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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總體經濟現況 

中國大陸今年上半年實際經濟成長年增率為 7.8％，高於去年年底預估的 7.0％。造

成大陸經濟表現較預期為佳的主因，在於國際經濟復甦較預期快許多。由於去年美國 911

事件的衝擊，許多學者對於今年全球景氣都不看好，去年底世界銀行估計今年全球的經濟

成長率只有 0.7％。但是到了今年七月，IMF已將全球經濟實質成長率的預估調升到 2.8

％。由於今年上半年國際經濟景氣恢復速度很快，導致全球貿易成長速度加快，進而帶動

大陸出口的順暢，使得大陸上半年的經濟成長比預期要高。 

不過，由於美國大企業的假帳風波的衝擊，尤其在年初的恩龍公司與年中的世界通訊

帶來的影響，使得美國股票與消費市場在第三季受到相當負面的影響。再加上許多美國知

名企業仍在一一的浮現假帳問題，因此美國景氣未來仍將受到影響。在此種狀況下，今年

全球經濟的全年成長率很可能會略低於 2.8％，因此我們預估中國大陸下半年的經濟成長

率可能也會低於上半年，但全年應可維持 7.5％左右的年成長率。 

中國大陸今年一至八月的出口總額達到2006.9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7.5％；進

口總額則為 1827.95億美元，成長 14.5％，此二數據都遠 比去年底的預估要好許多。此

外，今年一至七月資本形成成長 24.1％，也算是表現還不錯。唯一的問題仍然是在物價方

面，今年上半年大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增加率為-0.8％，仍然維持過去幾年負成長

的趨勢。此通貨緊縮現象一方面表示其國內供給增加很快，但主要還是在於消費不足。由

於大陸近幾年來，許多原先由政府提供的服務產業都改成市場化，如教育、醫療、住房等，

使得人們預期未來支出會大幅增加，於是現在就開始大量存錢，而造成消費不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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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使目前大陸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低到 2％左右，但仍然無法刺激民眾增加消費。 

最後，自大陸去年底加入 WTO後，由於外商預期大陸國內市場將持續開放，而使得更

多的外資持續流入大陸。今年一到八月，大陸國內市場投資項目增加21470項，比去年同

期增加 31.36％；合同外資金額高達634.9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0.45％；實際到位

的外資為356.8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3.62％。依此一速度計算，大陸今年實際到位

的外資應該會超過 500億美元，將創下大陸吸引外資的最高紀錄。 

二、大陸對外經貿政策概況 

雖然大陸人均所得仍然很低，不到 1000美元，但由於大陸龐大的人口數量，使得其

國民生產總值十分可觀。加上其快速的成長率與外資的大量流入，在在都使全球國際間不

敢忽視這一新興的經濟勢力。尤其在其周邊的國家也更是感到壓力，其中經濟實力較差的

東協國家在原有外資紛紛轉向大陸之際，迫使他們不得不與大陸擺出友好的姿態。實力較

好的亞洲四小龍也同樣感到壓力，其中香港、台灣、及韓國目前都是以大陸為其最大資金

流出地區。即使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也感受到大陸經濟實力的壓迫。去年發生多

起中日之間的農產品貿易糾紛，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經濟實力逐漸展現之際，大陸當局本身也很清楚此一事實，而且他們也知道以經濟

實力來影響其他國家遠比利用政治實力要容易得多。而且大陸的經濟一向是以服務政治為

目的，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大陸自然會積極的參與國際經濟社會與組織，一方面展現其經濟

實力，一方面也會希望藉由經濟的影響，來實現其政治的目的。 

加入 WTO是最好的例證之一。在經過多年的交涉之後，大陸終於還是在去年 11月比

台灣早一天申請入會成功，不過它是以開放中國家名義進入 WTO，其加入的標準遠低於台

灣以已開發國家名義加入所必須開放的承諾。 

加入 WTO固然會使大陸經濟體系因內陸市場的開放而受到影響，但同時由於大陸本身

的龐大經濟體系，因此也會造成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影響，這也是其他開發中國家所不能比

