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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年來，東亞地區從 5個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增至 45個，東亞區域

整合發展迅速，而台灣完全被排除在外。面對五個東協加一成立的挑戰，

政府提出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兩岸經貿政策，迄今已

進行三次協商，ECFA將是今(2010)年政府最受民眾關注的政策之一。 

ECFA包括序言及五個章節，其中早期收穫清單內容最受各界注重，

蓋因其內容將會直接影響到台灣經濟。目前台灣所規劃的早期收穫清單

共計 687項，包括受衝擊產品 439項、內需商機產品 229項，以及潛力

產品 19項。在談判中，項目刪減原則建議為以受衝擊產品產業類別項目

作為優先項目，若要在 439 項再進行刪減，則建議將台灣與東協及韓國

同樣都是中國大陸前五大進口國、且與其產品已產生稅差的產品列為台

灣早期收穫清單最優先項目，共 318 項。另中國大陸提出的早期收穫清

單原則，基本上以台灣進口較多、台灣關稅高於 3%者、對大陸產業利益

較大的項目為主要考量，可能提出的早期收穫清單包含 442 項，其中以

台灣限制進口中國大陸產品清單 377項為主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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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簽署完成後，面對後 ECFA時代，仍有許多工作要積極進行，

包括協助受衝擊的產業進行調整與救濟、儘快進行實質的貿易及投資自

由化的協商、儘速進行服務業貿易開放之相關研究、進一步與台灣的主

要貿易夥伴及主要國家進行經濟合作，以及進一步結合兩岸經濟合作策

略、台灣重點發展產業以及發展台灣品牌策略等。 

 

關鍵詞：兩岸經濟協議(ECFA)、早期收穫清單、東亞區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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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下簡稱兩岸經濟協議或 ECFA)是馬英九總統重

要的兩岸經貿政策政見。1根據政府的規劃，ECFA 希望在今(2010)年 6 月簽署

完成，迄今兩岸代表已進行三次協商，國民黨及民進黨黨主席在 2010 年 4 月

25日進行辯論，說明兩黨對於兩岸經濟協議之看法。不管今年兩岸是否能夠如

期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勢必成為 2010年政府最受民眾關注的政策之一。 

兩岸經濟協議簽署完成之後，後續的兩岸經濟合作貨品貿易協議及服務貿

易和投資協議，亦將依據兩岸經濟協議所擬定的時程及內容陸續進行洽商。為

了分析兩岸經濟協議之內容及其後續協議，本研究首先分析東亞經濟整合現況

對於台灣經濟的影響，其次將針對兩岸經濟協議內容及台灣預擬的早期收穫清

單進行討論，再者針對後 ECFA時代需要注意事項研析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因此本研究章節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為東亞經濟整合對於台灣經濟的

影響；第三節為兩岸經濟協議內容之分析；第四節為台灣早期收穫清單之研析；

第五節為中國大陸早期收穫清單之研析；第六節為後 ECFA時代工作重點；第

七節為結論與建議。 

貳、東亞經濟整合對於台灣經濟的影響 

東亞經濟整合雖然起步較晚，但是近八年來發展迅速。首先，中國大陸與

東協於 2002 年簽署中國大陸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以下簡稱

中國－東協 CECA)，便提出在 2010年中國大陸與東協六國、2015年與東協十

                                                 

1 台灣對於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名稱較有爭議，從馬英九總統在競選期間提出「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

(CECA)，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及胡錦濤總書記具體回應兩岸可以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之後馬英九

總統上任之後，參酌輿論之討論，又修改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今(2010)年 1月府院達成共識，為了加強宣導，再改用「兩岸經濟協議」的中文簡稱，

輔助英文的 ECFA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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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完成貿易自由化的具體目標，透過 2004年 1月所簽署的早期收穫計畫(Early 

Harvest Plan)，先行進行部分農漁產品關稅減讓之後，2005年 7月開始推動部

分降稅措施，600項 IT產品因而免關稅進入中國大陸，2010年中國大陸與東協

六國如期完成成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 

同屬東亞地區的日本與南韓看到此一趨勢，亦積極融入東亞區域整合的趨

勢中。韓國與東協於 2005 年 12 月簽署架構性協議，在 2010 年達成 97%的商

品關稅降到 0或 5%以下的目標。日本內閣會議亦於 2008年 3月通過與東協簽

署經濟合作協定(EPA)，希望十年內達成日本取消 93%東協產品的關稅，以及

東協取消日本 90%產品的關稅的目標。 

除了日、韓積極融入東亞區域整合態勢，印度、澳洲、紐西蘭亦表示有興

趣加入。除了提到成立十加六之外，澳洲與紐西蘭於 2009年 2月與東協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FTA)，並希望 2018 年完成自由貿易區全面降稅；印度則於 2009

年 8月與東協簽署 FTA，預定 2016年完成自由貿易區全面降稅。 

圖 1及圖 2分別顯示東亞地區 2000年及 2010年簽署 FTA的情況，可以很

清楚地發現十年來東亞各國之間積極簽署 FTA的事實，而台灣目前尚未與任何

一個東亞鄰近國家簽署 FTA，完全被排除在外。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之統

計，2000年之前，東亞地區只有 5個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包括東協自

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開發中國家全球貿易優惠系統協定

(Global System of Trade Preference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GSTP)、亞太貿

易協定(Asia Pacific Trade Agreement, APTA)等，但到了 2010年，東亞地區已有

45個生效的 RTAs，東亞各國不但與東亞區域內的國家積極簽署 RTAs，亦與區

域外的貿易夥伴積極洽簽 RTAs。 

台灣除了與尼加拉瓜、巴拿馬、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等中美洲國家簽署 FTA

之外，目前未與東亞地區任何一個國家簽署 FTA，亦尚未融入東亞區域整合態

勢中。此外，台灣目前已即將面對五個東協加一成立的挑戰，除了今年東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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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全面降稅生效之外，東協加韓國預定在今年底全面生效、東協加日本

預定在 2018年生效、東協加印度預定在 2016年生效、東協加紐、澳也將在 2018

年生效。若將這些簽署多邊或雙邊 FTA的東亞國家連結起來，我們從圖 2可以

明顯看出，台灣被這些雙邊及多邊 FTA包圍住，且被排除在外，若不積極有所

突破，將有邊緣化的危機。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1  2000年 4月 30日東亞地區簽署 FTA情況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2  2010年東亞地區簽署 FTA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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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若不及時加入東亞區域整合之中，對於台灣經濟將有一定程度的衝

