升級、服務升級等。 

冬山河

香格里

拉飯店

董事長

張清來 

（P12） 

 

 

 

開觀光旅館臺灣不是沒有錢，只是面臨經營薄利，

因此是否需要國外來這裡投資競爭？造成供給大

於需求，然後變成利潤降低。大陸同意臺灣去投

資，一般的人民有辦法嗎？去那邊都是大財團，來

這邊都是侵蝕到中小企業和農民。臺灣農業辛苦轉

型到服務業、休閒農業，農民競爭力薄弱，再開放

競爭、削減收入，會影響到生存及生計，所以要配

套好。三年再三年，無限延長大陸人在臺就業，這

樣會衝擊到臺灣人民本身的就業問題，我們最終還

是要開放，但要好好保護這些農民、農村及旅館業

者，然後再行引進。 

 

航空運輸業（A） 

產

業

別 

單位職

稱姓名

與代碼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產業與影響發言摘要 參考

資料

來源 

航

空

運

輸

華航經

營企劃

室副總

經理 

民航業設立分公司與銷售空運服務，從 2009 年開

始都已實施多年，開放並沒有影響，但直航的量

都是不夠的，重點航線是太平洋中轉之利基，2013

年國際民航組織跟 Oxford Economics（牛津經濟研

立法

院公

報 

第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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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A） 

董孝行

（P1） 

究院）研究臺灣整個產業貢獻，核心是民航，第

二圈外圍是上下游產業，機場或其他上下游事

業，第三圈是整個觀光旅遊事業，無論是就業率

或是 GDP 的貢獻，民航業佔 1/4，所以支持政府加

快腳步。 

卷第

53

期，委

員會

報

告，頁

483-4

90。 

桃園縣

產業總

工會顧

問 

毛振飛

（p2） 

以國家安全的立場去思考，不贊成機場或港口的

開放，因為對方並不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大陸

各機場地勤公司都由機場集團公司統籌設立，其

他外來的公司要進去拓展業務，是非常非常困

難，缺乏公平競爭條件；臺灣在廈門機場地勤是

由華航、長榮、臺勤等公司投資，是比較順利的，

但在天津機場，臺資華宇貨運站已經撤資，因為

那邊完全攬不到貨，不可能有公平的競爭。 

以貨運量經營而言，現在是已一個飽和狀態，只

夠養活臺灣自己航空公司，如果再開放，讓大陸

公司進來，以他們經營的策略只是想掌控而非以

利潤為導向，將會有更多的公司面臨瓦解、倒閉。

就勞工立場而言，在前一階段中美貿易談判開放

美籍兩家公司來臺灣投資，臺灣勞工的勞動強度

是增強的，但收入相對是減低的，而且，增加了

更多的外籍勞工和派遣勞動，假如再讓中國大陸

的公司進來投資航空地勤或是貨運，可預見未來

臺灣的勞動條件將降的更多，工人將面臨更多中

高齡失業群，因此，就勞工立場，堅決反對這種

不公平的競爭與，沒有管制的開放。 

 

運輸業（B） 

產

業

別 

單位職

稱姓名

與代碼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產業與影響發言摘要 參考

資料

來源 

運

輸

業 

（

B 

） 

臺北市

小客車

租賃公

會 

吳順杰

（P1） 

服貿協議前，陸資已經以白手套方式進入，如承租

車網路低價促銷。雖然基層產業沒有陸資進來，但

以金錢誘導，高薪挖走培養十幾年的人才。 

立法

院公

報 

第 102

卷第

50

期，委

員會

開南大

學觀光

中國一家投資公司來，會把幾千家的物流業收歸到

底下，大家就天天看他們的臉色，陸資來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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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學

院院長 

陳武正

（P2） 

採旅行社、旅館、特產店、遊覽一條龍模式經營，

讓我們臺灣的旅遊業者沒有辦法經營。為什麼很多

大老闆不反對服貿？因為只要反對，大陸廠就會被

收掉，但很多中下層從業人員都反對。 

報

告，頁

137-1

43。 

中華民

國全國

駕駛員

職業總

工會秘

書長 

黃淑惠

（P3） 

公路運輸它屬於境內產業，我國陸上運輸的量根本

沒有增加，若再開放進來，只會有惡性競爭，雇主

為了降低成本，把勞工的勞動條件降低，勞工被迫

接受一個不屬於他應該有的勞動條件，而影響到他

的生活，甚至落入一個惡性的循環。 

法院

公報 

第 102

卷第 5

期，頁

483-4

90。 

中華民

國遊覽

車全國

聯合會

理事長 

徐浩源

（P4） 

 