擬的。比方說，大陸承諾在加入WTO五年後(即 2005年)，必須每年進口至少2000萬噸的

大宗作物，包括大米、大麥、小麥、棉花、玉米等等。由於這是一個很大的數量，因此未

來只要大陸在國際市場上採購何種農作物，則必然會造成該農產品國際價格的飆漲，此種

影響可能並非大多數國家所能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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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陸也積極的在對週邊國家發揮其影響力，大陸目前正與東協國家進行談判的

「東協加一」，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擔心此種結合會把日本排除在外，因此日本又提出

「東協加三」(東協加大陸、日本、韓國)的想法，但目前看起來，似乎「東協加一」的機

會大許多，至於「東協加三」則仍遙不可及。除了「東協加一」以外，中共亦透過香港開

始積極進行對外投資，目前東協國家是大陸資金最大輸出地，這可能也是使「東協加一」

能成功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於大陸本身經濟體龐大，對外經貿關係的姿態自然也比較高。譬如，美

國就曾多次表示對大陸對於開放WTO的腳步，要較原先承諾的時程慢很多。但一方面大陸

內部仍有許多不一樣的聲音，一方面大陸也希望藉此展現他們的經貿實力，因此既使美國

或其他國家對大陸的開放速度仍有微詞，但大陸是否會照單全收，令人懷疑。 

三、大陸國內經濟政策概述 

目前大陸對內主要的經濟政策，有三個大方向是他們近期努力的目標：第一，開發大

西部。在 2001年開始的「十五計劃」當中，開發大西部與縮短區域差距，是大陸最主要

的發展戰略之一。其中包括全面興建西部地區鄉村的電網、加速建設西部主要城市間的高

速公路等等。在政府資金大量挹注在開發大西部的基礎建設之際，使得大陸政府支出佔GDP

的比例由較早期的 12％上升到今年的 16％。 

雖然開發大西部可以收到縮小城鄉差距的目的，也同時具有刺激景氣的目的，然而由

於大陸西部地區地廣人稀，大量資金注入以後，對於未來經濟報酬能有多大回收令人存

疑。換言之，這些開發大西部所投下的資金其投資報酬率可能會比較低，因此也會使得全

國資金使用較無效率。在目前大陸資金仍然十分有限的情況下，開發大西部的戰略方向是

否正確，仍有待商確。 

大陸目前面對的第二個重要的經濟策略，就是如何處理國內貿易壁壘(即諸候經濟)的

問題。大陸為了加入 WTO，中央政府對美國及其他國家做了許多開放國內市場的承諾，但

這些承諾到了省府，甚至於地藉市的市政府時，這些地方上的規定是否會完全遵守中央的

規定，仍是一個未知數。事實上，目前大陸各地方之間出現貿易壁壘的情況仍是十分嚴重。

比方說，武漢生產的神龍汽車賣到上海時，必須另外繳納一筆昂貴的證照費，因為上海要

保護他們自己的合資汽車廠，福斯汽車。由於此種地區性的貿易壁壘在大陸非常盛行，使

得中央加入WTO希望國內市場開放的目標產生很大的阻礙。因此，大陸中央政府正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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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地方政府放棄這些權力，配合中央。然而，這些地方上的權力為了配合地方本身的稅

收與產業發展，因此地方是否會願意放棄，並以中央為準，可能仍有待觀察。 

大陸目前面對的第三個總體經濟政策就是如何刺激消費，以對抗日漸嚴重的通貨緊縮

問題。近年來，大陸由於儲蓄率上升，造成消費不足，對於市場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

為了刺激消費，大陸便不斷的調降利率，希望藉此減少儲蓄，增加消費。然而，造成大陸

消費減少的主因在於許多服務業市場化的結構因素，因此是否能由調降利率來達到刺激消

費的目的，仍令人擔心。尤其在一個每年實質成長率超過 7％以上的經濟體系中，利率卻

低到只有 2％，可說是一個很不合理的現象。其結果會造成中低收入的存款者補貼高收入

的貸款者，這是很不公平的現象。 

更嚴重的是，在利率長期低迷之下，會使存款戶的利息收入減少，長期下的消費會因

此減少更多，這對於經濟景氣十分不利。另一方面，在利率大幅降低的情況下，會使許多

人希望借款購買房地產，這也說明為什麼一、二年以來，上海、北京、廣州不動產價格會

大漲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由於不動產價格大漲，很可能會產生泡沫現象，這也是

大陸當局目前十分擔心的問題之一。尚幸目前大陸股市價格尚稱穩定，看不出來有泡沫化

的跡象。如果大陸仍然持續保持低利率，則人們在儲蓄意願低落的情況下，把錢湧入股市，

而造成股票市場的泡沫化，則將會對大陸的總體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 

四、大陸的對台經貿政策 

在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之際，台灣這兩年的經濟景氣卻遇見空前的低迷，在敵長我消之

