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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旨在關注中國大陸在 2009 年與 2010 年對台灣進行政策性採購的事

件。兩岸在 2008 年 5 月正式開展經濟制度化的合作之後，同時中國大陸也積極

的對台灣進行採購活動，以表達其協助台灣經濟發展的善意。但是，政策性採購

屬於非制度性的經濟政策，也往往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並兼具「強制性」與「交

易性」的經濟策略術性質。是此，兩岸既然要走向制度化的經濟合作，中國大陸

為什麼要對台灣進行採購?是基於經濟合作的目的?還是在經濟議題上進行統戰?

抑或是累積經濟制約的能量? 

 近年來，既有文獻對於政策性採購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面向：第一、以國內

經濟發展為主。其目標為發展國內的經濟能力，並透過採購先進國家的設備與技

術，進而提升國內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第二、拓展政治影響力。其目標為：

提升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增加在國際組織內的影響力，以及提高對其他國的交

叉利益。因此，政府透過採購政策的制定，在經濟上有助於國家內部的經濟發展

並擴展國際市場；在對外政治上則具有外交政策的延伸效果。而本研究認為，在

特殊的兩岸關係背景下，中國大陸政府為兼顧政治目標與國內經濟發展，在採購

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會依照其政經目標的改變而調整採購政策的經濟策略術性

質，有效的將政治與經濟議題連結與分離進一步達成其特定的目標。 

 

關鍵字：採購、經濟策略術、經濟合作、經濟統戰、經濟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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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inland China’s Procurement Policies  

to Taiwan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discuss the China’s Procurement Policies to Taiwan in 2009 

and 2010.Since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launched economically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in May 2008,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active with procurement to 

Taiwan in order to provide friendly assistance for Taiw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institutionalized procurement also means “non-institutionalized” economic 

policy, which is frequentl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ower and meanwhile includes 

economic strategies, “coercive” and “exchange”. Therefore, why does China 

Mainland adopt activities of procurement to Taiwan since Taiwan and China are 

aiming to institutionally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it because of a purpos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united front in economic issues or accumulating the energy of 

economic restri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toward research of policy  procurement 

basically divide into two dimensions: one mainly targe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 which aims to develop economic capability in the country and 

strength competence of domestic industries in the globe by purchasing facilities and 

technique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other is to build up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which 

aims to promote positive image on international, increase influences amo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nhance cross-profits to other countries. Hence,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s procurement policies would be helpful to develop economy 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s causes extending effects in 

diplomatic policies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tics. The study reckons, under the 

unique political circumsta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Mainland,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adjust procurem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chang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oals, in order to give consideration to political goal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when execut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curement 

policies, which will effectively lea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to reach a specific 

goal.         

 

Keywords: Economic Statecraft, Economic Cooperation, Economical United Front, 

Economic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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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分為五個部分，分別闡述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問題與架構、

相關文獻探討、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藉以描繪本文的研究整體輪廓

與架構內容。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紀念「告台灣同胞書 30 年」座談會上，中國大陸國家

主席胡錦濤對於兩岸政策的發展進行演說。其中，關於兩岸的經濟合作議題，他

表示：「兩岸同胞要開展經濟大合作，擴大兩岸直接三通，厚植共同利益，形成

緊密聯繫…歡迎並支持台灣企業到大陸經營發展，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大陸企業

到台灣投資興業…期待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推動經濟合作制度化…兩岸可

以為此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有利於台

灣經濟提升競爭力和擴大發展空間，有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發展，有利於探討兩岸

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 」1這同時也呼應了

2008 年 4 月在博鰲論壇中與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代表團所達成的兩岸經濟

合作共識，使得兩岸的經濟「正常化」與「制度化」合作勢在必行。2似乎正如

自由主義者所言，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區域之間合作議題的廣度與深度不斷

增加並朝向互賴合作的脈絡發展。 

 

                                                      
1 在這場會議之中，胡錦濤提出了六點對台原則，分別為：一、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

二、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三、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四、加強人員往來，

擴大各界交流；五、維護國家主權，協商對外事務；六、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帄協議。基本

上，仍然維持著「告台灣同胞書」的原則。對於經濟合作的部分，則強調加強兩岸正常化與制

度化的目標，本文主要關注於第二點的經濟合作的部分，兩岸經濟合作議題為本文討論的重

點。請參照：中評網（2008），〈紀念告台灣同胞書 胡錦濤重要講話〉，【線上資料】，2008/12/31，

中評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4/4/7/100844796_2.html?coluid=7&kindid=0& 

docid=100844796&mdate=1231165416，檢索日期，【2009/05/16】。 
2 黎珍珍（2008），〈博鰲胡蕭會 看老蕭跨出第一步〉，【線上資料】，2008/4/15，中時電子

報，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news_homerun/970415/03-1.htm，檢索日期，

【20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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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2009 年年初，美國金融市場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危機，使得各國的經

濟保護主義蠢蠢欲動。在此之中，中國大陸適時的利用政策性採購消解其壓力並

進一步增加對外的政治影響力；3同年六月，大陸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派出「兩

岸經貿促進考察團」來台灣進行採購，首發團團長李水林更說出「上不封頂」的

豪語，展現出大陸雄厚的採購實力，這對於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的台灣無疑是一項

利多。4但是，這種由政府所推動的經濟交往模式並非屬於本文前面所描述的經

濟正常化或是制度化的合作模式，反而是以強烈的政治力量作為背後推手。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後，對外經濟策略的運用日益重視並發展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的外交戰略。在 2004 年的「中國外交」一書中正式提出經濟外交的概念，

並於 2009 年所出版的文中更加明確指出「大力開展經濟外交，因應國際金融危

機」的目標。中國大陸在經濟與外交兩個領域的相互作用之下，已經成為密不可

分的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25)。5而這類的觀點正符合現實主義

者的看法，國家重視權力(經濟)手段的運用並以增強國家權力、財富與安全作為

主要目標。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積極透過經濟策略來拓展與新經濟體

之間的關係，使得經濟策略的操作不但扮演對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風險的「減壓

器」，更可能進一步轉變成為政治衝突中的「加壓器」(蔡東杰，2008：114)。其

中，策略性採購便是中國大陸對外經濟策略重要的一環。採購計畫不但可以減少

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差距，也能與發展中國家形成互惠互補的交流合作，更能

以援助的姿態對貧困國家進行協助。然而，採購計畫涉及一連串的過程，包含採

購對象的選擇、採購的時間點、採購項目的種類多寡、採購金額的大小，以及契

                                                      
3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赴歐訪問表示，即將組織採購團赴歐洲，採購中國所需要的設備、

商品和技術。其認為德國、西班牙、瑞士、英國紛紛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貿易保護主義正

在形成。使得來自中國的貿易合作顯得更重要。強調中國是「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言行

一致的、負責任的大國」。請參照。中央社（2009），〈溫家寶：中國將迅即組織採購團赴歐採

購〉，【線上資料】，2009/2/2，中央社，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 

0902020244，檢索日期，【2010/02/03】。 
4 中評網（2009），〈李水林：有需要尌從台灣買 採購金額上不封頂〉，【線上資料】，2009/6/1，

中國評論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8/4/8/100984813.html?coluid=158&kindi 

d=6013&docid=100984813&mdate=0611173022，檢索日期，【2009/07/01】。 
5 「中國外交」由中國各地區業務司所撰稿，中國外交部政策規劃司主編，每年出版一卷，其目

的在於比較並準確的闡述中國的外交政策與中國對國際情勢的看法。相關介紹請參考「中國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b/zfxxgk/xxgk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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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履行的程度，這些採購過程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大陸對外政治與經濟議題的談判

籌碼（bargaining counters）。 

 然而，在國際上也不時傳出中國大陸企圖透過採購計畫的操作作為談判籌碼

的相關看法。6因此，兩岸在經濟制度合作尚未明朗化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對台

灣的採購計畫將會使得兩岸未來的經濟合作朝向正面或是負面發展? 基於以上

的論述，歸結出本文的研究動機：「兩岸既然要走向制度化的經濟合作，中國大

陸為什麼要對台灣進行採購計畫?其目的又為何?面對中國大陸一連串的採購團

攻勢對於台灣的政治與經濟又會有什麼影響?」。根據以上論點整理出本文的研究

目的：「透過中國大陸對外相關的採購事件與 2009 年到 2010 年對台的採購事件

進行比較，以了解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運作與執行以及採購政策對台灣的影響，

進而對於未來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提出建議與檢討」。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架構 

 

壹、交易性與強制性策略的並行：「採購策略」的重要性 

 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雖然引入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概念，但本質上仍然是以社會主義為的計畫經

濟模式為主。7而中國大陸在經濟轉型的初期同時面臨經濟發展與對外關係的困

境(如，中蘇關係惡化、美國與歐洲國家對中圍堵策略)。於是，有策略的將計畫

經濟與政策性採購結合，進而成為中國大陸突破外部封鎖的重要手段，使得「採

                                                      
6 國際媒體經常以中國大陸對法國空中巴士的訂單數量與履約狀況為分析案例。其認為法國空

中巴士的訂單經常受到中國大陸政治力量的影響，間接表達中國政府在某項議題(如：接見達

賴喇嘛、奧運聖火)上的抗議與不滿。相關報導請參考：中評網（2009），〈中國取消空客訂

單  外 媒 指 薩 科 齊 損 失 慘 重 〉 ， 【 線 上 資 料 】 ， 2009/3/1 ， 中 評 網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 

1009/0/0/7/10090077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00771，檢索日期，【2009/10/01】。 
7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鄧小帄自十二大開幕詞所提出的概念，主要內容為將資本主義的概

念帶入中國社會主義的運作中。相關內容請參照：新華網（2007），〈十七大詞典：中國特色

社 會 主 義 〉 ， 【 線 上 資 料 】 ， 2007/10/16 ， 新 華 網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6/ 

content_6889438.htm，檢索日期，【20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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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團」的運作以及動向成為外界觀察中國大陸政經動向的焦點。以下將分述中國

大陸對外採購概念的形成以及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特色，以說明研究研究中國大陸

對外採購政策的重要性。 

 

一、中國大陸對外採購概念的形成 

 皮爾遜（Pearson, 1991: 112-13）認為中國大陸雖然在 1979 年改革開放以後

走向市場經濟的發展，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仍脫離不了社會主義的運作方

式，而最具代表性的經濟政策為五年一次的計畫，其透過計畫經濟有效的控制外

來投資以及對外採購(包含輸入技術與設備的項目)的運作方向。以中國大陸第七

次的五年計畫為例，其計畫內容的任務以經濟發展為主，提升基礎建設、產業技

術以及人力資源等。其中，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l2,960 億元，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五年為 8,960 億元，(包

含基本建設投資 5,000 億元，更新改造投資 2,760 億元，其他投資 l,200 億元)五

年新增固定資產 6,000 億元。8由於，此時工業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與人才大量

過剩，中國大陸對於固定資產的投資在政府的引導下形成進行一波波對外的採購

計畫並創造難以估算的利益，進而使得各國企業競相爭取進入中國大陸的採購名

單之中。 

 

 其中，採購計畫不但成為中國大陸發展內部經濟的來源，也逐漸發展成為重

要的對外經濟交往政策。以 1990 年 10 月中國大陸赴美國採購為例：中美經貿關

係在 80 年代快速發展，但是受到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之後使得中美關

係停滯。隔年，中國大陸隨即派出大型的採購團，採購 7 億美金的商品、技術以

及設備，不但受到美國的肯定，也對中美關係產生正向的幫助（何中順，2007：

                                                      
8 第七次五年計畫期間的主要任務為：一、進一步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

環境，努力保證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帄衡，使改革更加順利地開展，力爭在五年或更

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二、保持經濟持續

穩定增長，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前提下，大力加強重點建設、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

在物質技術和人才方面為九十年代經濟和社會的繼續發展準備必要的後續能力；三、在發展

生產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基礎上，繼續改善人民生活。相關內容請參照：新華網（2005），〈第

七 個 五 年 計 畫 （ 1986-1990 ） 〉 ， 【 線 上 資 料 】 ， 2005/10/7 ， 新 華 網 ，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5-10/07/ 

content_3590245.htm，檢索日期，【201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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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4）。在此之中，中國大陸在「以經濟促外交」基本發展模式下，持續的透

過採購策略來拓展與其他國家政治與經濟的交流，使得派遣採購團執行採購計畫

成為常態的交流模式，不但促成國內外的經濟連結，更提升國家在國際上正面的

形象。 

 

二、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特色 

 政治經濟學學者指出：「雖然政治與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實體（realities），卻相

互牽動，並成為汲取社會資源(權力與利益)兩種不相悖的方法與手段」(宋鎮照，

2005：6)。這種政治與經濟相互配合的運作形式，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如此

(如，亞洲四小龍)。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政策運作多以「國家」的利益作為主要

決策核心，而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下，則經濟政策便可能成為遂行國家意志的工

具。克諾爾和克雷格（Knorr and Trager, 1977）認為大國可以透過經貿的援助或

制裁，可以促使（或是逼迫）目標國改變對內或是對外的政策。對於經濟政策手

段運用的研究，包含經濟制裁（sanctions）、經濟援助（assistance）、經濟滲透以

及經濟誘勸（inducement）等。進一步將策略分類，則可分為強制性策略（coercive 

statecraft）與交易性策略（exchange statecraft）兩類。然而，中國大陸「採購團」

的經濟政策卻難以歸類，因為其採購團具有「複合式」的經濟策略術性質。由於，

採購計畫涉及一連串的運作過程，從一般的採購技術分析，其包含採購的時間

點、採購對象的選擇、採購項目的種類與數量多寡、採購金額的大小，以及契約

履行的程度，最終目標是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配置以達利益最大化（王忠

宗、許成，1991：30-57；許振邦，2004：4-7）。9而中國大陸政府便可以在這些

採購的過程之中進行操作以獲取國家利益，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其特色： 

 

(一) 採購對象與項目皆受到計畫經濟的影響 

 中國大陸對外的採購計畫並非漫無目標的採購，而是由中央政府主導重要的

經濟運作。其中，最具代表性便是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五年所決議一次的

計畫經濟，而計畫經濟的內容將會牽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並成為跨國企業的重

                                                      
9 形成採購的要素共有五項：供應商、時間、價格、數量與品質。其原則為適時適當，以利企

業資源有效的降低成本以及有效率的運用，已獲取最大獲益（王忠宗、許成，1991：30-57；

許振邦，2004：4-7）。而筆者認為在這一連串的過程，若政府透過技巧性的政策操作可以有

效影響被採購方的利益，進而使得被採購者在不同議題上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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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投資標的。 

 

(二) 重大的採購項目多為國營企業(或準國營企業)所承攬 

 由於，中國的國營企業擁有龐大的資金並掌控國家重要的專營事業，所以大

型的採購案，尤其是配合國家政策發展的採購案，都是由國營企業所主導簽訂

(如：華為、中國聯通、海航集團、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南方航空等航

空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等)。10而國營企業對政府政策的配合度高也容易管

理，況且一般民間的採購團能力有限，無法有效承接額度與規模較大的採購案，

不同於國營企業有政府作為經濟支持的後盾。 

 

(三) 採購計畫受到中國大陸政府部門的指導 

 在對外投資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之下，政府部門對於國內資金的流動方向有重

要的引導功能，而中國大陸重要的商會皆受到政府的監督與指導，再加上中國大

陸重要的採購計畫主要由國營企業所承攬，因此對外採購計畫受到政府部門的影

響效果較大，而私營企業亦可伴隨這些大型的企業進行投資採購而從中獲取利

益，進而集結形成龐大的採購集團。 

 

(四) 重視採購團採購目的與成果的宣傳 

 在進行採購活動之前，由政府機關事前發布訊息並說明採購的目的、項目與

金額，事後便積極的宣傳簽定的狀況並關注簽訂的合作案與經濟效益，藉以突顯

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以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態度。 

 

 在上述四項的特色，可以看出中國大陸採購團受到政府力量左右的影響大。

中國大陸的採購團不但受到政府主導與操控，也擁有國家龐大資源與資金作為後

盾，若是在採購計畫過程中利用政治力量的影響並依其政經目標而進行不同的調

                                                      
10 中國大陸大部分的國營企業直屬於中央部門之下，如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國航太科技集

團公司、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五礦

集團公司等約 120 家企業。相關內容請參照：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央企業名

錄〉，http://www.sasac.gov.cn/n1180/n1226/n242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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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將使得中國大陸的採購計畫兼具強制性與交易性的效果。 

 

貳、研究問題：經濟合作還是經濟制約? 

 雖然經濟議題在政治學領域中屬於低階政治（Low Politics），但在兩岸互動

的過程中，經濟議題往往成為政治角力的重要場域(或稱為，經濟問題政治化)，

因此，兩岸經濟互動便為兩岸關係的核心議題。經濟合作的政策往往會伴隨強制

（constraint）或是轉化（transformative）的效果，並進而改變目標（對手）的行

為或是雙邊貿易的狀態（Kahler, 2006: 523-24）。11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個國家

積極尋求「共向」的發展。尤其，特別重視經濟議題的整合與分工（如，世界貿

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12而兩岸經濟發展似乎也受到

全球化的趨使，也正走向區域經濟整合的路途（張亞中，2003：70-2）。但是，

台灣學界對於兩岸經濟合作的看法仍大相逕庭，正面的看法，諸如經濟互賴和帄

論、整合的功能論等，而負面的看法則有經濟吞併、經濟制約等，而這些論點皆

重視經濟力量影響政治運作的過程。因此，本研究欲釐清兩岸關係的互動過程

中，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的本質，是基於兩岸經濟交流必然的發展歷程?還是

在經濟議題上進行統戰?抑或是累積經濟制約的能量。在此之中，中國大陸對台

灣進行的採購政策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對於台灣的政治與經濟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是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第一、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發展脈絡為何?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同

時面對經濟改革與修補對外關係的難題，卻能有效的透過採購計畫將經濟發展與

對外政策結合，使其同時達到政治與經濟目標。本文首先回顧中國大陸對外採購

策略的發展與其演變輪廓。其次，透過比較的方法分析中國大陸對外經濟策略的

異同之處，期望透過能從其他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發展的經驗中尋找借鏡，作為他

                                                      
11 卡勒（Kahler, 2006）認為經濟合作（economic engagement）會將經濟與國家政策綑綁（tie）

在一貣，進而改變對手的行為與雙邊貿易關係，經濟合作的影響將成為國際關係學者的關注

重點。 
12 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為：一、消除貿易歧視；二、自由貿易；三、透明度原則；四、公

帄 競 爭 原 則 ； 五 、 鼓 勵 經 濟 改 革 。 相 關 內 容 請 參 照 WTO 網 站 ，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 

whatis_e/tif_e/fact2_e.htm，檢索日期，【2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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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石，以了解中國大陸的對外採購經濟策略是否具有其獨特的模式。 

 

 

第二、中國大陸對台採購計畫的操作與目的為何?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對於

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視，使其新聞內容的發佈係以官方態度為主，具有相當程度的

代表性，而官方的新聞資訊對於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

因此，筆者透過內容分析法，以「台灣」、「採購」以及「採購團」作為篩選新聞

資料的標的，對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新聞資料進行分析，並切入不同分析單位進

行比較，藉以了解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的運作與目標。 

 

第三、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看法為何?中國大陸對台採購首要接

觸的群體為台灣相關的組織與企業，而這些群體的感受與看法對於本研究有相當

程度的代表性。對於這個部分的研究問題，本文對相關單位的專家進行訪談，透

過訪談資料從中整理其相關看法與意見，一方面與既有資料進行對話，另一方面

補足新聞內容分析資料所不足之處，進一步對各方的看法進行比較與整理，藉以

了解台灣內部對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看法與反應。 

 

第四，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是否產生實質影響?最後，為本文的研究重心。

在特殊的兩岸關係脈絡下，中國大陸的對台採購策略是否有其獨特的模式?對於

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是否有產生實質影響?是正面、是負面、或是成為潛在的隱憂?

這些將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研究議題。 

 

 透過以上研究問題的呈現，本文主要從中國大陸對外（台）採購的「手段」、

「目標」以及「結果」三個面向進行觀察，並藉以分析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對

外採購策略的發展，進而了解影響中國大陸對外採購計畫運作的背後邏輯，最後

透過台灣各群體專家的回應來評估其採購的成效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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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分為五個部分（圖 1-1），第一部分為本文的研究問題；第二

部分為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的發展，透過文獻回顧中國大陸對外經濟策略的發

展與演變，以比較的方法從其他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經驗中尋找借鏡，作為他山

之石；第三部分以現有的新聞資料與訪談的資訊進行對話，藉以描繪中國大陸對

台採購操作的輪廓；第四部分，透過總體與訪談資料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

是否產生政治與經濟上的影響；第五部分為本文結論，提出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關

研究建議。 

 

 

圖 1-1 本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發展脈絡 

二、中國大陸對台採購計畫的操作與目的 

三、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看法 

四、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影響 

研究問題 

經濟影響政治 

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 

目的與操作 

採購成效評估 

一、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的發展 

二、經濟策略術：運用與解釋 

三、比較大陸對外採購相關案例 

 

一、描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發展 

二、對台採購的新聞內容分析 

三、比較不同分析單位的差異（時間與層級） 

 

一、總體資料描述（經濟與民意調查資料） 

二、台灣內部的反應（訪談法） 

 

研究結果與建議 

相
關
例
證 

對
話
與
解
釋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之政治經濟分析 

10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節回顧近年來國內博(碩)研究生對於以經濟作為對外交往的相關研究。筆

者從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進行資料整理，透過與經濟交往相關的關鍵

字篩選出的文章約有九篇(表 1-1)。13從整理資料中發現與本研究相關的國際關

係理論應用分為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派，而經濟手段的運用策略大多從經濟

外交與經濟策略術出發，對於經濟交往的行為研究則以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案例為

主，其目標主要有四種：一、追求國家經濟發展；二、增加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

（如，國際組織、區域地位）；三、改變國家負面形象；四、提升對於其他國家

的交叉利益。 

 

 筆者將在本節從「經濟影響政治」的角度來回顧既有的研究文獻，可分為五

個部分，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經濟外交與經濟策略術的概念，相關經濟外交案

例的評估，以及兩岸關係理論的適用性，最後對於這些研究成果進行評述。 

 

表 1-1 與本研究相關博（碩）士論文一覽表 

年度 論文名稱 作者 論文摘要 

1991 戰後日本的經濟外交 周昌葉 

研究日本如何藉由經濟外交方

針，促進貿易輸出，確保資源輸

入，以經濟協力方式，發展經濟、

參與團際事務、擴大國際市場、增

加國力。 

1993 
貿易政策在戰後日本經濟外交中的

角色研究 
朱俊彥 

日本的外交是一種經濟外交的型

態推展，而經濟復興、累積財富、

拓展雙邊關係抑或是追求政治地

位的提昇，貿易因素考量及貿易政

策工具都是經濟外交上不可或缺

的角色。 

2000 我國對馬其頓經濟外交之研究 蘇嘉琛 

探討台灣對建交國馬其頓共和國

經濟外交策略之運用，包括對外援

助、對外直接投資、及雙邊貿易，

檢視其實施情形及成效，藉此評估

                                                      
13

 篩選論文標題的關鍵字分別為「經濟」、「外交」、「經濟外交」、「經濟策略術」。台灣

博碩論文加值系統為國家圖書館的資料庫之一，主要收錄全台灣博（碩）生的論文資料，透過

此資料庫可以搜尋其相關議題並了解相關的研究趨勢。論文相關內容請參考台灣博碩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nesVMU/webmge，檢索日

期，【2010/10/0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7VcMb/search?q=auc=%22%E5%91%A8%E6%98%8C%E8%91%8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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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預測台灣經濟外交之前景。 

2004 
日本對中共的經濟外交：ODA 之研

究 
石原忠浩 

日本對中共的雙邊政府開發援助

（ODA），從對外政策觀點和經濟

外交的觀點進行分析，即日本如何

實施對中共雙邊 ODA，包括其理

念、制度、政策過程、行動者等。 

2007 北京對英國布萊爾政府經濟外交 吳明儒 

北京以經濟推動與英國布萊爾政

府雙邊外交關係主要原因為：1、

在各領域的合作獲得經濟利益；

2、經貿關係的時間點與雙邊外交

關係及各領域發展分佈呈現正面

關聯性。 

2007 
胡錦濤時期中國大陸經濟外交之研

究 
何秉澔 

中國大陸的經濟外交政策，與貿易

金額度較高的國家，保持合作，提

升其經濟利益；與貿易金額度較低

的國家，為中國大陸帶來部分經濟

利益，並增加對中國大陸的信任。 

2009 

中華民國對中南美洲邦交國經濟外

交 之 研 究 - 以 榮 邦 計 畫 為 例
(1988-2007) 

俞介凡 

中華民國與中南美洲友邦的關係

是屬「交叉利益」，因為前者尋求

政治支持，而後者則是為了發展經

濟。兩者關係的強度與方式，乃是

取決於雙方滿足對方需求的能力。 

2009 
俄羅斯經濟外交與俄德能源關係之

研究 
李孟融 

俄羅斯利用能源的出口為手段，打

進歐洲各國的能源市場，藉此創造

對俄羅斯友好的國際環境。 

2010 
中國的東亞經濟外交政策
(2003~2009) 

林雅慧 

論述在全球化下，所發展的區域主

義，如何反映中國近年來充分體現

透過區域經濟合作的強化，來構建

區域整合的經濟外交行動，與其經

濟外交策略的思維與實質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請參考「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

http://ndltd.ncl.edu.tw/。 

 

壹、經濟影響政治：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觀點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權力制衡不再是維持和帄的唯一必要條件，在全球的社

會、經濟、環境等共同議題的快速發展下，使得國際組織、非政府國際組織與個

人等行為者的角色不斷被突顯，國際之間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不斷增加進而相互依

賴。其中，以基歐漢與奈伊（Keohane & Nye, 2001）所提出的「複合式相互依賴」

（complex interdependence）概念最受到重視，其認為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將會

形成不同國家行為體之間相互依賴的特徵，並受到國際交流、代價（costs）與限

制（constraints）狀態的影響。14基歐漢與奈伊更進一步提出敏感性（sensitivity）

                                                      
14 複合式相互依賴具有三個特徵，第一、多元管道連結不同社會並建立關係；第二、議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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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建構政治與經濟指標來計算各個國家之間相

互影響的狀況。15但是，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並不代表爭議性問題可以有效解

決，其認為非對稱的相互依賴（asymmetries in dependence）可將權力視為控制結

果的能力，依賴性較小的一方將相互依賴作為權力的來源，並藉由互賴程度的大

小來影響其他議題的運作，進而從中獲取利益或是達成國家在政經上的目標

（Keohane & Nye, 2001: 8-10）。 

 

 同樣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現實主義同時面臨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挑戰，因而形成了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和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的辯論。16兩者對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

（國際結構）、反應（合作與競爭）以及獲取安全（安全與權力）的方法等問題

上有所差異（鄭端耀，2003：14）。前者，認為國際處於無政府狀態並缺乏強而

有力的中央政府存在，衝突與競爭是常態，國家在無法確認彼此意圖的狀態下，

為了安全必頇尋求自身的權力最大化（Mearsheimer, 2001:33）。因此，要衡量一

國的行為必頇先檢視相對實力與外部環境，以決定何種對外政策可獲取最大利益

（Rose, 1998: 149）；後者，則認為國際結構是良性的，由於國家經歷過歷史經驗

的教訓，採取擴張或是侵略將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衡，將採取自制的政策，而衝

突與戰爭只會發生在認知（perception）錯誤的時候（Gilpin, 1983: 51; Evera, 1999: 

6）。兩者皆同意權力是確保國家生存的方式並以安全作為主要目標，但是對於權

力需求的多寡看法有所不同，攻勢現實主義著重攻擊性策略，守勢現實主義強調

自我防禦策略（Yuan-kang Wang, 2004: 177；鄭端耀，2003：14-17）。 

 

