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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階段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 
                                

現階段兩岸互動密切，無論是從經貿、投資、產業依存與相關市場佔有等各

方面，在人員、資金、通訊的龐大交流數額與產值1，足以說明兩岸經貿整合關

係十分頻密，與任何正常的兩個國家友好往來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從兩岸

的歷史恩怨、政治對立、外交爭奪、軍事威脅等衝突對立面向，與正常國家整合

發展截然不同，現階段兩岸實處於尚未解除敵對狀態，也未能進入兩岸正常化的

整合關係。 

兩岸的特殊關係便出現在，一方面是經濟、文化與社會的交往密切與高度整

合，另一方面是主權、軍事、外交與政府之間的對立衝突，兩岸之間如此「經熱

政冷」，政治高度敵對與經濟高度整合的特殊關係，實是歷史上罕見。本文則以

「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來定義，本章主要在回答現階段兩岸非正常化的整

合關係是如何形成因素，以及說明兩岸「非正常化」現象的對台效應。 

首先，是台灣對中國不對稱的經濟依賴。在 1980年代中期之前，兩岸幾乎

沒有太多的交流，八０年代中期以後基於台灣開放探親與間接貿易2（張讚合，

1996：375-377; 邵宗海，2006：11），加上台幣升值、傳統產業需要外移，中國大

陸進行改革開放政策等因素，兩岸在政府間未解除敵對狀態下，政府尚未進行協

商建立制度化的交流機制的情形下，民間卻已展開一波波的經濟交流與整合，隨

著客觀上中國的經濟崛起與全球化區域化的整合趨勢，以及中共統戰的刻意吸

納，現階段兩岸經貿的整合格局，已呈現出台灣對中國的不對稱經濟依賴，這是

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的內在形成因素。 

第二，中共對台非正常化的統戰作為，隨著經貿往來日漸密切，因經貿與社

會交流所衍生的問題也日益增多，但由於政治主權問題的障礙，兩岸一直無法順

利展開協商，以致於，兩岸經貿與社會往來交流成果缺乏穩定的機制加以確保，

因交流與整合所衍生問題，亦無制度化的途徑與方法可以解決，形成獨特的「非

制度化兩岸關係」，非政度化也成為了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的核心概念，值

得注意的是兩岸非制度化的因素，主要都是兩岸政府政策僵局造成的，尤其是中

共對台的非制度化的統戰作為，是造成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的關鍵因素。 

第三，在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中，產生危機衝突代價勢必十分龐大，但

中國方面，2005年3月不顧國際社會與臺灣方面的反對與質疑，依然通過「反分

裂國家法」，要用「非和平方式」來防止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給了中共解放軍

武力侵略、併吞台灣的空白支票（陸委會，2005：21-22）。使得兩岸進行經濟整

                                                 
1 本章兩岸交流數據與產值皆引用兩岸政府相關之公開出版品與機關網路。 
2 兩岸經貿自 1979 年鄧小平上台採取改革開放經濟政策肇始，當年兩岸貿易額有 7700 萬美元，1988
年貿易額 27 億美元。台灣政府自 1985 年 7 月宣布對大陸轉口輸出採取「不接觸、不鼓勵、不干涉」

的原則，使台灣產品轉口至大陸地區合法化，1988 年 6 月成立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才開始協調各

機關建立兩岸經貿秩序，8 月經濟部公告「大陸產品間接輸入處理原則」及「准許間接進口大陸產

原料」共 50 項，此後批准間接進口項目逐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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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無論發展到何種緊密的程度，只要中共當局認為臺灣有分裂之意圖，對台灣

就存在著揮之不去的衝突陰霾。因此現階段兩岸非正常化整合關係的對台效應，

亦即隨著兩岸整合越加頻密，就越將升高台灣內部的矛盾問題。換言之，在台灣

方面，面臨中共不肯放棄對台動武，不停止對我外交打壓，使得臺灣內部對與中

國大陸經濟整合的程度與速度，存在著有兩項路線抉擇的激烈爭論，一是「交流

雙贏論」，二是「經濟安全論」，現階段這兩種政策路線爭議不但是朝野主要差異

所在，也構成臺灣國家發展的挑戰。 

 

現階段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模式，經濟上存在著「台灣對中國經濟的不對稱

互賴（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以及兩岸制度面存在著「中共對台非制度
化的統戰作為」，進而政治問題上，形成現階段兩岸經濟整合所帶來在台灣內部

朝野之間有關「交流雙贏論」與「經濟安全論」的爭論，以下依節次逐一加以論

證。 

 

第一節 台灣對中國不對稱的經濟依賴 
現階段台灣對大陸經濟的緊密關係主要反映在，經貿面部分自2000年以來，

兩岸貿易逐年快速成長，根據我國海關統計資料，2006年台灣對中國貿易（含香

港）總額為1158億美金，佔全年我外貿比重高達為27.2％，我對大陸出口達891.9

億美元，較上年成長14.8％，佔總出口比重為39.8％（見表3-1）；皆創下歷史新

高記錄，中國大陸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地區及最大的出超來源。 

全世界沒有其他國家的出口比台灣更依賴中國，以陸委會保守估算我國出口

至中國大陸佔所出口比重，從 2004年是 26.8％，2005年 28.4％，2006年累計 1

至10月為28.2％，比重高達世界第一，就算排名第二高的南韓，同時間2004年

也只有19.6％，2005年21.8％，以及2006年累計1至10月為21.4％的產品銷到

中國（見表3-2）。顯示台灣出口比重高度依賴中國，在全球主要國家對中國大陸

出口的佔該國出口比重， 高居世界第一。 

 

一、 台灣對中國貿易之不對稱依賴 

中國自2002年之後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國以及主要的出超來源，從1985年

至2005年，台灣從中國獲取的貿易順差累計高達2793.8億美元3，2004年臺灣對

大陸貿易順差達502億美金，2005年達554億美元，2006年更創下625億美元新

高（如附表3-1），2005年台灣表面上擁有158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但實際上扣除

兩岸貿易賺到的554億多美元順差，台灣出現對外貿易逆差竟達396億美金之多。 

兩岸經濟依賴的不對稱現象，首先反映在雙方進出口的依賴上， 2006年依

                                                 
3 依照《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64 期，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印行，2006 年 10 月，p27，有關

台灣對中國之貿易順差之歷年統計，作者自行加總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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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比重可望達到4成，台灣對中國貿易依賴迭創歷史新高之同時，大陸對台灣出

口依賴比重卻從2000年的2.5％，到2005年的2.64％，對中國大陸而言依賴比重

幾乎沒有增加，至於進口依賴卻從2000年的11.1％，降至2005年的8.72％4，隨

著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依賴增加，但大陸對台灣進口依賴竟出現不昇反降現

象，足以具體說明，兩岸經濟整合的不對稱依賴。在進出口方面，台灣對中國進

出口依賴比重明顯攀升，中國對台灣進口依賴（出口依賴維持持平）反而減少，

從貿易統計數值上，近幾年隨著兩岸經貿的整合，台灣對大陸進出口貿易依賴的

不對稱現象，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表3-1：台灣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年月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1996 32,175.5  14.6% 2.4% 27,411.0 23.3%3.5% 4,764.5 4.6% -3.4% 22,646.5  5.1% 

1997 35,226.0  14.7% 9.5% 29,314.5 23.6%6.9% 5,911.4 5.1% 24.1% 23,403.1  3.3% 

1998 32,499.7  14.9% -7.7% 26,313.1 23.4%-10.2% 6,186.6 5.9% 4.7% 20,126.5  -14.0%

1999 36,177.3  15.4% 11.3% 29,427.4 23.8%11.8% 6,749.9 6.1% 9.1% 22,677.4  12.7% 

2000 45,720.7  15.6% 26.4% 37,133.2 24.4%26.2% 8,587.4 6.1% 27.2% 28,545.8  25.9% 

2001 41,561.6  17.7% -9.1% 33,608.1 26.6%-9.5% 7,953.5 7.4% -7.4% 25,654.6  -10.1%

2002 53,349.1  21.5% 28.4% 43,486.5 32.1%29.4% 9,862.6 8.7% 24.0% 33,623.8  31.1% 

2003 66,636.7  23.9% 24.9% 53,759.0 35.7%23.6% 12,877.7 10.1%30.6% 40,881.3  21.6% 

2004 88,233.4  25.1% 32.4% 69,245.6 38.0%28.8% 18,987.9 11.3%47.4% 50,257.7  22.9% 

2005 99,882.6  26.2% 13.2% 77,679.2 39.1%12.2% 22,203.4 12.2%16.9% 55,475.8  10.4% 

2006年                       

1-12月 115,856.8  27.2% 16.0% 89,190.7 39.8%14.8% 26,666.1 13.2%20.1% 62,524.6  13.8% 

資料來源：台灣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445期，財政部統計處編印，2007年3月30日出版。 

                                                 
4 本段相關數據請參見陸委會出版《兩岸經濟統計月報》（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6b：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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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比重係指我對中國大陸及香港貿易額占我國同期對全球貿易總額之比例，其餘類推。  