際，未來兩岸經濟競爭態勢對我方而言自然是較為不利。而目前大陸似乎也相當暸解此一

情況，因此他們也樂於單純以經濟政策來處理兩岸問題。我們大致上可以從貿易、通航、

及政經等幾個角度來看： 

(一)在兩岸經貿方面 

去年台灣面臨前所未見的經濟負成長，對全球的出口也大幅下滑，不過，對大陸出

口下幅比例遠小於其他地區，使得對大陸出口佔總出口的比例迅速上升。今年初以來，

台灣對大陸出口則又快速成長，到今年前半年為止，台灣對大陸及香港出口已佔台灣總

出口三成以上，是台灣最大出口地區。在台灣對大陸出口依賴度大幅上升之際，未來台

灣經濟受到大陸經濟波動的影響也會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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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台灣對大陸出口比例很高，但其中產品有不少屬於大陸台商所需的原物

料，供其生產及再出口之用。因此，其實大陸對台灣進口需求的依賴程度也很大，大陸

自台灣進口佔大陸總進口的 9.5％左右，而且都是以原物料為主，所以兩岸之間貿易上

彼此依賴程度是很高的。 

(二)在兩岸三通方面 

在 1990年代初期，當台商剛開始進入大陸投資，台灣的經濟實力遠過中國大陸。

在彼時，若兩岸進行三通的討論，則籌碼都在台灣這邊，因為當時大陸非常希望台灣的

資金過去。然而，十年後的現在，兩岸經濟情勢已經大不相同。以今年大陸將有近500

億美元的外資流入來看，台灣的資金最多只有 10％。 

目前大陸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是，三通現在是台灣的問題，不是大陸的問題。以目前

三通不通的情況來看，大陸吸引台資的力量並沒有減少，大陸經濟成長的速度也沒有減

緩。反而是台灣在經濟景氣不振的情況下，台灣企業界及學術界大力要求台灣政府開放

三通，協助台商在兩岸進行整合，以提高台商的整體競爭力。在此種情況下，大陸對於

兩岸三通與否並不抱著很積極的態度。 

然而對台灣而言，三通可以增加台商競爭力；可以吸引外資企業來台投資，再轉進

大陸；也可以加速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或國際運籌中心的機會。因此，三通對於台灣

是相當急迫性的。但是，三通對大陸的重要性遠低於台灣，因此他們目前對於三通的談

判問題並不著急，而多次強調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才願意重開談判之門，其主

因在此。 

(三)兩岸政經情勢方面 

大陸政壇中對於台灣的態度一直都有兩種不同的勢力，一種是希望以較溫和的態度

對待台灣，另一種則是一直希望以強勢的態度對付台灣。以三通為例，雖然大陸的基調

一直是以「一個中國」為兩岸進行三通談判為前題。但是，大陸官方也在不同時間與地

點，也曾有過不少較友善的聲音。比方說，大陸前總理錢其琛就分別在今年二月與七月，

二次的說過：「只要定位在國內事務下，兩岸可以不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三通。」江

澤民也在今年初提及：「WTO可以為兩岸帶來新的契機。」但在今年八月三日，陳水扁

總統提到「一邊一國」的說法後，大陸鴿派的聲言就幾乎完全被鷹派所取代。 

影響大陸高層對台灣態度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大陸將在十一月八日召開的十六



106    國家政策論壇 季刊 春季號 民國 92年 1月  

全大會。由於原先要在暑假召開的十六全延期之後，很多人士分析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

大高層人士佈局的角力仍然在暗中進行，尚未擺平。在此種敏感的關鍵時刻，任何有可

能接棒的大陸高層人士都選擇緘默以待，以絕對避免多說多錯的可能。因此，即使是陳

水扁總統提出「一邊一國」的說法，我們卻看不到大陸高層人士的立即反應，理由在此。 

我們相信十六全大陸高層人士佈局安定之後，對於台灣政經政策的口徑就會趨於一

致。當然，屆時他們對於台灣的態度如何，還有賴於他們高層人士的組成如何。不過，

大致上來看，「一個中國的原則」基調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化，差別的可能只在於對台灣