 筆者觀察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概念之後發現，兩者皆認為國家仍是國際

                                                                                                                                                        
沒有層級關係但是會相互影響；第三、軍事能力成為次要手段 。相關內容請參照（Keohane & 

Nye, 2001: 20-32）。 
15 敏感性的概念為「在某種政策架構下，某國發生變化而導致另一國反應的速度快慢與付出代

價的大小（costly effect from outside），可能是經濟、社會或政治方面的」；而脆弱性指的是「行

為者選擇替代性選擇方案後的承受能力與代價」。因此，政策調整的成本和意願（willingness）

成為為國家評估政策的依據（Keohane & Nye, 1977: 11-4；許淑敏，2004：204-05）。 
16 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為：一、國家中心論，國家為國際政治主要的行為者，而國際組織、跨國

企業與個人的影響力來自政府力量的支持；二、國際處於無政府狀態，國際上缺乏一個強權來

維持秩序；三、國家尋求權力與安全的最大化，以實現生存和發展的目標；四、國家會透過武

力確保自身的利益與安全目標的達成；五、國際結構的權力分布會影響國際政治的運作與國家

對外關係（Goldstein, 2008: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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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重要的行為者，而國家之間的互動無法忽略權力運作的影響。然而，在全球化

的發展下，特別是經濟的全球化的影響，使得權力的概念不再限縮於傳統所認知

的外交、領土、軍事武器等。而經濟力量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來源，並形成「非

對稱相互依賴」（或權力大小不均等）的常態，但是這種不均等的常態並非完全

與傳統權力形成正比，反而是在經濟議題上佔有優勢的行為者具有較大的權力。

另外，全球化也使得各領域廣泛連結成為「全球性議題」無法再由單一強權所獨

力承擔，相對的，若是有單一國家想在某一項議題上獨攬利益將會受到其他國家

的制衡，因此，國家之間必頇透過權力的互動來保障自身的利益與安全目標。在

此之中，全球性的經濟議題不斷擴張，從經濟領域外溢到政治領域，經濟力量成

為國家行為者互動的重要來源，不但是政治與軍事之外的衍生力量，也是一種協

調國家之間糾紛的工具，更擴展成為左右國際政治與經濟議題的重要手段。 

 

貳、經濟外交與經濟策略術的概念 

 貿易政策與國家對外行為有密切的關係，不但是國家獲取財富的手段，也是

國家間交往的方式。外貿可能成為一種外交手段用來獎勵與酬謝友好國家，或是

和非邦交國家建立單向的貿易依賴關係，進而將經濟轉化成為政治力量來影響對

手國在特定議題或是外交政策上的合作（林碧炤，1987）。由此可見，經濟外交

與經濟策略術的概念是一體兩面的，其相關研究主要有三位代表學者，分別為赫

希曼（Albert Hirschman）、鮑德溫（David A. Baldwin），以及克諾爾（Klaus Eugen 

Knorr）。 

 

 赫希曼（1969:13-52）從對外貿易政策出發，將對外貿易做為國家力量的展

現，並利用貿易工具達成對外政治的目標，以德意志帝國透過經貿槓桿來操作小

國內政的案例進行分析。17其認為在二次大戰前，德意志帝國利用經貿實力的優

勢，在經貿往來的過程中，以各種形式的整合和滲透手段與中東諸歐小國形成不

對等的經貿依賴狀態。主要採用兩個方法：第一、強調貿易供給面。擴大經貿往

                                                      
17 赫希曼認為德意志帝國的貿易手段有兩種特色：一、貿易供給面效應（supply effect）；二、

貿易的影響效應（influence effect）。其方法為，增加與貿易夥伴國的經濟利益以提升其經貿策

略調整的困難、在貿易夥伴國內創造與德國親近的利益團體、進口替代性高的產品並出口替

代性低的產品（Hirschman , 1945: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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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以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購買「高替代性」農產品，成為小國農產品的主要出

口市場，以壟斷小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第二、出口中間財、戰略物資以及

替代性低的壟斷性商品。透過進出口結構的操控，鞏固與小國之前不對等依賴的

貿易結構，造成產業高度集中與資源配置的移動困難，進而使得小國屈服之

（Hirschman, 1945:21-35；耿曙、林宗盛，2005：18-9）。 

 

 鮑德溫（1985:39-42）以國家戰略的角度研究，重視經濟手段的運用，將經

濟政策視為達成政治外交目的的工具。鮑德溫主要針對經濟策略術的運用，其認

為有三個構成要素：政策工具的類型、企圖影響的領域、企圖影響的範圍，並將

經濟外交的概念分為四個部分：一、強調手段的運用更重於目的；二、目標可能

是政治也能可是經濟的；三、政策工具的所有權概念；四、經濟策略術的技術定

義。其特別重視經濟策略術手段的運用，將經濟手段分為正面獎勵與負面獎勵兩

類，對於「貿易往來」與「資金運用」兩個貿易策略來進行操縱。 

 

 克諾爾（1975:169-70）透過國際關係理論，分析經濟援助與制裁手段所能達

成的政治與經濟目標。克諾爾對於採取經濟援助所能達成預期效果的研究，分為

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兩個時間點：一、短期利益：刺激國內生產與出口、消耗國

內剩餘物資、維持投資友好關係、建立軍事同盟、鞏固國家的軍事地位，以及建

立國家正面形象等；二、長期利益：提升受援國的經濟發展、建立雙方穩定關係、

輸出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等；而對於經貿制裁預期結果的研究，則以二次世界大戰

後採用貿易制裁手段的 25 個國家作為研究案例，其發現採取制裁手段達成目標

的機率較低，主要原因有三個：無法排除其他國家的援助、制裁的能力與效果有

限，以及受制裁國內的民族主義壓力。 

 

 透過相關資料的整理，發現經濟外交與經濟策略術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兩個

部分，一、以經濟問題為主要的對象，以實現國家各種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

二、以經濟做為外交工具，透過經濟援助與制裁的「手段」來達到外交目的。而

「以經濟議題作為對象的外交」與「以經濟手段作為工具的外交」兩個概念是可

以相互引用的（石原忠浩，2004：3-4）。所以，經濟外交的概念較重視何種「目

的」的達成，而經濟策略術的概念則是採取「手段」的類型。因此，經濟外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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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策略術的研究焦點在於，國家透過主導對外的經貿活動，以國家利益作為考

量，限制與某些特定國家進行經貿往來，尋求提升國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得

無論何種形式的經貿政策，本質都是以「政治考量」介入國際經貿的比較利益法

則，亦即「以國家力量與市場機能相抗衡，企圖達到預期的政治與經濟目的」（冷

則剛，1998：17）。 

 

參、經濟外交的案例評估 

 關於經濟外交案例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兩個國家，分別是美國與日本。對於美

國經濟外交的研究以「經濟制裁（管制）」作為主要的研究主題。依美國憲法規

定 經濟制裁的規劃與執行是總統的專屬權力（Ovenden, 1985: 82）。其相關立法

有「與敵國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國際安全與發展合作法」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ct）、「聯合國參與法」

（United Nations Participation Act）等，也另外對個別案例與個別國家制定專屬制

裁法規（包含進出口管制、投資限制、貸款限制等），負責執行貿易制裁的機構

為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美國海關與聯邦調查局。關於美國採用制裁的經濟外交

政策，以美國對南非的「廣泛反種族隔離法」最受到關注，美國國務院在制定相

關法條時，結合了有關人權的政治考量來管制業界的投資規範，並透過一連串的

制裁策略，最終使得南非的人權問題有顯著的改變（冷則剛，1998：19-23）。 

 

 日本的經濟外交研究則是以「政府開發援助」的策略（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 ODA）為主。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國

家首要目標，隨著經濟力量的成長與中美關係的改變，日本的總體目標從內向經

濟型轉變成為政經並行。其中，東南亞國家對於日本而言，象徵了資源與市場以

及經濟重建與擴張的必需品，而日本透過經濟上的優勢，對東南亞國家採取經濟

援助的外交政策（Mendl, 1997: 7）。主要有三個目標：一、短期目標，在 G8 高

峰會議塑造東亞領導國家或是代言人的形象；二、中程目標，緩和或減低東南亞

國家的反日情緒並透過技術移轉的計畫復甦援助區域的經濟以深化雙邊的關

係；三、長程目標，塑造「適切的安全角色」將日本朝向普通國家的目標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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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恢復合理的國際地位（柯玉枝，2000：71-87）。而對於日本 ODA 政策的研

究案例則是以中國大陸為主，其經濟援助的形式包含：請求主義、無償資金合作、

技術合作、有償資金合作四類。日本對中的 ODA 政策主要目標為：一、使中國

大陸持續改革開放的政策，維持既存的國際秩序；二、透過經援促進中國大陸經

濟與社會的發展，進而促使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發展；三、具有戰爭賠償（補償）

的內涵。然而，即便經援促進中日兩國的互信關係，但是遇到台灣、歷史、人權

等有關中國大陸合法性問題時，日本的經援並沒有任何的抑制力，反而成為化解

中日僵局的「妥協」策略，進而發現日本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策略術的效果受到不

同議題的限制（石原忠浩，1998：56-8；61-2）。 

 

 根據上述資料，對於經濟外交的案例分析，各案例想要達成目標主要有四

項，分別為：追求國家經濟發展、增加國家的國際地位、改變國家負面形象、提

升對於其他國交叉利益。若更進一步將經濟外交的目標進行歸納則可以分為四

類：一、改變特定事件中目標國的行為；二、改變目標國的政治領導、政治制度

與軍事能力；三、國內的政治要求；四、國際上的意識形態、規範與價值的影響

（Kuo Cheng Tian, 1994: 83）。本節將在下一部分，透過上述文獻的回顧與檢閱

對於兩岸關係理論進行補充與對話，以說明經濟策略的運用對於兩岸關係理論的

適用性。 

 

肆、兩岸關係理論的適用性 

 由於台灣與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政冷經熱」的基本發展模式，使得兩岸的經

濟連結日益緊密，卻又形成經濟不均等互賴的狀況。這對於台灣政府而言，經濟

議題將可能會受到中國大陸政府的主導，甚至有可能擴展到敏感的政治議題，進

而使得台灣的兩岸經貿政策的互動過程舉步維艱。 

 

 兩岸關係學者也從經濟影響政治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18高朗（1999：43-53；

                                                      
18

 兩岸關係的相關研究，諸如：整合理論、分裂國家理論、權力不對稱關係、美中台戰略三角

等。而本文主要說明的是前面三項以政治經濟角度切入的相關研究。特別說明，即便是從外

部因素的研究角度切入，同樣也可以得出經濟影響政治的解釋。以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為

例，中國大陸透過經濟議題的操作（如，2008 年的金融海嘯），將使得美國在對台軍售的議題

中逐漸減低了對抗的意圖，以獲取中國大陸在經濟議題上的協助，而台灣方面在缺乏外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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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1）從整合理論的角度出發，分別論述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

義（neo-functionalism）與聯邦主義（federalism）三個派別的論述。19功能主義

論者以「功能」作為主要取向，認為整合的策略必頇先從爭議性較小、非政治性

的經濟與社會領域合作，然後再擴及到政治領域；新功能主義者認為經濟與科技

因素將會產生「擴散效應」（spillover effect）並形成國家之間普遍性的壓力，而

問題的解決必頇透過政治力的互動，進而發展成政治領域的整合；聯邦主義者則

重視「政治體制」的設計與建立（如，鄧小帄所提出的一國兩制），希望藉由制

度的設計使不同政治體之間的心理、社會與經濟進行連結，並逐步的進行整合。

自 1988 年以後兩岸經貿快速發展，並透過經濟的聯結走向功能整合的過程，但

是在政治上的互動始終緩慢。由於兩岸在心理、社會與政治菁英之間的認知仍有

差距，因此兩岸在政治上未達成共識之前，即便在經濟議題上進行整合，台灣民

眾也不見得完全的信任中國大陸政府，反而會對兩岸經濟的過度整合感到威脅。 

 

 張五岳（1999：79-81；103-05）觀察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四個分裂國家（德、

韓、越、中國）發展其「分裂國家模式」。主要以東、西德和南、北韓對於主權

問題的處理進行討論，共有六項相同的特徵。20其中，透過第五項的「特殊性質

的內部關係」與第六項建立「制度化」與「法治化」關係的原則，發展出分裂國

家特殊的經濟模式。以東西德的經貿往來為例，兩德在 1951 年簽訂柏林條約之

後，在明確的規範下，發展出獨特的貿易型態，西德將東德視為內部的交易行為，

以突顯不同於國際貿易的規範（如，營業稅法、貨幣結算單位），而這種經貿方

式最大的受益者卻是東德。然而，兩德之間的特殊交易方式得以維持的主要原

因，在於西德期望憑藉著自身強大的經貿實力，從政治層面作為考量給予東德各

                                                                                                                                                        
量的支持則有可能選擇傾向中國大陸的經濟策略。相關論點可參考包宗和（1999：339-63）;

吳釗燮(2009：1-32）。 
19

 關於功能主義論、新功能主義論，以及聯邦主義論的討論，請參考各派代表學者的研究，分

別為 David Mitrany（1966）、Hass（1964）、Daniel（1964）。 
20

 東西德與南北韓兩個分裂國家的共同特徵有六項，分別為：一、正視國家分裂狀態；二、雙

方遵守聯合國憲章所揭櫫的和帄解決爭端原則；三、相互承認與尊重對方的對等地位；四、

雙方在外交上接受雙重承認與雙重代表；五、雙方關係屬於一種「特殊性質的內部關係」；

六、在上述基礎，雙方透過制度化的溝通協商，在正常化的基礎上建立「制度化」與「法治化」

的關係（張五岳，1999：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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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優惠條件，藉由密切的經貿關係克服兩德日益加深的疏離感。東德雖然了解其

意圖，但是在實質利益的制約下，卻不願意破壞此種經貿交易的方式，而這種形

態的貿易關係為兩德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提供了穩固的基礎，進而促成兩德經貿

往來快速發展，也使得東德無法擺脫對西德在經貿上的依賴（張五岳，1992：

375-77）。同樣的，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經濟政策安排也有濃厚的政治因素考量。

一方面，希望透過兩岸經貿往來獲取台灣的技術與資金以推動其國內經濟改革；

另一方面，藉由經濟交流爭取台灣內部的認同，以期望台灣走向一國兩制的統一

道路。  

 

 吳玉山（2009：32-7；52-4）從「權力不對稱」的角度來討論兩岸關係的研

究。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轉變發展策略，使得兩岸的差距逐漸縮小，不但在外

匯存底以及 GDP 的快速成長，而軍事能力上的發展也是如此，因此不論從何種

角度觀察兩岸之間的情勢都必然會得出權力不對稱的結論。文中首先處理權力不

對稱的吳本立開始，再逐步討論非權力因素的吳玉山與蘇軍瑋，最後是走向政策

的下游討論唐欣偉對於小國政策和互動結局之間的關係，並說明對於兩岸關係的

適用性與優缺點，進而將權力不對稱的因素和幾個主要的兩岸關係理論結合，分

別探討權力不對等對於各種理論途徑所產生的影響。21其中，對於政治經濟學理

論途徑的補充，其表示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是驅動兩岸關係與台灣大陸政策的重要

因素，兩岸的經濟差距將是構成理論預測方向轉變的重要因素。當中國大陸經濟

快速發展與台資大舉登陸，經濟利益便會驅使工商團體要求更進一步的開放大陸

政策。在這樣劇烈的趨勢之下，台灣在經濟上更為依靠對岸，雙方經濟實力的消

長驅使台灣更進一步的融入大中華的經濟圈，也迫使政府不斷調整大陸政策。然

                                                      
21

 概述以上學者對於權力不對等的觀點：一、吳本立強調大小國間力量懸殊的事實決定了雙方

關係的發展，認為國家之間會透過地理區位和力量大小發展出不同的關係，使得大小兩國對於

彼此的關注程度不同；二、吳玉山透過不同大小國的案例進行比較，認為在權力不對稱和大國

對小國有主權要求的情況下，大國的政策是確定的，意圖屈服小國的意志，而小國對於大國可

能採取抗衡和扈從兩種不同策略；三、蘇軍瑋參考張啟雄的「名分秩序論」，認為小國不是只

有抗衡和扈從兩個政策選項。在正統理念下，小國會不斷的執行這個選項，無法從現實主義的

架構中獲得理解，它不是權力大小、經濟發展程度或是外援有無等物質變項所能決定，而是歷

史和理念所產生的影響；四、唐欣偉認為，一旦特定政策被選擇，則將會產生一定的結果，其

歸納了歷史資料，討論在強鄰威脅下的小國如何應對，最終的發展結果為三個雙元變項：大國

侵犯性主權要求的種類、小國有無堅強盟友、小國的回應方式，並依此建立了八個發展路徑和

小國的五種結局。請參考吳玉山（2009：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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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權力不對稱是兩岸關係中結構性的常態，為探討兩岸關係的關鍵因素。因此，

在了解兩岸關係和發展兩岸關係理論時，權力不對稱的因素是不可輕忽的。 

 

伍、文獻評論與小結 

 回顧上述研究，筆者發現不論是從國際關係理論、經濟外交與經濟策略術以

及經濟外交的相關案例中，國家對於經濟議題的操作是不可忽視的。以中國大陸

為例，其透過經濟策略的運用，增加本身在經濟性議題上的地位，也直接提升了

影響政治性議題的能力，並有效的對與自身相關的政治與經濟議題進行「調整」

使其達成預期的目標。特別是，經濟策略要發揮效用的先決條件在於雙方的「經

濟連結」（economic linking）或是「經濟互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程度。

而這些以經濟影響政治作為出發點的概念或是案例，正與兩岸關係發展的脈絡相

符合，對於兩岸關係的研究也相當適用。尤其是中國大陸是經濟力量強勢的一

方，經濟手段的操作也較多元；而台灣則是處於弱勢的一方，能回應的策略選擇

也有限。 

 

 然而，在文獻的回顧中，筆者也發現本文研究所必頇關注的重點。首先，中

國大陸經濟策略的發展與演變。以美日兩國為例，其發展脈絡截然不同，美國注

重人權與自由的普世價值，也成為與其他國家經濟交往的準則與規範，進而重視

經濟「制裁」的手段；日本則是積極追求經濟發展、區域地位的提升，以及扭轉

亞洲侵略者的形象，而主要採取經濟「援助」的策略。同樣的，發展脈絡的差異

也會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策略的「目標」與「手段」的發展方向；其次，中國大陸

對台經濟策略術的操作與目標。相較於中美、中歐關係，兩岸關係仍然有其特殊

性，而這些相異之處是否會使的中國大陸對台的經濟策略更有獨特之處?其操作

的手段是否會更多面向與細緻?欲達成目標會不會更具爭議性；最後，中國大陸

對台採購的成效評估。透過兩岸關係學者的相關研究，筆者發現中國大陸的經濟

策略主要的接收對象為政府，但是影響兩岸政策的重要群體卻是台灣內部的民

眾。因此，除了評估整體政治與經濟層面的效應之外，台灣民眾的看法與意見是

相當重要的。根據上述研究重點，筆者將在下一節說明本文的研究設計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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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研究設計的功能在於讓我們能使用

蒐集到的證據來盡可能的清楚回答原

始提問」（Vaus, 2006: 11）。 

 

本文欲解決的研究問題主要有四個部分：一、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發展脈

絡；二、中國大陸對台採購計畫的操作與目的；三、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採購

團的看法；四、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是否產生實質影響。根據上述問題，本文

採取個案研究法的設計（圖 1-2），欲透過不同的個案研究之間進行比較，觀察其

個案之間的差異，並對個案的結果進行評估，進而透過個案建立其運作理論

（Gerring, 2007: 17-32；Vaus, 2006: 242-43）。 

 

 

圖 1-2 本文研究設計圖（個案研究法）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22 

 

                                                      
22

 參考自格連（Gerring, 2007: 23）的「兩個案研究設計」。從圖 1-2 可以發現與格連的個案設

計有些不同，其原因在於本文期望透過相同的觀察值進行分析，藉以尋找中國大陸採購策略的

操作邏輯，因此將分析的個案數目增加。圖說明：Population=中國大陸對外關係；Sample=採購

事件；Case=採購策略的操作；Observations=採購的過程；Variables= X1 X2 Y. 

中
國
大
陸
對
外
關
係 

採
購
事
件 

觀察值 1.1（目標） 

觀察值 1.2（手段） 

觀察值 1.3（結果） 

觀察值 2.1（目標） 

觀察值 2.2（手段） 

觀察值 2.3（結果） 

觀察值 3.1（目標） 

觀察值 3.2（手段） 

觀察值 3.3（結果）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個案四 

觀察值 4.1（目標） 

觀察值 4.2（手段） 

觀察值 4.3（結果） 

X1  X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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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受到研究材料的限制，所能蒐集到資訊有限，因此期望透過不同層次

的資料進行互補，以有效的解決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本文主要採用以下四

個研究方法：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重要的基礎，從既有的文獻與歷史資料進行

分析，主要分為兩種整理方法，分別為回顧（review）與分析（analysis），而本

研究法的重點在於透過分析的過程來釐清所關注事件的發展脈絡。而本文便期望

藉由文獻分析法尋找中國大陸在經濟開放過程中，其對外採購策略的定位與功

能，以找尋其相關案例的共同點與成效的評估，形成他山之石，作為本文研究個

案的參考例證，並進一步尋求其異同之處。 

 

貳、內容分析法 

 受限於研究成本的考量與限制，作者無法直接與中國大陸採購的行為者進行

訪談，以及有效獲取正確與詳細的數據資料。然而，所幸中國大陸對於新聞資訊

傳播的重視，使得本文對於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操作與目的分析有了另一個途

徑。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採取「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透過各種傳播

紀錄，觀察研究所需的相關成分與集合（資料來源，如書本、雜誌、報紙、演講、

繪畫、信件等）。而內容分析是一種對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量化的研究技

術（Berelson, 1952: 18）。可以透過規則擬定類目與分析單位，將研究所關注的「符

號」和「特定文字」以數字的方式呈現，運用科學的方式作系統的歸納，以了解

類目之間的關係（王石番，1991：135-39）。其優點為：一、經濟性：不需要大

量的研究人員以及特殊設備，只要能獲取有效的資料尌可以進行分析；二、安全：

即使發現研究所獲取的資訊未符合預期或是效果不佳，內容分析法相較於其他研

究方法更容易重覆進行分析； 三、可跨時：可以跨時研究事件發生的過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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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介入性研究：減低對研究對象的干擾（Rubin& Babbie, 1997: 333-44）。本文對

於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研究，主要透過中國大陸方面的新聞資料進行分析，並採用

不同的分析單位進行檢測，透過量化的方法進行質化的分析與討論。 

 

參、訪談法 

 上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釐清中國大陸採購策略的操作與目的，而本文所採取

的訪談法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過程與效果，透過半結構式問卷分別針

對相關單位進行訪談，一方面了解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實際運作情況，另一

方面了解台灣內部的看法，藉以補充文獻分析與內容分析資料所不足之處，進而

有效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而訪談的相關內容（如：訪談名單與訪談問

題）筆者會在文中詳細說明。 

 

肆、次級資料分析法 

 由於本文欲探查的採購數據資料涉及商業機密不易取得，以及在成本的限制

之下無法進行調查研究，因此另外透過總體資料進行補充（包含經濟資料、民意

調查資料等），藉以更詳盡的了解中國對台採購策略的效果。其中，民意調查資

料的運用是為了更有效的解釋台灣內部對於中國大陸採購策略的反應，故本文採

用具公信力的政大選舉研究中心（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簡稱 TEDS）的調查資料以有效的代表台灣內部民眾的看法。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總共包含三個部分，中國大陸對美國採購、中國大陸對歐洲

採購、中國大陸對台灣採購。中美、中歐採購個案的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釐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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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採購策略的發展，並作為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策略的參考。是此，所橫跨研

究的時間點較長，而本文主要觀察貣始點是在 1990 年的中國大陸的六四天安門

事件之後，由於中國大陸在此時轉變的國家發展的策略，突顯了對外採購策略的

重要性，詳細的發展將會在文中進一步討論。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研究範圍則是著重在 2008 年金融海嘯以後的採購事件

作為分析的重點。雖然，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已行之有年，但是相關的資料都

是集中在農業產品的緊急採購，其採購的廣度及深度都不及 2009 年與 2010 年的

採購團（表 1-2），如此密集的採購策略在兩岸關係上的發展更是少見的，而這段

期間兩岸的經濟交流也正快速的發展，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策略將會對兩岸未來

的政經關係發展產生何種影響? 

 

表 1-2 本文研究範圍一覽表 

分析時間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計劃   

2009 年 

來台採購團(全國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廣西團、海貿會-首發

團、海貿會-第二團、海貿會-第三團、中國百貨商業協會、四

川省醫藥品採購團、吉林團、四川團、廣州團、江蘇團、河南

團、2009 年面板團、北京環保團) 

2010 年 

來台採購團(上海團、陝西電子協會、湖北團、福建團、山東

團、四川團、河北團、吉林團、廣西團、吉林團、2010 面板團、

湖南團、大連團、廣東團)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研究成本的侷限，本文的研究對

象橫跨兩岸，即是採購供需雙方的關係。如：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相關受訪者層

次較高，因此預期研究所能訪談的對象層次有限。另外，對於採購需求方的訪談

勢必更加困難，而訪談對象僅能著重在採購供給方。然而，如何有效的選擇訪談

對象將是本研究的重要挑戰；第二、研究主題的敏感性較高，採購的內容包含了

政治爭議以及商業機密(例如：採購廠商清單、金額明細、合約內容)，故能獲取

的內容較有限，難以評估其整體效果。雖然受到諸多研究上的限制，本文仍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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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藉由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互補以減低研究內容的不足，進而有效的回答本文所

提出的研究問題。 

 

第六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透過相關個案的分析，來描繪中國大

陸對外採購策略的發展脈絡，以瞭解哪些關鍵因素將會影響中國大陸對於採購策

略的操作，是否有其一致的邏輯?或是有其差異?第二部分則是觀察中國大陸對台

採購的操作，其內容包含，對台採購策略的發展、來台採購團的基本特徵、赴台

採購新聞事件的內涵，透過以上不同的視角進行觀察，進而描繪中國大陸對台採

購的運作。最後，說明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效果。是此，本文的研究目的著

重於釐清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原則與目標，在對台採購的策略之中有什麼異同之

處?而這樣的差異又會對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產生什麼影響?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本研究的綱要，分別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

問題與架構、文獻探討與研究設計與方法，以建構本文欲探求的研究問題與回答

研究問題的方法；第二章主要描述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的發展，並闡述採購策

略對於中國大陸經濟外交發展的重要性。其次，說明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的操

作與運用，進一步解釋採購策略為何具有複合式的經濟策略術性質，並將其概念

套用至相關案例進行分析，藉以說明採購策略的運用不再只是傳統的「胡蘿蔔與

棒子」二分概念。最後，針對中國大陸的採購案例進行比較，以尋找其異同之處。 

 

 第三章透過中國大陸對來台的「採購團」與採購的「新聞事件」進行觀察，

並透過內容分析法來描繪其對台採購的操作與目的。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

回顧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發展並說明其採購策略的基本定位與目的；第二、針對



第一章 緒論 

25 

 

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進行基本特徵的描述，藉以了解其組成與特色；第三、建構

內容分析法所需的相關指標並進行相關檢證，並透過不同分析單位進行觀察與比

較；第四、說明中國大陸對外（台）採購的操作的異同之處。 

 

 在分析與檢證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之後，第四章則是關注台灣內部

的反應作為研究的焦點，其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說明兩岸政經發展的概況，

包含總體經濟的變化，以及台灣內部民眾對中國大陸觀感的轉變；其次，分別透

過總體的資料與訪談的內容進行對話，進一步分析中國大陸赴台採購所產生的政

治與經濟影響；最後，則是檢視既有的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看法與本章研究發現

的差異。 

 

 第五章為本文結論。在第二章至第四章的研究基礎上，統整本研究的分析結

果與發現，也進一步說明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可能影響，並在最後說明其研究貢

獻、限制，以及未來的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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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是採購?還是統戰?：中央、地方各異其趣 

 

中國大陸在 1979 年進行改革開放之後，對外貿易的發展逐漸熱絡。在此之

中，兩岸的貿易也逐漸的開通，係透過香港以「間接貿易」與「轉口貿易」的形

式進行經濟交流 (邵宗海，2006：503)。然而，隨著兩岸的領導者的更迭，以及

政經議題不斷的折衝之下，形成了兩岸之間「政經分離」、「政冷經熱」或是「政

治疏離、經濟融合」的基本關係，進而使得經貿議題成為兩岸政治相互角力的重

點（吳玉山，1999：171-173；高朗，1999：62-71；耿曙，2009：1-2）。 

 

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自 2003 年胡錦濤主政以後，對台的基本方針發生

轉變，其提出「四點意見」（或稱，胡四點）與「三個凡是」的對台工作原則，

突顯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與「和平發展」的政策主軸。55更在「反分裂國家

法」中，明確表示中國大陸將會加強兩岸人員交流的相關措施，以維護臺灣海峽

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兩岸關係。56因此，即便是在 2004 年至 2008 年兩岸政治關

係正處於低潮的時期，仍然分別在 2005 年、2006 年與 2007 年三次「連胡會」，

以及 2005 年的「宋胡會」後，持續的對台灣釋出五十四項的優惠措施，更顯的

中國大陸以經濟為主的柔性對台策略（胡聲平，2007：4）。 

 

特別是，在 2006 年 4 月 15 日兩岸經貿論壇的閉幕式上，中台辦授權所宣

                                                        
55

 「胡四點」的內容為：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

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第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三

個凡是」：凡是有利於台灣人民的利益、凡是有利於祖國的統一、凡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我們都要全力推動。請參考：新華社（2005），〈胡錦濤：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

不改變〉，【線上資料】，2005/3/4，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219970.html，

檢索日期，【2009/3/2】。 
56

 「反分裂國家法」第六條(一)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增進了解，增強互信；(二）鼓勵和

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切兩岸經濟關系，互利互惠﹔（三）鼓勵和

推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四）鼓勵和

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五）鼓勵和推動有利於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系

的其他活動。請參考：人民網（2005），〈反分裂國家法〉，【線上資料】，人民網，2005/3/14，

http://tw.people.com.cn/BIG5/135848/135916/8406701.html，檢索日期，【200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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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十五項惠台措施，首次將「採購」的貿易方式納入基本的對台政策之中，而

採購的時間點則設定在台灣特定農產品滯銷的時期，更顯得拉攏台灣內部民意的

支持是中國大陸首要目標。57然而，中國大陸此種透過積極的經濟讓利，進而促

使台灣人民改變大陸印象的策略，則被台灣方面視為「以經促政」、「以經促統」

或是「經濟統戰」，係以經濟影響政治的行為（吳玉山，1999：170）。是此，本

章欲釐清兩岸經濟的互動過程中，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的本質，是基於兩岸經

濟交流必然的發展歷程?還是在經濟議題上對台進行統戰?抑或是累積經濟制約

的能量?在此之中，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又扮演了何種功能與角色? 