擊。顧瑩華等(2010)、江啟臣(2008)、杜巧霞等(2007)、顧瑩華(2005)等均曾估

算過台灣未加入東亞區域整合對於台灣經濟的影響評估。以顧瑩華等(2010)報

告為例，若台灣未加入東亞區域整合時，不管是在靜態模擬或是考慮資本累積

的動態模擬之下，台灣都是受到負面衝擊(僅日本－東協成立後對台灣的貿易

餘額影響為正)，且隨著加入國家愈多，台灣所受到的衝擊愈大。表 1顯示顧瑩

華等(2010)所模擬出來的效果，以考量資本累積的動態效果為例，當東協加三

成立後，台灣實質 GDP將減少 0.836%、總出口量減少 1.886%、總進口量減少

2.741%、貿易條件惡化 0.694%、社會福利減少 36.842 億美元、貿易餘額減少

7.592億美元；當進一步東協加六成立後，台灣實質 GDP將減少 0.949%、總出

口量減少 2.086%、總進口量減少 3.038%、貿易條件惡化 0.767%、社會福利減

少 40.82億美元、貿易餘額減少 7.948億美元。 

表 1  東亞區域整合形成後對台灣總體經濟之靜態及動態影響 

靜態  

中國大陸－東協 韓國－東協 日本－東協 東協加三 東協加六 

GDP(%) -0.035 -0.023 -0.034 -0.123 -0.136 

總出口量(%) -0.284 -0.095 -0.151 -1.211 -1.313 

總進口量(%) -0.555 -0.198 -0.360 -2.423 -2.644 

貿易條件(%) -0.188 -0.074 -0.136 -0.844 -0.931 

社會福利(百萬美元) -448.6 -195.8 -367.3 -1,972.7 -2,156.8 

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57.3 -11.5 28.2 -173.7 -176.3 

動態  

中國大陸－東協 韓國－東協 日本－東協 東協加三 東協加六 

GDP(%) -0.176 -0.089 -0.120 -0.836 -0.949 

總出口量(%) -0.412 -0.158 -0.250 -1.886 -2.086 

總進口量(%) -0.601 -0.229 -0.370 -2.741 -3.038 

貿易條件(%) -0.155 -0.063 -0.112 -0.694 -0.767 

社會福利(百萬美元) -835.3 -382.2 -545.3 -3,684.2 -4,082.0 

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188.0 -79.8 -122.4 -759.2 -794.8 

註：上述總出口量係指東亞區域整合對台灣總出口量之影響，總進口量係指東亞區域整合對台灣進出口量之

影響，其他變數幅度亦同。 

資料來源：顧瑩華、劉大年、史惠慈等(2010)，「區域整合論壇研究－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之研究」，《經濟建

設會委託計畫》，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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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模擬可以確定，如果台灣不加入東亞區域整合，隨著東亞區域整合

愈來愈緊密，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就愈大。其中，韓國身為台灣強勁的貿易對手

國，與台灣出口產品的相似度達到八成，在台灣主力產品－電子產品上更是如

此。在中國大陸所得增加以後，韓國看準中國大陸對於高科技、高品質與品牌

的要求愈趨提高的趨勢，更是看好中國大陸市場，韓國赴中國大陸投資及貿易

金額急速上升，韓國不但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超過台灣，且台灣在中國大陸市

占率下滑的部分，恰巧與南韓市占率上升的幅度相當，顯示台灣出口至中國大

陸的產品，有一大部分被南韓所取代，此外，韓國投資中國大陸金額亦從 2003

年起超過台灣，努力拓展韓國產品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韓國除了致力於打入中國大陸市場，在簽署 FTA上亦不遺餘力。除了 2005

年已與東協簽署架構性協議，2007年 6月與東協的貨品貿易協定亦生效，2009

年先後洽簽服務貿易協定及投資協定之後，2010年已與東協成為自由貿易區。

此外，韓國亦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如歐盟與美國簽署 FTA，雖然韓國與美國的

FTA韓國內部意見紛歧而尚未生效，但是可以看出韓國在簽署 FTA的企圖心。

韓國產品在高科技、高品質與品牌的要求上都非常用心，再加上韓國積極洽簽

FTA，倘若台灣不加緊腳步，不但會被強勁對手韓國超前，也將有可能會逐漸

被邊緣化，而受到東亞區域整合的衝擊。 

參、兩岸經濟協議(ECFA)內容之分析 

基於台灣面臨東亞區域整合的挑戰，馬英九總統上任後，除了繼續與各主

要貿易夥伴進行洽簽 FTA的工作，另一方面亦致力於進行兩岸經濟合作，並希

望兩岸能夠在 2010年 6月順利簽署兩岸經濟協議。 

有關兩岸經濟協議之內容，各研究均以參酌中國大陸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

架構協定(以下簡稱中國－東協 CECA)為主。依據中國－東協 CECA 主文，

全文包括序言及三大部分。序言中第一條闡述目標，第二條闡述全面經濟合作

措施；第一部分共有四條條文，分別為第三條：貨品貿易，第四條：服務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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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投資，第六條，早期收穫；第二部分闡述其他經濟合作領域，包括優

先合作領域，如農業、資訊及通訊技術、人力資源開發、投資及湄公河盆地的

開發等；第三部分共九條條文，包括第八條：時間框架，第九條：最惠國待遇，

第十條：一般例外，第十一條：爭端解決機制，第十二條：談判的機構安排，

第十三條：雜項條款，第十四條：修正，第十五條：交存方，第十六條：生效。 

林祖嘉等(2009)曾參考中國－東協 CECA，並依據經濟部 2009年 3月 29

日之草案進行建議如表 2。林祖嘉等(2009)建議： 

一、增加目的和全面經濟合作措施兩條條文。 

二、建議在貨品貿易部分，對照中國－東協 CECA，增列一般例外、配額外關

稅的處理、補貼、反補貼措施及反傾銷措施的各項規則、國家、地區和地

方政府等項目。 

三、在其他經濟合作領域方面，建議參酌中國－東協 CECA，可以擴展到銀行、

金融、旅遊、交通、電信、中小企業、環境、生物技術、能源及次區域開

發、科技標準等。 

四、建議加入一般貿易協定大概都會有的雜項、交存、修正、終止，以及實際

談判時所需的談判機構安排等。 

李淳等(2009)參酌中國－東協 CECA後，提出兩岸經濟協議之可能內容與

條文規範，2包括序言及五個章節。首先李淳等(2009)建議序言內容考慮 ECFA

平等互惠之基本原則，以及架構兩岸 ECFA之基本目的與價值，並強調在區域

與國際間共同合作之意願。第一章為總則，三條條文彰顯目標、經濟合作措施、

公平公正待遇，李淳等(2009)建議第一條及第二條採取中國－東協 CECA，第

一條條文闡釋目標，闡明協議之目標為貨品與服務貿易、投資之自由化與透明

化，以及強化雙方之經濟合作；第二條為經濟合作措施，規範所有納入 ECFA

                                                 