政策的務實態度。 

五、台灣的因應之道 

在大陸龐大的經濟壓力之下，再加上目前台灣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事實上台灣能採

取的對策並不多。雖然目前政府正積極的與美、日、新加坡、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個別接觸，

希望與個別國家分別成立自由貿易區(FTA)。這固然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在大陸巨大的

政治力量及龐大的商機之下，台灣想要與任何一個國家簽訂 FTA，可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換言之，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且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結果。 

事實上，台灣要與大陸競爭，不能完全拒大陸市場於外，否則只會加速造成台灣被邊

緣化的危機而已。相反的，我們應該積極的把大陸當成台灣企業全球化佈局中的重要一

環，讓台商充分利用大陸的資源，例如人力、技術、與市場，來提升台灣企業的競爭力，

這才是台灣經濟長久的生存之道。以下我們提出幾個具體建議供有關部門參考： 

(一)台灣應加速本身市場的開放與自由化 

近兩年來，由於台灣經濟不景氣，加上大陸對於外資的磁吸效應，使得外資流入台

灣的速度大幅度下滑。今年上半年，外資流入比去年同期減少 40％，這是非常令人擔

心的事情。尤其現在外資流入又大都集中在金融產業，對於生產事業的投資只有全部外

資的 15％左右。 

我們覺得要吸引外資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台灣要更加的開放與自由。比方說，台

灣對於開放外資投資電信、能源、與不動產等部門，應充分開放不要再做任何限制。此

外，對於外人旅台的限制也應大幅放寬。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加速三通開放的腳步。近年來，許多在台灣投資的外資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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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進入大陸。然而，以這些外資多國籍企業而言，要同時維持在大陸與台灣的公司並

可說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雖然大陸市場的潛力讓這些外資轉進大陸，但這並不排斥

他們原先在台灣的投資，因為畢竟台灣還有很好的生產技術、管理能力、與研發能力。

尤其如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協包道格所謂：「台灣應充利用大陸市場 ，達到外資、台

資、與大陸三贏的局面。」一種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外國的資金、台灣的技術與管理，

再加上大陸的生產與市場，這可說是一個最佳的組合。 

然而，如果要讓上述組合順利實現，則完全的兩岸三通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唯有

讓兩岸的原物料與中間產品可以方便的自由移動，才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唯有讓兩

岸的高階理人員有效率的在兩岸企業方便往來，才能使兩岸企業進行有效率的整合。 

(二)政府應協助台商進入大陸市場並進行兩岸產業整合 

大陸加入WTO之後，國內市場將逐漸開放，外資企業勢必快速的進入大陸。大陸台

商一方面得以享有大陸市場開放的好處，但另一方面也將面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另一

方面，由於大陸市場開放，很多台商也積極的希望進入大陸，開創另外一個有潛力的市

場。 

以金融產業為例，大陸加WTO之後，先選 24個城市開放外資銀行進入，兩年後得

以進行人民幣業務，五年後，所有地域與業務上的限制將完全取消。在此種開放步驟下，

外資銀行勢必一步步的進佔大陸銀行市場。這些外資銀行一定會積極的尋找最佳的放款

對象，其中台資企業當然會是他們最主要的目標之一。以外資銀行的實力及效率，只要

一但台商與他們進行業務往來或進行擔保借款以後，其他銀行想要再插足其間與之競

爭，可能就會非常困難。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積極的開放台商銀行到大陸設置分行，目前只允許開放辦事處

是不夠的，我們建議開放銀行的腳步至少應與大陸開放外商銀行的腳步一致，讓台資銀

行站在與外資銀行相同的地位上競爭。如此，再加上鄉土親情的關係，台灣的銀行或許

在吸引台資企業的商機上還有機會。否則，以現在台灣開放銀行赴大陸的緩慢腳步來

看，幾年以後所有商機都將被外資銀行所佔據。 

(三)「債留台灣」與「債權國」的思維 

首先，就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來看，其中包括兩種帳，一個是計算資本流出與流入，