 

本章內容分為四個部份，第一節觀察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概況與發

展，並區別「緊急採購」與「政策性採購」的差異；第二節針對 2009 年至 2010

年中國大陸赴台採購團的概況進行初步分析，透過相關的基本資料來描繪中國大

陸對台採購團的特徵，以呈現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第三節說明本

文進行內容分析的方法，包含新聞資料的取樣、研究與分析單位、分析類目的建

構、內容編碼與資料分析等，在建立有效的分析樣本後，以不同分析單位進行比

較，以尋找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特殊性；第四節為小結，對於本章的研究資

料進行整理與說明。 

                                                        
57 在兩岸經貿論壇閉幕式上，由中台辦宣佈中台辦宣佈中台辦宣佈中台辦宣佈 15 項惠台政策措施項惠台政策措施項惠台政策措施項惠台政策措施。經國務院批准的有 3 項政策措

施，內容為：一、對台灣水果檢驗檢疫準入品種由 18 種擴大到 22 種。二、為幫助解決台灣産

蔬菜豐産季節出現的銷售困難，開放 11 種台灣主要蔬菜品種檢驗檢疫準入，並實行零關稅。

三、為擴大台灣捕撈和養殖的水産品在大陸銷售，對台灣部分鮮、冷、凍水産品實行零關稅優

惠措施和檢驗檢疫便利；另外，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 12 項政策措施，分別為：一、在現

有五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的基礎上，設立兩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以及設立兩個

台灣農民創業園；二、適時組織農產品採購團赴台採購；三、在福建省廈門市建立台灣水果銷

售集散中心，給予進口台灣水果經銷商免交使用費，以及場地免一年租金的優惠；四、開放台

灣農產品運輸綠色通道；五、正式認可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核准的台灣高等學校學歷；六、制定

與公佈《大陸居民赴台灣地區旅遊管理辦法》；七、持續增加新的口岸簽注點；八、開放台灣

同胞參加報關員考試；九、在台灣同胞較集中的地區指定診區，為台胞提供醫療服務；十、為

台灣同胞在大陸就醫後回台灣報銷醫療費用提供便利；十一、鼓勵台灣醫療機構與大陸合資合

作興辦醫院；十二、准許符合規定條件的台灣同胞在大陸申請職業註冊和短期行醫。相關內容

請參考，「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網站」，http://www.gwytb.gov.cn/speech/tbldjh/201101/t2011 

0123_1724287.htm。 



第三章 是採購還是統戰?：中央、地方各異其趣 

65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兩岸早期的採購活動大多是透過第三地（以香港為主）的仲介公司進行交

流，主要採取間接貿易的模式，但基本上仍受到台灣政府相當程度的限制。58直

到 2006 年的兩岸經貿論壇之後，中國大陸首次將對台灣農業產品進行採購納入

基本的對台政策之中，而此種採購的性質屬於「緊急採購」，其目的是為了緩解

台灣農產品滯銷的問題；之後，在 2009 年金融海嘯爆發的期間，中國大陸隨即

擴展對台的採購的項目，係以配合中國大陸拓展內需市場政策所採取的「政策性

採購」。然而，緊急採購與政策性採購皆屬於政府採購的例外。59由於，這兩種

採購的方式也同時受到政府力量的指導與掌控，並作為國家的政策工具以應付國

內外特殊的情勢（如：天災、國家安全、秘密採購、外交關係等），但是這兩種

採購方式的適用時機與方法卻又不太相同。因此，本節將中國大陸對台的採購策

略分為兩個時間點進行觀察：第一、2006 至 2008 年對台的「緊急採購」。此時

期的採購目的具有強烈的政治因素，並將採購對象專注在台灣中南部的農產品，

藉以拉攏台灣內部民眾的認同；第二、2009 年以後的「政策性採購」。此舉則是

為了因應中國大陸擴大內需市場的政策，結合其基本的對台政策，所採行的採購

策略，進而形塑兩岸經濟合作的氛圍。相關內容將在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壹壹壹、、、、20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8 年對台的年對台的年對台的年對台的「「「「緊急採購緊急採購緊急採購緊急採購」」」」    

在 2006 年兩岸經貿論壇閉幕式上，中台辦授權宣布了十五項惠台政策。其

中，由國務院相關部門所批准的政策措施，特別提到：「為幫助臺灣農民解決水

果、蔬菜豐産時出現的銷售困難，供銷總社等將根據臺灣農民和農民組織反映的

                                                        
58

 此時的採購交流主要是透過相關的仲介組織或公司，諸如：陳特企業、海峽兩岸商務（經貿）

協調會、亞太企業家中國市場促進會。（聯合報，1991a）。 
59 緊急採購與政策性採購皆為政府採購的例外。相關條文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採購法」第

九章附則第八十五條：「對因嚴重自然災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實施的緊急採購和涉及國家

安全和秘密的採購，不適用本法」。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之政治經濟分析 

66 

 

情況與要求，適時組織由有實力的農産品供銷企業和行業組織組成的臺灣農産品

採購團，赴臺採購」。此後，中國大陸持續的從 2006 年到 2008 年對台進行四次

的農業緊急採購（如表 3-1），從中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採取主動的態度，也就是台

灣方面一旦提出農產品滯銷的問題，將立即採取積極的採購動作並加以宣傳，以

塑造中國大陸惠台的形象。 

 

表表表表 3-1    中國大陸赴台農業採購概況中國大陸赴台農業採購概況中國大陸赴台農業採購概況中國大陸赴台農業採購概況表表表表（（（（緊急採購緊急採購緊急採購緊急採購））））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來台來台來台來台採購團採購團採購團採購團    採購起因採購起因採購起因採購起因    採購概況採購概況採購概況採購概況    

2006 

6/14 
福建超大集團 

為落實中臺辦在兩岸

經貿論壇上受權所宣

佈的十五項惠台政策。 

與臺灣省農會在臺北簽訂香蕉

緊急採購合同，共採購 16,667

箱，價值 125 萬元(人民幣)，

總計 200 噸的臺灣香蕉。 

2006 

10/21 

福建超大集團 

中華供銷總社(北京) 

上海果品有限公司 

主要是回應 2006 年 10

月 19 日，國民黨榮譽

主席連戰在廈門參觀

海峽兩岸農業合作成

果展時，所提及的臺灣

香蕉滯銷問題。 

中台辦主任陳雲林隨即宣布對

台進行緊急採購，係針對高

雄、屏東和南投等香蕉産地，

以高於市場價格，每箱 12 公斤

300 至 330 元(新台幣)進行收

購。其中，超大集團採購 150

噸；中華供銷總社(北京)和上

海果品有限公司各採購 75 噸。 

2007 

1/12 

福建超大集團 

中華供銷總社(北京) 

上海果品有限公司 

南京農貿中心 

1 月 11 日國民黨主席

馬英九在雲林縣進行

座談時，表示將協助柳

橙運往大陸銷售，並透

過國共交流平台提出

協助採購的要求。 

隨即國台辦經濟局長何世忠在

同日表示，將立即組織兩岸購

銷單位協商並簽署協議，預計

向臺灣採購 1,200 噸柳橙，價

值約 700 萬元(人民幣)，分批

從臺灣運至廈門港、上海港和

天津港。 

2008 

12/9 
福建超大集團 

陳雲林率領海協會人

員訪台時，其表示了解

台灣中南部的柳橙滯

銷的情況，即將啟動第

四次對臺緊急採購。 

超大集團與臺灣有關單位簽署

了協議，分批採購産自臺灣的

雲林、嘉義、南投等地豐産滯

銷的柳橙 1,200 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新華網新聞。60 

                                                        
60 相關新聞請參考：余瑛瑞、雷劉（2006），〈首批為島內果農解困緊急採購的台灣香蕉運抵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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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陳水扁總統，在此時期對於兩岸政治議題所採取的強硬政策（如：

終止國統會、國統綱領、三要一沒有等），中國大陸政府反而是透過積極的惠台

政策強調中國市場與台灣經濟發展互補的重要性，並在政治問題上與在野黨（主

要為國、親兩黨）達成以「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作為兩岸進行協商的重要

基礎。61此後，只要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在野黨進行協商或是提出需求（表 3-1 的

採購起因可以觀察到相同現象），勢必會立即得到中國大陸善意的回應，進而塑

造不同政黨支持者在兩岸經濟議題上的落差感。是此，筆者認為這屬於以「對象」

為主的採購策略，由於緊急採購的協商皆是透過國共交流的平台等非官方單位，

特別是以論壇的形式所進行的交流，也提供了台灣內部的相關團體與中國大陸建

立關係的特殊管道（胡聲平，2007：24）。 

 

但是，水果的緊急採購政策通常使用在一國之內的範圍，其主要的功能在

於短期內調節國內水果市場的供需狀態，以穩定國內供需市場的價格水準為目

標。而中國大陸積極透過地方國有企業（如：福建超大集團、上海果品有限公司）

或是官方農業組織（如：中華供銷總社）對台灣農會或產銷合作社進行採購活動，

此舉則被視為將台灣「地方化」（地方對地方）的策略（胡聲平，2007：23）；

另外，甚至以高於市場價格的方式進行採購，正如赫希曼（1969）在相關研究中

所描述的「德意志帝國利用經濟利誘的貿易政策，在貿易夥伴國內創造與其親近

                                                                                                                                                               

門〉，【線上資料】，2006/6/26，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6-06/26/content_ 

4749982.htm，檢索日期，【2010/3/10】；新華網（2006），〈大陸方面再次緊急採購台灣 300 噸滯

銷香蕉〉，【線上資料】，2006/10/21，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6-10/21/con 

tent_5232892.htm，檢索日期，【2010/3/10】；茆雷磊（2007）〈大陸緊急採購台灣滯銷柳橙 1,200

噸〉，【線上資料】，2007/1/12，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tai_gang_ao/2007-01/12/content_55 

99703.htm，檢索日期，【2010/3/10】；許雪毅（2008），〈福建超大集團採購 1,200 噸台灣柳橙〉，

【線上資料】，2008/12/9，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09/content_104 

78208.htm，檢索日期，【2010/3/10】。 
61 胡連會談新聞公報的內容說到：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兩岸

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共同主張；宋楚瑜也在宋胡會後表示：親民黨始終堅持

三個基本立場。第一、堅定「九二共識」的基本原則；第二、反對「台獨」的立場。第三、主

張兩岸和平。請參考：人民網（2005），〈胡錦濤與連戰會談新聞公報〉，【線上資料】，2005/4/29，

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BIG5/26741/47107/47312/3360547.html，檢索日期，【2010/3/10】 

；人民網（2005），〈胡錦濤會見宋楚瑜：秉持一中 為兩岸謀福祉〉，【線上資料】，2005/5/12，

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BIG5/26741/47108/47528/3385362.html，檢索日期，【20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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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團體」的情境相似，使得中國大陸對台灣特定農業團體進行「統戰」的看

法油然而生，更加深了非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心理與行為，所以我們可以預期中國

大陸的緊急採購政策所能促成惠台形象的效果有限。 

 

是此，筆者透過陸委會 2006 年與 2007 年的「年度綜合分析報告」研究資

料，對此時期的全體民意調查進行觀察。62在 2006 年的報告中，台灣民眾對於

兩岸談判的看法，六成五的民眾認為兩岸協商不應以「一中原則」作為前提（此

調查只有一中原則的問題，並無提及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有六成的民眾表示

兩岸的經濟協商應該透過政府單位進行管理，中共當局不應該只與台灣的在野黨

接觸，更有高達八成六的民眾認為兩岸農業交流應透過「政府對政府」來進行協

商談判才能保障農民的權益。而 2007 年的報告結果與 2006 年相當一致，有七成

的民眾認為兩岸的經貿交流應採取「積極管理」的措施，國共論壇所達成的協議

有六成五的民眾認為兩岸協商應該由政府來主導，民眾表示不能接受一中原則的

共識提升至七成二。 

 

上述內容主要針對在野黨（特別是國民黨）進行兩岸協商的看法，根據調

查資料可以發現，大多數的民眾並不贊同「一中原則」，惠台政策並沒有明顯的

改變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基本立場；而在經貿協商的部分，民眾則認為應該透過

政府單位進行對等的協商與有效的管理，才能確保台灣民眾的利益。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的的的的調查資料調查資料調查資料調查資料正與筆者所預期的現象相符正與筆者所預期的現象相符正與筆者所預期的現象相符正與筆者所預期的現象相符，，，，透過總體的資料來觀察透過總體的資料來觀察透過總體的資料來觀察透過總體的資料來觀察，，，，即便是即便是即便是即便是中中中中

國大陸國大陸國大陸國大陸針對特定對象所進行的惠台政策針對特定對象所進行的惠台政策針對特定對象所進行的惠台政策針對特定對象所進行的惠台政策，，，，仍然無法仍然無法仍然無法仍然無法有效的有效的有效的有效的改變改變改變改變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整體整體整體整體民眾民眾民眾民眾對於對於對於對於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既有的既有的既有的既有的不信任不信任不信任不信任感感感感。。。。 

 

 

                                                        
62 筆者認為透過相關的調查研究，可以有效的推論台灣整體的民意概況。關於陸委會 2006 年至

2007 年的「年度綜合分析報告」請參考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lp.asp?CtNode=6333 

&CtUnit=3934&BaseDSD=7&mp=1，檢索日期，【2011/10/10】。 



第三章 是採購還是統戰?：中央、地方各異其趣 

69 

 

貳貳貳貳、、、、2009 年以後對台的年以後對台的年以後對台的年以後對台的「「「「政策性採購政策性採購政策性採購政策性採購」」」」    

2008 年 5 月 28 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進行兩岸

執政黨的高峰會上，達成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擱置爭議、追求雙贏」，以及在

「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恢復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交往與協商，雙方皆同意兩

岸應先從最沒有爭議的問題上先行跨出合作的第一步。63隨即，在同年的 11 月 3

日，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帶領相關人員正式訪台，並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在台北

正式簽署四項兩岸合作協議（空運、海運、通郵，以及食品安全）之後，兩岸在

政經關係上明顯的獲得改善。64
 

 

隔年，在國際金融海嘯爆發期間，中國大陸立即派遣商務部在 2 月趕赴歐

洲國家（德國、瑞士、西班牙、英國）進行採購訪問。同年 4 月，中國大陸國務

院總理溫家寶隨即在「博鰲亞洲論壇」中提出：「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擴大

對台産品採購、鼓勵台資企業到大陸開拓市場、增加大陸遊客赴台旅遊、協商建

立符合兩岸經濟發展需要、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等五項對台政策，並

特別表示將會擴大對台灣採購的計畫。65隨後，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在 5 月

                                                        
63 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會議中表示：「由衷期盼，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擱置爭議、追求雙

贏，更簡單的說，就是先經濟、後政治，從最沒有爭議，可以立即實現互惠、互利、雙贏的部

份，先行著手，跨出重要的一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強調：「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應該共同努

力，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首先要建立互信，這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至關重要。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是雙方建立互信的根本基礎。只要在這個核心問題上

立場一致，其他事情都好商量。」。請參考：李仲維（2008），〈吳胡閉門會談 吳伯雄主席談話

（全文）〉，【線上資料】，2008/5/28，中評網，http://3g.cnrn.tw/doc/1006/5/8/2/100658298.html? 

coluid=7&kindid=0&docid=100658298&mdate=0528205049，檢索日期，【2010/3/10】；中評社

（2008），〈胡錦濤：核心立場一致，其他好商量〉，【線上資料】，2008/5/28，中評網，
http://3g.cnrn.tw/doc/1006/5/8/3/10065831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658313&mdate=0

528215603，檢索日期，【2010/3/10】。 

64 中評社（2008），〈陳江簽四大協議 台北會談大功告成〉，【線上資料】，2008/11/4，中評網，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7/8/9/5/100789579.html?coluid=125&kindid=3942&docid

=100789579&mdate=1104152633，檢索日期，【2010/3/10】。 

65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博鰲亞洲論壇的期間所提出的五項對台舉措：一、推動大陸企

業赴台投資；二、擴大對台產品採購；三、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台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並參與

大陸擴大內需的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四、增加大陸居民赴台旅遊；五、推動協商建立兩

岸經濟合作機制；六、進一步向台灣居民開放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項目；七、加強兩岸農業

合作平台建設；八、許可台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在福州、廈門兩地試點設立分支機構，從事涉台

民事法律諮詢服務。請參考：茆雷磊、張勇勇、周正平（2009），〈兩岸攜手走出危機—博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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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的海峽論壇大會上正式宣佈八項惠台新政策，其包括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

資、擴大對台産品採購、加強兩岸農業合作平台建設等內容。66其中，我們可以

發現前三項惠台措施構成了中國大陸對台灣「政策性採購」的重要來源，其內容

為： 

 

一一一一、、、、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商務部、國務院台辦將正式發布《關於大陸企

業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大陸企業赴

台灣地區投資的辦理程序。大陸主管部門近期將有序組織電子、通訊、生

物醫藥、海洋運輸、公共建設、商貿流通、紡織、機械、汽車制造業等行

業的骨幹企業赴台投資考察，依據雙方確定的優先領域，進行企業洽商與

項目對接，推動赴台投資取得實際進展。我們還將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件的

大陸機構、企業單獨或與台資企業合作，在台灣舉辦培訓會、洽談會、展

覽展銷會、商務合作等活動。 

 

二二二二、、、、擴大對台產品採購擴大對台產品採購擴大對台產品採購擴大對台產品採購。。。。大陸主管部門將組織農產品採購團，於今年上半年

和下半年兩次赴台採購水果、蔬菜、水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大陸還將由有

實力的企業組成採購團，於今年 5 月、6 月、7 月三次赴台，洽商採購台

灣工業消費品、日常生活用品、食品深加工產品和特色工藝商品。另外，

將支持和幫助台灣在大陸舉辦促銷活動。 

 

三三三三、、、、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台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並參與大陸擴大內需的基礎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台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並參與大陸擴大內需的基礎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台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並參與大陸擴大內需的基礎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台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並參與大陸擴大內需的基礎

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大陸各地台辦將會同有關主管部門為台資企業提供

協助，推薦符合資質的台資企業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大陸

主管部門也將盡快提出參與企業資質和台灣相關專業人士資格認定的具

體辦法。 

 

筆者認為在 2009 年中國大陸的惠台新政策的內容中，確定了採購對象、採

                                                                                                                                                               

洲論壇內外的熱點話題〉，【線上資料】，2009/4/19，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 

2009-04/19/content_11217409.htm，檢索日期，【2010/3/10】。 
66

 國台辦所公布的八項惠台新政策：一、推動大陸企業赴台投資。商務部、國務院台辦今天將

正式發佈《關於大陸企業赴台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了大陸企

業赴台灣地區投資的辦理程式；二、擴大對台産品採購；三、鼓勵和支援有條件的台資企業拓

展大陸市場並參與大陸擴大內需的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四、增加大陸居民赴台旅遊；五、

推動協商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六、進一步向台灣居民開放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項目；七、

加強兩岸農業合作平台建設；八、許可台灣地區律師事務所在福州、廈門兩地試點設立分支機

構，從事涉台民事法律諮詢服務。新華網（2009），〈王毅宣布落實溫家寶五項重要對台舉措八

項方案〉，【線上資料】，2009/5/17，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 

com/tw/2009-05/17/content_11388723.htm，檢索日期，【20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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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時間，以及擴大採購項目，並透過其他政策目標直接的加強了對台採購團的功

能，諸如：來台投資與招商，尋求兩岸在不同的經濟領域上合作；開放中國大陸

的採購市場，除了來台進行重點採購之外，也開放中國大陸的公共工程的採購市

場。使其採購目標從解決短期特定對象的問題（農業滯銷），提升至長期的兩岸

經濟合作議題，也更符合中國大陸對外的採購策略的操作與目標。 

 

另外，本節同樣透過「組團貿易促進活動的通知」的相關文件來描繪商務

部組織對台採購團的流程。以 2009 年廣州省經貿委員會的「關於組織有關企業

赴台採購的通知」為例，其內容概述：「根據商務部會議安排，近日商務部將分

批組織部分省（市）企業集中赴台採購台灣商品，包括採購台灣特色日用品、工

藝品和工業品、零部件、原材料...由於本次組織採購活動時間緊、任務重、務必

請有關單位抓緊落實...」（附件三）。是此，中國大陸對外（台）採購的組織流程

基本上是一致的，對外採購皆由商務部進行統籌與規劃。但是，在不同省份的赴

台採購通知中，筆者發現有其相異之處，以 2009 年 11 月河南省的「關於組織企

業赴台採購的通知」為例，內容為：「根據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指示精神，我

省將於 12 月中旬在臺灣舉辦大型經貿活動，作為總體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將

組織有關企業作為採購分團參加活動。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一、各市商務局

對轄區內主要進出口企業，特別是與臺灣有經貿往來的企業進行一次摸底調

查…。二、本月 24 日前將有關企業的有關情況填寫附表報省商務廳（對外貿易

處）…。三、臺灣對為我省有優勢的產品主要有 LED 類、平面顯示器類…請積極

動員有關企業加大對這些產品，特別是對高粱酒和水果等農副產品的採購力度」

（附件四）。67從中觀察到此次的採購團是由地方（河南省）自行主導，不但加

強地方企業與台灣企業既有的貿易關係，也要求相關企業特別採購台灣的農產

品。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組成模式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部分（圖 3-1），

                                                        
67

 河南省的「關於組織企業赴台採購的通知」，請參考河南省商務廳網站，http://henan.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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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由商務部（中央）經由各地方商務部系統所籌組，並由「海峽兩岸經貿

交流協會」帶領赴台採購；68第二部分則是由地方省領導要求而自行組成（虛線

部分）。然而，這兩種採購團組成模式卻有可能使得地方相關企業（含商、協會）

與商務部下所屬商會之間的採購團組成有其重覆性。 

 

 

圖圖圖圖 3-1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商務部組織商務部組織商務部組織商務部組織對台對台對台對台採購團的流採購團的流採購團的流採購團的流程程程程圖圖圖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中國大陸商務部辦公廳，以及省政府所發佈的

組團貿易投資促進的活動通知（附件三、四）。 

 

最後，在確立對台採購的政策的目標後，5 月 22 日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

馬飆率先行赴台進行採購訪問。隨後，在 5 月 31 號由中國大陸商務部下屬的「海

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簡稱，海貿會），所籌組的兩岸經貿促進考察團來台進行

採購，訪問期間海貿會會長李水林更表示：「只要台灣生產的、大陸有需要的、

                                                        
68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其成立於 2004 年 1 月 6 日，由中國大陸商務部所主管，在民政部登

記註冊，具有社團法人地位的非贏利性社團組織。由全國經貿界有代表性的、從事和熱心於海

峽兩岸經貿交流的機構、企事業單位和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相關資料請參考「海峽兩岸經貿交

流協會網站」，http://aetats.mofcom.gov.cn/。 

商務部 

商會下所屬企業 

各層級商務部門 商務部分組對應單位 

（如，產業司、各商會組團等） 
（各省、自治區、直轄市、計畫

單列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地方相關企業(商、協會)

海貿會 

國務院 
回饋資訊 

1、說明合作意向與金額。 

2、提供有關進出口、雙向

投資、技術引進及服務

貿易合作的簽約資訊。 

採購團資訊 
1、提供採購團的組成資訊 

2、下達任務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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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從台灣買、就從台灣買，而且採購金額上不封頂」。69不但展現了中國大陸

龐大的內需市場，也表明來台採購團的舉動是為了展現兩岸即將簽訂「海峽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

的兩岸經濟合作利多。70而從表 3-2 與表 3-3 中觀察，可以發現從 2009 年至 2010

年短短兩年之內，中國大陸緊密的來台進行採購訪問，大約有 29 個團次（以國

貿局提供的採購團資料為主、本文整理的新聞資料為輔），採購金額（包含意向

書）總共達到 270 億美元左右，其採購的目標更涵蓋了台灣全體的農業與工業產

品，而這種持續且密集的採購形式在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上是少見的。是此，

筆者將在下一節針對 2009 年與 2010 年來台採購團的基本特徵進行描述性的分

析，藉此進一步了解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 

 

表表表表 3-2 2009 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赴赴赴赴台採購團概況台採購團概況台採購團概況台採購團概況表表表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採購團名稱採購團名稱採購團名稱採購團名稱    團長團長團長團長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新聞與貿協資料新聞與貿協資料新聞與貿協資料新聞與貿協資料))))    

採購金額採購金額採購金額採購金額    

((((預估商機預估商機預估商機預估商機))))    

採購目的採購目的採購目的採購目的    

((((新聞資料新聞資料新聞資料新聞資料))))    

4/11~ 

4/16 

全國城市農貿

中心聯合會 
N/A 

12 家 

會員廠商 
農漁牧產品。 

0.87 億 

(美金) 
兩岸經貿合作 

5/22 廣西團* 馬飆飆 
廣西壯族 

自治區主席 
農產品。 

1.7 億 

(美金) 

應對金融危機 

兩岸經貿合作 

5/31~ 

6/5 

海貿會 

(首發團) 
李水林 海貿會會長 電視、電腦、面板。 

22.27 億 

(美金) 