  2.成長率係指比上年同期增減比例。  

 

表3-2：全球主要國家對中國出口成長統計表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國家(地區) 出口金額 成長率 佔該國出 出口金額 成長率 佔該國出 出口金額 成長率 佔該國出 當年累

  (百萬美元)(%) 口比重(%)(百萬美元)(%)口比重(%)(百萬美元)(%) 口比重(%) 計期間

台灣 48,930.4 27.8% 26.8% 56,271.5 15.0% 28.4% 52,111.9 13.4% 28.2% 1-10月

歐盟 59,202.7 28.3% 4.9% 63,270.8 6.9% 4.8% 55,941.8 20.4% 5.2% 1-9月

日本 73,971.7 28.7% 13.1% 79,948.2 8.1% 13.4% 75,080.1 15.2% 14.1% 1-10月

南韓 49,763.2 41.7% 19.6% 61,915.0 24.4% 21.8% 56,850.9 11.7% 21.4% 1-10月

美國 34,744.1 22.5% 4.2% 41,925.3 20.7% 4.6% 45,177.4 33.8% 5.3% 1-10月

新加坡 15,396.3 51.7% 7.7%19,749.4 28.3% 8.6% 19,268.5 38.3% 9.5% 1-9月

馬來西亞 8,384.0 30.4% 6.7%9,303.1 11.0% 6.6%7,327.8 29.4% 7.0% 1-8月

泰國 7,085.4 24.5% 7.3% 9,104.4 28.5% 8.3% 9,404.2 28.0% 8.8% 1-10月

印尼 4,604.7 21.1% 6.4% 6,662.4 44.7% 7.8% 5,435.7 41.1% 8.4% 1-8月

資料來源：1.上 國海 計資

整理我國及香港海關統計資料之估算值 

二、 台灣對中國投資之不對稱依賴 

 
在投資方面，雖然兩岸尚未直航（2007年前），但台灣可說是世界上利用中

國經

                                                

表資料係根據各 關統 料整理 

      2.「台灣」部分，係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註：2006年各國海關更新統計時間不一，請詳「當年累計期間」一欄

 

濟程度最高的國家，根據大陸公布資料，從1991年累計至2006年底，台商

赴大陸投資金額548.9億美金，佔全部對外投資的54.54％，加上透過從第三地轉

投資，如透過香港或免稅天堂錢進大陸（包括投資香港的2.47％、英屬中美洲的

18.33％）（見表3-3），台商在大陸投資可能超過千億美金，比重將達七成以上5。

就以投資金額來看，台灣是僅次於美國、香港的第三外資來源。據陳博志估計，

我國每年到中國投資金額約於GDP的2到4％，遠高於其他國家，但美國和日本

每年到中國投資金額，只有其GDP的萬分之五左右，台灣是美日等國的40倍，

對中國的依賴遠超過過其他國家（陳博志，2003：15）。 

 
5 投資金額與比例數據來源同上註，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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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台灣對外投資累計統計（1991-2006）        百萬美元  %                  
資料來源：經

在兩岸投資不對稱方面，2006年1-7月份，台灣最近赴大陸投資佔我核准對

外投

灣佔中國大陸

利用

，

因法

                                                

濟部投審會；（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7：33）。 

地區 

 

 

大陸 英 屬

中 美

洲 

美國 新 加

坡 

巴 拿

馬 

日本 泰國 香港 南韓 越南 菲 律

賓 

德國 其他

地區

件數 35542 1798 4489 391 52 398 264 862 119 324 121 124 1686

金額 54899 184507630 3477 10901102992 2483133 1353 499 133 8306

比重 54.54 18.337.58 3.45 1.081.100.99 2.470.131.340.50 0.13 8.25

作者自行整理 

 

 

資金額的63.95％，位居第一位，累計自1991年至2006年7月底止，台商對

中國大陸總核准金額達511.9億美元，佔我核准對外投資總額的53.97％，位居第

一位6，加上英屬中美洲 12％與香港5.57％部分，實際投資勢必超越七成以上；

依據陸委會估計7，對大陸投資佔對外投資比例，從2001年的38.8％，2002年的

53.4％，2003年的53.7％，2004年67.2％，到2005年的71.1％，顯示近幾年台灣

對外投資快速地向中國集中，對外投資明顯地向中國依賴傾斜。 

相對地，大陸方面利用外資直接投資實際金額（見表3-4），台

所有外資的比重，從2001的9.99％，逐步下降到2002年的8.14％，2003年

的7.44％，2004年的6.06％，2005年的5.48％，2006年更降到3.07％。台灣投資

中國資金比重與其他國家地區比較，逐年下降，顯示中國整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的依賴情形，對台灣的依賴有逐漸減少趨勢，相對地，台灣對中國投資佔對外投

資比例卻逐年攀升，因此單就台灣對中投資就已形成兩岸投資的不對稱性。 

至於，大陸資金來台投資，因中國與台灣政府尚未核准大陸企業來台投資

令限制致使投資金額十分有限，微不足道，與台商蜂擁前往中國投資的情

況，以及台商投資大陸工廠與市場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顯見兩岸投資往來具有

高度的不對稱。 

 

 

 

 

 
6 同註 5，p4。 
7 資料來源係根據「對大陸投資及相關重要總體經濟指標」有關台灣對大陸投資佔對外投資比例，陸

委會 95 年 5 月 24 日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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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統計（2001∼2006） 

元  ％ 

       地區 

間 

港澳 英屬維爾韓國 美國 日本 台灣 新加坡 德

百萬美

國 其他 

 

期

京群島 

2001 

比重 30.62 12.68 5.4 10.86 7.83 9.99 2.87 1.69 18.41 

金額 25833 12650 5282 8156 5298 6741 2785 915 15107 

比重 31.21 15.28 6.38 9.85 6.40 8.14 3.37 1.11 18.26 

金額 18117 12664 9177 10161 7955 8558 3419 1391 19741 

比重 33.86 11.01 7.98 8.83 6.91 7.44 2.97 1.21 17.16 

金額 19547 19369 13911  12165 9162 9306 4423 2282 12589 

比重 32.4 12.64 9.06 7.93 5.97 6.06 2.88 1.49 20.07 

金額 18549 22028 19760 13512 11920 10358 5214 3425 12109 

比重 30.75 11.65 10.45 7.15 6.30 5.48 2.76 1.81 20.03 

金額 20835 11248 3895 2865 4598 2136 2260 1979 19652 

 比重 29.99 16.19 5.61 4.12 6.62 3.07 3.25 2.85 28.29 

資料來 國統 外 年 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 200 ，

                 

三、 台灣與中國對國際市場之不對稱依賴  

 
向中國傾斜整合的不對稱風險，也出現在兩岸在美國、日本等主要市場的消

長上

去台灣高度依賴美國這個國際市場，但隨著兩岸經貿逐漸整合，台灣在美

國市

69％，同時間中國輸往日本

的市

源：中 計年鑑、中國對 經濟貿易統計 鑑；（陸 報， 7：50）

金額 21189 8772 3487 7515 5420 6914 1984 1717 12742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1年數據參考（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4：44）。百萬美元以下四捨五入。           

作者整理製表 

 

，亦即與中國快速而緊密的經貿關係，有兩方面帶來同國際市場經濟整合的

隱憂與危機，最明顯趨勢就是降低台灣與美國、日本等主要國家經貿關係做為代

價。 

過

場佔有率逐年遞減，反觀中國在美國市場卻逐年快速遞增（如表3-5）；台灣

出口美國占總出口比重從1994年的26.2％，至2005年僅剩下14.3％；中國大陸

出口美國佔總出口比重，則從 1994年的 32％，至 2005年也是維持 32％。美國

市場佔有率部分，1994年台灣對美國市場佔有率從4.02％，中國大陸是5.84％，

兩者美國市佔率相差不大，但至 2005年，台灣僅剩 2.08％，市場佔有率減少超

過半數，中國對美國市佔率則大幅挺升至14.57％。 

在日本方面，1997年台灣輸往日本市場佔有率3.