2 見李淳、顏慧欣、史惠慈(2009)，「推動兩岸綜合性經貿協定之架構與策略研究」，《外交部/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委託計畫》，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執行，附錄一，2009年 10月，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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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協商範圍之議題，旨在重申本架構協議以及後續協議之推動，目的在於建

立依據WTO規範之自由貿易與經濟合作關係。 

第二章為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三條條文分別規範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

資。第四條規範兩岸未來進行貨品貿易協議談判之授權條款，除包括範圍與項

目，並規範一般類與敏感類降稅模式，以及開始與完成時間協商時間表、原產

地規則、貿易救濟規則等事項。第五條條文則為未來服務貿易協議談判之法源

基礎，規範服務貿易談判之範圍與項目，考量服務貿易協議談判相對較為複雜

的情況下，可參酌中國－東協 CECA 方式，對於結束時間僅要求儘速結束。

第六條為建立投資自由化與保護機制。 

第三章為經濟合作，以第七條建議規範經濟合作區分為優先合作領域、一

般合作領域與合作措施等不同層次，並可參酌中國－東協 CECA 方式，要求

後續合作協議中納入實施之時間表。 

第四章為早期收穫，以兩條條文規範貨品貿易早期收穫及服務貿易早期收

穫措施條款，不論是貨品貿易或是服務貿易早期收穫方面，若參酌中國－東協

CECA之規定，可以正面表列之方式，透過 ECFA附件確定清單，其次，可以

在同時針對早期收穫清單範圍之貨品進行臨時原產地原則及臨時性貿易救濟規

則討論，或是安排服務貿易緊急防衛機制。再者，為了避免有其他非締約國業

者藉由設立在兩岸之據點，享受兩岸經貿協議之服務貿易優惠待遇，李淳等

(2009)亦提到第九條服務貿易早期收穫可以包含利益否定條款。 

第五章為其他，以七條條文規範例外條款、爭端解決機制、機構安排、附

件及與其他協議之關係、修正、生效、終止等。第十條規範例外條款時，李淳

等(2009)建議可參酌中國－東協 CECA，將 GATT第 20條與 GATS第 14條所

列之一般例外條款及重要安全利益之維護例外條款列入。第十一條規範爭端解

決機制，主要是解決早期收穫條款範圍內可能引發的關稅減讓爭議，李淳等

(2009)建議可規定兩岸於 ECFA 簽署後建立爭端解決機制之時間點，以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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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解決紛爭的方式。第十二條規範 ECFA執行及未來談判之機構，李淳等(2009)

提出中國－東協 CECA 有設置談判機關，並建議稱為 ECFA 協商委員會，談

判機關僅負責談判，後續執行與落實，再責成合適機構落實。第十三條則規定

ECFA涵蓋之範圍包括本文與附件。 

經濟部參酌李淳等(2009)及東協與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印度等國所簽

訂的架構協議之後，目前公布的「兩岸經濟協議」內容包括一個序言和五個章

節如下：3 

序言：表達兩岸透過 ECFA推動經貿合作關係制度化的長期願景及基本原

則。闡釋 ECFA應基於平等互惠的原則，強調兩岸在區域與國際間共同合作的

意願。 

第一章總則：2 至 3 條條文，規定協議所追求的目標、具體經濟合作與自

由化的範圍與措施，以及應該給予對方的基本對待方式等。條文內容應包含： 

一、目標：「兩岸經濟協議」目標為貨品與服務貿易以及投資之自由化與透明化，

以及強化雙方之經濟合作。 

二、合作範圍：包括貨品與服務貿易自由化、投資保障機制、經濟合作、貿易

便捷化等事項，並給予對雙方敏感性議題應給予彈性等內容。 

三、其他：前述事項在於建立符合WTO精神之兩岸貿易與經濟合作關係。 

第二章貨品貿易、服務貿易與投資：針對未來所需要繼續推動的貨品貿易

協議、服務貿易協議與投資協議等，訂出協商的範圍及推動的時間表。至於較

為急迫的貨品與服務業的關稅減免與市場開放內容，則另以「早期收穫計畫」

予以規範。條文應包含以下三個部分： 

一、貨品貿易：規定未來協商計畫大綱，包含涵蓋之貨品範圍、分類(例如一般

                                                 

3 見經濟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可能內容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非正式意見交換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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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敏感類商品)、協商啟動時間表、原產地規則、貿易救濟規則等事項。 

二、服務貿易：以符合WTO精神為基礎，訂出未來協商計畫的大綱。 

三、投資：強調提升投資之便利性與法規透明度，以及要求儘速建立投資保護

機制。 

第三章經濟合作：經濟合作是「兩岸經濟協議」的重要項目之一，目前規

劃的合作範圍，包括貿易便捷化、投資促進合作、產業合作、關務合作與通關

便捷化、智財權保護、貨品驗證及食品安全等領域，有待雙方協商後確定項目。 

第四章早期收穫：是「兩岸經濟合作」的重要項目之一，主要是規定雙方

可以在現階段提早享有降稅與服務業開放利益的項目。為了降低中國大陸的早

期收穫項目對台灣產業可能之衝擊，將同時規定早期收穫降稅與服務業開放的

相關臨時性配套措施，如臨時性反傾銷措施、臨時性防衛措施、臨時性原產地

規則。此外，經濟部會適當運用協商策略，在貨品貿易早期收穫方面，採取包

括排除適用、延緩降稅時程、保留部分稅率、關稅配額等方式，為產業爭取有

利條件。有關台灣早期收穫清單部分詳見下一章節之分析。 

第五章其他：落實 ECFA協議內容的相關配套安排，包括：臨時禁止不安

全食品進口的例外條款、爭端解決機制、執行機構、修正與生效、終止條款等。 

經濟部規劃的內容，基本上已參酌各方意見，章節安排及內容基本上與中

國－東協 CECA 一致，表 2 針對各研究及經濟部規劃 ECFA 內容進行比較。

目前較不確定的內容包括： 

一、經濟合作項目內容尚須協商後才能確定項目，目前在經濟部公布內容中不

太確定是否有時間表。 

二、早期收穫清單部分是否參酌中國－東協 CECA，增列利益否定條款。 

三、第五章的例外條款除了經濟部公布的臨時禁止不安全食品進口的例外條款

之外，是否還需要增列其他的例外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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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經濟部兩岸經濟協議草案建議 