家電下鄉政策 

展現 ECFA 利多 

6/01~ 

6/08 

2009 年 

面板團 
白為民 

大陸電子視像行

業協會秘書長 
面板。 

44 億 

(美金) 
大陸面板需求 

6/23 吉林團 叢紅霞 
吉林省政府 

副秘書長 
食品、百貨物流。 

0.58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7/12~ 

7/18 

海貿會 

(第二團) 
門曉偉 

商務部商貿 

服務司副司長 

食品、農產品、日用品、

工藝品。 

7.48 億 

(美金) 

兩岸經貿合作 

展現 ECFA 利多 

8/19~ 

8/25 

海貿會 

(第三團) 
唐  燁 

大陸商務部 

台港澳司司長 

機械、化工、電子、汽

車零組件、紡織品。 

56.45 億 

(美金) 

汽車下鄉政策 

展現 ECFA 利多 

8/27 
中國百貨 

商業協會 
楚修齊 

中國百貨商業 

協會會長 
服飾、家庭用品。 

1.02 億 

(美金) 
經貿合作 

                                                        
69 資料來源：同前註 4。 
70 中評網（2009），〈大陸採購團再度入台 為 ECFA 掃除障礙〉，【線上資料】，2009/6/2，福建日

報，http://www.fj.xinhuanet.com/hxla/2009-06/02/content_16688469.htm，檢索日期，【20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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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8 
四川團 李崇禧 

四川省委 

副書記 

電子、化工、工程機械

設備、農產品、日用品 

3.70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11/3~ 

11/8 
廣州團 李榮燦 

廣州市政府 

副市長 

電子、輕工、汽車配件、

農產品、醫藥、軟體。 

0.72 億 

(美金) 
兩岸合作與招商 

11/4~ 

11/10 

全國城市農貿

中心聯合會 
N/A N/A N/A 

0.02 億 

(美金) 
N/A 

11/5~ 

11/11 

四川省醫藥品

採購團 
N/A 

四川省醫藥行業

協會 9 家企業 

西藥製劑及醫療器材等

相關產品。 

0.16 億 

(美金) 
兩岸經貿合作 

11/9~ 

11/14 
江蘇團 梁保華 江蘇省委書記 

機械、電子、化工、食

品、電子設備、LED、

面板。 

9.40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12/14~ 

12/21 
河南團 徐光春 

(前)河南省委 

書記 

食品農產品、電子元

件、機電設備、紡織品。 

5.6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12/21~ 

12/25 
北京環保團 N/A    N/A    N/A    

0.14 億 

(美金) 
N/A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71請參考林文正 c（2010）〈經濟影響政治?以中共對

台採購為例〉，發表於 2010 年中國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研究

年會籌備小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表表表表 3-3 2010 年年年年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赴赴赴赴台採購團概況台採購團概況台採購團概況台採購團概況表表表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採購團名稱採購團名稱採購團名稱採購團名稱    團長團長團長團長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    
採購的目標商品採購的目標商品採購的目標商品採購的目標商品    

((((新聞與貿協資料新聞與貿協資料新聞與貿協資料新聞與貿協資料))))    

採購金額採購金額採購金額採購金額    

((((預估商機預估商機預估商機預估商機))))    

採購目的採購目的採購目的採購目的    

((((新聞資料新聞資料新聞資料新聞資料))))    

4/6 上海團 韓正 上海市市長 
百貨、農產、電子零組

件。 

1.07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4/7 
陜西電子 

行業協會 
N/A 11 家大陸企業 相關電子產品。 

0.22 億 

(美金) 
N/A 

4/21 湖北團 羅清泉 湖北省委書記 
IT、日用消費品、農產

品。 

1.10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5/4 福建團 黃小晶 福建省省長 

農產品、民生用品、機

械零配件、紡織原料、

化學、面板、LED。 

7.66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71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資料來源除了筆者自行整理的新聞資料之外，還包含中華民國對外貿發展

協會的資訊，請參考「大陸內需市場採購資訊網」，http://mainlandchina.taiwantrade.com.tw/，檢

索日期，【2010/12/31】；另外，關於中國大陸採購的預估商機的計算，以及來台採購團的數量，

經由中華民國經濟部國貿局提供相關數據資料之後已進行補充與修正，在此感謝相關人員的協

助。（說明 1：促成商機係由採購洽談會現場買主填報資料統計，含括現場商機金額及未來商機

金額；說明 2：「N/A」係指資料不全與缺漏；說明 3：採購團上若標註「*」符號表示為筆者

自行整理的新聞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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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山東團 才利民 山東省副省長 

農產品、日用品、纖維

材料、化工產品、電子

零配件、機械設備。 

5.68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5/24 四川團 劉奇葆 四川省委書記 

農產品、機器設備、資

通訊產品、纖維材料、

化工產品及建材、面板。 

13.21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5/24 河北團* 楊崇勇 河北省副省長 生物科技、太陽能。 
10 億 

(人民幣) 
經貿合作與招商 

7/5 吉林團 陳偉根 吉林省副省長 
農產食品、百貨、民生

用品、工藝品、家電。 

0.26 億 

(美金) 

促進兩岸經貿與

招商 

7/7 廣西團 郭聲琨 
廣西壯族自治區

黨委書記 

汽車零配件、食品、

LED、農產品。 

1.75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7/13 
2010 

面板團 
白為民 

大陸電子視像 

行業協會秘書長 
面板。 

53 億 

(美金) 
經貿合作 

8/2 湖南團* 梅克保 
湖南省委 

副書記 
農產品。 

1 億 

(人民幣) 
經貿合作與招商 

8/6 大連團 戴玉林 大連市副市長 

農產品、食品包裝設

備、電子產品、汽車零

配件、紡織品。 

0.23 億 

(美金) 
經貿合作與招商 

8/17 廣東團 黃華華 廣東省省長 工業產品、農業產品。 
29.30 億 

(美元) 
經貿合作與招商 

9/14 陜西團 趙正永 陝西省省長 
電子產品、新材料、農

產品。 

0.47 億 

(美元) 
經貿合作與招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72請參考林文正 c（2010）〈經濟影響政治?以中共對

台採購為例〉，發表於 2010 年中國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國研究

年會籌備小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在本節裡，我們將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發展分為 2006 年至 2008 年的

「緊急採購」、2009 年以後的「政策性採購」兩個觀察點，回顧相關背景的描述

之後，我們發現這中國大陸對這兩種採購策略雖然都是以「政治因素」作為其核

心考量而影響其國內採購的方向，但是在採購的「手段」與「目標」仍有相當程

度的差異。緊急採購的主要目標在於優惠台灣內部特定對象緊急採購的主要目標在於優惠台灣內部特定對象緊急採購的主要目標在於優惠台灣內部特定對象緊急採購的主要目標在於優惠台灣內部特定對象或團體或團體或團體或團體，，，，藉以拉攏特藉以拉攏特藉以拉攏特藉以拉攏特

                                                        
72

 資料來源與說明：同前註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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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對象對中國大陸的支持定對象對中國大陸的支持定對象對中國大陸的支持定對象對中國大陸的支持，，，，但是所能造成的影響範圍較小但是所能造成的影響範圍較小但是所能造成的影響範圍較小但是所能造成的影響範圍較小；政策性採購的目標著政策性採購的目標著政策性採購的目標著政策性採購的目標著

重在全面性的惠台形象重在全面性的惠台形象重在全面性的惠台形象重在全面性的惠台形象，，，，係以係以係以係以「「「「兩岸經濟合作兩岸經濟合作兩岸經濟合作兩岸經濟合作，，，，共同應對金融危機共同應對金融危機共同應對金融危機共同應對金融危機」」」」的名義來台的名義來台的名義來台的名義來台

進行採購進行採購進行採購進行採購，，，，在採購內容與合作的項目則涵蓋大多數台灣的在採購內容與合作的項目則涵蓋大多數台灣的在採購內容與合作的項目則涵蓋大多數台灣的在採購內容與合作的項目則涵蓋大多數台灣的產業產業產業產業，，，，故本文預期故本文預期故本文預期故本文預期所能所能所能所能

影響的範圍也影響的範圍也影響的範圍也影響的範圍也可能可能可能可能較大較大較大較大。而後者的採購模式與操作大致上與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

策略相同，因此本文欲將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策略視為相似的案例並透過相同的

假設進行檢證與比較，藉以了解其差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來台採購團的組成來台採購團的組成來台採購團的組成來台採購團的組成：：：：構成與特色構成與特色構成與特色構成與特色（（（（2009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10 年年年年））））    

    

從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到，自 2009 年以來中國大陸密集對台灣進行全面性的

採購，而這種持續的採購策略是相當少見的。是此，筆者以下將透過表 3-2 與表

3-3 針對 2009 年至 2010 年中國大陸赴台採購團的概況進行初步分析（本文採購

團的統計數據係以國貿局提供的資料為主、新聞資料為輔，至於各採購分團的資

訊不足，故不在本節的分析範圍之內），分別以中國大陸採購團的「來台採購次

數分布」、「採購團層級」、「採購團團長層級」、「採購金額（含意向書）」等資料

來描繪其基本特徵，以呈現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 

 

首先，從中國大陸來台採購次數的分布來看（表 3-4）。2009 年中國大陸來

台採購總共 15 次，採購的時間平均分布在 4 月份至 8 月份之間，此時期平均來

台採購 1.6 次，而來台次數最多的時間出現在 11 月份，當月來台採購高達 5 次

（分別為：四川團、廣州團、全國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四川省醫藥採購團、江

蘇團）。另外，在 2010 年中國大陸來台採購總共計 14 次，採購的時間也大致集

中在 4 月份至 8 月份之間（除 6 月份之外），此時期來台採購平均提高至 3.25 次，

而來台次數最多的時間則是在 5 月份，當月來台採購 4 次（分別為：福建團、山

東團、四川團、河北團）。然而，根據來台採購次數分布的觀察，這些採購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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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時間點正好介於兩岸簽定重要經濟合作協定的期間，例如：2009 年 4 月 26

日的「第三次」江陳會、2009 年 12 月 21 日的「第四次」江陳會、2010 年 6 月

29 日的「第五次」江陳會（同時正式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可以發現中

國大陸在簽定合作協議的過程中派遣採購團進行採購是常態的行為，而且通常會

藉由採購團來表現其龐大的經濟實力，並說明與對手國之間經濟連結的緊密程

度，進而製造經濟合作利多的氛圍。 

 

表表表表 3-4 來台採購來台採購來台採購來台採購次數次數次數次數分布分布分布分布表表表表（（（（2009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10 年年年年）））） 

時間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1 月 12 月 總和 

2009 年 1 次 2 次 2 次 1 次 2 次 - 5 次 2 次 15 次 

2010 年 3 次 4 次 - 3 次 3 次 1 次 - - 14 次 

總和 4 次 5 次 2 次 4 次 5 次 1 次 5 次 2 次 29 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73 

 

接下來說明，在來台採購團層級方面（表 3-5），2009 年赴台採購團屬於中

央層級的有 3 團（包含：海協會或商務部相關領導層級）、商（協）會與地方層

級則各有 6 團，而這些採購團組成的層級，正符合 2009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所發

布惠台新政的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組織農業採購團、企業所組織的大型採購

團，以及由地方台辦所籌組的採購團等三類所組成。但是，在 2010 年的資料中，

來台採購團的層級卻只有商（協）會，以及地方層級這兩類，而且地方層級的採

購團是商（協）會的 6 倍之多，可以發現 2010 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層級以地

方為主。即便如此，筆者仍然認為商（協）會採購團的重要性還是無法忽視的，

以大陸電子視像行業協會為例，其受到中國大陸國務院下屬機構「民政部」的監

督與管理，而中國大陸多數重要的商（協）會情況亦是如此（如第二章所提及的

商務部下屬的七大商會）。74所以，大陸電子視像行業協會連續在 2009 年與 2010

                                                        
73

 說明 1：符號「-」表示此月份無中國大陸採購團來訪；說明 2：以採購團赴台次數計算。 
74

 中國電子視像行業協會章程第一章總則第四條說明其接受「登記管理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政部和業務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資訊化部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相關協會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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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台進行面板採購，顯示了台灣面板廠商受到大陸中央主管機關特別的優惠，

而面板業是台灣重要的高科技產業之一。是此是此是此是此，，，，筆者認為可以將商筆者認為可以將商筆者認為可以將商筆者認為可以將商（（（（協協協協））））會層級會層級會層級會層級

的採購團視為中央層級採購團的一種的採購團視為中央層級採購團的一種的採購團視為中央層級採購團的一種的採購團視為中央層級採購團的一種。。。。 

 

表表表表 3-5 來台來台來台來台採購團層級採購團層級採購團層級採購團層級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2009 年年年年~2010 年年年年））））    

採購團層級 中央層級 商（協）會 地方層級 總和 

2009 年 
3 

（20%） 

6 

（40%） 

6 

（40%） 

15 

（51.72%） 

2010 年 - 
2 

（14.29%） 

12 

（85.71%） 

14 

（48.28%） 

總和 
3 

（10.71%） 

8 

（28.57%） 

17 

（60.71%） 

29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75 

 

其次，在採購團團長層級方面（表 3-6），可以分為 5 類。2009 年採購團由

中央部會領團的有 3 位、地方書記（正、副）3 位、地方領導（正、副）2 位、

商 (協)會領導 2 位、其他層級則有 5 位。76在此之中，以「其他」的類別較多，

此分類除了吉林團團長叢紅霞的身份是吉林省政府副秘書長之外，其餘皆為中國

大陸企業以相關公會的名義自行組團來台採購訪問。77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各個產

業主動配合對台新政的措施，積極來台進行投資並尋求進一步的合作機會。而

2010 年來台的採購團團長層級則是集中在地方書記（正、副）4 位、地方領導（正、

副）8 位，共 12 位地方領導。78其中，廣西團、吉林團以及四川團，這三團連續

                                                                                                                                                               

資料請參考「中國電子視像行業協會」網站，http://211.144.136.2:9080/jsp/forepart/index.jsp。 
75

 說明 1：符號「-」表示無此層級採購團來訪；說明 2：中央層級包括商務部、海貿會；商（協）

會包含大陸電子視像行業協會、中國百貨商業協會、四川醫藥行業協會等；地方層級係以地方

為採購團組成單位。 
76

 關於「廣州團」的歸類，由於廣州市是中國大陸五個「國家中心城市」之一，故具有其地區

代表性，因此筆者將 2009 年的廣州團其視為「廣東省」的代表，並將廣州市副市長李榮燦歸

入地方領導的層級。 
77

 叢紅霞的簡歷為：吉林省政府副祕書長，其職責為協助分管副省長處理商務、外事、旅遊、

開發開放、經濟協作、台灣事務、貿易促進、長白山保護開發等方面工作。相關簡歷請參考「吉

林省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3.jl.gov.cn/zwxx/zfld/szfld/chx/。 
78

 關於「大連團」的歸類，大連市是中國大陸的 15 個副省級城市之一，也是擁有省一級經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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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赴台進行採購訪問，而且來台採購團團長的層級明顯較 2009 年提高（廣西

的省委書記郭聲琨、吉林省的副省長陳偉根、四川的省委書記劉奇葆）。由此可

見，各地方領導相當重視中央的對台新政的執行，更顯現了中國大陸中央的政策

有效的影響各層級單位的採購決策。 

 

表表表表 3-6 採購團團長層級採購團團長層級採購團團長層級採購團團長層級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2009 年年年年~2010 年年年年））））    

團長層級 中央 
地方書記 

(正、副) 

地方領導

(正、副) 

商 (協)

會領導 
其他 總和 

2009 年 
3 

(20%) 

3 

(20%) 

2 

(13.33%) 

2 

(13.33%) 

5 

(33.33%) 

15 

(51.72%) 

2010 年 - 
4 

(28.57%) 

8 

(57.14%) 

1 

(7.14%) 

1 

(7.14%) 

14 

(48.28%) 

總和 
3 

(10.34%) 

7 

(24.14%) 

10 

(34.48%) 

3 

(10.34%) 

6 

(20.69%) 

29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79 

 

最後，在採購金額（包含意向書）方面（圖 3-1 與圖 3-2），2009 年中國大

陸赴台採購的總額約為 154 億美元（本文估算金額），其採購金額最高的前三名

分別為：海貿會首發團的 22.27 億美元、2009 年面板團的 44 億美元、海貿會第

三團的 56.45 億美元；而 2010 年中國大陸赴台採購的總額約為 115 億美元（本

文估算金額），而採購金額最高的前三名則分別為：四川團的 13.21 億美元、2010

面板團的 53 億美元、廣東團的 29.3 億。根據上述資料，將 2009 年採購金額的

前三名進行加總，其採購的總合佔採購總額 79%左右，而從採購團的組成以及採

購金額可以發現中國大陸 2009 年的對台採購的重點放在中央層級的採購團（本

                                                                                                                                                               

理許可權的「計畫單列市」，而有其地區的代表性，因此筆者將其視為「遼寧省」的代表，並

將大連副市長戴玉林歸類為地方領導的層級。 

79
 說明 1：符號「-」表示無此層級採購團團長來台；說明 2：中央層級包括商務部各部會領導

與海貿會會長；地方書記（正、副）若兼任地方領導則以較高的職務計算；地方領導（正、副）

若兼任書記則以較高的職務計算；商（協）會的領導；其他包括非列入計算的職務層級，以及

資料不全與缺漏的部分（標記 N/A 的部分），雖然資料缺漏但仍可判斷是中國大陸的企業所組

成的採購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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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將面板團也視為中央層級）。同樣的，也將中國大陸 2010 年對台採購金額的前

三名進行加總，採購的總合佔採購的總額 82%。雖然，中央層級採購團（2010

年面板團）的採購金額仍然是最高的，但可以發現，地方層級採購團的來台的數

量明顯較 2009 年增加，顯現地方領導越來越重視來台採購的政策。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    

圖圖圖圖 3-2 2009 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赴赴赴赴台採購台採購台採購台採購金額金額金額金額（（（（含意向書含意向書含意向書含意向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80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    

圖圖圖圖 3-3 2010 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年中國大陸赴赴赴赴台採購台採購台採購台採購金額金額金額金額（（（（含意向書含意向書含意向書含意向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81 

                                                        
80

 說明 1：(a) 全國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b) 廣西團；(c) 海貿會（首發團）；(d) 2009 年面板

團；(e) 吉林團；(f) 海貿會（第二團）；(g) 海貿會（第三團）；(h) 中國百貨商業協會；(i) 四

川團；(j) 廣州團；(k) 四川省醫藥品採購團；(l) 江蘇團；(m) 河南團；(n) 北京環保團；說明

2：本文將全國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的採購金額 4 月份與 11 月份金額合併計算，共 0.8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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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中，筆者分別對採購團的基本資料進行描述之後，我們發現中國大

陸來台採購的時間點正處於兩岸簽訂重大經濟協議期間，突顯了中國大陸對於兩

岸簽訂協議的重視。另外，2009 年與 2010 年來台採購團的層級以及採購團的領

導人層級明顯的發生轉變，證實了中共中央對各層級單位的採購決策影響力大。

而採購金額（包含意向書）雖然還是以中央層級採購團的金額為最高，但是地方

層級採購團的採購金額也持續增加，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地方領導相當重視中央的

對台新政的執行。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從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可以觀察到從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可以觀察到從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可以觀察到從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可以觀察到，，，，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中央對台採購具有強烈的中央對台採購具有強烈的中央對台採購具有強烈的中央對台採購具有強烈的「「「「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創造兩岸經濟合作的氛圍創造兩岸經濟合作的氛圍創造兩岸經濟合作的氛圍創造兩岸經濟合作的氛圍），），），），並有效的影並有效的影並有效的影並有效的影

響響響響其其其其相關單部門的採購意願與行為相關單部門的採購意願與行為相關單部門的採購意願與行為相關單部門的採購意願與行為。。。。其中，筆者也發現中國大陸對台採購團的組

成基本上可以分為「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與前一節觀察到採購團的組織

流程相同），而將這兩個層級分開對外採購的策略是少見的，通常中央與地方採

購團會將採購的金額與項目進行協調與整合藉以增加採購過程的議價能力。是

此，地方執行中央對台採購策略的過程中，其採購的操作與目標是否能一致?是

否有其差異?下一節將針對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進行案例的建構，並在分析的

類目中加入「中央與地方」的新聞分類做為自變數進行分析，藉以詳盡的描繪中

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操作輪廓。 

 

 

                                                                                                                                                               
81

 說明：(A) 上海團；(B) 陜西電子行業協會；(C) 湖北團；(D) 福建團；(E) 山東團；(F) 四

川團；(G) 河北團；(H) 吉林團；(I) 廣西團；(J) 2010 面板團；(K) 湖南團；(L) 大連團；(M) 

廣東團；(N) 陝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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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案例的建立案例的建立案例的建立案例的建立與解釋與解釋與解釋與解釋    

 

在第二章中，筆者爬梳了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的發展與演變，輔以採購

策略與經濟策略術的理論，並建立了數個對外採購策略的例證。在鄧小平提出「外

交工作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對外關係的主軸下，對外貿易成為中國

大陸國際交往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特別是採購策略的操作，其不但是國內經濟

發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對外關係的重要政策。具體而言，即便中國大陸以經濟建

設為中心作為發展對外關係的目標，一旦面臨不利於國家發展的情勢時，將會立

即轉向維護國家利益作為其基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操作基

本上是屬於「政經並行」的經濟策略術，而本文檢證數個案例之後，這樣的現象

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的基本運作邏輯。 

 

因此，中國大陸在對台採購上理應具有相同的運作邏輯與趨勢。若是採購

策略的操作可以解釋其經濟策略術的運用與轉換，那麼就符合本研究兩項假設所

預期：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操作同時含有交易性與強制性的經濟策略術性質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操作同時含有交易性與強制性的經濟策略術性質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操作同時含有交易性與強制性的經濟策略術性質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操作同時含有交易性與強制性的經濟策略術性質，，，，在在在在

採購過程採購過程採購過程採購過程的同時的同時的同時的同時，，，，與對手國與對手國與對手國與對手國產生產生產生產生衝突衝突衝突衝突，，，，其其其其將會透過將會透過將會透過將會透過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抵制抵制抵制抵制的方式來的方式來的方式來的方式來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對手國對手國對手國對手國

的政治的政治的政治的政治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而本節主要焦點是建構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案例，包含了運作與邏

輯的解釋、研究樣本的建立以及分析類目的建立，最後則是進一步檢視中國大陸

對台採購的操作，並透過不同的分析單位（中央與地方）的差異進行檢證與比較。 

 

壹壹壹壹、、、、對對對對台台台台採購策略採購策略採購策略採購策略：：：：邏輯邏輯邏輯邏輯的的的的適用適用適用適用    

根據本文的研究觀點，採購策略能夠同時作為政府在政治性與經濟性議題

上的政策工具，在經濟上有助於國家內部的經濟發展並擴展國際市場；在對外政

治上則具有經濟策略術的效果。而對於經濟策略術而言，採購策略是另一種更有

效的手段，其涉及一連串的選擇過程（其包含採購的時間點、採購對象的選擇、

採購項目的種類、採購金額大小，以及契約履行的穩定程度等），並透過採購需

求方所擁有的採購籌碼多寡，進而使得採購策略在每個「選擇」的過程皆具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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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策略術的特性（圖 3-3）。 

 

本文在第二章透過，以採購「對象」為主的操作、以採購「時間點」為主

的操作、以採購「契約履行」為主的操作等三種形式，作為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

例證並進行分析之後，得出了以下兩項假設： 

 

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越早列越早列越早列越早列入中國大陸的採購名單入中國大陸的採購名單入中國大陸的採購名單入中國大陸的採購名單，，，，而且有專責的採購團體而且有專責的採購團體而且有專責的採購團體而且有專責的採購團體，，，，其採購其採購其採購其採購

策略的性質越傾策略的性質越傾策略的性質越傾策略的性質越傾向於交易性向於交易性向於交易性向於交易性」。」。」。」。    

    

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進行採購交流的過程中進行採購交流的過程中進行採購交流的過程中進行採購交流的過程中，，，，若是若是若是若是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

大陸的原則大陸的原則大陸的原則大陸的原則，，，，其採購策略的性質則會傾其採購策略的性質則會傾其採購策略的性質則會傾其採購策略的性質則會傾向於強制性向於強制性向於強制性向於強制性」。」。」。」。    

 

而本節將透過上述假設，對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新聞樣本進行觀察與分

析，並檢證其對台採購策略是否有相同的運作與邏輯，進而切入不同分析單位（中

央與地方）以了解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是否具有其特殊性。 

 

 

圖圖圖圖 3-4    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對外外外外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決策決策決策決策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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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    

交易性 

經濟策略 

強制性 

經濟策略 

中
介
變
數 

政
治
政
治
政
治
政
治    

經
濟
經
濟
經
濟
經
濟    

依依依依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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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樣本樣本樣本樣本的建立的建立的建立的建立：：：：母體與抽樣母體與抽樣母體與抽樣母體與抽樣    

以下將說明本節如何建立研究的樣本，其處理過程包含：資料來源、資料

的擷取與篩選等，進而使得本節的研究樣本更具有效性與代表性。 

 

一一一一、、、、樣本來源樣本來源樣本來源樣本來源：：：：新華新華新華新華網網網網    

本文內容分析的新聞資料取自於中國大陸「新華通訊社網站」（簡稱，新華

網）。新華網由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通訊社所管理，而新華社同時也是國務院所

授權行使行政職能的「正部級」國務院直屬單位，其功能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

舌、國家的通訊社、消息的總匯、世界性的通訊社。前中國大陸領導人江澤民更

在 1995 年 1 月 12 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表示：「新華社播發的新聞不僅對國

內輿論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對世界輿論也產生重要的影響。中央要求把新華通

訊社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世界性通訊

社，使之同我們國家的地位和名望相適應。」82由此可見，新華社所發表的新聞

內容相當程度的代表國家的意見與看法，而新華網的內容也是其他新聞的重要引

用來源，因此我們將新華網的新聞視為最原始的資料，以及中國大陸官方態度的

重要代表。 

 

再者，整理本文資料的過程之中，筆者發現透過新華網資料庫的「新華搜

尋」系統（http://search.news.cn/）將能有效的索引近十年的中國大陸新聞，而且

內容資料也較性質相近的人民日報資料庫（http://www.oriprobe.com/）更有系統

性。因此，在研究成本的限制之下，筆者認為透過新華網將能有效的建立本研究

所需的樣本，並採用「全查」的抽樣方法進行新聞資料的整理，進而完整的描繪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操作與運作。 

 

                                                        
82

 關於新華社基本資料與歷史背景的介紹請參考新華網的「新華社簡介」，http://203.192.6.89/xhs/ 

lsy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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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分析單位分析單位分析單位分析單位與時間與時間與時間與時間    

進行內容分析之前，我們必須確立欲進行分析的基本單位，本節以每則中

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新聞事件」作為基礎的分析單位，係以「對象」與「行為」

作為新聞全文篩選的主要來源，其關鍵詞分別為「台灣」、「採購」與「採購團」。

以台灣為中國大陸首要的採購對象，而採購與採購團視為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行

為與方式。新聞資料擷取時間點則設定在本研究所聚焦的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的 12 月 31 日的研究範圍之內，並將全球資源的「定址器」（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簡稱 USL）限定在新華網（xinhuanet.com）的網域中。最後，篩選出

來的對台採購新聞資料總共有 171 篇（2009 年的 108 篇與 2010 年的 63 篇），並

將內容與本研究無關的資料排除，以及標題與內容重覆的資料進行刪除與整理。

最後，2009 年篩選出的相關新聞樣本共有 48 篇，而 2010 年所篩選的新聞樣本

則有 20 篇（附件三）。 

 

參參參參、、、、建構建構建構建構分析類分析類分析類分析類目目目目    

內容分析的前置工作為先行制定類目系統（分類標準）以利新聞樣本的觀

察與分析，而本文的觀察類目主要是依據經濟策略術的「目標」與「手段」進行

建構，以及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資料進行補充，其分析類目共有四項：新聞事件

的層級、對台採購的宣傳時機、經濟策略術的性質、採購策略的目標。詳細內容

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一一一、、、、新聞新聞新聞新聞事件事件事件事件的層級的層級的層級的層級    