佔率為12.36％，至2005年台灣產品在日本市佔率降至3.50％，變化不大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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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幅縮減，但中國在日本市佔率則增至21.04％，市場佔有率增幅高達59％，從

趨勢而言，從1997年至2005年台灣輸日出口成長率9年來平均成長率為3.7％，

至於中國方面出口至中國 9年來平均成長率為 12.36％，中國大陸對日出口成長

率是台灣4倍。（如附表3-6）  

 

表3-5：兩岸輸往美國產品市場佔有率之比較 

億美元 

台灣 大陸 期間 

額 市場佔有率 佔出口比重 額 市場佔有率 佔出口比重輸美金 輸美金

267.11 4.02 26..2 387.81 5.84 32 

1995 289.75 3.90 23.6 455.55 6.13 30 

1996 299.11 3.78 23.2 514.95 6.51 34 

1997 326.24 3.75 24.2 625.52 7.19 34 

1998 331.23 3.62 26.6 711.56 7.79 38 

1999 351.99 3.43 25.4 817.86 7.98 41 

2000 405.14 3.33 23.5 1.000.63 8.22 40 

2001 333.91 2.92 22.5 1.022.80 8.96 38 

2002 321.99 2.77 20.5 1.251.79 10.76 38 

2003 316.00 2.51 18.0 1.523.79 12.10 34 

2004 346.17 2.36 16.2 1.966.99 13.38 33 

2005 348.38 2.08 14.3 2434.62 14.57 32 

資料來源：台灣、 陸、 海關統 陸委會 統 ，200 54-56。                  

表3-6：兩岸輸日產品市場佔有率比較(續) 

                            億美元 

中國大 美國 計  ; 兩岸經濟 計月報 6：

1994 

作者整理  

 

                                                     

台灣 中國大陸  

額 輸日金額 市場佔有率 輸日金額 輸日金額 市場佔有率 輸日金

成長率 成長率 

-7.17 15.05 

1998 101.56 -11.56 3.65 368.55 -4.30 13.22 

1999 129.51 8.91 4.13 435.76 0.58 13.84 

2000 178.10 37.99  4.71 548.78 26.38 14.53 

2001 141.17 -20.74 4.06 575.29 4.83 16.57 

2002 136.41 -3.37 4.03 621.73 8.07 18.32 

2003 143.09 4.90 3.74 757.76 21.88 19.76 

2004 167.47 17.01 3.67 948.30 25.04 20.74 

2005 179.72 7.32 3.50 1,018.81 13.76 21.04 

1997 125.61 3.69 420.61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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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 國大陸 本海關統 陸委會兩 統計月報，2006a：

   台灣對美、日市場佔有率的銳減，以及對美日出口比率下降，與台商赴大陸

全球生產網絡與全球商品鏈的重要環節（童振源，

2003

3-7：亞洲國家與中國對美輸出產品之競爭指數（Asian countries’ competition★ with 

                                                               ％ 

 

灣、中 、日 計 ; 岸經濟 63。 

 

 

投資生產有息息相關。台商將技術較低、勞力密集的生產階段移往中國，台灣則

專注高附加價值與技術密集的部分，這從台灣輸往大陸的主要產品，大都以半成

品、設備零件為主可得知；此外台灣將原本出口到美國市場的生產工序，轉移到

大陸生產基地，再出口到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自然會造成對美、日出口的減

少。但從經濟地緣學的觀點8，台灣因與中國大陸高度又密集的經濟整合，減少

與美、日等國際市場整合關係，至少是增加對中國市場依賴程度，減少或減弱了

台灣與國際市場直接關係。 

雖然兩岸經濟分工已成為

：46-51），問題是台灣對中國大陸不對稱經濟依賴的整合關係，是朝向互補

雙贏關係能維持多久？因台灣是否對台灣經濟帶來長遠性的傷害？中國產品是

否在美國市場已逐步取代台灣產品？根據日本野村研究機構報告指出，亞洲輸往

美國的產品中，亞洲國家與中國產品競爭關係值中，日本競爭最少，顯然與中國

產品最具互補關係，也就是日本輸往美國產品因技術與品質區隔與中國競爭最

小，反觀台灣則與中國產品競爭值逐漸加大，在 2003年已佔亞洲第二高（見表

3-6），從1994年至2005年我國高科技產品在美國市場率減少2.2％，中國大陸高

科技產品則增加18.9％（陸委會，2006b：25），令人擔憂台灣競爭優勢是否在對

中國過度依賴下而快速流失？ 

 

表

Chinese exports to US,）（續） 

1990 1995 2000 2003 

Japan 3.2 8.5 16.2 21.9 

South Korea   24.8 28.4 37.3 40.9 

Taiwan 27.5 40.2 49.5 68.8 

Singapore 14.7 19.2 34.8 40.1 

Indonesia 48.5 59.7 68.0 66.8 

Malaysia 37.4 36.8 47.3 65.0 

Philippines 41.9 45.6 45.9 60.7 

Thailand 36.4 47.5 55.7 69.8 

                                                 
8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所衍生出來，關於地緣經濟學美國學者 Luttwak 曾生

動地說：「由國家提供或引導的產業投資資本等同於傳統戰爭要素—軍火」，「私營企業每天都在

為純粹商業利益做一樣的事，如投資、市場研究、開拓市場，但是當國家出面支持或指導這些相同

的經濟行為時他已經不再是純粹的經濟行為，而是地緣經濟學。」參見 Luttwak, Edward(199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o-Economic”, in Armand Clesse,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Collapse of the East-West Order, Martine Nijhoff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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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exports to m China in sa oduct categori ountry’s expor % of country’s 

wan, Nomura Institute of Capital Markets Research, edited by The Economist , 

    台灣面對與中國嚴重的貿易、投資、國際市場消長等三項不對稱依賴的經濟

第二節 現階段中國對台灣的統戰作為 

台灣與中國高度經濟整合，可發揮對兩岸衝突緊張帶來緩衝作用，但兩岸政

治敵

整合，這種充滿政治考量的經濟整合

是否

                                                

 US fro me pr es as c ts, as 

total exports to US. 

Quoted from C.H. K

Mar.26-Apr. 1 2005 ,p 24.  

 

 

整合，就會出現如基歐漢與奈依(Keohane and Nye)曾強調，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具
有控制資源的力量泉源，或是影響結果的潛能，它是一種潛在權力。他們認為：

「在一組互相關係中，依賴較少的行動力通常具有重要政治資源，因此較少的依

賴者成為發起者提供潛在權力或權力來源影響目標國」 (Keohane and Nye，
2001：10) 。台灣與中國的經濟整合關係出現了貿易、投資以及過度向中國市場
集中的三種不對稱依賴，提供依賴較少的中國對台灣已具備有政治勒索潛力與權

力。而台灣方面要思考的問題，是對中國不對稱經濟依賴後，經濟安全面所要面

對有關「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問題，以及「機
會成本」的考量，這些都會明顯降低政府政策的自主性，並引發台灣朝野對於與

中國經濟往來主張的極大差異與爭議。 
 

 

對卻未隨經濟整合而有效降低政治對抗，而中國對台政策主要基調，從1993

年 8月 31日，中國國台辦以七種語言對外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

書」所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等基本方針（邵宗海，2006：175-273），經過江澤民、胡錦濤兩位領導人對台重

要文告的詮釋包裝，如「江八點」、「胡四點」，「胡連公報」、「胡宋公報」等，至

今未曾重大修正就是明顯例子9，甚至於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將台灣絕

不可能接受的條件加以法律化，建立了「依法治台」的原則，中共「一中原則」

對台方針，更非領導人好惡可任意變動。 

兩岸關係充滿政治圖謀與不對稱的經濟

會使台海成為全球化下經濟整合第一個以非和平收場例子？前述歸納兩岸

經濟不正常整合關係的「三項不對稱經濟依賴」現狀，已造成台灣經濟安全挑戰，

中國已取得對台灣擁有政策勒索的資源與潛力。對台灣政府而言，面對「兩岸非

 
9  中共對台政策基調之評估，學者邵宗海將之分為四個時期，分別是：1949∼1978 年：武裝解放到和平

解放時期；1979∼1983 年：三通四流，兩黨談判鼓吹時期；1983∼1994 年：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主張

時期；1995∼2002 年：一個中國原則，任何問題均可談時期。請參見，邵宗海，2006：175-237。無

論中共任何領導人在各種不同場合詮釋對台政策，「一中」主軸論調與基本框架未曾改變。 

 

 71



台海兩岸和平整合模式之建構                                    

正常化的整合關係」的挑戰，就如 Tanner在其「中國對台灣經濟威脅」（Chinese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書中指出，台灣政府將長期陷於經濟成長與過
度依賴中國痛苦掙扎（Tanner, 2007: 136）。有必要針對中共對台的統戰作為進行
分析，以瞭解中共對台經濟整合的非正常化與非制度化的政治操作，利用對台灣

經濟影響力轉變成對台統戰或政治籌碼（political leverage），這是形成兩岸非正
常化整合關係的政治因素。 

根據Tanner 分析中國可能利用台灣經濟脆弱性（Vulnerability）對台威脅想
定（

開始，中國

內部

全球化經濟整合特質，在 90年代以後完

全正

雖然兩岸民間交流、經濟整合密切，但兩岸政府仍

                                                

specific coercion Scenarios）有下列五種類型：第一、對台灣進口展開制裁、
第二、對台灣出口展開制裁，第三、中國對台灣投資的制裁，第四、對台灣經濟

體系的中斷、損害與破壞，第五、選擇性地對台商進行騷擾與脅迫。（Tanner, 2007: 
137-140）以上中國對台灣威脅對台灣政府構成長期的國家安全負擔，也使中國
能輕易地影響台灣內部。但 Tanner 也分析上述五項經濟制裁實施，中國必須付
出極大代價，制裁也可能後失敗，因此真正啟動的可能性不高10。 