如果未來開放陸資進入遊覽車業我們是積極反對。 

全國有 1.5 萬多輛遊覽車，950 家公司，靠行車占

60%，平均每家公司 20 輛以下，50 輛以上經營者

不到 20 家，是資本密集、勞務密集的行業，輛遊

覽車每部 600 萬元以上，70%、80%貸款，年限平

均是 5 至 7 年，每個月貸款繳金額 8 至 10 萬元，

政府未來開放遊覽車業，大陸會挾帶大量的資金一

次購入 100 輛以上，不用貸款又是新車，將會嚴重

臺灣業者。 

去年 10 月 1 日大陸旅遊法公告以後，目前至少有

600 至 1,000 輛的遊覽車沒有生意做，目前跑大陸

團遊覽車平均有 2,000 至 2,500 輛，十一長假陸團

少了 3 至 5 成，就有 600 輛遊覽車停擺，繳不起貸

款，旅行社，藝品店可以停業資遣，遊覽車業沒有

辦法賣車，而且還要繳貸款。 

第 102

卷第

53

期，委

員會

報

告，頁

505。 

 

 

餐飲業（C catering） 

產

業

別 

單位職

稱姓名

與代碼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產業與影響發言摘要 參考

資料

來源 

餐

飲

業

（

C） 

展圓國

際公司

董事長 

張寶鄰

（P1） 

臺灣是海島型市場，不走出去，別人一定會走進

來，開放餐飲業，對岸會大舉到臺灣來開店可能性

並不高，他們業者並沒有必要到臺灣跟我們競爭，

對岸連鎖業如俏江南、小肥羊、全聚德、譚魚頭也

到臺灣過，有的已結束，有的還在慘淡經營，所以

開放，臺灣餐飲業是可以激發潛能替代遭受壓力，

立法

院公

報第

102 卷

第 79

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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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方面，不會讓大陸勞工大量進入。 員會

告， 

頁 32

－

59。 

 

 

 

 

 

 

 

 

 

中原大

學企業

管理學

系教授

林震岩

（P2） 

自 1952 年開放日資來臺之後，投資件數只占臺灣

批發零售業的 0.39%；2009 年開放陸資來臺後，近

三年來臺資到大陸的件數是陸資來臺件數的 2.78

倍，投資金額是 33.42 倍，陸資來臺相對於臺資到

大陸是小很多。臺灣批發零售業者對陸資來臺看法

是臺灣有優勢的；文具批發業者認為臺灣已經過度

競爭陸資沒有太大興趣來搶奪小的市場，成衣批發

業者去大陸向臺商下單，陸資批發來臺，不可能打

破現在的管道的商業模式。 

來臺陸資廠商發現臺灣市場太小了，只把臺灣當成

試驗點或蒐集情報，未來繼續擴大規模並不是太有

興趣，只在插旗；而且陸資來臺批發業與餐飲業目

前沒有太成功的例子，我們應該要有信心，有能力

來面對大陸的挑戰。 

臺中市

烹飪公

會理事

長 

葉信宏

（P3） 

臺灣餐飲業不管在銷售、展店、就業人口都在上升

中，在科技的應用、人才的管理及培訓具有競爭

力，不怕大陸業者來臺灣投資及與我們競爭，大陸

再 5 年不管是硬體、人的管理或生產效能等方面，

都不是我們對手，相互投資沒有反對的理由。  

中興大

學應用

經濟系

教授 

陳吉仲 

（P4） 

因兩岸文化、語言等關係，美國、日本等其他外資

進來時促進多元化，產業不怕會受到影響，但陸資

來進來，餐飲、批發物流業是會被替代；開放對產

業教育程度比較低的人口會有影響，以零售、批發

及美髮業為例，若對方資本進入規模擴大導致家數

減少，則高中程度以下評估有 3 萬 5 到 10 萬人受

到衝擊。 

國立臺

灣大學

經濟系

教授 

林向愷 

（P5） 

臺灣服務業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部門，中國業者相

對於其他國家而言，進入臺灣市場的天然障礙非常

小，所以進入加上原來所形成依賴中國的現象，很

中國就控制臺灣的經濟。 

基層服務業第一需要在地服務，不能夠跨境如美

容、餐飲、運輸，第二是屬於勞力密集的，第三是

微型企業，平均僱用人數約 4 人左右像美容院；基

層服務業只能透過商業據點的呈現，是臺灣經濟安

全最後一道防線，開放太多，會有嚴重的衝擊，經

濟安全網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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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零