本文在第二節針對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進行描述性分析之後，將採購團的

層級分為中央層級、商（協）會、地方層級這三類。在此之中，筆者整理其採購

團的特色與構成的時候發現，中國大陸商（協）會皆受到中央部門的管理與監督，

而為了更有效描述中國大陸對於採購團的操作，我們將商（協）會層級的新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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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併入中央層級的新聞樣本之中。因此，在本節的分析裡，我們主要關注「中央」

與「地方」層級對於赴台採購事件的看法。 

(一) 中央層級：係指新聞事件的內容是說明中國大陸中央部會對於來台採購

的看法與態度，如：國務院、商務部、海貿會等。而本文特

別將商（協）會層級的新聞也納入中央層級之內（如：全國

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中國百貨商業協會）。 

(二) 地方層級：係指新聞事件的內容是說明中國大陸地方省（市）對於來台

採購的看法與態度，如：廣西團、四川團、廣州團等。另外，

新華網經常引用台灣外貿協會的發言作為新聞來源，而內容

大多為台灣內部稱頌採購團的效益，因此本研究將其視情況

將其歸類至地方層級的新聞事件。 

 

二二二二、、、、宣傳宣傳宣傳宣傳時機時機時機時機    

新聞宣傳是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重要的環節之一，不但可以在事前宣傳

採購目標以展現其善意的態度，也可以在事後說明採購的落實與成效，進而塑造

正面的惠台形象，本節透過新聞事件「時間點」的界定，將其分為「事前宣傳」

與「事後宣傳」兩個部分： 

(一) 事前宣傳：在事前宣告中國大陸「預計」來台採購的時間與次數、組成

團體、購買項目等，以說明來台採購的善意（正當）理由。 

(二) 事後宣傳：在來台灣採購的期間（包含結束之後），將採購的金額與合

作協議進行整合與加總，以展現來台採購所促成的經濟效益

與成果。 

 

三三三三、、、、採購的目標採購的目標採購的目標採購的目標    

根據文獻回顧的整理，筆者將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經濟策略術目標重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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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五類（第二章已說明原因），藉以更符合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目標。其內容

詳述如下： 

(一) 改變特定事件中目標國的行為：係指改變採購目標（如：領導人、相關

反對團體等）的對外行為與態度，如：對台軍售、接見藏獨

人士、抵制北京奧運等。 

(二) 改變目標國的政治領導、政治制度與軍事能力：要求採購目標改變內部

的制度或政策，如：最惠國待遇與人權的爭議、人權問題的

貿易制裁、抵制中國大陸貿易的政策等。 

(三) 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係指因應國家內部的要求而採取的措施，但是中

國大陸在此一目標上難以界定是國家政策還是國家內部的意

見。然而，在對台採購的方面，可以從新聞樣本中明顯的觀

察到中國大陸是基於「兩岸同胞共同的願望」、「支援與協助

台灣」、「兩岸人民共克時艱」等用語，因此筆者將中國大陸

主導的對台採購政策視為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 

(四) 國際上的意識形態、規範與價值的影響：指廣泛的國際上共同的價值與

目標，如：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維持自由市場機制。 

(五) 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國內的經濟發展。如：產業合作與升級、地區的

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的經濟政策等。 

 

四四四四、、、、經濟策略術的手段經濟策略術的手段經濟策略術的手段經濟策略術的手段    

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採購團的運作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使其採購的

過程同時具有複合式經濟策略術的性質，進而透過政治力量的操作而靈活轉換其

性質，因此本文將觀察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過程中是否出現採購策略性質發生轉

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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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性的性質：採取大量的優惠經貿政策，使採購供給方願意進行合作

與妥協。係指在採購的過程中沒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預與影

響，而完成的採購計畫。 

(二) 強制性的性質：採取打擊性的經貿政策，迫使採購供給方在某項議題上

讓步。與交易性的性質相反，若是在採購的過程中受到其他

的因素影響而造成採購計畫的推遲或中斷，本文將其視為強

制性的經濟策略術。 

 

肆肆肆肆、、、、樣本樣本樣本樣本的檢證與解釋的檢證與解釋的檢證與解釋的檢證與解釋    

在建構研究樣本與類別項目之後，以下我們將要針對 2009 年至 2010 年中

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全體樣本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並另外加入中央層級與地方層級

的新聞事件作為自變項進行比較，以有效描繪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 

 

一一一一、、、、全體樣本的檢證全體樣本的檢證全體樣本的檢證全體樣本的檢證    

首先，就新聞事件的層級（報導內容描述的對象）來看（表 3-7）。2009 年

中央層級新聞事件的比例高於地方層級將進 3 倍左右（72.9%與 27.1%），但是

2010 年地方層級新聞事件的比例反而高於中央層級（55.0%與 45.0%），可以發

現不同年度的新聞樣本組成有所差異，與前一節本文對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所描

述的現象相符，也就是 2009 年與年與年與年與 2010 年來台採購團的層級年來台採購團的層級年來台採購團的層級年來台採購團的層級，，，，從以中央從以中央從以中央從以中央層級層級層級層級轉變轉變轉變轉變

成以地方成以地方成以地方成以地方層級層級層級層級為主為主為主為主，，，，而且地方層級的主導性較高而且地方層級的主導性較高而且地方層級的主導性較高而且地方層級的主導性較高。 

 

其次，對於 2009 年與 2010 年宣傳時機的觀察，皆顯示中國大陸較重視事

後的宣傳（62.5%與 60.0%），以展現其言行一致的採購成果。事前的宣傳主要由

中國大陸國台辦、地方政府，或是台灣的外貿協會所發佈，其內容為來台採購團

的時間、數量、採購項目與採購目的等，藉以吸引台灣內部的關注與相關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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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事後的宣傳除了官方發表言論之外，也會採用台灣方面的新聞，以及引用

相關專業人士為對台採購政策的看法進行背書。其中，以「綜述：大陸採購團接

連赴台成果豐碩反響熱烈」、「對台採購演繹兩岸經貿新的傳奇」這兩項報導作為

代表（附件五），其透過兩岸透過兩岸透過兩岸透過兩岸「「「「官官官官、、、、產產產產、、、、學學學學」」」」專業人士的說法來專業人士的說法來專業人士的說法來專業人士的說法來宣傳宣傳宣傳宣傳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對

台採購台採購台採購台採購所所所所產生產生產生產生的的的的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效果效果效果效果。83
 

 

再者，從經濟策略術的性質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2009 年與 2010 年中國大

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性質以「交易性」為主軸（95.8%與 100%）。在 68 個觀察樣

本中，僅在 2009 年出現過 2 次強制性的性質，而這兩個新聞樣本的標題分別為

「台媒：達賴赴台已對兩岸關係產生實質不利影響」、「吳敦義：邀達賴充滿政治

算計大家一眼就看穿」。內容主要是引述台灣媒體的報導，說明民進黨邀請達賴

喇嘛赴台進行訪問已經造成兩岸關係實質的影響，其包含：降低兩岸交流層級、

推遲兩岸交流活動、對台的發言加壓。不但不但不但不但，，，，在政治在政治在政治在政治態度態度態度態度上上上上，，，，透過台灣執政黨高透過台灣執政黨高透過台灣執政黨高透過台灣執政黨高

層人士層人士層人士層人士（（（（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的的的的發言發言發言發言來來來來表表表表達達達達其其其其抵制抵制抵制抵制意見意見意見意見；；；；也在也在也在也在經濟政策上經濟政策上經濟政策上經濟政策上，，，，表表表表

示示示示將將將將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2009 年下半年年下半年年下半年年下半年度度度度中國大陸赴台中國大陸赴台中國大陸赴台中國大陸赴台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的計畫的計畫的計畫的計畫。 

 

最後，在採購策略的目標方面。從樣本資料中，筆者觀察到採購策略的目

標主要為「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這兩類。其中，在

2009 年赴台採購的目標以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為主（81.2%），而國內經濟發展

的需求為輔（37.5%）；2010 年的目標則是以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為主（65%），

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為輔（45%）。是此，我們可以證實「在採購前置作業的階在採購前置作業的階在採購前置作業的階在採購前置作業的階

段中段中段中段中，，，，中國大陸越早決定的採購對象中國大陸越早決定的採購對象中國大陸越早決定的採購對象中國大陸越早決定的採購對象，，，，並設立專門的採購團隊並設立專門的採購團隊並設立專門的採購團隊並設立專門的採購團隊，，，，其採購的執行越其採購的執行越其採購的執行越其採購的執行越

穩定穩定穩定穩定」的假設，而在採購目標上對台灣則是趨向「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與「國

                                                        
83

 在「綜述：大陸採購團接連赴台成果豐碩反響熱烈」的新聞樣本所提到的專業人士分別為：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TCL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賀成明、台灣淡江大學

大陸研究所長張五岳等人；「對台採購演繹兩岸經貿新的傳奇」的新聞樣本所提到的專業人士

分別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所所長鄧利娟、台灣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金會董事長陳

瑞隆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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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濟發展的需求」，與對外採購策略「國際上的意識形態、規範與價值的影響」

的目標有所不同；另外，在「改變特定事件中目標國的行為」這一類目標出現 2

次，而這 2 個新聞樣本正好與強制性經濟策略性質的新聞樣本一致，皆是針對達

賴來台事件進行抵制。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於達賴赴台訪問的議題上進行抵

制，將會使得經濟策略的性質傾向於強制性，而正符合本文的第二項假設「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採購交流的過程中採購交流的過程中採購交流的過程中採購交流的過程中，，，，若是若是若是若是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大陸的原則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大陸的原則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大陸的原則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損害到中國大陸的原則，，，，其採購其採購其採購其採購

策略的性質則會傾策略的性質則會傾策略的性質則會傾策略的性質則會傾向於強制性向於強制性向於強制性向於強制性」」」」。。。。    

 

表表表表 3-7    2009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0 年對台採購新聞內容分析年對台採購新聞內容分析年對台採購新聞內容分析年對台採購新聞內容分析表表表表    

分析類目分析類目分析類目分析類目    
2009 年年年年     2010 年年年年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新聞事件的層級新聞事件的層級新聞事件的層級新聞事件的層級                         

中央 35 72.9%  09 45.0% 44 

地方 13 27.1%  11 55.0% 24 

宣傳時機宣傳時機宣傳時機宣傳時機          

事前宣傳 19 39.6%  08 40.0% 27 

事後宣傳 29 60.4%  12 60.0% 41 

經濟策略術性質經濟策略術性質經濟策略術性質經濟策略術性質          

交易性性質 46 95.8%  20 100% 66 

強制性性質 02 4.2%  - - 02 

採購策略的目標採購策略的目標採購策略的目標採購策略的目標          

（一）無 46 95.8%  20 100% 66 

（二）有 02 4.2%  - - 02 

（三）無 09 18.8%  11 55.0% 20 

（二）有 39 81.2%  09 45.0% 48 

（五）無 30 62.5%  07 35.0% 37 

（五）有 18 37.5%  13 65.0% 31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N=48  N=2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84
 

                                                        
84

 說明：符號（一）表示改變特定事件中目標國的行為，符號（三）表示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

符號（五）表示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符號「-」表示類目分析無此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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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資料，我們初步的分析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操作。整體而言，中

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政策中央所主導，而實際的執行則逐漸交由地方負責，並重視

事後的對台採購成果宣傳，除了塑造中國大陸言行一致的正面形象，也直接展現

相關單位有效的執行中央所交付的對台政策。另外，經濟策略術的性質以交易性

的「惠台」政策為主，而採購策略以「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與「國內經濟發展

的需求」為主要目標。然而，中國大陸在面對達賴訪台的議題上，其態度轉變成

為強制性性質，而採購目標隨即轉向「改變特定事件中目標國的行為」。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我們發現我們發現我們發現我們發現中國大陸對外中國大陸對外中國大陸對外中國大陸對外（（（（台台台台））））的基本運作邏輯是相當一致的的基本運作邏輯是相當一致的的基本運作邏輯是相當一致的的基本運作邏輯是相當一致的。。。。然而，在分析的過

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2009 年與 2010 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主導層級明顯發生

改變，而為了更詳盡的描繪採購策略操作，在下一部分筆者將以中央與地方層級

的新聞事件進行比較以檢視其來台採購團運作的差異。 

 

二二二二、、、、中央與地方差異的檢證中央與地方差異的檢證中央與地方差異的檢證中央與地方差異的檢證：：：：交叉分析交叉分析交叉分析交叉分析    

在檢證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全體樣本之後，本節接著透過交叉分析來呈現

2009 年與 2010 年中央與地方的新聞事件層級在「宣傳時機」與「採購策略的目

標」上，是否如本文所預期而有其差異與變化?表 3-8 為「中央與地方」和「宣

傳時機」的交叉分析，結果顯示中央與地方的新聞宣傳在 2009 年與 2010 年中皆

沒有顯著的關聯性（ρ > 0.5）。在 2009 年的資料中，顯示著中央（34.3%與 65.7%）

與地方（46.2%與 53.8%）各別主導宣傳工作，而中央的事後宣傳比例高於事前

宣傳；2010 年的資料同樣顯現中央（44.4%與 55.6%）與地方（36.4%與 63.6%）

各自負責其宣傳作業，中央的宣傳比例達成均衡的狀態，而地方的事後宣傳的比

例則高於事前宣傳。因此，可以解釋 2009 年與 2010 年對台採購工作所主導的層

級不同，也可以說明採購團組成有所差異的原因。更更更更進一步來看進一步來看進一步來看進一步來看，，，，也就也就也就也就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大陸政府並沒有統大陸政府並沒有統大陸政府並沒有統大陸政府並沒有統一宣傳工作的負責層級一宣傳工作的負責層級一宣傳工作的負責層級一宣傳工作的負責層級，，，，分別由中央與地方各自宣傳其採購目分別由中央與地方各自宣傳其採購目分別由中央與地方各自宣傳其採購目分別由中央與地方各自宣傳其採購目

標與成效標與成效標與成效標與成效，，，，而而而而地方採購團地方採購團地方採購團地方採購團也藉由也藉由也藉由也藉由新聞新聞新聞新聞的宣傳的宣傳的宣傳的宣傳，，，，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展現地方與台灣展現地方與台灣展現地方與台灣展現地方與台灣經濟合作熱經濟合作熱經濟合作熱經濟合作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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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情況絡的情況絡的情況絡的情況，，，，另一方面向中央傳達其執行另一方面向中央傳達其執行另一方面向中央傳達其執行另一方面向中央傳達其執行惠惠惠惠台政策的台政策的台政策的台政策的「「「「績績績績效效效效」」」」。。。。 

 

表表表表 3-8 對台採購對台採購對台採購對台採購的的的的宣傳時機宣傳時機宣傳時機宣傳時機：：：：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交叉分析表交叉分析表交叉分析表交叉分析表    

    
2009 年年年年     2010 年年年年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宣傳時機宣傳時機宣傳時機宣傳時機          

事前宣傳 12（34.3%） 16（46.2%）  04（44.4%） 04（36.4%）  

事後宣傳 23（65.7%） 07（53.8%）  05（55.6%） 07（63.6%）  

 χ
2
=00.570；df=1  χ

2
=00.714；df=1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N=37 N=11  N=9 N=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85
 

 

對台採購策略目標的部分，在全體資料的分析下，我們發現中國大陸對台

經濟策略術的性質以「交易性」為主軸，而採購策略則以「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

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這兩類作為目標。是此，本段主要針對這兩項採購策

略的目標進行檢證。在進行交叉分析之後，2009 年與 2010 年的「中央與地方」

和對台「採購策略的目標」皆出現顯著的關聯性（ρ < 0.01）。2009 年中央在「因

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的比例明顯較高（94.3%），對於「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目

標的比例較低（20.0%）。相對而言，地方對「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的比例較低

（46.2%），而對於「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目標的比例較高（86.4%）；2010 年

的資料則顯現中央更傾向「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的目標（100%），而地方也更

傾向「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的目標（100%）。 

 

    

    

                                                        
85

 說明 1：***表示 ρ < .001，**表示 ρ < .01，*表示 ρ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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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9 對台採購對台採購對台採購對台採購策略的目標策略的目標策略的目標策略的目標：：：：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交叉分析表交叉分析表交叉分析表交叉分析表    

    
2009 年年年年     2010 年年年年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採購策略的目標採購策略的目標採購策略的目標採購策略的目標          

（三）無 02（05.7%） 07（53.8%）  00（000.%） 11（100.%）  

（二）有 33（94.3%） 06（46.2%）  09（100.%） 00（000.%）  

 χ
2
=14.415；df=1***  χ

2
=20.000；df=1***  

（五）無 28（80.0%） 22（15.4%）  07（77.8%） 00（000.%）  

（五）有 07（20.0%） 11（84.6%）  02（22.2%） 11（100.%）  

 χ
2
=16.886；df=1***  χ

2
=13.162；df=1***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N=35 N=13  N=9 N=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86 

 

是此，我們再次檢視「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

的採購目標，可以發現前者樣本的內容比較趨向於建立一種「協助」或「援助」

台灣的態度，而且是基於「兩岸同胞的情誼」做為出發點，進而希望促成台灣民

眾改變對中國大陸既有的負面印象，也就是我們所關注的「對台統戰」工作；
87
至

於後者，則是比較注重經濟層面的合作，不但透過簽訂契約的儀式與預估的採購

金額來展現對台採購的實質交流，也簽署大量的合作意向書來說明對於各種產業

的需求，以達成招商引資進而發展地區經濟的目標。
88
總的來說，透過本節的分

析，我們可以發現對台採購策略受到中國大陸「政策性採購」的影響，使得中央

與地方的對台進行採購行動有其一致性，而且在面對與中國大陸基本原則相牴觸

的事件（達賴赴台訪問）也將會影響其採購計畫的執行。然而，本文將中央與地

方層級的新聞事件分別觀察時，卻又發現其對台採購的目標有所差異，中央層級

                                                        
86

 說明 1：***表示 ρ < .001，**表示 ρ < .01，*表示 ρ < .05；說明 2：符號（三）表示因應國內

的政治要求，符號（五）表示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符號「-」表示類目分析無此歸類。 

87 「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作為採購目標的新聞樣本，如：王毅宣布落實溫家寶五項重要對台舉

措八項方案、大陸首個大型採購團 5 月 31 日正式啟程赴台、國台辦：大陸本月將向台灣簽約

採購 50 億美元面板、指責大陸說法誇大 互釋善意才是兩岸相處之道（附件四）。 
88 「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作為採購目標的新聞樣本，以廣西百餘家企業 5 月赴台採購、粵已著

手籌備赴台採購團 零售批發企業反應最積極、大陸赴台採購招商再掀高潮 黔鄂爭先、台灣關

注韓正訪台帶來巨大商機等作為代表（附件四）。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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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重視「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的採購目標，地方層級則重視「國內經濟發展的

需求」的採購目標，而 2009 年與 2010 年的新聞樣本的分析結果更是如此。所以，

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在採購策略的執行上在採購策略的執行上在採購策略的執行上在採購策略的執行上，，，，中央與地方具有其一致性中央與地方具有其一致性中央與地方具有其一致性中央與地方具有其一致性，，，，但是在但是在但是在但是在

採購目標上採購目標上採購目標上採購目標上，，，，中央中央中央中央的採購目標著重於對台灣的採購目標著重於對台灣的採購目標著重於對台灣的採購目標著重於對台灣內部內部內部內部民眾的統戰效果民眾的統戰效果民眾的統戰效果民眾的統戰效果，，，，而地方則而地方則而地方則而地方則重視重視重視重視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的的的的經濟發展與合作經濟發展與合作經濟發展與合作經濟發展與合作」」」」。。。。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經濟合作經濟合作經濟合作經濟合作、、、、統戰與制約統戰與制約統戰與制約統戰與制約? 

在前一章，筆者整理了數個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案例後，發現其採購策略

出現「政經並行」的具體現象，並有效透過經濟策略術性質（手段）的轉換來達

到其政治與經濟的目標。那麼，對於台灣的採購策略是否也具有相同的運作邏輯?

首先，本章回顧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發展，並比較不同採購政策的差異。在

此之中，筆者認為中國大陸在 2009 年金融海嘯的期間對台灣所採取的「政策性

採購」與其對外採購的操作相似，但是在實際執行上卻又有些不同（採購團的組

成），然而這些差異是否會塑造其獨特的對台採購政策?因此，本文試圖透過比較

的方式來驗證其運作邏輯，進而尋找中國大陸對台灣採購的特殊性（手段與目

標）。最後，除了統整分析的結果，並同時說明中國大陸對台經濟合作、經濟統

戰與經濟制約的關係。 

 

第二節，本文描述了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雖然，受到研究

資料上的限制而無法詳盡的針對 2009 年與 2010 年所有的來台採購團進行分析，

但透過相關單位提供的資料，筆者認為本文所整理的採購團仍有其代表性，係以

這 29 個採購團（表 3-2 與表 3-3）進行描述性分析。在來台採購次數的分布方面，

可以觀察到來台採購的時間正好界於兩岸洽簽經貿合作協議之間，其目的在於展

現兩岸經貿合作利多的氛圍；從採購團層級、採購團團長，以及採購金額（包含

意向書）則可以看出地方雖然受到中共中央的政策影響而組團赴台採購，但是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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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分庭抗禮的現象，從 2009 年與 2010 年的資料比較來看，採購團的組成更是

趨於「中央」與「地方」兩種分類。是此，筆者在第三節進一步透過中國大陸對

台採購的新聞事件來描繪其採購策略的操作與目標，從全體的資料觀察到中國大

陸對外（台）採購的運作邏輯是一致的。但是，在加入中央與地方層級事件進行

交叉分析之後發現，中央與地方的採購目的卻又有些差異。 

 

然而，以往我們將中國大陸對台的經濟政策目標劃分成為三個觀點，分別

為經濟合作、經濟統戰，以及經濟制約。首先，就經濟合作的觀點，相關論述主

要為整合理論與經濟互賴理論，其內容強調兩岸透過緊密的經濟合作將會促使兩

岸在政治與經濟議題上趨於和緩或是合作；而經濟統戰的觀點，主要的內涵是承

襲中國大陸統一戰線策略的脈絡，其透過優惠的經濟政策在對手國內部創造親中

的利益團體（或是國與國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影響對手國的行為或是內部的政

策制定，在相關研究中稱之為「經濟誘勸」或視為「柔性權力」的一種；經濟制

約的觀點，其內容與經濟合作的假設對立，相關論述認為兩岸經濟越趨於緊密則

台灣的經濟越容易被中國大陸政府所箝制，進而使得台灣必須在政治議題上向中

國大陸妥協。在本章的檢驗過程中，雖然出現中國大陸的赴台採購計畫受到達賴

訪台的爭議而出現南京團推遲採購的「抵制」行為（強制性的經濟策略術），但

這並不完全意味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是一種累積經濟制約能力的觀點。因為，

在抵制的過程中南京團另外表示將會分別組織「政治團」與「商業團」赴台訪問，

而此爭議延續至兩岸洽簽經濟合作協定的期間，其他的地方採購團也持續的赴台

進行採購活動（表 3-4 的 11 月與 12 月）。89由此可見，即便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即便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即便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即便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對地方有其對地方有其對地方有其對地方有其一致性的一致性的一致性的一致性的影響力影響力影響力影響力，，，，但是地方仍但是地方仍但是地方仍但是地方仍會依照會依照會依照會依照自身自身自身自身的的的的發展需求而發展需求而發展需求而發展需求而調整調整調整調整採購採購採購採購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以符合以符合以符合以符合其其其其發展目標發展目標發展目標發展目標。因此，就短期而言中國大陸並沒有出現實質的採購抵制

手段，所以我們可以暫時排除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是累積經濟制約能量的觀點。本

                                                        
89 聯合報（2009），〈受達賴來台影響 南京採購團政商分離〉，【線上資料】，2009/9/2，海峽資訊

網，http://www.haixiainfo.com.tw/68501.html，檢索日期，【20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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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也發現，中國大陸中央層級的採購，主要呈現「因應國內政治的政治要求」的

目標；而地方層級則是以「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為主。很顯然的，中央層級較

注重經濟統戰的效果，而地方則是注重經濟的發展與合作。因此，在中國大陸中

央與地方分開赴台採購的操作策略，表面上地方是執行中共中央所交付的採購政

策，但是在手段與目標上卻呈現各異其趣的現象。 

 

那麼，在中國大陸的採購攻勢下台灣的內部又會產生什麼影響?是否實質的

協助台灣經濟發展?或是扭轉了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既有印象?在第四章的分

析裡，我們將透過總體資料與訪談資料進行對話，對中國大陸採購團所產生的影

響提出更深刻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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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章章章章    對台對台對台對台採購採購採購採購的的的的執行與執行與執行與執行與成效成效成效成效：：：：台台台台灣灣灣灣的的的的視角視角視角視角    

 

在第三章中，筆者整理了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的發展概況、2009

年與 2010 年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以及透過相關的新聞事件來描繪中國大

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在此之中，我們發現中國大陸對外（台）的採購策略的

運作相當一致，皆是透過「政策性採購」來影響其國內採購的方向，進而達到「政

經並行」的效果。另外，在來台採購團的分析過程中，觀察到其採購訪問的時間

點集中在兩岸洽簽經貿合作的關鍵時期，雖然可以證實中共中央有效引導採購團

的採購計畫，卻也發現中央將採購任務移轉至地方，甚至出現以地方為主的採購

現象，而這在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的操作中是罕見的。筆者在針對相關新聞事

件進行內容分析後，認為中央與地方的採購目標有其差異性。地方一方面執行中

央所交付的採購工作，另一方面調整其採購策略以提升其地方的經濟發展，而這

樣的差異造成了中央與地方分別對台採購的特色。 

 

然而，以上的分析僅能描繪出中國大陸對台灣採購策略的基本輪廓與其特殊

性，但仍不足以深刻描繪其採購的運作過程。舉例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大

陸中央與地方組織赴台採購團的流程（圖 3-1），但是卻無法說明其對台實際的採

購執行過程。雖然，赴台採購看似由中國大陸政府所主導的「惠台政策」，但事

實上有如此的優惠台灣嗎?實際的運作又是如何?而在中國大陸持續的採購攻勢

下，對於台灣將會產生什麼實質影響與成效？不同於第二、三章以不同的採購事

件作為分析的焦點。接下來在第四章中，本研究將要從台灣（採購供給方）的角

度觀察，並透過總體資料與訪談資料進行對話，以說明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

與成效。
90
 

                                                        
90 由於本文大部分的訪談對象為各單位的主管，為了避免訪談內容引起爭議，在此聲明本文訪談

內容僅代表訪談人個人的專業意見與看法而非各單位的立場。筆者感謝各位受訪者給予的寶貴

意見，使得本文更具參考價值。另外，本文部分的民意調查資料採自「2009 年至 2012 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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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內容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本章訪談資料的建構，包含訪談名單的建立

與訪談問題的確認，以呼應在前面章節所討論的研究重心。第二節主要探究中國

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面」，透過訪談資料再次深刻討論來台採購團的組織與接

洽過程，藉以說明台灣方面在此過程中的角色。而本文為了更突顯中國大陸對台

採購所造成的影響，在第三節的部分先回顧中國大陸近年來「惠台政策」所造成

的影響，其內容在說明 2003 年在胡錦濤主政以後，採取惠台政策對台灣總體面

所造成的影響，以作為本研究對於採購成效的比較標的；第四節則是評估中國大

陸對台採購的「成效面」，藉由總體資料與訪談資料的對話，以有效說明中國大

陸對台採購所造成政治與經濟的影響；第五節為本章評述與小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訪談資料的建構訪談資料的建構訪談資料的建構訪談資料的建構    

 

 訪談法的重要工作為尋找「適當」的訪談對象與「明確」的訪談問題，以增

加本研究的可信度與有效度。是此，本節將分別針對訪談名單的建立與訪談問題

的確認進行說明，藉以有效說明本研究訪談資料的來源與內容。 

 