由經濟制裁代價大，失敗可能性極高。自 90年代兩岸經濟整合

要求對台直接經濟制裁的聲浪變很小，相反地是採取經濟吸納的對台政策至

今，從胡錦濤上台開始新對台政策，更展開一連串善意釋出（charm offensive）
的策略。這些中國政府經濟吸納或善意釋出與全球化經濟整合趨勢，如制度整合

與價值共享，能有極大差異，成為台灣國家發展除遭遇全球化挑戰外，還必須應

付來自中國經濟崛起與整合的挑戰。 

以「新自由制度主義」觀點的分析

常國家之間，經濟整合正常發展至某一程度，透過制度化與機制建立，可為

創造更可信賴的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也能為下一階段的再整合奠下基礎。但用

來解釋兩岸經濟整合關係卻必須謹慎，首先兩岸經濟整合關係雖然從數量與交流

層面而言，十分龐大與關係緊密，但因政治理由，雙方政府無法協商以安排制度

與機制，用以承載兩岸交流成果以及解決因交流整合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加入中

國刻意打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因此兩岸透過國際機制處理兩岸經貿問題的途徑

也被阻擋，形成兩岸非制度的整合關係。而非制度化的兩岸整合能否帶來和平與

安全，「新自由制度主義」顯然無法適用並有力解釋現階段兩岸整合會促進和平

穩定，反而是，因兩岸的非制度化與機制化整合，以及中共刻意的統戰作為，埋

下了兩岸緊張衝突的誘因。 

以「建構論」觀點而言，

 
10 Tanner 認為以對台灣出口制裁而言，以台灣資訊產業而言實力，其負面嚴重程度將超過過去的區域

與全球的經濟衰退，美國極可能軍事介入；此外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都經過第三國或地區，制裁上

將引發周邊國家的反對，其次將嚴重打擊中國地方與部門企業利益，以及影響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

與出口聲譽，制裁台灣進口最後將使中國走私與官員貪污更加嚴重。對台灣進口制裁部分，對台灣

僅有媒與建材有影響，很難脅迫台灣做出政治讓步。對投資制裁，引發中國企業失去技術轉移、大

量員工失業，將先使中國經濟蒙受重大損失。在對台灣經濟體系直接破壞的威脅，如對股票債券、

外匯金融、資訊網絡的破壞，會立刻使台灣經濟活力停頓，這是台灣經濟體系最為脆弱的一環，也

是中國經濟制裁台灣成效最好的方式。最後，對台商的騷擾與脅迫制裁，如許文龍事件，長期而言

會使主要的中國投資者撤離中國，」留下來的台商將採取迴避政治的態度，長期而言中國想利用對

付台商使台灣政府做出重大政治讓步的可能性不高。（Tanner, 2007: 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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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

際政治經

濟因

表3-8：中共對台灣打壓行動一覽表（擷取2004至2005年間） 

日期 行動內容 

充滿敵意或不信任，無論政府與人民在基本價值認知，如民主、自由與人權

觀念與作法，差異性頗大；且中共在國際社會對臺灣政府與民間參與各項活動打

壓從未歇手（見表3-8），兩岸過去所累積的敵意實大過於善意（參見圖6-1），這

也是在歷次民調皆反應出臺灣人民認為中共對台灣人民與政府敵意偏高的主要

因素。因此雙方仍在敵對狀態下，兩岸整合關係尚未制度化、正常化之前，認為

現階段兩岸經濟整合現狀，就認為兩岸已出現康德式文化結構，進而走向和平發

展共存共榮的境界，顯然違反建構理論，也不符合兩岸的交流事實。 

在全球化區域化整合的潮流，「新自由制度主義」雖然可以解釋國

整合與相互依存而日趨穩定與和平，或是「建構論」強調物質結構的價值性

基礎的角度，用在觀察現階段兩岸整合關係將無法樂觀。 

 

2004.7.8-18 匹克合唱團比賽，中共向主辦單位施壓，使我成為唯一無法持

 
第三屆奧林

國旗進場的隊伍

大陸學生抵制台大

2004.8.16 中共施壓聯合國，取消台灣國中生楊智淵郵票圖案創作優勝資格 
2004.10.29 代表團德國紐倫堡發明大展，中共大使向大會施壓要求我卸下國旗。中共

在展覽會場叫囂表示，這裡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地方 
義大利米蘭世界美髮大賽，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杯葛，要

華台北」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 

因中共干涉，印有中華民國國旗、國號的救

爾地夫等受災最嚴重的區域 

教宗逝世，中共抗議教廷准扁

斷絕外交關係 

台灣醫衛專家參

出席開幕典禮 

民進黨受邀參加

加利亞簽證遭拒 

WHA前夕，中共向

灣有關的議案 

中共與WHO簽署

中國政府諮商 

沙祖康表示，中

在中國訪問的說法來背書 

台南市以「TAINAN.TAIWAN」

議無效後，包括北京在內的五位中國受邀市長全部缺席抗議 

芬蘭舉行的國際技能競賽，因中國打壓，我國選手被要求不得帶

但為維護國家尊嚴，小選手們千方百計藏在衣服內夾帶，或蓋在工作檯上

等。 

t Docu

2004.8.1 學生參加在韓國舉行的「東亞共同空間」國際會議 

2004.11.7-9 求我代表團須將「中

2005.1.6 援物質無法進入斯里蘭卡、馬

2005.4.8 簽證，取消致哀團，此前並施壓教廷與台灣

2005.5.4 加WHO「亞洲海嘯災後衛生議題會議」，遭中共打壓，無法

2005.5.12 國際自由聯盟會議，但因中共施壓，游錫堃秘書長申請保

2005.5.13 我友邦發出說帖，要求不要提出、贊助、支持任何與台

2005.5.14 備忘錄，聲稱WHO在與台灣的技術交流或協助時，需先與

2005.5.16 國只有一個，台灣沒有主權，而是中國的一省，並以連宋

2005.6.7 參加聯合國的世界環境日會議，中國向大會抗

2005.6.8 國旗入場，

資料來源：Importan ments on the Government’s Mainland Policy, published by the Mainland 

一、 「經濟吸納」香港模式的統戰作為 

Affairs Council, May 2005(3rd Edition),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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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整合最大的敵意應屬來自中共對台灣的「經濟吸納」統戰，對台灣

言，兩岸經貿上除有經濟面客觀結構性問題所帶來挑戰外，最具安全威脅則是

中共

」模式收回香港主權，並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經

的影響力，因此中共也充分運用施壓、籠絡等手段，迫使台商在政

治立

支

柱構

                                                

而

對台的經濟吸納統戰。    

    「經濟吸納」是中共得自處理香港問題的經驗，由於收回香港主權經驗讓中

共當局十分滿意，即以「一國兩制

濟地位，令中共當局積極企圖將收回香港主權經驗垂範台灣來（陳明通等，2005：

131；邱垂正，1999：141）。經濟吸納操作模式具體作法，是中共依憑其巨大的

市場、廣大充沛有廉價的勞動力與土地，吸引外來資金與技術的持續投入。俟一

定時間發展，當對手在經濟上產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性之後，中共便開始開始收

網、施壓。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前的香港過渡期，除了水電、基本民生物質仰賴大

陸供應外，其製造業絕大部分早已移往大陸地區投資設廠，形成中港經濟的一體

化，這些現象包括中港兩地貿易的高度依存、產業分工的緊密連接、以及中資企

業在香港大肆投資等等，由於生活與經濟發展幾乎操控在中共手裡，使得香港在

主權轉移過渡期的經濟自主性逐漸蕩然無存，香港資本家的政治態度幾乎都受制

於客觀經濟環境影響，由原效忠港英政府全部轉向中共政權叩頭（邱垂正，1999：

134-141）。 

 依據中共統計，在大陸投資的台商已經超過7萬家11，這些企業家人士在台

灣也都有一定

場上向其靠攏，使台灣內部產生分化效應（邱垂正，2005：第13版）。而中

共也一直將「經濟吸納統戰」作為對台工作的指導原則，自 1990年代的「中發

三號文件」中即明白宣示，「強化兩岸經貿交流是抑遏台灣分離的最有利工具，

兩岸經貿交流既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更要為祖國統一的政治任務服務。」（陳

明通等，2005：131），一直到現階段對台統戰策略都是為加深兩岸經貿依存度努

力，為政治統一奠下基礎
12
。因此，中共對我經濟吸納與經濟統戰作為，是現階

段對台灣安全威脅，是製造我內部紛爭與分化我內部團結的主要威脅來源，對我

國家發展構成相當嚴厲之挑戰，也是兩岸經濟整合無法正常化的主因之一。 

2003年6月29日中國與香港簽訂一中架構原則的「更緊密的經濟關係安排」

（CEPA），協定的目的是為了使雙方「經濟一體化」，CEPA的內容主要有三個

成，包括「商品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貿易投資便利化」等13，

CEPA的成立具有多重戰略意涵，除有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需要、防止 WTO將中

國大陸內部分割化之外，就是要對台灣發揮有統戰效果。 

 
11 據中國商務部對外公佈資料，累計至 2006 年 7 月底，共核准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項目 70,566 項。

請參見陸委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6：30。  
12 2003 年元月中共召開「全國台辦主任會議」，會議重點包括提出「二十年對台工作計畫」，以擱