售業者

黃淑純

女士 

（P6） 

臺灣基層餐飲服務、品質與訓練都比較好，未來中

國基層餐飲業進來，在地高品質的服務人員很難競

爭得過薪資較低的中國人，屆時低薪、服務品質較

差中國人勢必會取代在地人力，等於劣幣驅逐良

幣；讓中國人大量進來，和我們一起在臺灣做生意

和服務，在中國尚未對臺降低軍事準備前，永遠是

擔心的。 

 

 國家安全（N） 

項

目

別 

單位職 

稱姓名 

與代碼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產業與影響發言摘要 參考

資料

來源 

國

家

安

全

（

N） 

 

臺灣綜

合研究

院研究

員 

戴肇洋 

（P1） 

 

 

 

 

 

 

服貿協議自 2013 年 6 月簽署至今已 8 個月，國內

到目前的確沒有共識，各說各話、各有各的表述，

在野陣營一直提到服貿協議不對等、不合理。 

加入 WTO 入世承諾答應開放 119 項，今天對大陸

只開放 64 項，其中有 27 項早就已經開放了，只剩

下 37 項。會這麼反對、敏感，無外乎存在中國的

元素。 

因為中國元素，特別是強權到霸權，對臺灣產生威

脅性，使得議題比較重視、比較注意。 

未來和很多國家，TPP、RCEP 協議，都比服務貿

易這個更高層次，但只要服務業的經營模式不斷創

新、附加價值不斷增加、服務品質不斷改善、服務

有差異化，技術不斷創新，有什麼好怕的？ 

立法

院公

報第

103 卷

第 17

期，委

員會

報

告， 

頁

214 。 

臺灣科

技大學

企管系

張順教

副教授 

（P2） 

近年零售、流通業與屈臣氏等業者自香港或新加坡

等地進入臺灣供應鏈，大陸物流業、流通業也會透

過第三地進來，但對臺灣而言，禁止對方等同限制

臺商，雙方缺乏平臺來解決問題。基此，與其禁止

不如開放，以合作替代競爭。 

第十

二場

公聽

會頁

74-78 

臺灣大

學經濟

系教授 

林建甫 

（P3） 

 

 

同時我們擔心大陸銀行來臺搶市場，或把我們個人

資料洩漏出去，但聯徵中心要取得資料有一定的程

序和審核過程，並非隨便就可以把我們國安、資料

給搶走。大陸銀行業到臺灣搶市場，是很難的，如

花旗和匯豐銀行在臺都已經營很久，也沒有把彰化

銀行、第一銀行和臺灣銀行打敗，國安的事情當然

值得去考慮、需要有憂患意識，但不要無限上綱，

立法

院公

報第

102 卷

第 53

期，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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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國安的問題都提出來，限制住我們自己的機會。

因為跟大陸談判就是有來有往，要是什麼都不給

他，相對的，自己的機會就限縮了。不要用國安的

事情完全限縮住下一代的發展，兩岸和諧發展讓臺

灣人有更大的機會，這是讓臺灣走出去，也是讓我

們的下一代未來有更多的發展空間，臺灣的經濟也

才有辦法更好。 

報

告， 

頁 162 

-163。 

 

開南大

學行銷

學系教

授 

吳明敏 

（P4） 

 

 