項目 經濟部草案 林祖嘉等(2009) 

建議增列項目 

李淳等(2009) 

建議內容 

經濟部最新草案 

協議名稱 ˇ   ˇ 

目標  ˇ ˇ ˇ 

全面經濟合作措施  ˇ ˇ ˇ 

談判時程 ˇ   ˇ 

公平公正待遇   ˇ  

貨品貿易 ˇ  ˇ ˇ 

早期收穫計畫 ˇ  ˇ ˇ 

市場進入 ˇ    

一般類與敏感類 ˇ  ˇ ˇ 

貿易正常化問題 ˇ    

保留項目 ˇ    

協商啟動時間表    ˇ 

原產地規則 ˇ  ˇ ˇ 

貿易救濟措施 ˇ  ˇ ˇ 

一般例外  ˇ   

配額外關稅的處理  ˇ ˇ  

反補貼措施  ˇ ˇ  

反傾銷措施  ˇ ˇ  

國家、地區和地方政府  ˇ ˇ  

承認  ˇ ˇ  

海關估價  ˇ ˇ  

非關稅措施 ˇ  ˇ  

技術性貿易障礙措施 ˇ  ˇ  

食品安全衛生 ˇ  ˇ  

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ˇ  ˇ  

農業  ˇ   

農業貿易正常化  ˇ   

農業防禦措施  ˇ   

服務貿易 ˇ  ˇ ˇ 

市場進入 ˇ    

貿易正常化問題 ˇ    

不開放項目 ˇ    

早期收穫計畫 ˇ  ˇ ˇ 

逐步實現投資自由化 ˇ   ˇ 

投資領域合作 ˇ   ˇ 

透明度 ˇ   ˇ 

便利性    ˇ 

投資保護機制 ˇ   ˇ 

政府採購  ˇ   

經濟合作 ˇ  ˇ ˇ 

智慧財產權保護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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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經濟部兩岸經濟協議草案建議(續) 

項目 經濟部草案 林祖嘉等(2009) 

建議增列項目 

李淳等(2009) 

建議內容 

經濟部最新草案 

爭端解決機制 ˇ  ˇ ˇ 

關務合作 ˇ   ˇ 

通關便捷化    ˇ 

電子商務 ˇ   ˇ 

貿易便捷化 ˇ   ˇ 

避免雙重課稅 ˇ   ˇ 

投資促進合作    ˇ 

智財權保護    ˇ 

貨品驗證    ˇ 

食品安全    ˇ 

產業合作  ˇ  ˇ 

銀行  ˇ   

金融  ˇ   

旅遊  ˇ   

交通  ˇ   

電信  ˇ   

中小企業  ˇ   

環境  ˇ   

生物技術  ˇ   

能源  ˇ   

次區域開發  ˇ   

行政與制度安排 ˇ  ˇ ˇ 

生效 ˇ  ˇ ˇ 

執行與管理 ˇ   ˇ 

雜項  ˇ ˇ  

交存  ˇ   

修正  ˇ ˇ ˇ 

終止  ˇ ˇ ˇ 

資料來源：1.林祖嘉、杜震華、譚瑾瑜(2009)，「兩岸經貿合作內涵與進程之研究」，《總統府委託計畫》，頁

94、95。 

2.作者自行整理。 

 

肆、台灣早期收穫清單之研析 

簽訂 FTA時，各國為免曠日廢時，有時會採取簽訂早期收穫清單的方式，

提早進行關稅減讓或是非關稅貿易障礙，而採取早期收穫計畫的 FTA，主要都

在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大陸與東協、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泰國與印度、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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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與巴基斯坦等之間的 FTA。為了能提早進行關稅減讓，ECFA 亦採取先行

簽訂早期收穫清單的方式，希望能夠藉由簽訂 ECFA讓台灣大部分的產業能夠

儘速受益。依據經濟部的網站內容，台灣貨品貿易早期收穫和服務貿易早期收

穫清單的原則如下： 

一、貨品貿易早期收穫：台灣所提出的清單將以選擇符合國內產業需求的項目

為主，主要涵蓋石化、紡織中上游、機械及汽車等產業。 

二、服務貿易早期收穫：台灣考量原則包括：(一)中國大陸與其他WTO會員洽

簽 FTA承諾開放之服務業別，及其在WTO杜哈回合談判提出願意進一步

承諾開放之服務業別；(二)我國在WTO承諾開放程度高於中國大陸之服務

業別；(三)台灣具商業利益或業者提出要求的項目。 

若再深究台灣早期收穫清單內容，可參照顧瑩華等(2009)所進行的先期研

究內容。4依據顧瑩華等(2009)研究內容，在考量對等互惠、內部平衡及產品篩

選等原則下，將早期收穫清單分為四大類，分別為：受衝擊產品清單、內需商

機產品清單、潛力產品項目清單及特殊產品項目清單，並初步提出台灣早期收

穫產品清單共計 687項，包括受衝擊產品 439項、內需商機產品 229項，以及

潛力產品 19項。 

第一類受衝擊產品清單，係比照 2010年台灣與東協國家關稅差距在 3%(含)

以上者、台灣出口中國大陸金額在 1,000 萬美元以上者，以及台灣產品在中國

大陸進口市場占有率低於 50%者等三大原則篩選；第二類內需商機產品清單，

則依照該產品台灣面對中國大陸關稅稅率在 3%(含)以上者、台灣在中國大陸進

口市場市占率低於 50%者、中國大陸總進口值在 1億美元以上者，以及台灣在

中國大陸擴大內需政策中可能可以衍生商機的內需產業，如裝潢建材、醫療用

品、環保產品、食品加工等，其 2007年中國大陸自台灣進口平均值 1億美元以

                                                 