壹壹壹壹、、、、訪談對象名單的建立訪談對象名單的建立訪談對象名單的建立訪談對象名單的建立    

筆者在整理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相關資料之後，初步設定訪談的對象為：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農委會、地區農會（嘉義、台南、高雄）、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商業

總會、中華民國工業總會，以及參與採購的相關台商等單位。首先，筆者透過電

子郵件與電話詢問的方式，詢問各單位接受訪談的意願，其中表示願意接受訪問

                                                                                                                                                               

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2010 年直轄市市長選舉面訪案」（TEDS2010C）（NSC 

99-2420-H-031-002）。TEDS2010C 主要針對台灣 2010 年直轄市市長選舉之年度計畫，計畫主

持人為黃秀端教授。相關內容請參考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也感謝上述機構單位

及人員提供相關資料。當然，一切疏漏皆為作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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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位為中華民國商業總會與中華民國工業總會，農委會透過信件的方式回應其

意見，其他單位則是以「單位不接受訪談的基本政策」、「訪談內容涉及商業機密」

與「敏感性議題」等事由拒絕訪談。其次，筆者以人際網絡再次進行聯繫與溝通，

順利對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的一位主管、兩位地區農會代表（台南縣玉井鄉、

高雄市彌陀鄉）、兩位大陸台商（糧食中盤商、LED 廠商）進行訪談，而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仍然表示拒絕接受

訪問。最後，在研究成本的限制之下，本文完成的訪談對象總共有 7 位(表 4-1)，

而以行政院農委會回覆的意見作為補充資料。另外，本文並沒有限定受訪者的職

級，主要以「曾經與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進行交流互動」作為進行訪談的要件。 

 

表表表表 4-1 訪訪訪訪談談談談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訪談單位 受訪人編號 訪談時間 受訪人職責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海 1104 2011/4/30 

任職於經貿服務處，主要

職務為：提供安全急難救

助、兩岸經貿糾紛協調、

經營專業諮詢、台商聯繫

服務。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商 1104 2011/4/6 

任職於大陸事務處，主要

職務為：進行商業情勢調

查提供台商投資資訊，兩

岸經貿糾紛協調，以及建

立兩岸商業交流平台。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公 1104 2011/4/1 

擔任全國工業總會特聘秘

書，主要職務為：大陸經

貿政策之研究與建議、赴

大陸投資諮詢與協助、配

合政府辦理兩岸交流活

動。 

台南縣玉井鄉農會 玉 1108 2011/8/19 

主要職責是代表玉井鄉農

會與中國大陸的水果經銷

商接洽，並積極推廣多種

的農特產品。 

高雄市彌陀鄉區公所 彌 1108 2011/8/23 

代表彌陀鄉農會到中國大

陸各省拓展行銷其農漁產

品。 

華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糧 1105 2011/5/5 

為糧食的中盤商，農民收

購糧食之後，轉賣至中國

大陸。 

大峽谷光電(LED) 電 1105 2011/5/5 

在中國大陸上海設廠，專

職生產 LED 等相關零組

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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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訪談訪談訪談訪談問題的確認問題的確認問題的確認問題的確認    

 訪談問題的建立主要是依據本文在第二章節所討論的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

術作為建構主軸（頁 53-57）。其中，關於採購策略的操作，可以分為「對象」、「時

間點」、「項目與種類」、「金額大小」、「契約履行」五種方式。但是，「項目與種

類」和「金額大小」這兩項採購策略的分析的內容較為敏感（這兩項問題也是被

拒絕訪談的重要原因之一）並不容易得到明確的回應，所以筆者採取較模糊的題

項，期望能從中獲取一些相關資訊（表 4-2）。因此，基於上述理由，本章同樣以

「對象」、「時間點」、「契約履行」這三類採購策略作為本文訪談的主要重點，而

以「項目與種類」和「金額大小」作為輔助。 

 

 本文採用「半結構式」的問卷，其目的在於讓受訪者實際了解本研究的概況

與內容，並讓受訪者可以事前進行準備，以避免達非所問的情況。表 4-2 為訪談

問題的大綱，總共有四個問題。前三題內容涵蓋了前面所討論的五項採購策略的

操作，而第四題則是針對受訪者的個人看法，分為經濟與政治的面向，並以受訪

者的觀點作為意見代表與總體資料進行比較與互補。另外，問卷主要有兩個版本，

受訪者所收到的版本僅只有左欄訪談問題，而右欄的問題意涵則是提醒筆者進行

訪談時所要注意的方向，以減少訪談過程中對於重要資訊的遺漏。 

 

        



第四章 對台採購的執行與成效：台灣的視角 

101 

 

表表表表 4-2 訪談問題大綱訪談問題大綱訪談問題大綱訪談問題大綱    

編號 訪談問題 問題意涵(本研究的主題) 

一 

中國大陸在 2009 年與 2010 年陸陸

續續的派出數十個採購團赴台進行

採購。請問貴單位（受訪者）是如

何與中國大陸的採購團進行接

洽?(或是如何被採購?) 

● 採購對象/時間點的選擇 

訪談內容主要討論台灣方面在採

購活動的過程中是主動還是被動

的，以及採購交流的相關經驗。 

二 

從 2009 年與 2010 年的經濟成長率

來觀察，台灣的經濟似乎受到大陸

採購團的影響而呈現正成長。因

此，根據貴單位（受訪者）的了解，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落實情況如

何? 

● 項目與種類/金額大小 

以模糊的方式進行了解實際落實

情況，並以採購金額或項目是否較

為「增加」或「減少」的方式進行

詢問。 

三 

(追問)國際上不乏中國大陸在簽定

合作協議的過程中，透過採購團進

行「經濟影響政治」的報導，請問

貴單位（受訪者）是否有聽說過(或

是親身經歷)中國大陸採購團受到

兩岸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改變既有的

採購計畫? 

● 採購對象/時間點/契約履行 

透過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經驗作為

對照，以達賴喇嘛來台、台灣的三

中團體（中下階層、中小企業、中

南部）等採購爭議問題進行詢問。 

四 

請問貴單位（受訪者）是否贊同中

國大陸持續對進行台採購的經濟交

流模式?(主要以受訪者的個人意見

發表看法) 

●經濟面：了解中國大陸對台採購

政策是否有助於對台灣的經濟發

展? 

●政治面：是否會產生經濟影響政

治的情況，如改變統獨立場、經濟

制約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 

 

 在本節中，筆者主要描述本文訪談名單與訪談內容的建構，期望可以更明確

的說明本研究的研究重點，進而將第二、三章的研究成果與第四章的內容相互連

結與呼應。在下一節我們將要透過訪談資料來進一步描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

行過程，包含採購團組織過程中台灣的角色，以及中國大陸來台採購的概況與採

購策略的運用，藉此補充本文第二、三章所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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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面面面面    

    

 在第三章中，筆者透過中國大陸商務部與各地方商務局所發佈「組團貿易促

進活動的通知」的相關文件，描繪出中國大陸組團來台採購的運作輪廓（圖 3-1）。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國務院主導了對外採購的政策方向，實際運作則是

交由商務部統籌與執行，而商務部也透過相關的對應單位以及各地方層級的商務

部門匯集相關資訊，並從這些資訊中篩選出適當的企業組團進行赴台採購訪問。

其中，筆者發現地方（省、市）也在中央政府對台政策的影響下，自行組團赴台

進行採購活動，而出現中央與地方分別對台採購的現象。實際上，這樣的描述卻

忽略了台灣方面在中國大陸採購團組成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筆者在討論經濟策略術對於採購策略的適用性時發現到，由於採

購策略涉及一連串「選擇」的行為，其包含採購的「時間點」、採購「對象」的

選擇、採購「項目與種類」、採購「金額大小」，以及「契約履行」的穩定程度等，

而這些選擇的過程使得採購策略同時具有經濟策略術「強制性」與「交易性」的

複合式性質。在此之中，雖然筆者透過內容分析法對相關的新聞事件進行整理比

較後，得出中國大陸的對台採購政策係主要以「交易性」性質的經濟策略術（表

3-7），但是這些選擇的行為的實際運作狀況又是如何? 

 

 是此，本節從兩個面向進行觀察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第一個觀察面向，

主要是說明中國大陸在採購團的組織過程中，台灣方面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第

二個觀察面向則是分析採購團對於採購策略操作的概況，其內容分別為採購「對

象」的選擇、採購「時間點」的劃分、採購「契約」的簽訂與履行等三種操作方

式，並檢證中國大陸來台採購的過程中是否出現政治因素介入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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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組織過程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組織過程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組織過程中國大陸採購團的組織過程：：：：台灣的角色台灣的角色台灣的角色台灣的角色    

 在第二、三章，本文透過數個採購案例進行分析時，發現中國大陸組織採購

團的過程中均受到中共中央商務部門所統籌與規劃。然而，筆者在整理表 3-2 與

表3-3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的採購團都是應台灣的外貿協會的邀請而來台灣進行

採購訪問，也有一部分是台灣的工商業界團體所邀請，由中國大陸中央部會主動

籌組的採購團卻是少數（表 3-5 有進一步的整理）。這樣的情況跟我們前面所推

論的運作模式有些落差，採購團的組成似乎不完全是由中央主導或是地方政府主

動運作。台灣的官方更表示中國大陸來台採購的活動完全是民間自由貿易的行為，

其角色只是協助審查民間邀訪單位所提出的申請案。91然而，台灣外貿協會董事

長王志剛在商業週刊的專訪中說到：92 

 

其實，早在 2001 年，外貿協會就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的北京設點，不過

以往礙於兩岸政治，並不積極。而在上任後，正好政黨輪替，兩岸關係

大幅改善，便立即督促貿協駐大陸人員趕快「搭橋」。但是，這樣的布

局計畫，若找不到適當的對口單位，一樣難以成事。在搭橋的過程中一

度找上中國大陸的貿促會，但因為雙方沒啥交情，一度反應冷淡。93後

來中國擴大內需、家電下鄉政策陸續出台，貿協在大陸的工作人員以為

機會來了，馬上一家一家拜訪搭橋，這些廠商都笑笑說好，實際上並沒

有反應。然而，「政不離商」，商不離政」，透過關係直接找上中國商務部

副部長姜增偉。王志剛表示：「現在我們倆，拿起手機就可以直接對話。」

而有了中南海這層高層關係，中國大陸的貿促會也開始買單。 

 

 從這段內容我們可以觀察到，兩岸在經濟合作上的互動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

                                                        
91

 筆者於 2011 年 3 月詢問行政院農委會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問題時所得到的回覆。其內容為：

「中國大陸採購團都是民間協會或企業自行邀請前來，我們官方多未介入，官方角色只是協助

審查民間這些邀訪單位所提出的申請案。再者，採購團來台採購基本上是民間自由貿易行為，

只要是訂單能夠真正成交，即對農民有助益，官方均會樂觀其成。」 

92
 由於受到人際網絡的限制，以及外貿協會的既定政策。因此，在研究限制之下，筆者並未對

外貿協會相關人士進行相關議題的訪問，但為了使本研究更具可讀性，因此作者遂轉引自商業

週刊專訪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的內容，以代表其專業意見（楊之瑜，2009：80）。 
93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其成立宗旨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法規，參照國際慣

例，開展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的貿易、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活動，增進中國人民

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和經濟貿易界的相互瞭解與友誼。」請參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

會」網站，http://www.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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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所管控，除了中國大陸由中央既定的籌組採購團計畫之外（國台辦八項

惠台政策所提及的部分），即便是中共中央提出了許多惠台舉措，在落實執行上

必須與「適當」的官方單位接洽才能獲得回應，因此台灣方面必須扮演「主動」

的角色。
94
另一方面，由台灣工商業團體所邀請的地方採購團，則是透過地方台

商的人脈關係來聯繫的，而地方赴台訪問的過程中，採購活動卻往往都是附帶的，

有些地方採購團並不是真正要來台灣採購。95主要的目的有兩個：一、建立人脈

關係並表達地方與台灣交流的意願；二、提供地方相關的投資優惠訊息給台商或

是台灣內部有興趣的產業。96海基會的專業人士表示： 

 

譬如說，江蘇省委書記來的時候，他主要的目的是來看看朋友，來辦個

江蘇周介紹江蘇的狀況，希望台灣同胞能夠了解江蘇，增進雙方之間的

關係，而不是打著採購來台採購的名義，你是說他是配合的國家政策，

這應該不是吧!!（海 1104） 

 

 然而，即便如此，台灣方面找到適當的對口單位或是透過台商的人脈關係進

行聯繫，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組成也不完全是自主的行為，而是受到中國大陸

中央政府相當程度的管理，也有採購團是按照中央的政策分配來台進行採購活動。

所以，實際上中國大陸中央政府的政策仍然會影響來台採購團的運作與否。97
  

                                                        
94
 作者於 2011 年 5 月訪問大峽谷光電（LED）的訪談資料。 

95
 作者於 2011 年 4 月訪問海基會的訪談資料。 

96
 作者於 2011 年 4 月訪問全國工業總會的訪談資料。 

97
 作者於 2011 年 4 月訪問全國商業總會的訪談資料。 



第四章 對台採購的執行與成效：台灣的視角 

105 

 

 

圖圖圖圖 4-1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商務部組織對台採購團的流商務部組織對台採購團的流商務部組織對台採購團的流商務部組織對台採購團的流程程程程圖圖圖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 

 

 因此，我們綜觀以上專業人士的看法。雖然，本文在第三章提出了「中共中

央的基本政治原則對地方有其一致性的影響力，但是地方仍會依照自身的發展需

求而調整採購策略以符合其發展目標」」」」的觀點。但在實際的交流過程中，採購策

略的調整卻是台灣相關團體與各層級採購團互動的成果。另外，在向中國大陸各

單位提出採購需求之後，採購團的組成還必須獲得中央政府的同意並正式委任其

採購任務（圖 4-1），而中央政府的影響力便在最後的審查過程中體現。總的來總的來總的來總的來

說說說說，，，，中國大陸赴台採購的執行與運作中國大陸赴台採購的執行與運作中國大陸赴台採購的執行與運作中國大陸赴台採購的執行與運作，，，，除了中央層級的採購團是除了中央層級的採購團是除了中央層級的採購團是除了中央層級的採購團是由中央由中央由中央由中央政府掌政府掌政府掌政府掌控控控控

之外之外之外之外，，，，其他層級採購團其他層級採購團其他層級採購團其他層級採購團在在在在組織組織組織組織過程過程過程過程與台灣方面有相當程度的互動與台灣方面有相當程度的互動與台灣方面有相當程度的互動與台灣方面有相當程度的互動，，，，進而影響其採進而影響其採進而影響其採進而影響其採

購策略的調整購策略的調整購策略的調整購策略的調整，，，，但是採購團的成但是採購團的成但是採購團的成但是採購團的成形形形形與否還是受到中央政府的管與否還是受到中央政府的管與否還是受到中央政府的管與否還是受到中央政府的管制制制制。。。。    

    

    

    

  

商務部 

商會下所屬企業 

各層級商務部門 商務部分組對應單位 

（如，產業司、各商會組團等）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畫

單列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地方相關企業(商、協會)

海貿會 

國務院 

外貿協會 

工(商)業團體 

農業組織 

相關產業 

提出組團赴台採購的請求 

下達任務通知書 互動 

互動 

互動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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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來台採購來台採購來台採購來台採購的的的的概況概況概況概況：：：：採購策略採購策略採購策略採購策略的運用的運用的運用的運用    

 以下將透過採購策略的運用來分析中國大陸來台採購的概況，與第二章建構

採購例證的方式相同，同樣分成三個部分來論述分析：一、來台採購團與採購「對

象」的選擇，觀察中國大陸來台採購是否有鎖定或優惠特定的群體、產業，以及

地區等目標；二、來台採購團與採購「時間點」的劃分，本文在來台採購次數的

統計中（表 3-4），發現中國大陸來台採購的時間點正好在兩岸洽簽經濟合作協議

的期間，而採購團的來訪時間是否有受到特定的因素影響?；三、來台採購團與

採購「契約」的簽訂和履行，採購團契約的簽訂與履行一直是各界關注的議題，

在這個過程中是否有受到其他外在力量的介入，進而使的採購契約發生變化則是

必須關注的現象。 

 

一一一一、、、、來台採購團與採購來台採購團與採購來台採購團與採購來台採購團與採購「「「「對象對象對象對象」」」」的的的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中國大陸惠台政策的目標是經濟合作、制約還是統戰的爭議，一直是台灣學

界所關注的焦點。但不變的是，這些目標皆企圖透過「經濟手段」來影響對手國

的政治運作，進而達到其政治與經濟的目標。雖然，本文在第三章已經初步排除

中國大陸派出採購團的短期目的是在內累積經濟制約能量的假設。但是，最難以

釐清的是經濟合作與經濟統戰的概念劃分，由於這兩種經濟手段的運行皆是不相

悖的方法與手段。然而，中國大陸在胡錦濤上任之後將其對台政策的目標轉向至

台灣內部的民眾，並期望以大量的經濟補貼與優惠政策來影響台灣的民意。而在

相關研究中指出，中國大陸對台讓利的主要對象主要有四類，分別為：基層農民、

青年學生、台資企業，以及全體民眾(耿曙，2009：11-2；胡聲平，2007：14-20）。

而 2010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對台「讓利說」中，更表示：「必須充分

考慮到兩岸經濟規模和市場條件的不同，充分照顧臺灣中小企業和廣大基層民眾

的利益，特別是廣大農民的利益。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做到讓利，其實道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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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因為臺灣同胞是我們的兄弟。」98強調了台灣「三中」群體（中南部、中

下階層、中小企業）是中國大陸對台政策進行經濟讓利的首要目標。是此，在中

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相關新聞報導中似乎也有鎖定特定群體（農民與特定台商）的

現象。然而，對於採購團優惠某些台商的看法，全國工業總會的專業人士表示： 

 

可是有的時候這種事情就是這樣，譬如說我跟你不熟，我不知道要怎麼

跟你買。台灣的情況我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要跟誰買，我也很難直接

找到那個廠商。所以有時候必須透過台商代理或牽線，譬如說，以貿易

性質為主的公司，我來委託他，只不過我不清楚他的細節，但是他原本

就有既定的關係，我要買東西總是會找比較信的過的人，到時候有貨款

的問題或品質的問題，也比較能有效解決。（工 1104） 

 

 另外，對於中國大陸鎖定台灣中南部農業族群的看法，台南縣玉井鄉農會的

專業人士表示： 

 

採購團來採購水果不可能跑到台北買嘛!!如果要採購橘子，台北沒橘子

要怎麼買？以茶葉為例，並不是說採購團就刻意一定要到南部去買，台

灣茶葉很好喝，而茶葉主要集中在台北的坪林或是中部的埔里鹿谷那一

帶，另外就是台東有一點茶，台南大概是沒什麼茶，高雄大概也沒什麼

茶，要買茶就不可能到高雄去，就看哪邊有賣茶就在哪裡買。（玉 1108） 

 

 再者，中國大陸國務院溫家寶對台灣三中族群所提出的讓利說，海基會

的專業人士則認為： 

 

我覺得中國大陸還是著重在產業分布的因素來做決定的。你想想看電子

產品主要集中在哪裡，還是在竹科嘛!!另外，台灣的工具機都集中在台

中，在簽署 ECFA 關稅一降之後，大陸很多廠商都來買工具機，那當然

馬上促進了中部對大陸的接觸。那面板的最大廠商就是在南部，奇美電

子就是在南部。所以說，不是因為中國大陸專門要到中南部採購，因為

台灣那些生產的廠商本來就在中南部，那農產品也是一樣啊!!北部沒生

產農產品，農產品都在中南部，那他要採購石班魚虱目魚那些都是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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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2010），〈溫家寶：台灣同胞是兄弟 我們可以做到讓利〉，【線上資料】，2010/02/27，

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7/content_ 

13063169.htm，檢索日期，【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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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帶，所以這就是因為我們產業分不因素來決定哪個區域接受他的採

購量多寡這樣子。（海 1104） 

 

 最後，根據上述專業人士的意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對於採購對象的選

擇並不是全然獨厚某些特定群體、地區或是產業，基本上是受到理性的經濟利益

考量而進行採購活動，例如十二五計畫、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
99
另一方面，

台商在中國大陸採購活動的運作中是重要的中介角色，而使得採購團與台商的關

係密切。
100
是此，筆者進一步推論，以台灣方面的角度來看，即便中國大陸有意即便中國大陸有意即便中國大陸有意即便中國大陸有意

圖對台灣某些群體進行統戰圖對台灣某些群體進行統戰圖對台灣某些群體進行統戰圖對台灣某些群體進行統戰，，，，整體而言整體而言整體而言整體而言還是會被視為正常的經濟活動還是會被視為正常的經濟活動還是會被視為正常的經濟活動還是會被視為正常的經濟活動，，，，進而使得進而使得進而使得進而使得

統戰統戰統戰統戰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的效果與目標與目標與目標與目標難以突顯難以突顯難以突顯難以突顯。 

 

二二二二、、、、來台採購團與採購來台採購團與採購來台採購團與採購來台採購團與採購「「「「時間點時間點時間點時間點」」」」的選擇的選擇的選擇的選擇    

 在第三章中，本文透過來中國大陸來台採購次數分布的觀察，發現到中國大

陸採購團來台的時間點正好介於兩岸洽簽重要經濟合作協定的期間，例如：2009

年 4 月 26 日的「第三次」江陳會、2009 年 12 月 21 日的「第四次」江陳會、2010

年 6 月 29 日的「第五次」江陳會。然而，實際的採購時間又是怎麼安排的呢? 全

國工業總會的專業人士表示： 

 

其實雙方都有訊息上的溝通。譬如說，作為台灣方的邀請單位，我作為

客人，而我想要到你這邊來，那我問你說 5 月你方不方便我到你家去好

不好，一樣的道理，你可能剛有什麼事情有點忙，要不然 6 月，還是 7

月?當然有這樣溝通的過程，對方也有一定的主導性。然而，當然還可以

進一步延伸，透過採購時間的宣傳把原本的交易行為儀式化，進一步推

廣讓更多人知道。（工 1104） 

 

 其次，對於採購時間的安排是否會影響到兩岸洽簽經濟協議的過程，進而形

成中國大陸對台的談判籌碼?海基會的專業人士表示： 

 

                                                        
99 筆者於 2011 年 5 月訪問大峽谷光電(LED)的訪談資料。 
100 筆者於 2011 年 8 月訪問高雄市彌陀鄉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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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應該沒有太大的相關性，因為 ECFA 所討論的議題就只有降低關稅與

排除非關稅的貿易障礙兩個部分，至於採不採購就是依照雙方產業的需

求，這跟簽不簽署 ECFA 並沒有太大的關聯性。而簽署 ECFA 只是贏在

兩岸貿易與投資比較便捷而已。至於說，台灣的企業要不要到大陸投資，

或是大陸商要不要來台採購，那完全是看個人的商業利益。（海 1104） 

 

 在這項問題上，全國商業總會的專業人士也同樣認為： 

 

我覺得應該沒有特別的相關係，中國大陸來台採購是中央的政策，而

ECFA 的簽署則屬於兩岸貿易制度的建立。若是有影響的話，基本上相

關性也是只有一點點。（商 1104） 

 

 是此，根據以上專業人士的意見，我們可以得知中國大陸對於來台採購的時

間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然而，是否會影響兩岸洽簽經濟協議則持保留的態度。

由於由於由於由於，，，，在此時期在此時期在此時期在此時期兩岸所洽簽的兩岸所洽簽的兩岸所洽簽的兩岸所洽簽的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協議仍然是爭議性較小的經濟議題協議仍然是爭議性較小的經濟議題協議仍然是爭議性較小的經濟議題協議仍然是爭議性較小的經濟議題，，，，即便中國即便中國即便中國即便中國

大陸想要大陸想要大陸想要大陸想要以採購團作為談判的籌碼以採購團作為談判的籌碼以採購團作為談判的籌碼以採購團作為談判的籌碼，，，，實際上的影響也不會太大實際上的影響也不會太大實際上的影響也不會太大實際上的影響也不會太大。。。。然而，若是未來

兩岸政經互動的更加緊密，並走向更進一步政治或經濟的合作議題，則無法避免

中國大陸採購策略所造成的經濟壓力。
101
 

 

三、來台採購團與採購契約的簽訂和履行 

 採購團契約的簽訂與履行是採購策略重要的觀察面向，本研究在第二章特別

提到，採購契約的簽訂和履行與否，將會直接影響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然

而，台灣與中國大陸採購團契約簽訂和履行的實際狀況又是如何?首先，在簽訂

契約的方面，全國工業總會的專業人士表示： 

 

與大陸採購團所簽訂的內容，大多是意向書、備忘錄、合作框架，或者

是什麼…大概都不會脫離這些名詞，其重點都是在於建立友好的關係。

至於，是否可以加強交流的力度。我們也希望內容也不要太具體，至少

不是那種定期的互訪，例如活動舉辦一年在台灣一年在大陸之類的。因

為那樣子聽起來沒有什麼實質效果，即使是那樣我們都不太希望落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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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於 2011 年 4 月訪問全國工業總會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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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換句話說就是。若是要簽約的話，我們可以配合的部分我們來配

合，雖然主管機關的看法覺得要更謹慎一點。陸委會也希望內容可以更

抽象一點，其重點是表達雙方的善意，我想這跟我們的政府立場是一致

的。（工 1104） 

 

 另外，筆者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大多的採購契約都是在事前簽訂，而來

台灣則是再簽訂一次並同時履行採購項目。
102
台南縣玉井鄉的專業人士表示： 

 

就我知道的來說，這些大企業已經是定期跟台灣採購，只是在這個時候

把整年的合約重新定一次。以玉井鄉為例，中國大陸與我們已經在事先

談好要採購的水果種類以及數量，而大陸採購團來台舉行簽約儀式之後，

馬上就將水果運到對岸點交，並採取貨到付款的交易方式。（玉 1108） 

 

 對於這個問題，全國工業總會的專業人士進一步表示： 

 

大多數情況，一定是有個先前洽商。然而，中國大陸的企業也不完全是

純民間的，有些是國有企業，有些則是私有企業。政府部門有一個方向

上的安排，最後誰跟誰簽，他們自己內部再自行匯總，而農產品採購更

多是透過既有的網絡來聯繫。（工 1104） 

 

然而，在事前洽談的採購契約在執行上仍有可能會出現問題。全國商業總

會的專業人士表示： 

 

真正到底買了多少，沒有人知道，中國大陸把原本在今年度既定的採購

金額，也算在採購團的採購金額裡面，我們雖然感覺到數字很大，但其

實有些部分本來就在談，在談判的過程中也不一定有確定的金額，就算

有確定了，還是有可能以分批、分層、分次的方式來進貨，而且在這個

過程中，還有可能因為貿易往來等的其他因素，最後不了了之。（商1104） 

 

根據上述訪談資料，筆者發現來台採購團所簽訂的內容，其主要的目的是

在建立一種兩岸互動與交流的關係，契約的簽訂則是居於次要地位。進一步來說，

對於台灣方面而言，建立穩定的關係是更重要的目標，並藉由這層關係獲得未來

                                                        
102

 作者於 2011 年 5 月訪問華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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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經濟合作機會。然而，對於中國方面來說，地方政府的採購活動有更大的

一部分是為了展現執行中央對台政策的績效，以及地方政府與台灣經濟緊密的連

結。
103
 

 

在本節裡，我們透過訪談資料再次的檢視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概況，可以

發現在來台採購團的組成過程中，台灣方面扮演了「主動」的角色，並影響了中

國大陸各層級採購團的對台採購目標與策略，但是重要的主導權還是受到中國大

陸中央政府的掌握。另外，本節也針對採購策略的操作來分析中國大陸來台採購

的概況，觀察到「即便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操作有其政治考量，但是在實際運作上

仍然有其限制」。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從從從從「「「「執行面執行面執行面執行面」」」」來觀察中國大陸來台進行採購訪問活來觀察中國大陸來台進行採購訪問活來觀察中國大陸來台進行採購訪問活來觀察中國大陸來台進行採購訪問活