服貿開放，完全是一條龍式，以零售為例，對岸從

批發、物流到零售整個是一條龍式，其中倉儲業持

股雖不超過 50%，但很容易操作掌控決策與董監

事。 

臺灣屬於淺碟式經濟，物價容易受到颱風及豪雨影

響，當掌握整個供給與調配之後，我們物價穩定、

糧食安全及國家與社會安定存續就會受到影響，開

放有些行業會因此獲利，但可能會發生更多的損

失，尤其是國家安全，那麼多中國人來臺灣，他們

心態會認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地方，臺灣是

中國的一省，在此前提下，政府部門如何看待 ？  

立法

院公

報第

102 卷

第 53

期，委

員會

告，頁

519- 

520。 

臺灣大

學經濟

系主任

鄭秀玲 

（P5） 

 

 

 

 

 

 

 

 

 

 

 

 

我們跟其他國家比如紐西蘭簽協議都沒有問題

的，但中國是語言相近，其次是大型國營企業產業

背後有政府支持，而我們大多是 5 人以下微型企

業；再加上他們一條龍的上、下游經營模式，衝擊

會遠比其他國家來的大，友達的董事長曾說：他們

政府有支持的產業最好不要去碰，碰了就一定會完

蛋。 

香港在跟中國簽協議時，沒有像臺灣全部都開放，

每年再用補充協議方式逐步開放，到今已簽第十個

補充協議，同時香港也變成專業人士全部都跑走

了，開放要有國家安全觀念，國家的利益要大於商

業的利益。 

就國家安全部分，我國的物流、金流系統全部都開

放，中國還希望把我們所有的醫師、會計師、建築

師、軟體工程師等專業人才全部吸引過去，以發展

他們的「十五計畫」，提升其服務業的競爭力。我

國的專業人才全部被吸走了，中國允許我國的醫護

人員過去獨資設立醫院，他們還可以來臺灣合資，

再把我國的醫護人員送到中國去。 

立法

院公

報第

102 卷

第 47

期，委

員會

報

告， 

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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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

學教授 

黃文鴻 

（P6） 

 

 

 

 

 

 

 

 

 

 

 

 

 

如果是和美國、日本甚至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簽屬

類似的服貿協議，不會有這麼大的爭議，因為，這

些國家對臺灣沒有野心繼 ECFA 之後，中國大陸的

策略就是持續以吸引臺灣大企業及金融業赴中國

投資的方式，擴大對臺灣的影響力與控制，臺灣中

小企業赴中國投資，基本上無礙於中國政府的統

治。然開放陸資到臺灣投資，稀釋臺灣中小企業的

經營基礎，引進中國人力資源，對臺灣產生量變與

質變的影響，從草根擴大對臺灣的影響力與可能的

控制。 

因此，兩岸服貿協議絕對不僅是經濟議題，還涉及

兩岸互動時的國家安全策略，  

事實上，臺灣與中國政府主管機關體制運作的差

異，中國「一條鞭」運作模式，是普遍存在服務貿

易項目執行時的潛規則。所以在中國政府主管機關

運作體制與臺灣的差異，以及「一條鞭」市場運作

模式下，將使臺灣服貿開放的領域，面臨難以預測

的衝擊。 

對於中國大陸主管機關的運作體制與以及「一條

鞭」市場運作模式，政府主管機關應保持高度的警

覺性，及時建構適當的配套與防禦措施。 

立法

院公

報， 

第 102

卷第

51

期，委

員會

報

告，頁

366-3

68。 

 

 

 

 

 

警察大

學國家

安全係

副教授

董立文 

（P7） 

 

 

 

 

開放陸資來臺投資之後，2010 年鼎新電腦案和南

山人壽投資案，是影響經濟、資訊安全的重大投資

案，但把關卻不嚴謹。大陸地區軍方投資企業、子

公司、孫公司或分公司等，並未清楚掌握或列舉，

以及軍方投資以合資、入股、參股、逆向收購、戰

略合作或策略聯盟等形式，亦未區分清楚。 

中國大陸經商有所謂的潛規則，假如政府部門對在

中國大陸獲利的部分沒有將潛規則成本評估進

來，那麼所謂的制度化、透明化都是自欺欺人的，

「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進入大陸都被潛規

則。 

立法

院公

報第

102 卷

第 47

期，委

員會

報

告，頁

117。 

資料來源：1.立法院公報。 

2.兩岸服貿協議（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簡稱 CSSTA），本

文代號：S；另外產業與項目代號如下：旅遊服務業（T）、航空運輸

業（A）、運輸業（B）、餐飲業（C）、國家安全（N），單位職稱姓名

以（P）為代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