4 見顧瑩華、劉大年、史惠慈(2009)，早期收穫計畫之研析，經濟部工業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執行，2009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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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等原則篩選；第三類潛力產品項目清單，則依據台灣對全球 HS6 位碼前

100 大出口產品、上述 HS6 位碼產品的中國大陸 HS8 位碼關稅在 3%(含)以上

者，以及該產品中國大陸總進口值在 1億美元以上者等原則篩選；第四類特殊

產品項目清單，則依據專業或業界意見直接篩選。 

依據上述之原則，第一類台灣受衝擊產品便有 439項，其中又以第十六類、

第十五類卑金屬及其製品產品、第七類塑橡膠及其製品、第六類化學或有關工

業產品等衝擊較為嚴重(表 3)。第十六類中，主要包括機械產品 74項、電子電

機產品 30項、光學與精密儀器產品 15項等衝擊較大，亦是台灣出口主力產品；

第十五類卑金屬及其製品中，則以鋼鐵及其製品 49項為主；第七類中以塑膠及

其製品影響較大，衝擊產品多達 54項；第六類則以有機化學產品 25項影響較

大。第十一類的紡織品及紡織製品雖然受衝擊產品不若上述產品為大，然而受

衝擊產品亦有 38項，且其中人造纖維棉中有一項是中國大陸列為敏感性清單的

產品。 

受衝擊產品中，與東協國家產品同樣均為中國大陸前五大進口國的台灣產

品共計 175項。由於東協與中國大陸已於 2010年成立自由貿易區，因此擁有較

台灣優惠的關稅稅率，而這些產品已經形成稅差，主要項目為第十六類產品，

包括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3項，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

附件共計 14項，其他如第七類塑橡膠產品中，光塑膠及其製品便有 29項受到

衝擊，而紡織品及其製品、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亦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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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受衝擊產品產業類別分布 

產業類別 
受衝擊 

產品 

敏感性 1 

高度敏感性 2 

TOP5 

進口國與 

韓已有稅差 

TOP5 

進口國與 

東協已有稅差 

合計 439 1 143 175 

第五類 礦產品 13 0 1 1 

第六類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61 0 19 22 

第七類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65 0 28 31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鞍具及輓具；旅行用物品、手

袋及其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製

品(蠶腸線除外) 

6 0 1 3 

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

木製品；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

編結品；編籃及柳條編結品 

1 0 0 0 

第十一類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38 1 24 29 

第十二類 鞋、帽、雨傘、遮陽傘、手杖、

坐凳式手杖、鞭、馬鞭及其零

件；已整理之羽毛及其製品；

人造花；人髮製品 

1 0 1 1 

第十三類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

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陶瓷製

品；玻璃及玻璃器 

10 0 1 1 

第十四類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

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

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1 0 0 0 

第十五類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91 0 23 25 

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

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

重放機，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

件 

129 0 41 57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

輸設備 

5 0 1 2 

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

查、機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

器具；鐘錶；樂器；上述物品

之零件及附件 

15 0 2 2 

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 3 0 1 1 

資料來源：顧瑩華、劉大年、史惠慈(2009)，「早期收穫計畫之研析」，《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計畫》，中華經濟

研究院執行，頁 41。 

 

至於第二類內需商機產品清單方面，根據上述原則，共有 229項內需商機

產品，其中仍以第十六類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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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最具有商機

產品最多，達 134項(表 4)，包括機械產品 86項、電子電機產品 48項，此類產

品為台灣出口主力產品，然而機械產品中有一項為中國大陸敏感性產品。其次，

第十五類卑金屬及其製品中，亦有 49項產品具有內需商機，主要是以鋼鐵及其

製品為主，共計 32項。再者，第十一類紡織品及紡織製品則有 24項產品具有

內需商機，然而其中在人造纖維棉中，則有 3項為中國大陸的敏感性產品。 

表 4 台灣內需商機產品產業類別分布 

產業類別 
內需商機

產品 

敏感性 1 

高度敏感性 2 

TOP5 

進口國與 

韓已有稅差 

TOP5 

進口國與東

協已有稅差 

合計 229 5 77 94 

第四類 調製食品；飲料；酒類及

醋；菸類及已製菸類代用

品 

2 0 0 0 

第六類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1 0 0 0 

第十一類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24 3 18 18 

第十二類 鞋、帽、雨傘、遮陽傘、

手杖、坐凳式手杖、鞭、

馬鞭及其零件；已整理之

羽毛及其製品；人造花；

人髮製品 

2 0 1 1 

第十三類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

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

品；陶瓷製品；玻璃及玻

璃器 

7 0 1 1 

第十五類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49 0 18 20 

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

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

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

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

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134 1 38 52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

關運輸設備 

10 1 1 2 

資料來源：同表 3，頁 44。 

 

這些潛在具有內需商機的產品，與東協國家產品同樣均為中國大陸前五大

進口國的台灣產品有 94項，在東協較台灣優惠的關稅稅率之下，已存在的稅差

會使台灣發展這些內需商機產品不利。主要項目仍是第十六類產品，為台灣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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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出口產品，包括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6項，電機與

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及上

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共計 16項，其他如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紡織品及其製品

等亦受到衝擊。 

另再比較台灣與韓國同樣是中國大陸前五大進口國的產品，潛在具有商機

產品共計 77項。主要產品也是第十六類產品，包括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4項，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

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共計 14項，其他為紡織品

及其製品、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等。 

第三類潛力產品方面，根據上述原則，共有 19項潛力產品，仍以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

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最具有商機產品最多，共計 6 項(表

5)，包括機械產品 1項、電子電機產品 5項，其中電子電機產品有一項為中國

大陸敏感性產品。 

表 5 台灣潛力產品產業類別分布 

產業類別 潛力產品項目 
敏感性 1 

高度敏感性 2 

合計 19 1 

第五類 礦產品 3 0 

第六類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1 0 

第七類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4 0 

第十四類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
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1 0 

第十五類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2 0 

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
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各物
之零件及附件 

6 1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2 0 

資料來源：同表 3，頁 46。 

 

若參酌中國大陸－東協 CECA內容，2004年提出的早期收穫清單以初級

產品為主，加上少數的工業產品，其早期收穫清單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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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關稅調降方式與時程依照關稅減讓時程辦理，詳見表 6。 