置兩岸政治爭議、全力推動直接三通、擴大兩岸經貿交流合作、加深兩岸經貿依存度為未來對台工

作主軸。 
13  見文匯報，陸秀霞，〈CEPA 協議主要內容〉，2006 年 6 月 30 日，參見文匯報網站：

http://www.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YO0306300201&cat=001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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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CEPA協定是中共整體區域戰略的一部份，台灣若長久被排斥在區域經

濟圈，將會面臨「邊緣化」危機，但CEPA的定位在中共總理溫家寶出席見證簽

訂中

二、 中共對台灣國際政治經濟邊緣化作為 

以香港模式垂範台灣不只是經濟面而已，還包括中共企圖將台灣地位港澳

化，阻止台灣與各國簽訂各項區域經濟整合協議，如自由貿易組織（FTA），在

東亞

WTO規範互動也是相當不順

利，主

表3-9：中國大陸對台灣產品反傾銷調查情形 

調查產品 被控國家 立案時間 初裁稅率 實地調查 終裁反傾銷稅

港 CEPA時致詞指出：「更緊密的經濟關係安排是在一國兩制與 WTO框架內

所作出之特殊安排，反映了中國作為主權國家，與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之間建立

更緊密的經濟關係」14。因此，中港 CEPA模式便成為對台統戰宣傳重要訴求，

自2003年中港簽訂CEPA以來，在2004年、2006年逐步落實實施之際，中方學

者與官員便趁勢大力向台灣朝野推銷，兩岸也可以比照簽訂屬於兩岸的CEPA。

而無論是接受CEPA香港模式，或是兩岸經貿制度化建立經濟合作機制，台灣面

臨選擇都只有一項，那就是只有接受「一中原則」，否則就不可能與台灣建立經

貿制度化與建立經濟合作機制，也不可能簽訂中台的CEPA。 

 

區域經濟整合方面，如ASEAN加3或 ASEAN加6的經濟整合也刻意排除

台灣加入（經濟日報，96.1.16：A8版），企圖矮化與邊緣化台灣的國際地位，即

使兩岸在 2002年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共當局仍繼續在 WTO

場合持續打壓台灣，並企圖修改台灣代表處的名稱與職銜，這些都是中共在國際

組織場合對台灣國際政治經濟關係邊緣化作為。 

因此，兩岸經貿互動除缺乏制度性保障外，在國際經貿的整合層次，兩岸雖

已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但兩岸依照

要原因還是中共以政治理由拒絕與台灣進行協商，並刻意迴避與我在WTO

場合正式協商，換言之，中共無意或迴避依據WTO規範解決彼此兼貿易糾紛，

甚至藉WTO之機制，繼續擴大對我經濟吸納（邱垂正，2003：4-23）。具體操作

模式藉著WTO規範對臺灣產業進行反傾銷控訴，派人直接所我產業界人士商議

懲罰性關稅（見表3-9），中共在與我產業界互動時，刻意排除我官方介入，一方

面直接建立起與台灣產業界的協商管道，使我產業界從此聽命於大陸當局（不然

將透過關稅桿以高關稅懲罰），或是迫使我業者直接投資大陸，以避開反傾銷稅，

這種透過關稅槓桿強化對台灣招商引資的新方式，更使的兩岸經濟交流充滿著不

信任與非制度化。 

 

 

 

 

被

                                                 
14 參見香港中國通訊社，〈CEPA 在港簽署，溫家寶發表談話〉，2003 年 6 月 29 日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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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冷軋板捲 韓、俄、烏、哈、

臺 

 2002.3.23 8％-55％ 大陸未查證 6％-55％ 

聚氯乙烯 美、韓、日、俄、

臺 

2002.3.29 10％-27％ 大陸未查證 10％-25％ 

苯酚 臺、日、美、韓 2002.8.1 7％-27％ 大陸官員來台 3％-19％ 

美、

德、伊朗、墨 

尼龍絲及尼龍加

工絲 

 臺灣 2003.10.31 0-29％ 大陸官員來台 2％以下 

未漂白牛皮箱紙

板 

美、臺、韓、泰 .2％ 2004.03.31 7.2％-65   

雙酚 A 日、俄、新、韓、

臺 

陸官員來台 2004.5.12  大  

氨綸 日、美、新、韓、

臺 

2005.4.13    

PBT樹脂 日、臺 2005..6.6    

印度

雙酚 A 日、韓、新、臺 ..3％-37.1％ 2006.8.30 5   

甲乙酮 日、新、臺 2006.11.22    

丙酮 臺、韓、日、新 2007.03.07    

 資料來源：作 濟部國 「 大陸反傾銷 件彙總表 ，國貿局網站

http://ekm92.trade.gov.tw/BOFT/OpenFileService，2007年5月20日下載。 

吸納以及邊緣化台

國際政經地位的統戰作為，是形塑兩岸非正常化的經濟整合關係的內在因素，

已對

統戰

代

價，

者整理自經 貿局公布 中國 控訴案 」

乙醇胺 臺、馬、日、 2003.5.14 23％、43％ 大陸官員來台 20％、74％ 

壬基酚 、臺 2005.12.19 9.07％-20.38％  4.08％-20.38％ 

 

綜合上述，中共現階段對台統戰作為，包括對台灣的經濟

灣

台灣的安全與發展構成很大的威脅，也使台灣內部陷入朝野對立的紛擾。 

非正常化兩岸經濟整合關係係因中共統戰的結果，使得因不對稱經濟整合依

賴，產生不對稱的權力關係，此一關係並非純由客觀經濟規律造成，而是有中共

政策的偏好與動員，拉大了兩岸不對稱的整合關係，同時兩岸也缺乏制度化

的合作與管理機制可以處理所衍生問題，造成現階段兩岸關係的非正常化。 

基歐漢和奈伊給相互依賴（mutual interdependence）下定義時明確指出，當
互動行為產生彼此都付代價的結果，就存在相互依賴，相互依賴關係總包含著

因為相互依賴意味限制自主權（Keohane and Nye，1977：10）。兩岸因不對
稱經濟依賴，衍生出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依賴較大的台灣面臨國家自主權的限制

將比中國為大，面對中國的政治意圖，台灣經濟依賴的代價有兩種，一是脆弱性，

在於在擺脫依賴的難易程度，以及選擇替代方案的機會成本。二是敏感性，亦即

對於因依賴國政策變動，本國受波及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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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脆弱性方面，若兩岸不對稱依賴的整合關係解除，對於依賴較大的台灣，

其國家安全的維護與實現的手段將更加有限，台灣脆弱性程度更高，包括，一、

國家

與政府的關係等，

製造

長和曾指出，經濟

相互

三、 「一中原則」架構下的統戰策略與作為 

 
    中共對台統戰策略，無論是「經濟吸納策略」或是「對台灣國際政治經濟
邊緣化策略」，其策略目標都在體現在「一個中國」原則架構（大陸稱「框架」）

517聲明」15明確指出，只要台灣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大陸方面願

府展開平等協商；願意與台灣建立兩

提升企業競爭力，同大陸一起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

                                                

自主性受到外部制約，使得替代政策的效果與政府風險管理的效率，成為主

要議題，台灣能否擺脫對中國依賴的能力，以及政府被要求提高治理職能將被高

度期待。二、內部政策受到外部制約，而台灣是否要進一步向中國經濟整合，或

者是討論經貿政策開放的問題，都會引發內部政策的爭論。 

在敏感度方面，中國利用在兩岸非制度化整合關係，透過片面的對台政策調

整，來企圖影響台灣內部朝野的關係、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民眾

台灣內部分化，引發朝野各黨對中國政策的嚴重爭論。 

台灣對中國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所呈現台灣對中國三項不對稱經濟依賴，

台灣面臨在不對稱經濟依賴下的有那些政治後果，中國學者蘇

依賴有國內政治意涵與國際政治意涵（蘇長和，1998，36-38），以台灣而言，

台灣內部明顯地遭受中共對台統戰就是細膩操作兩岸不對稱依賴的「脆弱性」與

「敏感性」，致使內部對於兩岸經貿政策有嚴重爭議，至於兩岸與國際部分，兩

岸現階段不對稱依賴關係並不能確保兩岸之間的和平與穩定。 

 

之下。 
     自 1993年以後，中共的對台政策主軸都在體現「一個中國」原則，其中在
2004年「
意與台灣進行各種協商事宜，重點包括： 
-----恢復兩岸對話與協商，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政

岸經濟合作機制。 
-----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以利兩岸同胞便捷地進行經貿、交流、旅
行、觀光等活動。 
-----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互利互惠。台灣經濟在兩岸經濟交流與合
作，優化產業結構，

的挑戰。台灣農產品也可以在大陸獲得廣闊的銷售市場。 
-----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問題，共
享中華民族的尊嚴。 

 
15 陳水扁連任當選第 11 屆總統就職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受權就當前兩

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簡稱「571 聲明」，聲明全文參見新華社，2004 年 5 月 17 日。陸委會網站

http://csin.mac.gov.tw/machtml/alldb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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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強調「如果台灣當權者堅持『台獨』分裂立場，堅持「一邊一國」，非
但上述前景不能實現，而且將葬送兩岸的和平穩定、互利雙贏」，甚至以罕見的