稱之為資本帳。自從民國 77年底台商開始赴大陸投資以來，到 2001年底為止，投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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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的累積投資金額是198.9億美元，投資案件是 24160件。但若以大陸官方公佈的台

商資料顯示，台商協議投資項目為50838項，協議投資金額為 547.3億美元，而實際到

位金額則為291.4億美元，我們就暫時以協議金額547.3億美元來估計為台商實際投資

的金額。另一方面，兩岸雙邊貿易會產生順差或逆差，順差會使資金流入，逆差則使資

金流出，我們稱之為貿易帳。當大量台商在大陸投資以後，開始向台灣進口許多的原物

料與中間財貨，使得台灣近年來幾乎每年都享有接近200億美元的順差。依經濟部公佈

數據顯示，自民國 80年以來，台灣在兩岸貿易中享有順差合計為 1627.5億美元。換言

之，兩岸資本帳與貿易帳的合計結果，使得台灣在兩岸間的國際收支順差超過1000億

以上。因此，對台灣而言，兩岸經貿結果，其實是增加資金的淨流入，而不是流出，因

此我們實在不擔心兩岸資金流動的問題。 

至於在坊間流行所謂的「錢進大陸，債留台灣」的說法，我們覺得也應一併澄清。

如果說，今天真的有一些企業拿很差的土地或機器，向銀行進行融資貸款，甚至超貸，

拿了這些錢到大陸投資，然後再把這些貸款的爛攤子留給銀行。那麼我們對於這種惡意

淘空資產、然後債留台灣的行為當然要嚴加懲罰，而且也應追究為什麼國內銀行在對他

們放款時不嚴加把關。 

但如果是一家正派經營的企業，他們在台灣以合理的土地資產抵押貸款、或是發行

公債、或是利用發行股票取得資金，然後進入大陸投資。我們對於此種「錢進大陸、債

留台灣」的作法，應採取何種態度呢？ 

首先，台灣近兩年以來利率一直下跌，目前一年定存利率只有 2％，是台灣 50年

來最低的情況。利率低表示市場上有充分的資金可供使用，換言之，台商把錢拿到大陸

投資並沒有使利率上升，因此也沒有排擠台灣企業在台灣進行投資。至於說，台灣企業

是否要在台灣投資，則完全決定於台灣市場是否有足夠的投資機會，而不是因為台灣沒

有資金可供使用。 

既然，台商赴大陸投資並沒有排擠他們在台灣的投資，那麼「錢進大陸、債留台灣」

有什麼不好呢？讓我們再舉一例，台灣的台積電與聯電分別在美國股票市場上發行ADR

及其他可轉換公司債，不正是一個「債留美國、錢進台灣」的最佳寫照？美國人會擔心

這一個問題嗎？進一步來看，全球又有多少知名企業在美國發行公司債，產生「債留美

國、錢進他國」的現象。事實上，世界金融中心所在地，如紐約、倫敦、法蘭克福等地，

不都是每天上演「債留當地、錢進他國」的情況嗎？我們稱這些國家叫「債權國」。當

地的人民只看到那個企業的債信良好，投資報酬率高，就會去買他們的債券或股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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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誰會去介意這是那一國家的股票？誰會在意「債留何處」的問題呢？ 

其實，從積極的角度來說，我們政府應該積極協助在大陸正派經營且表現良好的台

商在台灣上市股票，利用台灣的資金在兩岸進行業務往來。因為一方面由於股票在台灣

上市，他們會利用台灣的金融市場調度資金，因此顯示必然會是「根留台灣」；另一方

面，由於必須維持台灣股票的價格，以便於在台灣調度資金，因此他們必須要發放現金

股利或是股票股利，所以他們自然有必要把部分資金匯回台灣。屆時，流回台灣的資金

自然會增加，台灣政府也就再也不必擔心台商是否會把錢匯回台灣的問題了。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只要「錢進大陸、債留台灣」的企業是正派經營的，而不是

淘空資產的，則我們不但不必擔心，甚至應該積極的協助他們在台灣上市取得資金。台

灣應藉著發達的金融市場，讓台灣成為「債權國」，台灣也應利用充的資金讓台商在台

灣股票上市，使他們真正的「根留台灣」，這才是上上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