二、包括 HS01 至 HS08 章的產品，但不包括各國所列的的排除項目。其中國

大陸並未提排除清單。 

三、除了 HS01 至 HS08 章的產品之外亦可提列特別開放產品。其中中國大陸

沒有提列特別開放清單。 

表 6 中國與東協早期收穫清單關稅減讓時程表 

產品類別 產品類別內容 2004年 1月之前 2005年 1月之前 2006年 1月之前 

第一類 東協六國及中國大陸

現行關稅高於 15%的

產品；東協四國現行

關稅高於 30%的產品 

10% 5% 0% 

第二類 東協六國及中國大陸

現行關稅介於 5~15%

的產品；東協四國現

行關稅高於 15~30%

的產品 

5% 0% 0% 

第三類 東協六國及中國大陸

現行關稅低於 5%的

產品；東協四國現行

關稅低於 15%的產品 

0% 0% 0% 

註：東協六國指菲律賓、泰國、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東協四國指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 

資料來源：同表 3，頁 27。 

 

此分早期收穫清單先期研究，是以貨品貿易為主要研究對象，採取大範圍

的篩選原則找出 687 項產品，然而若參酌中國－東協 CECA 對於敏感性產品

的篩選原則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和東協六國對於一般敏感性產品及高度敏感性

產品最多每個國家只可選擇 400項，其中高度敏感性產品不得超過 100項，或

是占敏感性產品清單項目比例不高於 40%，因此目前台灣所提的早期收穫清單

勢必需要減少產品項數。 

若需要刪減產品清單項數時，基於兩岸經濟協議簽署之理由，應以受衝擊

產品產業類別項目作為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的優先項目。依據篩選原則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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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衝擊產品共有 439項，若產品項數仍過多，則建議將台灣與東協及韓國同樣

都是中國大陸前五大進口國、且與東協和韓國產品已產生稅差的產品列為最優

先放入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項目，兩者合計 318項。 

再從表 7 中國－東協 CECA 的中國大陸敏感性商品清單當中可以瞭解，

中國大陸敏感性產品主要集中於紙、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以及木、

木製品及木炭兩大類，而這兩大類產品並不是台灣出口的主要項目，而是東協

的主力產品。由於中國－東協 CECA 係依據彼此產品進出口所擬出來的敏感

性商品清單，依據其產品特性，使得中國大陸擬的敏感性商品清單以初級產品

為主，工業產品相對較少。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關係則是以工業產品為

主，因此依據此分敏感性商品清單觀察台灣所列的早期收穫清單時，有可能會

低估中國大陸敏感性產品清單之虞。 

表 7 中國－東協 CECA 中國大陸敏感性商品清單一覽表 

敏感程度 高度敏感性 一般敏感性 合計 HS2 

產品名稱 HS6位碼項數 

48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38 69 107 

44 木及木製品；木炭 11 18 29 

15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8 -- 8 

87 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8 11 19 

11 製粉工作產品；麥芽；澱粉；菊糖；麵筋 7 1 8 

10 穀類 5 3 8 

24 菸(包括菸葉及菸類)及菸葉代用品 5 3 8 

17 糖及糖果 4 -- 4 

40 橡膠及其製品 4 1 5 

31 肥料 3 -- 3 

51 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梭織物 3 -- 3 

39 塑膠及其製品 2 1 3 

37 感光或電影用品 1 10 11 

85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

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1 5 6 

52 棉花 1 3 4 

49 書籍或電影用品 -- 8 8 

51 書籍，新聞報紙，圖書及其他印刷工業產品 -- 6 6 

55 人造纖維棉 -- 6 6 

09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 -- 5 5 

20 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 --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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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國－東協 CECA 中國大陸敏感性商品清單一覽表(續) 

敏感程度 高度敏感性 一般敏感性 合計 HS2 

產品名稱 HS6位碼項數 

29 有機化學產品 -- 5 5 

54 人造纖維絲 -- 5 5 

84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 3 3 

89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 -- 3 3 

27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 2 2 

28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

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 2 2 

94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

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物；

組合式建築物 

-- 2 2 

83 雜項卑金屬品 -- 1 1 

合計 101 178 279 

資料來源：同表 1，頁 45、46。 

 

伍、中國大陸早期收穫清單之研析 

依據經濟部的網站內容，中國大陸貨品貿易早期收穫和服務貿易早期收穫

清單原則如下： 

一、貨品貿易早期收穫：中國大陸提出的清單，將以台灣進口較多、台灣關稅

高於 3%者、對大陸產業利益較大的項目為主要考量。 

二、服務貿易早期收穫：中國大陸則希望能夠循序漸進、靈活調整、平衡開放，

並會注意開放陸資來台的具體項目及落實情形。 

由於早期收穫清單是希望能夠提早進行關稅減讓，在台灣產業因台灣提出

的早期收穫清單受益的同時，中國大陸所提的早期收穫清單也會使清單內的相

關中國大陸產業受益，而有可能使台灣相關產業受到衝擊。為消除台灣之疑慮，

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曾提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五大保證，包括：一、中國大陸

降稅產品的比例與金額都小於台灣；二、惠及台灣中小企業與基層民眾；三、

不影響弱勢產業；四、不擴大農產品登台；五、無意輸出陸勞。若依照此一原

則，可以瞭解中國大陸在早期收穫清單上的降稅產品比例與金額會小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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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所預擬的早期收穫清單至多為 687項產品，顯示中國大陸降稅產品項目應

低於此數目。 

依據顧瑩華等(2009)之研究，中國大陸可能向台灣提出早期收穫清單的產品

項目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中國大陸具有競爭優勢但是台灣關稅障礙高的產

品；第二類為中國大陸主力出口產品，但台灣關稅障礙高的產品；第三類為台

灣限制進口產品。依據此分類，第一類關稅障礙高產品清單篩選原則為：(一)

台灣進口關稅稅率高於 3%(含)以上者；(二)台灣自中國大陸的進口值高於 1 千

萬美元以上(含)者；(三)該產品中國大陸在台灣的進口市占率低於 50%者；(四)