時對中國內部、對台灣及對國際社會的具

充分應用在對台作為的各種層面，包括：在國際上，定位台灣問題是內政問

題， 土完整為藉口，鞏

固中

國設下的談判框架 

一個中國」原則與許多經濟整合制度協商看似一般原則，與實質議題無

架與方針，依過去與中共談判

的經

立制度化、正常化的兩岸關係。在台灣尚未

企圖將

要脅字眼指出「有兩條路擺在台灣當權者面前，一條是懸崖勒馬，停止台獨分裂

活動，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一條是一意孤行，妄圖把台

灣從中國分割出去，最終玩火自焚」。這篇聲明直接要脅台灣領導人選擇是否接

受「一個中國」原則，作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好壞的唯一標準，是歷來中共對台

文獻中講得最露骨、最清楚的一次。 
    為何「一個中國原則」會是中共對台統戰的核心目標，根據學者陳明通等認
為，「一個中國」原則對中共而言，同

有統戰作用（陳明通等，2005：122-124），是不能棄守的戰略高地： 
 
（一）「一中原則」是中國所設定對台政策的戰略框架 

打壓台灣的外交空間；在中國國內，以維護中國主權與領

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獨裁統治的正當性；在兩岸關係上，否定我國政府的法律

體系及管轄權提供基礎，並在兩岸談判上設定一套戰略框架。因此，中國一再宣

稱，台灣必須接受其所界定的「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兩岸才

有可能正式復談。除非接受「一中原則」，兩岸才能透過協商建立制度化的整合

關係，兩岸才可能正常化。 

 

    （二）「一中原則」是中

「

關，但卻是中共用來主導整個談判過程及結果的框

驗，會設立一個談判基本原則要求對手接受，但是對原則內容絕不加以界

定，等到進入談判期間就會隨時搬出來，抨擊對手違反基本原則與精神，讓對手

承受談判破局的壓力。「一中原則」的談判框架就是當台灣接受抽象的「一中原

則」後，當進入談判框架裡，中共就掌握對「一中原則」具體內容的界定權、修

改權、解釋權、批判權與懲罰權。 

    因此，從「517聲明」對於「一中原則」的堅持就是明白宣示，除非台灣接

受「一中原則」，兩岸才可能協商建

接受「一中」原則之前，中共一方面就是透過經濟吸納策略，以擴大台灣對中國

的不對稱依賴繼續加深，把台灣經濟與大陸經濟緊緊整合在一起，同時這種整合

關係是非制度化的，缺乏建立雙向互惠合作機制；而是出於大陸方面單方面的善

意與優惠政策的作為上，希望藉由「經濟吸納」，讓台灣經濟如香港澳門依附中

國大陸，無法自存自主，台灣民間與企業自然會壓迫政府屈服，產業界企業家就

會影響政治人物政黨，達成「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對台統戰目的。 

另方面，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整合潮流，中共除一方面透過經濟吸納，使台

灣與中國經濟一體化外，另方面就是切斷台灣經濟同全球化與區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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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狀下，兩岸關係要如何

岸經濟

（5）鼓勵和推動有利於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的其他

度化關係， 度化非官方化的現狀下，中國方面將繼續強化兩岸的整合關

係所

台觀光、以及台灣農產品出口等交流議題，展開一連串的磋

商。

值得觀察，畢竟目前可透過授權團體協商議題，都是經過中共當局同意的，一些

政治

                                                

經濟邊緣化，而只能選擇與中國經濟整合，如此推拉策略，使台灣經濟不得

不只向中國依賴傾斜，以達成其政治統一台灣的目的。 

    在台灣政府還未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或「92 共識」之前，也沒有做出能
夠給中國指控台灣宣佈台獨或具體分裂中國行動，在此現

維繫與發展，中共於 2005年 3月 14日制訂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16，其中第

六條提出中國將採取下列措施，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 
（1）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增進瞭解，增強互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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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互利互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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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鼓勵和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活動。 

以上五項「鼓勵與推動」措施，並未觸及兩岸進行官方協商，以建立正式制

而是非制

要進行方向。 

從 2005年至 2007年 1月為止，中國與台灣授權團體針對，推動兩岸客貨

運包機、中國人民赴

以上政策議題若能完成磋商並落實推動，有可能創造出兩岸交流的新模式，

亦即在「一中」原則的尚未被台灣政府接受的前提下，涉及公權力事項將是以授

權的民間團體進行接觸安排，將沒有官方正式簽約儀式，而是透過雙方授權的民

間團體進行磋商，並以換文照會的模式達成協議，這就是兩岸協商的「澳門模式」
17
。 

而兩岸非正常化的整合關係，是否可藉「澳門模式」突破兩岸非制度化限制，

性較高的議題，或是屬於重大經貿議題，例如陸委會吳釗燮主委曾提出 20

項兩岸需要協商項目（吳釗燮，2006：135），包括和平穩定互動架構、軍事信心

建立機制、貨幣清算、投資保障、金融監理、避免雙重課稅、貨品進出口、智慧

財產權保障、司法互助、商務仲裁、漁事糾紛仲裁、人身保護、人貨包機、海運

直航、空運直航、大陸人民來台觀光、偷渡犯遣返、共同打擊犯罪、海飄垃圾與

漁工協議等等，目前除了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正在協商外，中國方面均毫無回應，

未來上述這些議題能否透過「澳門模式」來進行協商，還是中共仍將許多議題為

核心議題，而必須在「一中原則」之下才同意協商，將是兩岸關係能否突破的關

鍵所在。  

 
16 反分裂國家法全文請參見，2005 年 3 月 14 日新華網。參見陸委會網站：

http://csin.mac.gov.tw/machtml/alldb2.htm 
17 兩岸 2003 年、2005 年、2006 年春節包機都是在澳門會商完成，故有「澳門模式」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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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堅持「一中政治框架」的影響下，不但使兩岸整合關係遭到扭曲發

展，妨礙兩岸關係的正常化，付出代價沈重，德國歷史學者普芬寧（Werner 
Pfen

都將付出沈重代價18： 

    ，普芬寧經過實證研究，認為正常化至少

有下

合法代表（Dropping of claim of being the sole legitimate 

f a divided nation） 
 

整合階段歷程 

 
衝突       接受現狀          正常化        和平整合    和平統一/分離    和平 

    
   

除非北京當局接受兩岸分立分治、互不隸屬的現

，並尊重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的民主發展現狀，或是以民主方式說服台灣

人民

第三節 兩岸非正常化整合關係的對台效應 
                                                

ning）認為,，分裂國家要邁向和平統一（peaceful unification）或和平分裂
（peaceful separation），都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正常化過程（normalization），他
強調沒有接受現狀不可能達成正常化（Normalization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the 
acceptance of the status quo）。因此，他認為分裂國家到和平相處的進程是，第一
階段是接受現狀（acceptance of reality），第二階段進入正常化（normalization）
(Pfenning,2002:1-8)。（參見圖 3-1） 
普芬寧指出如果不接受現狀，將會導致降低資訊減少，或是對資訊錯誤評

估，將至少導致三種負面結果，雙方

1、 對假定情勢的估計錯誤 

2、 限制了替代方案與可能選項 

3、 片面行動帶來反效果 
無論正常化的過程要經歷多少階段

列四種主要特徵： 

1、 尋求更明確的接觸（Search for more substantial contacts） 

2、 放棄聲稱為唯一

representative） 

3、 區分政治與經濟的發展（ Decoupling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4、 正常化對民主脆弱政體具有危險性（Normalization is dangerous to lesser 

democratic part o

圖 3-1：普芬寧提出和平
 

 
 作者依普芬寧的理論自行繪製 

 

從上述普芬寧教授觀點，

狀

與政府接受「一中政治框架」，否則兩岸要進入正常化的整合階段仍屬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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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折合台幣 1200 億美元（聯合報，2007.1.2：A12）。此外，兩岸關係正常化對國防、外交、

政治領域影響更大，所帶來正面效果將超乎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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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動對台灣「以經促政」統戰攻勢 

「 會中19，國台

辦經濟局局長何世忠特別闡述兩岸經濟緊密整合現狀， 兩岸投資貿易部分，截

至今年（2005年）五月底：投資批准項目 65568項，合同金額 827.65億美元，
實際

海滄、杏林、集美。 

「海峽兩岸科技產業區」，在福建、山東、南海、

建山東、四

（3） 

（4） 目前台灣海運公司在大 

何世忠最後帶出一向核心問題 『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協

商談

兩岸共同發

，兩岸也就無法獲

致正

度主義」（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或「建構論」(Constructivism)
的觀

                                                

在中國通過 反分裂國家法」不久後，在一次中共國台辦記者

在

台資 405.8 億美金。貿易總額累計 4381.85 億美金，其中對大陸對台出口
715.08 億美元，大陸從台灣進口 3666.77 億美元，何世忠特別強調：「中國是台
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國台辦記者會中，何世忠總結了兩岸交流合作層次持