動其動其動其動其形式上的形式上的形式上的形式上的交流意義大於實質交流意義大於實質交流意義大於實質交流意義大於實質的的的的經濟經濟經濟經濟意義意義意義意義。是此，在本章的三、四節的部分我

們將要討論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所產生的「成效面」。而在第三節將要先回顧中

國大陸實行「惠台政策」後的影響，以作為比較採購成效的對照。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惠台政策惠台政策惠台政策惠台政策」」」」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在第三章中，筆者提到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5年，正式提出了「四

點意見」與「三個凡是」的對台工作原則，突顯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與「和

平發展」的政策主軸。在此之中，台灣學者認為胡錦濤採取惠台政策的原因，主

要是為了承接「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的政府白皮書目標，以「防獨為主，促

統為次」的戰略佈局，其主要戰略目標為「防獨」。104而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又

屬於「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使其執行與貫徹力相對較強。因此，胡錦濤

                                                        
103

 作者於 2011 年 8月訪問台南縣玉井鄉農會的訪談資料。 

104
 「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由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發佈，其內容總共有五

項：一、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臺灣問題的由來；三、中國政府解決臺灣問題的

基本方針；四、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及其阻力；五、國際事務中涉及臺灣的幾個問題。其

中，在第四項內容裡面有提到對於台灣內部反獨與促統的目標，並表示 1993 年的辜汪會談所

促成的兩岸經貿合作有利於兩岸和平統一的發展。相關內容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1993），〈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線上資料】，2005/5/25，中國政府網，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wgk/2005-05/25/content_661.htm，檢索日期，【2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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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政策上集中於「台灣問題」至少可獲得兩項效益，第一、解除內部強硬派

的壓力；第二、為即將召開的十七大做政績上的鋪路（王信賢，2005）。另外一

方面，由於台灣的政治運作屬於民主體制，若是能夠影響台灣內部的民意，也就

能有效的左右台灣政府的大陸政策，並以「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來塑造不同以往

的柔性態勢，使得台灣民眾願意接受兩岸在政經議題上的互動（吳玉山，1999：

192-210）。是此，在定調基本的對台方針之後，胡錦濤便以「利益」作為發展兩

岸關係的主要訴求，期望透過對台灣民眾大舉讓利（主要為經濟上的優惠）的政

策，進而促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統合」選項的支持與認同（耿曙，2009：11-2）。 

 

 而胡錦濤更在2007年的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再次強調：「凡是對台灣同胞有利

的事情，凡是對維護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對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

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做好。我們理解、信賴、關心臺灣同胞，將繼續實施和充實

惠及廣大臺灣同胞的政策措施，依法保護臺灣同胞的正當權益，支持海峽西岸和

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經濟發展。兩岸同胞要加強交往，加強經濟文化交流，

繼續拓展領域、提高層次，推動直接三通，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105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在執行惠台政策之

後，不但獲得了預期效益，也成為胡錦濤重要的政績之一，更使得惠台政策的目

標與手段不斷的擴展。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惠台政策」的重

要手段為擴大對台經濟交流，其主要目的為改變台灣內部民眾既有的負面印象，

以下本文將透過總體資料進行分析，一方面展示惠台政策對於兩岸經貿關係的影

響，另一方面觀察台灣內部民意變化的概況，以說明近年來中國大陸惠台政策的

執行與成效。 

 

 首先，筆者從經濟的面向來觀察中國大陸惠台政策的成效。從圖 4-1 發現台

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逐年增加，自 1998 年起至 2007 年的貿易順差總共增加

了 2.9 倍左右，每年平均增長 3,000 百萬美元。其中，若是以每年貿易順差增加

                                                        
105

 胡錦濤（2007），〈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線上資料】，2007/10/15，全國人大網，http://www 

.npc.gov.cn/npc/xinwen/szyw/zywj/2007-10/25/content_373528.htm，檢索日期，【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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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幅度來看，其貿易順差增加最快的時間為 2002 年，特別是 2006 年至 2007 年

之間增加的幅度最大。更進一步，我們從中國大陸貿易占台灣外貿的比重（圖

4-2）來觀察，也可以發現同樣的趨勢，台灣在出口貿易之大陸的比重方面從 2001

年開始快速增加至 20%，在 2003 年增加至 25%，而 2007 年更達到了 30%。相

對的，我們若以台灣貿易占中國大陸外貿之比重來看（圖 4-3），中國大陸自台灣

進口的比重持續的下降，在 2007 年的進口比重僅剩 7%左右，而出口的比重也始

終維持在 2%至 3%之間。 

 

 總體來看，胡錦濤以「利益」作為對台關係的主軸，有效的增加台灣對中國

大陸經濟的依賴，使得中國大陸成為台灣重要的貿易順差來源。而在貿易比重上

也是出現同樣的現象，更進一步可以觀察到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對稱的貿易關係。

然而，這種現象是否會如胡錦濤所預期，透過經濟的優惠將會間接影響台灣民眾

對於中國大陸看法，甚至會影響到個人的身分認同與統獨立場呢?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百萬美元百萬美元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圖圖圖圖 4-2    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統計統計統計統計圖圖圖圖（（（（1998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7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會」網站，台灣對中國大陸、

香港及全球的貿易順差統計(陸委會估算)，第 223 期，http://www.m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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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3    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占我外貿之比重（（（（1998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7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會」網站，台灣對中國大陸貿

易占我外貿之比重(陸委會估算)，第 223 期，http://www.mac.gov.tw/。 

 

 

圖圖圖圖 4-4    中國大陸對台灣貿易占中國大陸外貿之比重中國大陸對台灣貿易占中國大陸外貿之比重中國大陸對台灣貿易占中國大陸外貿之比重中國大陸對台灣貿易占中國大陸外貿之比重（（（（1998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7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會」網站，中國大陸對台灣貿

易占中國大陸外貿之比重(陸委會估算)，第 223 期，http://www.mac.gov.tw/。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透過陸委會「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之看法」的調查資

料進行分析。就大陸政府對我不友善態度方面，其問題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為大陸政府對我們政府不友善態度；第二部分為大陸政府對台灣人民不友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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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4 可以發現，大陸政府對我們政府不友善的態度，以及大陸政府對台灣人

民不友善態度在 2005 年 5 月出現大幅度的降低。從總體的趨勢來看，認為大陸

政府對於台灣政府不友善的態度始終維持在六成左右，對台灣人民不友善的態度

則維持在四成。因此，我們可以推論中國大陸以「利益」作為兩岸交流的訴求，

有效的將大陸政府對台灣人民不友善的態度維持在一定的程度，並形成大陸政府

對台灣政府與台灣人民態度的差異性。 

 

 
圖圖圖圖 4-5    台灣民眾認知大陸政府對我不友善態度台灣民眾認知大陸政府對我不友善態度台灣民眾認知大陸政府對我不友善態度台灣民眾認知大陸政府對我不友善態度（（（（2002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7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會」網站，民眾對當前兩岸關

係之看法，http://www.mac.gov.tw/。 

 

 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流開放速度的看法方面（圖 4-5），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太

慢與太快的比率在 2005 年 5 月之後產生交叉點，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太慢的比率

持續增加，相對的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太快的比率則是持續減少，而認為兩岸交流

速度剛剛好的比率也持續向上調整。在 2007 年 12 月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剛剛好的

比率已達到 40.7%，但是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太慢的比率也達到 32.3%，這樣的趨

勢說明台灣民眾仍然認為兩岸交流的速度不夠快。所以，我們同樣可以推論，在

中國大陸的惠台政策的運作下，台灣民眾對於大陸既有的負面印象發生轉變，進

而提高與中國大陸交流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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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6    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流開放速度的看法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流開放速度的看法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流開放速度的看法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流開放速度的看法（（（（2002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7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會」網站，民眾對當前兩岸關

係之看法，http://www.mac.gov.tw/。 

 

台灣民眾對於統一與獨立的看法方面（圖 4-6），在這個部分我們先從中國

大陸反獨的目標來看，盡快宣布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比率在 2005 年 5 月

有降低的現象。從整體趨勢來看，盡快宣布獨立的比率在 2005 年 11 月與 2007

年 8 月出現過兩次波動之外，基本上都維持在 7%上下，而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

比率則相對穩定，卻在 2007 年 12 月降至 11.8%，同時盡快宣布獨立的比率也下

降至 7.3%；另一方面，盡快宣布統一與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的比率並沒有出現明

顯的上升或下降的趨勢，而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的比率卻在 2007 年 12 月突然下降

至 9.2%。長期來看，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是在短期內（2007

年 12 月）有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而出現明顯變動。是此，我們可以推論在

中國大陸的惠台政策的運作下，長期來看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變化較小，而短期

變化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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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7    台灣民眾對於統一與獨立的看法台灣民眾對於統一與獨立的看法台灣民眾對於統一與獨立的看法台灣民眾對於統一與獨立的看法（（（（2002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7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會」網站，民眾對當前兩岸關

係之看法，http://www.mac.gov.tw/。 

 

在本節中，我們認為中國大陸政府認知到，兩岸長期的對峙與疏離感，造

成了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政府的陌生與反感，特別是兩岸政治對立讓台灣人民認

為中國大陸政府對台是不友善的、充滿敵意的，因而降低了台灣內部民眾對於大

陸的政治認同(許志嘉，2009：39-74)。是此，本節試圖在胡錦濤以「利益」作

為兩岸交流的主軸之後，評估對台政策所產生的影響。筆者透過總體資料進行描

述，可以觀察到在惠台政策的影響下，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比重極度的不

平衡，而中國大陸變成為台灣重要的貿易順差來源，而這樣的情況的確間接影響

到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我們發現自我們發現自我們發現自我們發現自 2005 年之後台灣民眾對於年之後台灣民眾對於年之後台灣民眾對於年之後台灣民眾對於

中國大陸政府的正面觀感明顯提升中國大陸政府的正面觀感明顯提升中國大陸政府的正面觀感明顯提升中國大陸政府的正面觀感明顯提升，，，，而且也願意與其進行互動交流而且也願意與其進行互動交流而且也願意與其進行互動交流而且也願意與其進行互動交流，，，，但在台灣民但在台灣民但在台灣民但在台灣民

眾的認同上卻沒有出現顯著的改變眾的認同上卻沒有出現顯著的改變眾的認同上卻沒有出現顯著的改變眾的認同上卻沒有出現顯著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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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評估    

    

本研究在文獻回顧的部分，將採購策略的目標設定成五類：一、改變特定

事件中目標國的行為；二、改變目標國的政治領導、政治制度與軍事能力；三、

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四、國際上的意識形態、規範與價值的影響；五、國內經

濟發展的需求。而在第三章進行採購新聞事件的分析後發現，中國大陸對台灣採

購的目標主要有兩類，分別為「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

而本節將進一步評估這兩類目標所達成的成效。 

 

壹壹壹壹、、、、赴赴赴赴台採購團與台採購團與台採購團與台採購團與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    

 在第三章中，筆者將「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的採購策略目標，視為中國大

陸對台進行「統戰」的工作，其主要訴求是基於「兩岸同胞的情誼」做為出發點，

希望透過經濟上的協助進而促成台灣民眾改變對中國大陸既有的負面印象。是此，

我們首先從幾個經濟指標來觀察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效果。從經濟成長率的面向

來看（圖 4-7），台灣在 2008 年的經濟成長率僅有 0.73%，而 2009 年受到國際金

融海嘯的影響更是呈現負成長，但在 2010 年卻大幅升至 10.88%，中國大陸的對

台採購政策似乎發生的明顯的效果。然而，從經濟成長率來判斷太過武斷了採購

團的效果，接下來將從兩岸貿易的金額統計進行觀察，根據圖 4-8 資料顯示 2009

年較 2008 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額減少，而在 2010 年的出口額明顯增加似乎可以

肯定採購團帶來的經濟效果。但必須特別說明的是但必須特別說明的是但必須特別說明的是但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即便進出口額有明顯的增加即便進出口額有明顯的增加即便進出口額有明顯的增加即便進出口額有明顯的增加，，，，

我們仍然無法有效說明這完全就是採購團所造成的效益我們仍然無法有效說明這完全就是採購團所造成的效益我們仍然無法有效說明這完全就是採購團所造成的效益我們仍然無法有效說明這完全就是採購團所造成的效益，，，，我們僅能推論中國大陸我們僅能推論中國大陸我們僅能推論中國大陸我們僅能推論中國大陸

對台對台對台對台灣灣灣灣採購的效果採購的效果採購的效果採購的效果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在在在在 2010 年的出口額中顯現年的出口額中顯現年的出口額中顯現年的出口額中顯現。106更進一步來說，相較於在

出口總額上做宣傳，採購團透過短期利多的宣傳更能有效的展現與台灣熱絡互動

                                                        
106

 作者於 2011 年 4 月訪問全國商業總會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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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也就表示宣傳效果重於實質的經濟效果。107
 

 

 
圖圖圖圖 4-8 2005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0 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相關統計資料請參考「行政院主計處」網站，國民所

得及經濟成長，http://www.dgbas.gov.tw/。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百萬美元百萬美元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圖圖圖圖 4-9    兩岸貿易金額統計兩岸貿易金額統計兩岸貿易金額統計兩岸貿易金額統計（（（（2005-2010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會」網站，兩岸貿易金額之各

種統計(陸委會估算)，第 223 期，http://www.mac.gov.tw/。 

                                                        
107 作者於 2011 年 4 月訪問全國工業總會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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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中國大陸採購策略對台灣民眾政治態度的影響，筆者則是採用

TEDS2010C 的資料進行評估，由於此筆資料的調查期間正好介於採購團來台訪

問的時間點，主要調查區域為，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三個城市，而筆者

將其視為台灣北、中、南地區的代表，希望藉由橫斷面的調查資料來觀察台灣民

眾在此時期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變化。 

 

 就經濟評價來看，表 4-3 透過三個城市的民眾來評估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對台

灣經濟的影響，內容為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影響，以及對地區經濟的影響。108總體

經濟的影響的方面，可以觀察到認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使得台灣經濟變好的比率，

在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皆超過四成，所以這三個城市的民眾大多認同馬英

九的兩岸政策所帶來的總體經濟效益。但是，在地區經濟的影響方面，除了台北

市覺得變好以外，台中市與高雄市認為沒有改變的比率較高。因此，我們可以觀

察到這三個城市整體認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會使得台灣總體經濟變好，但是這三

個地區的民眾感受到經濟變好的程度卻不相同。有趣的是，即便是中國大陸強調

對台灣三中族群的採購策略，但是在總體的資料並沒有反應正面的經濟評價。 

 

 另外，表 4-4 是三個城市民眾的統獨立場，筆者將盡快宣布統一與維持現狀

以後統一的比率，以及盡快宣布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比率，分別合併成統

一與獨立兩種類型。可以發現台北市統一的比率較其他的城市高，而高雄市獨立

的比率也較其他城市高。然而，基本上這三個城市統獨比率的變動並沒有特別異

常，仍然維持在一定的比例之中（圖 4-6）。所以，我們可以推論此時期的統獨立

場並沒有因為中國大陸的採購策略而發生變動。 

 

    

                                                        
108 

TEDS2010 對於馬英九兩岸經貿政策的看法:  

K7. 請問您認為臺灣整體的經濟情況，有沒有因為馬英九的兩岸經貿政策而變好、變壞還是

沒有改變？ 

K8.那台北市呢？(台中市、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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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對台灣經濟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對台灣經濟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對台灣經濟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對台灣經濟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次數分佈次數分佈次數分佈次數分佈    

 變好變好變好變好    變壞變壞變壞變壞    沒有改變沒有改變沒有改變沒有改變    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    總和總和總和總和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N=1131））））         

總體經濟的影響 606(60.1%) 115(11.4%) 279(27.7%) 008(00.8%) 1008(100%) 

地區經濟的影響 527(52.9%) 088(08.8%) 372(37.3%) 010(00.1%) 0997(100%) 

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N=1168））））         

總體經濟的影響 452(46.7%) 139(14.4%) 371(38.3%) 006(00.6%) 0968(100%) 

地區經濟的影響 293(31.6%) 087(09.4%) 539(58.2%) 007(00.8%) 0926(100%)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N=1177））））         

總體經濟的影響 416(42.0%) 208(21.0%) 363(36.7%) 003(00.3%) 0990(100%) 

地區經濟的影響 258(27.0%) 161(16.8%) 532(55.6%) 006(00.6%) 0957(100%) 

資料來源：TEDS2010C 

 

表表表表 4-4    台灣民眾台灣民眾台灣民眾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統獨立場統獨立場統獨立場次數分次數分次數分次數分佈佈佈佈    

 統一統一統一統一    獨立獨立獨立獨立    暫時維持現狀暫時維持現狀暫時維持現狀暫時維持現狀    永遠維持現狀永遠維持現狀永遠維持現狀永遠維持現狀    總和總和總和總和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N=1131））））         

統獨立場 175(16.2%) 217(20.1%) 421(39.0%) 266(24.7%) 1079(100%) 

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台中市（（（（N=1168））））         

統獨立場 137(12.7%) 224(20.8%) 375(34.9%) 340(31.6%) 1076(100%)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N=1177））））         

統獨立場 120(10.9%) 299(27.1%) 359(32.5%) 326(27.7%) 1104(100%) 

資料來源：TEDS2010C 

 

對於採購是否會造成對台民眾的統戰效果的觀點，海基會的專業人士對此

表示： 

 

你認為是統戰才是統戰，我們認為不是統戰就不是統戰，我們認為把東

西賣給你，把你的錢賺回來這個雙方關係就到此為止了，商人就是這樣

子，商人不會因為我跟你買了東西，我關係就跟你很好，你要求什麼我

又要答應你，沒有那種回事，商人他絕對不講這一套的，通常國家之前

的經濟利益也是這樣子，我們跟他買了什麼東西或是他買了我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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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說他和我們關係特別密切嗎？那只是經貿上的關係密切，跟其他關

係完全沒有相關。所以統不統戰決定在台灣人的心中，而不是決定在大

陸的手中。（海 1104） 

 

 全國工業總會的專業人士在相同問題上表示： 

 

大陸方面也慢慢理解這個事情，他也覺得說他要下更多的功夫，買更多

的東西或者是說要拿更多的錢出來。但有些事情講白了，說不定會適得

其反。譬如說，陳光標來台高調行善有人會反彈，灑錢這個事情我相信

接到錢通常是蠻開心的，但改不改變立場是另外一回事。（工 1104） 

 

總和以上總體資料與專業人士的資料，可以觀察到採購團所造成的經濟效

益不必然就會反映在經濟指標上面。對於中國大陸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短期對

台採購的宣傳效果，以顯現與兩岸經濟熱絡的情況，至於是否產生實際的經濟效

應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進行觀察。另外，對於台灣政治面的影響，在改變台灣民

眾對與兩岸關係看法的目標上，我們可以發現民眾相當支持兩岸持續的經濟交流，

也認同中國大陸政府對台讓利的政策，但是不同區域對於中國大陸經濟讓利的政

策上感受程度並不一致，更多比例是認為沒有差別的。另外，在統獨的立場上似

乎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以高雄市為例，其贊同台灣走向獨立的立場仍然是三個

觀察城市裡面最高的，同樣的專業人士們也認為僅透過數次的採購活動是無法輕

易的改變民眾自身的立場，個人的統獨立場更是難以改變的。
109
因此，筆者認為

中國大陸的惠台政策雖然有效的影響台灣民眾支持政府制定傾向大陸的經濟政

策，但是民眾的統獨立場卻是難以透過經濟讓利來影響的，而這樣的現象與本章

第三節的評估是相當一致的。 

 

貳貳貳貳、、、、赴赴赴赴台採購團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台採購團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台採購團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台採購團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    

在第三章的分析中，「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採購目標比較注重經濟層面

                                                        
109

 7 位受訪者皆表示同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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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不但透過簽訂契約的儀式與預估的採購金額來展現對台採購實質的經濟

交流，也簽署大量的合作意向書來說明對於各種產業的需求，以達成招商引資進

而發展地區經濟的目標。然而，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技術，中國大陸為何要對台灣

進行採購活動?海基會的專業人士表示： 

 

主要是大陸各地方為了配合家電下鄉的政策，有一些政策是為了挽救他

們的經濟，而一下子多出了很多產量，需求量出現他必須要有一些原料

的供應，這對於他是有利益關係的，所以才跑來台灣做一些專門的採購，

所以這也不是為了配合什麼政策的問題，是為了要實施他們的家電下鄉

政策，必須要跟台灣採購一點東西，我覺得商業目的占絕大多數，他不

得不跟我們買，由於部分廠商已經跟我們買了20年了，所以他通路也有，

廠商的關係也好，所以當大陸家電下鄉政策一推出來的時候，第一個想

到就是跟台灣來採購，他不可能跑到中南美洲或東南亞，東南亞沒有產

這種東西，你怎麼去採購呢？所以這純粹還是因為我們台灣產品好，還

有就是兩岸經貿關係密切。然而，更重要的是透過採購活動，建立一個

聯繫的平台，很重要是因為很多台灣企業根本就不認識大陸的廠商，如

果他原來沒有賣到大陸廠商，賣東西到大陸的話，他根本就不曉得賣到

大陸要賣給誰，所以重要的是他們現在來了，其實是建立雙方的關係，

我知道你的存在我知道你賣什麼東西，將來如果我有需要的話再打電話

給你，我絕得這是比較重要的。（海 1104） 

 

在此之中，筆者發現有些台商也在採購團的名單中，也另外形成台灣下單，

大陸生產的情況。
110
全國商業總會的專業人士認為： 

 

同樣的，即使其他的採購商採購了很多零組件，也都是帶回大陸自行生

產，也是在大陸出貨，其實這樣的採購模式可以直接帶動他們自己的市

場，對他們也是非常有力的，而這也跟台灣的產業延伸到大陸去的型態

是脫不了關係的。（商 1104） 

 

至於，採購團來台招商引資的部分，筆者透過陸委會台商對大陸（地區）

                                                        
110 

筆者於 2011 年 5 月訪問大峽谷光電(LED)的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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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金額與投資件數來觀察。從圖 4-9 與圖 4-10 中，在 2009 年至 2010 年投資的

金額與件數明顯增加，其中增加幅度最高的前四名分別為江蘇省、廣東省、上海

市，以及福建省，這四個地方在 2009 年與 2010 年都曾赴台進行採購訪問，想當

然爾，採購團來台採購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招商引資。   

 

總結以上資料，中國大陸採購團在「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採購目標上，

所獲得的效益較多，相較於前面所討論「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的採購策略目標，

似乎更重視兩岸經貿的合作。在此之中，台商是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其同時具

有投資者與聯繫人等身分，而更重要的目標透過採購團建立與中國大陸企業聯繫

的管道。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百萬美元百萬美元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圖圖圖圖 4-10：：：：台商對大陸台商對大陸台商對大陸台商對大陸（（（（地區地區地區地區））））投資金額投資金額投資金額投資金額（（（（2006 年年年年～～～～2010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相關統計資料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台

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金額），第 169 期、第 181 期、第 193 期、第 205 期、

第 217 期，http://www.m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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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單位單位單位：：：：件數件數件數件數)))) 

 

圖圖圖圖 4-11：：：：台商對大陸台商對大陸台商對大陸台商對大陸（（（（地區地區地區地區））））投資投資投資投資件數件數件數件數（（（（2006 年年年年～～～～2010 年年年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相關統計資料請參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台

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件數），第 169 期、第 181 期、第 193 期、第 205 期、

第 217 期，http://www.mac.gov.tw/。 

 

在本節中，筆者分別透過「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

求」兩種經濟策略的目標來評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面」。總的來說，在

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方面，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希望透過採購交流來達成「援

助」台灣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進而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如，兩

岸政策、統獨立場）。然而，在總體經濟方面無法有效的評估採購團所帶來的經

濟利益，反而是在著重在對台灣採購的宣傳效果上面；而政治面，台灣民眾兩岸

關係的看法則是越認同兩岸走向經濟開放的政策，統獨立場則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方面，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某些產業上有其互補的關係，以

及受到台商大陸布局的影響，中國大陸來台的採購訪問促成了兩岸企業進行交流

的機會，其成效展現在 2010 年台商對大陸投資的統計資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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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本文二、三章，筆者透過採購策略的目標與手段針對中國大陸對台採購

事件進行分析，雖然得出了「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原則對地方有其一致性的影響

力，但是地方仍會依照自身的發展需求而調整採購策略以符合其發展目標」的結

果，但是卻無法說明其對台實際的採購執行過程。 

 

是此，本章透過總體資料與訪談資料進行對話，來補足其研究內容的不足

之處。第二節主要分為兩部份，我們藉此重新檢視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組成的過

程。從中可以觀察到台灣方面扮演了「主動」的角色，而除了中央層級的採購團

是由中央政府掌控之外，其他層級採購團在組織過程與台灣方面有相當程度的互

動，進而影響其採購策略的調整，但是採購團的成形與否還是受到中國大陸中央

政府的管制。另一方面，是檢視採購策略的運用，包含採購「對象」、「時間點」，

以及「契約履行」三個面向，發現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操作即便有政治考量，但

是在短期的操作上仍然有限制，其效果也不顯著。 

    

 第三節則是觀察胡錦濤執政以後，施行惠台政策對台灣的影響。從總體經濟

面向來看，中國大陸的惠台政策有效的將台灣的經濟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聯繫在一

起，並形成不對稱的經貿關係，而在持續的惠台政策下中國大陸成為台灣重要的

貿易順差來源。然而，這樣的優惠政策會不會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

筆者透過相關的總體資料進行評估，發現即便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負面觀感有所

改變，也願意和大陸進行交流，但是統獨立場在長期的趨勢中卻沒有顯著的變

化。 

 

第四節針對「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與「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兩種經濟

策略的目標來評估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成效。因應國內的政治要求的目標是透

過經濟利益來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筆者透過訪談資料與大型調查

資料來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台灣民眾認為開放的兩岸政策將會幫助台灣的經濟發

展，但是不同地區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評價有所差異，而統獨立場基本上沒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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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變化；在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方面，招商引資的成果明顯的展現在統計資料上

面，「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成果較顯著。 

 

綜觀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組成不完全是由中央

或是地方自行決定，有一部分是與台灣方面進行互動協調的結果，而來台採購團

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關係而採購活動是次要的。是此，筆者認為中國大陸對台採

購的短期目標是積極的建立互動關係；中期目標是更緊密的經濟合作；而長期的

目標則是兩岸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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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二章對相關的歷史文件與研究資料的整理，建立了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基

本運作邏輯後，在第三章筆者以中國大陸對台採購事件進行檢證，以說明其對台

採購的特殊性，而第四章則是透過總體資料與訪談資料進行補充，藉以梳理中國

大陸對台採購的操作方式，以及其對台灣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影響。在本章裡，我

們將要統合這幾章分析的結果，說明中國大陸在「政經並行」的原則下，如何透

過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手段的操作，來達到經濟影響政治的效果。首先，統整

本研究的主要論點與研究發現，同時也藉由研究的發現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提

出說明與看法。最後，說明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重要課題，在於探討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策略的運作模式。主要目的

在於釐清中國大陸在何種情況之下，其將會透過採購策略作為經濟影響政治的手

段，並比較中國大陸對外與對台採購操作的差異。本節將統整本文的研究發現，

包含中國大陸如何將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連結，以及其對台採購操作的特殊

性，並說明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未來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 

 

壹壹壹壹、、、、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的連結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的連結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的連結採購策略與經濟策略術的連結    

 在採購策略的基本運作邏輯下，使其本身經濟效益最大化將是最重要的任

務。在此之中，政府「政策性採購」的目標也大致相同，以國家的經濟發展為首

要目標，透過採購活動增加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交往與互補，進而提升國家整體的

產業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經濟發展成為各國亟欲追求的首要目

標。中國大陸則是經歷了數次政治動盪之後，在 1979 年正式走向經濟開放的目

標，並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下，要求其他工作都必須服從於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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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在對外關係上同樣也以「外交工作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作

為對外關係的發展重心。因此，中國在與美國採購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強調美國的

外交原則應與經濟活動脫鉤，並強調以經濟交往為主的「政經分離」原則。 

 