台灣整體進口值高於 5千萬美元以上(含)者。第二類出口潛力產品清單篩選原則

為：(一)HS6 位碼裡中國大陸在全球前 100 大的出口產品；(二)上述(一)項中，

台灣 HS8 位碼關稅在 3%(含)以上者；(三)該產品台灣總進口值在 5 千萬(含)以

上者。第三類台灣限制進口產品清單篩選原則為：(一)台灣對中國大陸管制進口

產品，且該產品進口關稅為零；(二)台灣對中國大陸管制進口產品，且該產品的

進口關稅在 3%(含)以上者；(三)該產品台灣總進口值在 5千萬美元以上(含)者。 

以上述篩選原則選出中國大陸可能提出的早期收穫清單如表 8~表 10。顧

瑩華等(2009)研究顯示中國大陸可能提出的早期收穫清單包含 442 項，其中第

一類關稅障礙產品清單有 17項，第二類潛力產品清單有 24項，第三類台灣限

制進口中國大陸產品清單有 377項，另外台灣管制進口關稅高於 3%(含)以上者

有 24項。 

在表 8的關稅障礙產品中，主要為第十六類產品，共有 8項，包括 5項電

子電機產品，其中 2項為管制品項，另外包括 3項機械產品，其中 1項為管制

品。而選出的 17 項產品中，有 10 項產品台灣關稅在 5%以上，是中國大陸較

有可能提出的清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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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國大陸關稅障礙產品產業類別分布 

產業類別 

台灣關稅大於 3%、

台灣進口大於 5 千

萬元、台灣從中國進

口大於 1千萬美元 

台灣關稅大於 3%、台灣

進口大於 5千萬元、中國

產品在台灣進口市場市

占率小於 50%、台灣從中

國進口大於 1千萬美元 

合計 17 11 

第七類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

製品 

3 3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

物品、手袋及其類似容

器；動物腸線製品(蠶腸線

除外) 

1 1 

第十一類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3 0 

第十五類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1 1 

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

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

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

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

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8 5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

關運輸設備 

1 1 

資料來源：同表 3，頁 46。 

 

至於中國大陸潛力產品方面，從表 9 可以看出主要產品仍為第十六類產

品，共有 9項，其中包括 6項電子電機產品，其中 3項電子電機產品為管制品

項，另外有 3項為機械產品，其中 1項為管制品項。 

若基於兩岸經貿逐步正常化的角度觀察，減少台灣限制中國大陸進口工業

產品項數應當是在早期收穫清單中較為優先項目。台灣目前管制中國大陸共有

1,488 項，其中台灣對外已是零關稅、但對中國大陸採取管制措施的產品共計

377 項，此部分較有可能以平等對待的理由，優先被中國大陸要求解除管制或

是降稅。377 項產品中，以第十五類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最多，達 214 項，其

中最主要項目為鋼鐵，占 191項，其中有 11項台灣每年進口金額大於 5千萬美

元；另鋼鐵製品則有 21項，其中有項台灣每年進口金額大於 5千萬美元。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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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六類的化學及有關工業產品，台灣已是零關稅、但對中國大陸採取管制的

產品達 54項，此類主要為醫藥品，共計 45項受到管制，其中有 3項產品每年

台灣進口金額大於 5千萬美元。第十六類亦有 25項產品台灣已是零關稅、但對

中國大陸採取管制，其中 23項為電機電子產品，且有 3項產品是台灣每年進口

大於 5千萬美元的產品。第十八類光學產品則有 22項產品台灣已是零關稅、但

對中國大陸採取管制，且有 5項產品是台灣每年進口大於 5千萬美元的產品(表

10)。 

表 9 中國大陸潛力產品產業類別分布 

產業類別 

台灣關稅大於 3%、台灣進口大於

5千萬元、中國產品在台灣進口市

場市占率小於 50% 

合計 24 

第五類 礦產品 4 

第七類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4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

輓具；旅行用物品、手袋及其類似容

器；動物腸線製品(蠶腸線除外) 

1 

第十一類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4 

第十五類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1 

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其零

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

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各物之零

件及附件 

9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1 

資料來源：同表 3，頁 46。 

 

此外，在台灣管制進口關稅高於 3%(含)以上、且台灣每年進口金額高於 5

千萬美元的產品有 24項，最主要為第十六類產品，其中電機及電子產品就有 6

項其次為第十五類的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主要為銅及其製品 3項，以及鋁及

其製品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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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中國大陸面臨台灣限制進口產品產業類別分布 

產業類別 
台灣管制 

品項 

台灣 

零關稅 

台灣零關稅且

台灣進口大於 5

千萬美元 

台灣關稅大於

3%且台灣進口

大於 5千萬美元 

合計 1,488 377 31 24 

第五類 礦產品 10 3 0 0 

第六類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96 54 4 2 

第七類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15 0 0 0 

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

製品；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編結

品；編籃及柳條編結品 

14 14 1 0 

第十類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

漿；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

板；紙及紙板及其製品 

15 15 4 0 

第十一類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642 1 0 1 

第十三類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母

或類似材料之製品；陶瓷製品；

玻璃及玻璃器 

82 0 0 4 

第十四類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

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

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4 4 0 0 

第十五類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304 214 14 5 

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其

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

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

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182 25 3 7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

設備 

93 20 0 4 

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

機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

鐘錶；樂器；上述物品之零件及

附件 

26 22 5 1 

第十九類 武器或彈藥；及其零件與附件 5 5 0 0 

資料來源：同表 3，頁 52。 

 

陸、後 ECFA時代工作重點 

ECFA 的本質是架構協議，雖然今年內簽署完成的可能性極高，但是簽署

之後，主要的直接影響仍是以早期收穫清單為主。台灣爭取的早期收穫清單將

給予台灣許多產業商機，而給予中國大陸的早期收穫清單，則可能會使若干產

業受到衝擊。因此，後 ECFA時代首先會遇到的工作重點，便是協助受衝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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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進行調整與救濟。 

政府目前已提出 950億元的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減緩產業衝

擊。5針對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應加強輔導型產業予以

振興輔導，包括輔導產業升級轉型、6提供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等；7對於進

口已經增加，但尚未受損之衝擊產業，政府將主動協助體質調整，包括輔導產

業升級轉型、8提供廠房及設備更新低利融資、鼓勵企業併購之投融資、9協助

就業安定等；10對於已經受損之產業、企業、勞工，則提供損害救濟等。11
 

政府除了協助產業調整與做好損害救濟之外，更應進一步結合兩岸經濟合

作策略、台灣重點發展產業以及發展台灣品牌策略，不但可以利用中國大陸市

場擴展台灣重點發展產業的市場，亦可以積極協助企業運用群聚方式在中國大

陸形成規模經濟；並利用建立台灣精品館方式，在中國大陸建立台灣品牌。 

其次，早期收穫清單係以減緩東亞區域整合對於台灣產業衝擊為主要目

的，若要真正能夠進一步獲取開放的最大利基，仍應儘快進行實質的貿易及投

資自由化的協商。由於 ECFA的早期收穫清單內容，仍是以工業產品為主，因

此 ECFA簽署之後，可以預料的是雙方對於後續即將洽談的兩岸經濟合作貨品

貿易協議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礎與共識。因此，若能先行儘速完成兩岸經濟合作

貨品貿易協議之簽署，不但有助於落實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目標，若在此過程

                                                 