續提高的具體成效，包括： 
（1） 立台商投資區：福州馬尾、廈門

（2） 立各式兩岸經貿科技園區：瀋陽、南京設立「海峽兩岸科技工業園

區」，成都和武漢

黑龍江、陝西等省設立「海峽兩岸農業合作試驗區」，福

川、黑龍江等地創建「台灣農民創業園」。 

岸金融交流：批准2家台資銀行、1家合資台資保險公司、7家銀行

代表處、12家台資證券公司和9家保險公司近30個代表處。 

台灣海運與航空公司在大陸佈局逐漸增加，

陸設立 38家代表處、2家獨資海運公司、5家合資公司，台灣 4家

航空公司在大陸設立4家代表處。 

（5） 台灣企業在大陸籌資上市，目前有浙江國祥制冷、深圳成霖潔具等

兩家，還有多家申請中。 

：「我們願意兩岸在

判後，同台灣方面就建立長期、穩定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進行磋商，以促進

展繁榮」。 
從上述何世忠的談話，看似充滿善意，然而卻是詳述了中國對台經濟吸納的

「戰果」，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中共對台的真正政經意圖，換言之，台灣不接受

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兩岸就不可能進行經濟合作機制的磋商

常化與制度化的經濟交流，那麼兩岸經貿往來與台商投資就不可能獲致制度

性的保障。 
本章的主旨，就是分析中共當局現階段對台經濟統戰的核心，提出「非正常

化的兩岸經濟整合關係」概念架構，描述目前兩岸經濟整合不對稱依賴的現象，

從「新自由制

點，對於透過兩岸經濟深層互賴就可確保兩岸和平的主流論述提出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兩岸先後加入WTO以來，有關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

制」的概念一直被中共當局所提到，其意義正逐漸被衍生化、具體化。它基本的

概念是將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框架的目標加以明確化、規範化與機制化。而兩岸加

 
19 2005 年 6 月 29 日國台辦例行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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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W

記胡錦濤簽署「連胡會」會談的

新聞

識」作為恢復兩岸商協的前提要件，亦即台灣方面不

接受

二、 兩岸整合「非制度化」是中共對台統戰的必然過程 

，可發揮對兩岸衝突緊張帶來緩衝作用，但兩岸政

治敵對卻未隨經濟整合而有效降低政治對抗，中國對台政策基調，從 93年至今

                                                

TO後，在經貿領域必須適用 WTO基本規範，因此兩岸要加強經貿合作，
加上區域經濟合作的國際趨勢，勢必要突破以往「民間、單向、間接」的模式，

朝「官方、雙向、直接」的目標，進行合作。 
「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係由 2002年 1月 28日，在紀念江八點 7週年大會上，

由中共前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首次提出（盛九元，2005：147）。到了 2005 年 4
月 29 日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與中共總書
公報，在國共兩黨的 4個共同促進中，有關要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就是

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以促進兩岸展開全面的經濟合作20。5月 12日親民黨
主席宋楚瑜訪問中國與胡錦濤達成「六項共識」，其中第四項有關兩岸經貿也是

標舉著「加強兩岸經貿交流，促進建立兩岸經貿合作機制」21。同年 9月 15日，
親民黨與中共合辦「第一屆兩岸民間菁英論壇」，中共代表政協主席賈慶林在致

詞時，曾四度重申「著眼長遠，建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重要性。10月 11日
中共第 16屆第 5中全會，通過「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
年規劃的建議」報告，其中涉及兩岸關係擴大兩岸民間交流與往來部分的政策方

向為：「擴大兩岸民間交流與往來，維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推動全面、直接、

雙向”三通”，促進建立穩定的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台海
和平穩定，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兩岸經

濟技術交流與合作。」22 
但是必須明確指出，中共同意要建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並不是無條件的，

上述「連胡會」、「宋胡會」的會談共識，或是五中全會的十一.五建議報告，也
都有以一個中國的「九二共

「九二共識」，兩岸就不可能恢復協商，也就不可能建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

2005 年 6 月 29 日國台辦例行記者會，國台辦經濟局何世忠表示：「我們願意兩
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協商談判後，同台灣方面就建立長期、穩定的兩岸

經濟合作機制進行磋商…….」23。 
    

   台灣與中國高度經濟整合

 
20 2005 年 4 月 29 日連胡會新聞公報，其中「….進而建立穩定經濟合作機制，並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

優 先 討 論 兩 岸 共 同 市 場 」 見 新 華 社 北 京 4 月 29 日 電 全 文 。 參 見 陸 委 會 網 站

http://csin.mac.gov.tw/machtml/news/important/20050502-1.txt 
21 見 2005 年 5 月 12 日宋胡會會談公報，，其中「兩岸恢復協商後，就建立兩岸貿易便利和自由化（兩

岸自由貿易區）等長期穩定的相關機制問題進行磋商」。新華社北京 5 月 12 日電全文，參見陸委

會網站 http://csin.mac.gov.tw/machtml/news/important/t051302.txt。 
22 2005 年 10 月 18 日中共第十六大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一年

規劃的建議〉中有關兩岸關係的內容。參見陸委會網站

http://www.gov.tw/jrzg/2005-10/18/content-79267.htm 
23 2005 年 6 月 29 日國台辦例行記者會。全文參見陸委會網站

http://csin.mac.gov.tw/machtml/news/important/2005zt58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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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改變就是明顯例子，甚至於 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將台灣絕不可能接

受的條件加以法律化。兩岸關係是否成為經濟整合會是達成和解與和平的反例？

二種途徑尋求解決，第一、依循中共片面制訂各項台商

貿易

無論是個體或總體經濟行為人皆有明確與可

信賴

三、 引發台灣內部對中國關係的嚴重爭論 

（一）台灣朝野爭論 

兩岸非正常化的經濟整合，形成對大陸不對稱性的經濟依賴，由於中共擁有

經濟制裁台灣的潛力，使得台灣政府擔心中共利用經濟威脅來影響台灣政治，在

                                                

其實不然，前述歸納兩岸經濟整合呈現出「三個不對稱的經濟依賴」現象，造成

台灣經濟安全挑戰，使得中國對台灣擁有勒索的資源與潛力，而為何會形成兩岸

不對稱的經濟依賴現象，以及兩岸非正常化的經濟整合關係，其實這些都是中國

統戰台灣的必然過程。 
以制度論角度舉例而言，由於兩岸官方沒有簽訂「投資保護協定」，台商遇

有商務糾紛，大都牽連複雜，且多涉及地方保護主義，加上大陸非法治地區，常

有地方官員貪贓枉法，官官相護的情事，致使侵害台商權益情事層出不窮，對於

侵權事件，台商大都透過

與投資、稅務等法規或各項政策，但大陸司法透明度有限，法治程度不高，

執法內外有別，台商願意訴諸行政救濟、機關仲裁與司法途徑的人不多，大都透

過「關係」尋求解決24，原因是台商對大陸司法沒有信心，且經常曠日廢時，司

法訴訟的時間壓力與花費都會對台商造成巨大壓力（張源容，2005：58），第二、

是透過台商協會系統，以集體交涉方式，透過運用與各地地方政府的關係解決，

這是中小型台商最常使用途徑25。因此上述無論哪一種途徑皆缺乏可信賴與穩定

的固定制度，現階段解決兩岸爭議的制度化安排，因政府沒有協商，使得解決問

題的效果與效率十分有限與薄弱。 

除了大陸台商無法獲得制度化的保障外，兩岸民間交流雖然極為密切，但截

至目前為止，兩岸尚未共同發展出經貿雙邊的合作機制與管理機制，雙方也沒有

公權力的單位協商簽訂經貿整合議題的協議，這種缺乏制度保障的兩岸經貿整

合，在一般正常國家間的經濟整合，

的制度加以保障與依循的情形比較，實屬罕見而不正常。而造成這種非制度

化、非正常化的兩岸整合關係，正是中國對台灣統戰的必然過程。 

中國正是利用其增長快速的政經實力，營造兩岸的非正常化、非制度化的環

境現狀，針對台灣的脆弱性與敏感性，製造台灣內部與外部壓力，壓迫台灣政府

在各方壓力之下，屈服接收「一中原則」，而在統戰過程中也勢必引發台灣內部

極大的爭論 

 

 

 
24 大型台商在遇有糾紛，皆運用關係協商解決，甚至賦稅比例方面多有用協商方式達成，不過台商逃

漏稅也成為中共當局制裁或威脅「不聽話的」台商的手段之一，如曾對針對「綠色台商」加強查逃

漏稅。 
25 根據陸委會經濟處官員歸納，遇有糾紛透過台商協會提出交涉，大都以中小型台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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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吸納與靈活善意的統戰下，引發台灣朝野面對兩岸的經濟整合看法有

很大 兩岸經貿已呈現高度整合且趨勢不斷強化，尤其是「出

口貿

。兩岸經貿緊密相互依賴關係，是全球商品鏈的構成

要素 也是兩岸與國際互賴上的關鍵鏈結。因此主張積極開放對中國經濟交流，

繼續 推動海空直航，要求進一步鬆綁兩岸經貿政策等等。在

台灣

安全 勢若不止，將逐漸瓦解臺灣主體性的經濟基礎，造成高失業率與貧富不均。

長期恐對民眾對臺灣主體性的認同與支持有負面影響。主張經濟安全論主要以執

                                                