 然而，採購策略並非單純的買賣活動，而是涉及一連串的經濟選擇行為。是

此，本研究以經濟策略術的角度切入，討論中國大陸如何透過採購策略與經濟策

略術的連結，進而作為對外關係互動的重要策略。在 1990 年代，中國大陸透過

計劃經濟的引導，挾帶著大量經濟資源向國外提出投資需求，逐漸成為世界各國

所關注的重要投資標的。在此之中，透過政策性採購向歐美國家採買成套設備與

技術上的合作，無形之中深化了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內部的經濟連結，而緊密的

經濟連結成為中國大陸影響各國對中政策的重要籌碼。 

 

 因此，筆者透過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檢證之後，發現中國大陸在採購的過程

中，一方面透過既有的採購合約簽訂來展現與被採購方之間經濟連結的情況，另

一方面則是宣傳中國大陸所具有的龐大市場，藉以塑造中國大陸在經濟合作上的

重要性。再者，進一步連結較不具爭議性的政治性條件（如：人權爭議、台灣問

題、西藏獨立、一個中國原則等維護主權的議題）使得其他國家願意接受中國大

陸的政策性採購。其中，以近期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大陸赴歐採購的案例來看，

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提倡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國際意識形態，間接與美國的保護主

義政策形成對比，反而促進了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在此之中，中國大

陸也藉由採購時間點與採購名單的操作影響了法國對西藏議題的政策目標。因

此，就中國大陸對外採購的案例來看，雖然其不斷強調以經濟發展為主的對外採

購策略，但是實際上但是實際上但是實際上但是實際上，，，，在在在在面對政治與經濟爭議的同時面對政治與經濟爭議的同時面對政治與經濟爭議的同時面對政治與經濟爭議的同時，，，，採購策略仍是維護其採購策略仍是維護其採購策略仍是維護其採購策略仍是維護其「「「「一一一一

個中國原則個中國原則個中國原則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的政治基礎的政治基礎的政治基礎，，，，使得中國大陸的採購策略是一種使得中國大陸的採購策略是一種使得中國大陸的採購策略是一種使得中國大陸的採購策略是一種「「「「政經並行政經並行政經並行政經並行」」」」的的的的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性性性性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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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對台採購對台採購對台採購對台採購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的的的的特殊性特殊性特殊性特殊性    

 根據上一部分梳理，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的對外採購政策兼具有政治性與

經濟性的政策效果。那麼，在這樣的脈絡下，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是否也有同樣的

現象?本研究蒐集 2009 年與 2010 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相關資料，分別從對台

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對台採購新聞事件，以及採購的執行與成效來描繪其運作

樣貌，本研究發現的摘述，可見以下表 5-1。 

 

表表表表 5-1    研究發現摘述研究發現摘述研究發現摘述研究發現摘述    

研究發現 

中國大陸

對外採購

策略的運

作邏輯 

中國大陸的採購策略雖然強調「政治分離、經濟合作」以經濟發展為主的

目標，但面對政治與經濟爭議的同時，採購策略卻轉向維護其「一個中國

原則」的政治基礎，因此中國大陸的採購策略實際上仍是「政經並行」的

操作。 

中國大陸

對台灣採

購的操作 

運作

邏輯

的假

設 

前置階段 

(假設一) 

越早列入中國大陸的採購名單，而且有專責的採購團

體，其採購策略的性質越傾向於交易性。 

執行階段 

(假設二) 

進行採購交流的過程中，若是在主權或是經濟議題上

損害到中國大陸的基本原則，其採購策略的性質則會

傾向於強制性。 

採購

事件

分析 

採購團的

構成與特

色 

1.採購次數的時間分布：介於兩岸洽簽經濟合約的敏感

時期。→創造合作利多氛圍 

2.來台採購團層級：以中央與地方為主的組成。→並逐

漸轉由地方為主。 

3.採購團團長層級：產業組團與地方首長。→配合中共

中央的對台政策目標 

4.採購金額(含意向書)：中央與地方採購的意向持續的

增加。→中央與地方皆重視對台的採購政策。 

對台採購

策略的操

作：中央

地方各異

其趣 

全體樣本

的檢證

(假設一) 

1.分別由與地方採購團組成專門採購團。 

2.事前與事後分別透過兩岸「官、產、學」

專業人士的說法來宣傳中國大陸對台採

購所產生的經濟效果。→交易性策略 

全體樣本

的檢證

(假設二) 

1.在政治態度上，透過台灣執政黨高層人

士的發言來表達其抵制意見。 

2.在經濟政策上，表示將有可能影響 2009

年下半年度中國大陸赴台採購的計畫。

→強制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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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

方的交叉

檢證 

在採購策略的執行上，中央與地方具有其

一致性，但是在採購目標上，中央的採購

目標著重於對台灣內部民眾的統戰效果，

而地方則重視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合作。 

→整體來看以交易性策略為主。 

採購

的執

行與

成效 

對台採購

的執行 

1.台灣方面扮演主動的角色，但是採購團的成形與否主

要還是受到中共中央的影響，並非完全中央與地方二

分。 

2.採購對象的選擇：主要目標為經濟利益的配置。 

→統戰的效果有限。 

3.採購時間點的選擇：中國大陸採購團有相當程度的自

主性。→兩岸合作的議題敏感性低，影響不明顯。 

4.採購契約的簽訂與履行：以模糊的合作意向為主。 

→重視關係的建立，增加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對台採購

的成效 

政治面 

1.因應國內政治的要求，重視以經濟影響

政治的宣傳目標。 

2.台灣民眾整體接受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

合作的選項。 

3.不同區域對於兩岸經濟互動成效的感受

程度不一致。 

4.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從長期與短期面來

看並沒有發生變動。 

經濟面 

1.以台灣方面來看：無法直接說明中國大

陸的採購活動短期內為台灣帶來的實質

效益，需要更長期的評估。 

2.從中國大陸方面來看：來台招商的效果

明顯，採購活動有效的促進兩岸經濟合

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 

 

 首先，就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構成與特色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

採購團來台時間集中在兩岸洽簽經濟合作協議的期間，而且中央層級的採購團將

採購的任務交由商會組織和地方進行採購交流，可見得執行中共中央的對台政策

有其重要性。其次，以中國大陸對台的採購新聞事件進行分析，其宣傳的作法與

對外採購的方式相當一致，利用既有的採購合約與未來的合作意向，展現兩岸合

作利多的氛圍，其中本文針對達賴來台訪問的事件進行分析，雖然中國大陸官方

有展現其不滿的意見，但卻沒有出現正式經濟抵制的情況，也沒有影響兩岸進行

經濟合作的洽簽過程。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以交易性策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以交易性策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以交易性策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以交易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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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為主略為主略為主略為主。。。。另外，更進一步筆者透過中央與地方的交叉檢證，發現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中央與地方的採採採採

購目標有所差異購目標有所差異購目標有所差異購目標有所差異，，，，中央中央中央中央較注重統戰的效果較注重統戰的效果較注重統戰的效果較注重統戰的效果，，，，而地方則是著重經濟合作的目標而地方則是著重經濟合作的目標而地方則是著重經濟合作的目標而地方則是著重經濟合作的目標。。。。最

後，筆者透過總體資料與訪談資料對採購事件進行補充分析，來觀察到中國大陸

對台採購的執行面與成效面的特殊之處： 

 

 一一一一、、、、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面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面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面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執行面。除了中國大陸中央所組成的採購團之外，

其於採購團的組成必須由台灣方面「主動」的邀請，而在採購的過程是台灣與中

國大陸互動的結果並非由中國大陸方面完全主導。然而，與國外案例相同，採購

團的成形與否還是受到中國大陸政府的影響。另外，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

作，本文從採購的「對象」、「時間點」與「契約履行」三方面來討論： 

 

 (一) 採購對象的選擇與統戰的效果： 

不同於以往的農業緊急採購，此次中國大陸的採購範圍較大，而採購策

略的操作主要是以台灣國內產業作為主要目標。因此，即便中國大陸政府提

出優惠某些群體的統戰政策（如：中下階層、中南部、中小企業），但實際

上的統戰效果仍限於特定產業的區域分布。然而，此此此此種種種種策略首要的影響對象策略首要的影響對象策略首要的影響對象策略首要的影響對象

為為為為總體層次的總體層次的總體層次的總體層次的政府與產業政府與產業政府與產業政府與產業，，，，至於是至於是至於是至於是否否否否會影響會影響會影響會影響個人層次的個人層次的個人層次的個人層次的台灣內部民眾台灣內部民眾台灣內部民眾台灣內部民眾統獨統獨統獨統獨立立立立

場場場場，，，，並並並並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達成達成達成達成「「「「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的目標，，，，從相關資料的觀察中從相關資料的觀察中從相關資料的觀察中從相關資料的觀察中，，，，筆筆筆筆

者認為這是相當困難的者認為這是相當困難的者認為這是相當困難的者認為這是相當困難的。。。。 

 

 (二) 採購時間點的影響力： 

透過相關資料，發現中國大陸方面對於採購時間點具有相當程度的選擇

權力，而透過時間點的操作是否會影響台灣政府對於某些政策進行妥協，在

短期內觀察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短期內觀察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短期內觀察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短期內觀察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這可能是兩岸目前所簽訂的協議爭議性這可能是兩岸目前所簽訂的協議爭議性這可能是兩岸目前所簽訂的協議爭議性這可能是兩岸目前所簽訂的協議爭議性

較低較低較低較低，，，，以及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擴大對台採購的政策以及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擴大對台採購的政策以及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擴大對台採購的政策以及配合中國大陸政府擴大對台採購的政策。但是，仍然無法排除採

購時間點的操作在未來兩岸在簽訂重要政經協議過程中的影響力。 

 

 (三) 契約簽訂與履行的操作： 

採購供需雙方短期皆趨向於模糊的合作意向書，台灣方面的專業人士表

示，即便簽訂了正式的採購協定或是實際內容，在過於倉促的情況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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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上仍有可能會受到不同的外在因素影響而造成契約履行的不穩定，而

無法將其完全歸類於政治力量的影響。相對的，透過模糊的合作協定建立穩

定的交流關係，則更有利未來雙方的經濟合作。至於至於至於至於，，，，中國大陸政府是否透中國大陸政府是否透中國大陸政府是否透中國大陸政府是否透

過採購契約的簽訂來影響台灣政府的大陸政策過採購契約的簽訂來影響台灣政府的大陸政策過採購契約的簽訂來影響台灣政府的大陸政策過採購契約的簽訂來影響台灣政府的大陸政策，，，，就短期來看似乎沒有出現實就短期來看似乎沒有出現實就短期來看似乎沒有出現實就短期來看似乎沒有出現實

際抵制的情況際抵制的情況際抵制的情況際抵制的情況。 

 

二二二二、、、、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成效。以下本文將從政治面與經濟面來評估中國大

陸對台採購的成效： 

 

 (一) 政治面的效果政治面的效果政治面的效果政治面的效果：：：：    

中國大陸以因應國內政治要求（如：兩岸同胞的情誼）作為對台採購的

主要訴求，期望能在金融海嘯的情勢下，以協助的姿態獲取台灣人民的認

同。就整體面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訪談資料與調查資料皆認同台灣政府與

中國大陸合作的經濟政策。然而，本文進一步將資料分成北、中、南三個區

塊進行觀察的時候，各區民眾對於與中國大陸經濟合作的感受程度有明顯的

落差，更進一步證實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特定群體的統戰效果有限也沒有獲得

認同，而在台灣統獨立場方面，則沒有受中國大陸整體的惠台政策而出現顯

著的變動。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台灣台灣台灣台灣人民認知到台灣政府與中國大陸經人民認知到台灣政府與中國大陸經人民認知到台灣政府與中國大陸經人民認知到台灣政府與中國大陸經濟合濟合濟合濟合

作的政策是重要的作的政策是重要的作的政策是重要的作的政策是重要的，，，，但是北但是北但是北但是北、、、、中中中中、、、、南區域的民眾對於經濟成果的感受程度不南區域的民眾對於經濟成果的感受程度不南區域的民眾對於經濟成果的感受程度不南區域的民眾對於經濟成果的感受程度不

一致一致一致一致，，，，而統獨立場而統獨立場而統獨立場而統獨立場短期內也沒有出現短期內也沒有出現短期內也沒有出現短期內也沒有出現波動波動波動波動，，，，這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這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這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這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採購策略採購策略採購策略採購策略

所達成的政治效果有限所達成的政治效果有限所達成的政治效果有限所達成的政治效果有限。。。。 

 

 (二)    經濟面的效果經濟面的效果經濟面的效果經濟面的效果：：：： 

1. 台灣方面的經濟效果：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是否對台灣產生實質的效果?

筆者從總體的經濟資料進行評估，觀察到兩岸經貿的交流的確產生正面

的成長。然而，卻無法有效的計算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政策與台灣經濟成

長的連結，即便筆者對相關單位進行訪談，所獲得的回應仍然是模糊不

清的（這或許是涉及了商業機密）。但可以確認的是，各方面的資料都同

意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為台灣的經濟帶來正面的效果。 

 



第五章 結論 

135 

 

2. 中國大陸方面的經濟效果：根據本文觀察，中國大陸對台灣採購反而

獲得更多的經濟成效，從統計資料中可以發現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是

持續增加的。由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某些產業上有其互補的關係，以

及受到台商大陸布局的影響，中國大陸來台的採購訪問促成了兩岸企業

進行交流的機會，其成效展現在 2010 年台商對大陸投資的統計資料之

中。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我們可以發現發現發現發現目前目前目前目前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關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關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關中國大陸來台採購團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關

係而採購活動是次要的係而採購活動是次要的係而採購活動是次要的係而採購活動是次要的。 

 

參參參參、、、、對台採購的影響對台採購的影響對台採購的影響對台採購的影響：：：：兩岸兩岸兩岸兩岸關係關係關係關係未來的發展未來的發展未來的發展未來的發展    

 在統整本文的研究發現之後，可以觀察到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特殊性。但

是，仍然無法忽略其對外採購政策「政經並行」的本質。那麼，在採購政策的操

作下，將會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產生什麼影響?在此，筆者以本文所提出「經濟

制約」與「經濟合作」的兩個觀察面向，來評估兩岸未來發展的可能走向。 

 

一、對台經濟制約的可能性 

根據本文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在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大陸透過大量的採購

交流，快速累積與台灣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並且積極的塑造協助台灣經濟穩定

的氛圍。然而，這樣不均等的經濟依賴關係，是否會出現中國大陸利用採購抵制

的政策進行「經濟制約」的情況?從本研究來看，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政策基本

上延續了胡錦濤「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與「和平發展」的政策主軸，採取以惠台

為主的經濟交往策略，並將施惠的目標設定在台灣內部的民眾身上，而這樣的政

策有效穩定兩岸關係。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除非台灣的領導者或是內部民眾達

成獨立的共識或目標，否則中國大陸將不會輕易的採取採購抵制的手段。 

 

 舉例來說，同樣在面對達賴喇嘛的問題上，中國大陸對法國與台灣的態度截

然不同。法國在達賴喇嘛的爭議中遭受到中國大陸在採購政策上的抵制，包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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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合約的延期，以及在金融海嘯中刻意被排除在首次的採購名單之外，而法國在

經濟抵制的壓力下，發表聲明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並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獨

立。反觀，台灣雖然受到中國大陸官方的譴責，卻沒有出現實質的抵制行動，或

是將既有的採購契約推遲，反而是持續增加來台採購交流的數量。根據以上根據以上根據以上根據以上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的觀察的觀察的觀察的觀察，，，，本文認為短期本文認為短期本文認為短期本文認為短期內在兩岸先經後政的互動模式下並不會觸碰到敏感的政治內在兩岸先經後政的互動模式下並不會觸碰到敏感的政治內在兩岸先經後政的互動模式下並不會觸碰到敏感的政治內在兩岸先經後政的互動模式下並不會觸碰到敏感的政治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與與與與台灣內台灣內台灣內台灣內部部部部也也也也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因此產生因此產生因此產生因此產生嚴重的統獨意識形態對峙嚴重的統獨意識形態對峙嚴重的統獨意識形態對峙嚴重的統獨意識形態對峙。。。。是是是是此此此此，，，，中國大陸政中國大陸政中國大陸政中國大陸政

府將不會輕易的採取經濟制約的策略府將不會輕易的採取經濟制約的策略府將不會輕易的採取經濟制約的策略府將不會輕易的採取經濟制約的策略。。。。    

 

二、兩岸經濟合作的持續發展 

 除了中國大陸透過採購政策對台進行經濟制約的可能性之外，根據本文的研

究發現，我們可以觀察到地方層級的採購團相當重視與台灣經濟合作的目標（雖

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向中央傳達其執行惠台政策的績效），筆者認為採購交流的

互動結果有助於兩岸經濟的合作。特別是，在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統計上在

2010 年明顯的增加，由此可見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仍有其重要性，並非

是總體數據上所呈現的不對稱經濟依賴關係。換句話說，兩岸經濟合作並不是由

中國大陸方面完全的主導的結果。 

 

從經濟影響政治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根據本文的文獻回顧，主要有三個理

論：分別為整合理論、分裂國家理論、權力不對稱理論。前者重視經濟合作領域

的外溢效果，而後面兩者則是重視經濟實力不對等而形成依賴的關係。在兩岸相

互貿易之後，進出口的比重始終維持極不均等的狀態，這樣的情況似乎就像分裂

國家理論與權力不對等理論所描述的情況，台灣的經濟能力受到中國大陸政府的

掌控，此種觀點所關注的重點是大國經濟的總量，而不是整體經濟的能力。事實

上，兩岸經濟關係的競合比較偏向整合理論所描述的發展，更進一步來說更進一步來說更進一步來說更進一步來說，，，，兩岸兩岸兩岸兩岸

在經濟上是一種互補的關係在經濟上是一種互補的關係在經濟上是一種互補的關係在經濟上是一種互補的關係，，，，而在這樣的關係下台灣也可以建立與中國大陸新的而在這樣的關係下台灣也可以建立與中國大陸新的而在這樣的關係下台灣也可以建立與中國大陸新的而在這樣的關係下台灣也可以建立與中國大陸新的

互動模式互動模式互動模式互動模式((((如如如如：：：：制度化的經濟協定制度化的經濟協定制度化的經濟協定制度化的經濟協定、、、、共同建立合作機制共同建立合作機制共同建立合作機制共同建立合作機制))))。。。。然而然而然而然而，，，，透過經濟關係上透過經濟關係上透過經濟關係上透過經濟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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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補的互補的互補的互補，，，，建立台灣在中國經濟建立台灣在中國經濟建立台灣在中國經濟建立台灣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發展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發展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發展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也是也是也是也是預防中國大陸預防中國大陸預防中國大陸預防中國大陸對台對台對台對台

灣灣灣灣採取經濟抵制的重要策略採取經濟抵制的重要策略採取經濟抵制的重要策略採取經濟抵制的重要策略。。。。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限制與未來的研究建議限制與未來的研究建議限制與未來的研究建議限制與未來的研究建議    

 

 本文以「經濟影響政治」作為研究主軸，探討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策略的操作

與特殊性，最後，筆者將說明本文研究限制，同時探討相關主題未來的可能研究

方向。 

 

壹壹壹壹、、、、以以以以「「「「採購事件採購事件採購事件採購事件」」」」作為分析單位作為分析單位作為分析單位作為分析單位    

 在本研究的第三章，筆者以中國大陸對台灣採購的新聞事件作為分析的單

位，藉此描繪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操作的整體脈絡，同時也將不同層級的採購團作

為比較標的，而得出了中央與地方採購團採購目標的差異。然而，中國大陸採購

團的組成相當複雜，中央層級的採購團可能包含著各地方重點企業，地方層級的

採購團也可能包含著直屬中央機關的企業，而商會層級的採購團則有可能包含中

央與地方的企業，甚至有可能出現相同企業重覆採購的情況。然而，本研究為了

有效描繪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操作，將採購團的層級化約成為中央與地方進行比

較，這樣或許會高估了地方層級採購團皆以「地方經濟發展」作為主要的採購目

的，而忽略了中央層級的企業在地方採購團內的影響力。 

 

 在有限的資料下，筆者僅描繪出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有限樣貌，而未來希望

透過更多統計資料與研究資料的公開，乃至於更多的訪談資訊的補充，可以進行

更深入的分析，並更有效的解釋中國大陸對台採購的操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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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設計的修正研究設計的修正研究設計的修正研究設計的修正：：：：由小處著手由小處著手由小處著手由小處著手    

 本文在研究設計的過程中，以中國大陸來台的「採購團」作為觀察對象，但

是卻無法完整說明其內部的組成。由於，採購團本身是一個複雜的集合體，其包

含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地方、中國大陸的地方與中國大陸中央政府的互動過程。

筆者認為應該將研究的範圍縮小至地方層級，並關注在中國大陸地方與台灣地方

產業的互動過程，以了解台灣產業「如何」被中國大陸採購的問題。在訪談的過

程中，筆者發現除了各產業自行到中國大陸拓展市場之外，台灣各地方的立法委

員在兩岸經濟交流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帶領著各領域的廠商到中國大陸拓

展市場。是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將觀察的焦點集中在兩岸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互

動，藉以更詳細的描繪兩岸採購交流的運作模式。 

 

參參參參、、、、量化技巧的補充量化技巧的補充量化技巧的補充量化技巧的補充：：：：區位推論區位推論區位推論區位推論    

 本研究在第四章透過調查資料與訪談資料進行互補，得出了台灣北、中、南

地區的民眾皆認同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對台灣總體經濟有幫助，但是在各別區域的

經濟感受上北部高於中部、中部高於南部，而統獨立場也呈現同樣的趨勢，北部

的統一比率較高、南部的獨立比率較高。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推論中國大陸的惠

台政策北部的民眾感受度較高，由於僅透過全國性的調查資料來觀察區域間的差

異會有個案數不足的問題，也有可能會出現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的現象。

於是，未來可以透過集體資料（如：中國大陸在台灣各地區的投資比率、或是在

台灣各地的採購數量）並以適當的區位推論技術以減低其誤差，進而有效推論中

國大陸惠台政策對於台灣民眾的影響程度。
111
 

 

 

                                                        
111 區位推論的研究請參考：黃紀（2001）、黃信豪（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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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    

編號 新聞標題 新聞發佈時間 

1 廣西百餘家企業 5 月赴台採購 2009/04/13 

2 王毅宣布落實溫家寶五項重要對臺舉措八項方案 2009/05/17 

3 大陸擴大對台產品採購將惠及更多臺灣民眾 2009/05/17 

4 粵已著手籌備赴台採購團 零售批發企業反應最積極 2009/05/19 

5 臺灣代表歡迎大陸最新惠台舉措 2009/05/21 

6 國台辦：5 至 9 月最少 7 個大陸採購團赴台採購 2009/05/27 

7 大陸首個赴台採購團將於 5 月 31 日正式啟程 2009/05/28 

8 王毅：爭取下半年啟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商談 2009/05/28 

9 國台辦：5 至 9 月大陸採購團將赴台考察並採購 2009/05/28 

10 重慶將組建採購團赴台採購 意在探路 2009/05/29 

11 將建 10 平方公里台資資訊產業園 電子產品為主 2009/05/29 

12 大陸企業採購首發團抵台 開啟擴大對台採購大幕 2009/05/31 

13 大陸首個大型採購團 5 月 31 日正式啟程赴台 2009/05/31 

14 吳伯雄結束訪問大陸行程離寧返台 2009/06/01 

15 家電下鄉 成赴台採購熱點 2009/06/02 

16 大陸採購團再度入台 為 ECFA 掃除障礙 2009/06/02 

17 大陸採購團將在台採購 4000 萬美元紡織品 2009/06/02 

18 大陸彩電企業將落實 22 億美元對台採購 2009/06/02 

19 大陸採購首發團 已落實逾 22 億美元對台訂單 2009/06/04 

20 綜述：大陸採購團接連赴台成果豐碩反響熱烈 2009/06/05 

21 對台採購：大訂單 大市場 大作為 2009/06/08 

22 國台辦反駁大陸採購團有政治目的說法 2009/06/10 

23 大陸近期三次赴台採購金額預計超 68 億美元 2009/06/10 

24 第二批大陸採購團七月赴台 商貿流通企業為主 2009/06/16 

25 團購面板大單撬動液晶價格 2009/06/17 

26 從以大陸為工廠到以大陸為市場 2009/06/18 

27 大陸擴大對台採購一石三鳥 2009/06/18 

28 專家訪談：海西經濟區對兩岸交流與合作的影響 2009/06/25 

29 LED 產業 200 億商機饕餮大餐！台媒：好看不好吃？ 2009/07/02 

30 臺灣外貿協會舉辦論壇協助台商拓展大陸市場 2009/07/15 

31 兩岸題材有望成下半年臺股主軸 2009/07/15 

32 供銷總社向臺灣受災農民同胞捐款 100 萬元 2009/07/15 

33 臺灣貿協預計大陸 4 個採購團總採購金額可達百億美元 2009/07/27 

34 權威人士:家電下鄉為台企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2009/07/30 

35 第三批兩岸經貿促進考察團赴台採購額將超 12 億美元 200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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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年中國大陸對台採購新聞 

36 陳德銘：大陸採購團將關注臺灣少數民族農特產品 2009/08/19 

37 高金素梅：總書記給了我們溫暖的擁抱 2009/08/20 

38 台媒：達賴赴台已對兩岸關係產生實質不利影響 2009/09/01 

39 吳敦義:邀達賴充滿政治算計大家一眼就看穿 2009/09/01 

40 陳武：發揮區位優勢 進一步深化桂台經貿合作 2009/09/09 

41 5000 餘採購商雲集 2009 南京臺灣名品交易會 2009/09/15 

42 大陸近期對台採購金額已逾 100 億美元 2009/09/16 

43 四川省、廣州市 11 月初將組團赴台採購 2009/10/23 

44 四川赴台採購團為臺灣創造 3.7 億美元商機 2009/11/02 

45 大陸省市大團接連訪台 兩岸交流天冷人不冷 2009/11/10 

46 國台辦：大陸智庫將首次赴台探討政治等議題 2009/11/11 

47 大陸地方對台交流大有可為 2009/11/12 

48 對台採購演繹兩岸經貿新的傳奇 2009/12/2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新聞標題新聞標題新聞標題新聞標題    新聞發佈時間新聞發佈時間新聞發佈時間新聞發佈時間    

1 大陸赴台採購招商再掀高潮 黔鄂爭先 2010/01/07 

2 台外貿協會：擴大對大陸出口仍是今後主要目標 2010/01/11 

3 新華網直播 國務院新聞發佈會 2010/01/13 

4 國台辦：大陸本月將向臺灣簽約採購 50 億美元面板 2010/01/13 

5 指責大陸說法誇大 互釋善意才是兩岸相處之道 2010/02/03 

6 王毅主任接受臺灣《旺報》專訪（全文） 2010/03/30 

7 臺灣關注韓正訪台帶來巨大商機 2010/04/07 

8 湖北大型採購團抵台 台民眾可觀賞荊風楚韻 2010/04/20 

9 臺灣企業實施「展會加賣場」策略進軍大陸市場 2010/04/22 

10 廈門經貿文化交流考察團赴台 2010/05/04 

11 青島欲建臺灣水果大陸北方集散地 降低銷售成本 2010/05/18 

12 國台辦：爭取第五次兩會會談簽兩岸經合協定 2010/05/27 

13 川企臺灣「下單」採購額超 80 億元人民幣 2010/05/27 

14 高雄市議長希望兩會領導人會談能到高雄舉行 2010/06/20 

15 廣西在台採購 400 萬元水果 希望建立長效採購機制 2010/07/03 

16 世貿中心董事長：幫助中小企業在大陸建立行銷通路 2010/07/08 

17 臺灣水果「青睞」上海中秋禮品市場 2010/09/21 

18 臺灣貿協擬 3 年在大陸舉辦 20 場商展 2010/09/28 

19 大陸對台採購見效 台灣對大陸出口由負轉正 2010/10/22 

20 兩岸簽 ECFA 動能初顯 服務中心成立首日諮詢不斷 20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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