的歧異，一方面是面對

易」與「資本流出」兩項指標上，因臺灣出口依賴集中於大陸，台灣對外投

資也集中在大陸，且因投資帶動貿易，臺灣提供大陸台商或企業的中間財，以及

最終產品出口賣到發達國家的產業分工模式，構成臺灣經由中國生產基地再轉運

至世界主要市場，在全球經濟分工扮演全球商品供應鏈的角色等，因此台灣企業

對中國生產基地與市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中共對台持續軍事威脅、外交打壓，以及加強經濟吸納統戰下，

其「以經促統」「以商為政」「以民逼官」統戰，已使臺灣經濟安全出現嚴重危機，

並可能進一步蔓延成政治、社會的衝突。以下為國內對此問題的主要兩種理念型

（ideal type）思考脈絡： 
 

（二）和平雙贏論 

強調兩岸互利互補，雙贏共榮，兩岸經濟交流是兩岸關係的安全係數，交流

越密切，卻能維護台海和平

，

強化對中國投資，如

內部主張此等論述主要包括國民黨、親民黨與統派人士、中時報系、聯合報

系與TVBS等主流媒體、以及台灣與中國佈局的台商與外資等企業界。例如，國

民黨主張與大陸簽訂兩岸共同市場；親民黨主張兩岸自由貿易協定26，國親兩黨

立委立院提出多項要求鬆綁兩岸經貿的兩岸條例修正案等27，嚴厲抨擊陳水扁政

府「台獨傾向」的大陸政策，認為是「鎖國政策」。甚至連美國在台協會AIT處

長楊甦棣都曾多次28公開呼籲台灣應放寬海峽兩岸商品、資金、人員流通之限制，

這是台灣保持亞太地區經濟地位的關鍵因素（蘋果日報，2007.5.22：A2版）。 

 

（三）經濟安全論 

主張在兩岸關係未正常化前，臺灣對大陸持續不對稱的經濟互賴關係發

展，以及中共綿密「經濟吸納」統戰攻勢，已動搖臺灣經濟自主權，危害我經濟

。

 
26 參見 2005 年「連胡公報」、「宋胡公報」。 
27 國民黨、親民黨團提案修改兩岸條例第 28、29、30 條要求推動直航；李紀珠提案修正 36 條要求開

放金融保險業赴大陸；蔡正元、李紀珠、劉億如等提案修正 38 條要求建立貨幣清算機制；賴世葆、

劉憶如、李紀珠、謝國樑等人提案修正修正 35 條要求企業投資中國上限；國民黨團與馮定國提出

離島建設條例 18 條修正案要求全面開放小三通中轉等等。2005 年 5 月 22 日瀏覽立法院網站：

http://lci.ly.gov.tw。 
28 AIT 處長楊甦棣曾於 2007 年 5 月 22 日工商協進會致詞、3 月 20 日美僑商會謝年飯演說、2006 年

11 月 21 日台北美僑商會演說、2006 年 8 月 16 日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演講，多次提到「台灣要成

為區域及全球中心，需正視開放與中國關係的重要性，台灣要繁榮，應讓人員、商品及資金自由往

來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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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

al integration)的客觀力量來營造兩岸和平環境，
用以降低大陸領導人決策的任意性，防止爆發任何形勢衝突的可能性，是台灣現

階段

陳水扁政府與泛綠政黨為主，在兩岸政策上主張落實「積極管理」、「深耕臺

灣、全球佈局」、嚴格管制技術輸出中國，強調中國投資風險觀，批判國親兩黨

「聯共制台」，罔顧國家安全。 

 

若思考兩岸關係特殊性，中共尚屬專制政權，且不放棄武力威脅台灣，因主

權爭議爆發主觀的尋戰意志仍強烈下，因此臺灣方面有部分政治人物與學界大聲

疾呼加強「經濟整合」(economic

生存發展之道。但另一方面，中國對我壓迫日趨嚴峻，臺灣毫無防備地對中

國經濟開放，將陷入喪失經濟自主性的危機，進而危及政治的自主性，因此不可

不防。 

兩岸經貿整合是否真能帶來和平穩定？只要「非正常化經濟整合模式」無法

突破，對中國經濟不對稱依賴仍存在，經濟互賴和平雙贏的觀點適用在兩岸就無

法過度樂觀。 

 

表3-10：當前朝野兩岸經貿政策的兩種思考（續） 

朝野主張人士 論述 基本政策 現階段議題發展 

泛藍人士 

泛藍學界 

主流媒體 

 

人士 

商會 

者 

和平雙贏論

大企業家 

產業界人士

旅遊業 

政府內部分

美僑、歐僑

中共官方與學

貿緊密相互依賴關係，

是全球商品鏈的構成要

素，彼此與國際互賴上

的關鍵鏈結。故於現實

上，兩岸持續交流已實

質制約兩岸政府的政策

選項。 

動海空直航

2、 國民黨：兩岸共同

市場。 

親民黨：簽訂兩岸

自由貿易協定。

4、 嚴厲抨擊扁政府台

獨傾向

策，認為是「鎖國

政策」。 

台。 

3、 臺灣農產品輸往大

陸。 

4、 開放陸資來台投資

（設立

等等） 

台聯 

民進黨 

泛綠（獨派）學者與

團體 

政府 

立、民視等

媒體

陳水扁

自由、三

 

 

經濟安全論：在兩岸關

係未正常化前，臺灣對

大陸持續不對稱的經濟

互賴關係發展，以及中

2、 

全，「聯共制

1、 做好風險評估、相

關配套措施，將負

面降至最低。 

2、 主導對經貿開放議

3、 

議

共綿密「經濟吸納」統

戰攻勢，已動搖臺灣經

濟自主權，危害我經濟

安全。勢若不止，將逐

漸瓦解臺灣主體性的經

1、 落實有效管理、嚴

格管制技術輸出。

強調中國投資風

險。 

3、 深耕臺灣、全球佈

局。 

4、 批判國親兩黨罔顧

國家安

台」 

題的節奏。 

貨運包機、農產

品、觀光等三項

題的推動。 

 

：強調兩岸

互利互補，雙贏共榮，

係的安全係數。兩岸經

1、 主張積極對中國經

濟交流，繼續強化

。 

3、 

 

的大陸政

1、 定期化包機、貨運

包機。 

中國觀光客來

銀行辦事處

兩岸經濟交流是兩岸關 對中國投資。如推 2、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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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基礎。長期恐對民眾

對臺灣主體性的認同與

支持有負面影響。 

常化的整合關係，

titutionalism）的

作者自行整理製表 

  
現階段兩岸非正 是一個不穩定的關係。以「新自由制度主

義」（Neo-liberal Ins 論點出發，從經濟互賴、制度相嵌的合作發

展 論證，投射到兩岸經濟整合事例，能檢視出現今兩岸客觀經

濟互賴發展是否能促進台海和平安全？但兩岸經濟互動的緊密程度與和平安全

的關

疑的，這也

是兩

整合的地位，弱化台灣政府自主性與公權

力，

提下

，進而獲致和平的

聯性如何？並不是非西方「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能充分解釋。 

但是「新自由制度主義」觀點卻能直指兩岸問題的核心，兩岸非正常化的整

合關係就是因為缺乏制度化的「載具」，包括兩岸與國際的機制與制度化，來確

保交流經貿成果，以及建立糾紛解決機制來所衍生的問題，因此非制度化不但是

兩岸政府衝突的來源，也是兩岸經貿無法進一步深化整合的障礙，無

岸無法和平穩定的主要因素。 

而且，北京當局運用兩岸不對稱經濟整合關係，繼續結合其經貿、市場資源

的優勢，以政客、台商為工具，給予實質的經濟誘因或威攝，以達成其政治目的。

現階段中共對台經貿戰的政治目標層次分明，包括擴大兩岸經貿整合的不對稱性

關係，邊緣化台灣在全球與區域經濟

扶持台灣內部政黨與台商成為「利益代理人」，並挾持台商成為「政治人質」，

引發台灣內部對與發展中國關係的爭論等等，這一系列的對台統戰作為，正是北

京當局透過對台統戰操作下，造成現階段兩岸非正常化整合關係的必然結果。  

另方面，是否可以用歐洲整合理論來解釋？歐盟整合的經驗，提供了兩岸經

濟整合，甚至是政治整合的借鏡參考，但台灣部分學者對詮釋歐盟的過度偏向「新

功能主義」與「功能主義」，但缺刻意淡化主權意涵，以致於對歐盟模式適用在

兩岸有過度樂觀錯誤期待，事實上歐盟整合經驗是各國主權問題已經獲得解決前

，所進行各項功能性、安全性、甚至政治性議題的整合。兩岸由於主權爭議

無法有效解決，就無法進行政府間協商，缺乏政府間制度化協商與整合機制的兩

岸關係發展，能否就以歐盟整合經驗與模式來類比適用或相提並論，在比較基礎

與前提的不同下，歐盟整合經驗模式在適用兩岸關係整合關係，宜慎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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