5 見經濟部網站，因應貿易自由化，提升產業競爭力措施內容。 

6 將運用經濟部科專經費，進行整體因應貿易自由化之策略規劃，並推動「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產業輔導計

畫」。進行產業概況調查，推動台灣製優質產品標章驗證輔導，辦理個別產業技術與管理輔導，加強產業

人才培育及協助個別產業產品市場拓展及推廣行銷。 

7 利用經濟部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推動中小企業「促進就業保證專案」，包括提供優惠保證費用、提高同一

企業保證限額等。 

8 提高研發補助比例協助業者轉型升級，另鼓勵企業組織調整並協助培育產業專業人才，如建立陶瓷研究所

等機構，提升產業競爭力。 

9 運用行政院國發基金，協助業者獲得轉型升級所需資金或進行併購改善體質，提升產業競爭力。 

10 運用行政院勞委會相關基金，協助就業安定，措施包括：在職勞工薪資補貼、職務再設計補貼、協助事業

單位人力資源提升、建立就業服務單一窗口等。 

11 依照「貨品進口救濟案件處理辦法」，增列措施包括協助業者轉換業種與產品、協助轉業再就業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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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台灣經濟更多的實質利益，將可以降低國內若干民意之疑慮。 

再者，早期收穫清單中並未針對服務業貿易項目進行全面的檢視，若希望

兩岸經濟合作服務貿易及投資協議能儘速展開，政府必須儘速針對台灣服務業

貿易進行研析。台灣服務業國際化的程度沒有香港、新加坡來得高，也因此服

務業貿易比重在台灣貿易的比例不高，但這並不表示台灣服務業無法全球化，

而是需要整體的規劃與研究。雖然東協亦與中國大陸完成服務業貿易及投資協

定，然而基於香港與新加坡服務業貿易程度較高的狀況下，台灣日後要與中國

大陸洽談開放服務業貿易及投資相關協議時，亦應參酌中國大陸－新加坡 FTA

及香港 CEPA之內容。 

第四，簽署 ECFA之後，台灣除了繼續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合作之外，應

當繼續透過與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協議及其後續的相關協議，進一步與台灣

的主要貿易夥伴及主要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擴展台灣的國際經貿空間。以往台

灣受制於兩岸關係，常常因而失去許多與其他國家及經貿組織從事經濟合作的

機會，也不易成功地與各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如今兩岸關係和緩，台灣

應當嘗試在全球經濟合作上做一個全面的戰略規劃。 

以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為例，東協是東亞區域整合中相當重要的主體，也是

東亞地區重要的區域經貿組織，以往受困於兩岸關係，台灣融入東亞經濟整合

並不容易，然而目前兩岸關係和緩之後，只要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改善，台灣

與東協國家之間經貿關係就有大幅改善的空間。因此，台灣若能藉由簽署

ECFA，確認兩岸經濟合作的方向，以及兩岸關係維持密切合作的態勢，未來參

與東亞區域整合或是東協的可能性就會提高，將有助於台灣融入東亞區域整合

之中。倘若在短時間內直接加入東協有其困難性，台灣亦可藉由簽署 ECFA之

後，嘗試以雙邊簽署 FTA方式，尋求與新加坡或其他東協國家簽署 FTA，以因

應五個東協加一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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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雙邊 FTA上，除了中國大陸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之外，美國為台灣

第二大出口國，台灣一直希望進一步與美國簽署 FTA，現在兩岸關係和緩，應

當藉此時機洽談 FTA。由於台美 FTA將涉及到農業開放的議題，為了避免之前

類似美國牛肉進口的爭議，台灣必須在洽簽台美 FTA時，全面考量台灣對於簽

署 FTA時必須面對的實質開放的承受程度。 

第五，經過兩岸在 ECFA協商時的共識，已經很明確地溝通台灣不開放中

國大陸農產品進入台灣的立場，因此農業不太會受到 ECFA及未來洽簽兩岸經

濟合作貨品貿易協議的衝擊。然而台灣若要與美國、日本等主要貿易夥伴洽簽

FTA，農業議題是無法避免的議題，必須及早因應。 

柒、結論與建議 

ECFA 是否能夠如期簽署成功，不但關係到日後兩岸經貿持續深化之推展

速度，也關係到台灣是否能即時因應 2010年五組「東協加一」形成自由貿易區

的壓力，由於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金額占台灣總出口比重高達 40%，因此透過

簽署 ECFA，台灣可以在 ECFA 及後續的相關協議，改善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

的 40%出口產品的貿易相關問題。因此，簽署 ECFA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 

目前 ECFA內容已大致規劃完成，分為序言及五個章節，五個章節包括總

則、貨品貿易、服務貿易與投資、經濟合作、早期收穫以及其他，ECFA 內容

中，以早期收穫清單對於台灣經濟的影響較大，也是簽署 ECFA中最重要的內

容。依據顧瑩華等(2009)研究內容，目前台灣所規劃的早期收穫清單共計 687

項，包括受衝擊產品 439項、內需商機產品 229項，以及潛力產品 19項。 

由於目前台灣早期收穫清單之研究，係以貨品貿易為主要研究對象，若依

據中國－東協 CECA 篩選原則，必須減少產品項數，本研究建議刪減早期收

穫清單時，應以受衝擊產品產業類別項目作為優先項目，依此篩選原則可以將

台灣早期收穫清單減少至 439項。若項目仍過多，本研究則建議將台灣與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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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韓國同樣都是中國大陸前五大進口國、且與東協和韓國產品已產生稅差的產

品列為最優先放入台灣早期收穫清單的產品項目，兩者合計為 318項。 

此外，台灣在參考中國－東協 CECA 敏感性商品清單時，必須注意中國

與東協彼此產品係以初級產品為主，與台灣與中國大陸仍有所差距，換言之，

在依據中國－東協敏感性商品清單觀察台灣所列的早期收穫清單時，可能會發

生低估中國大陸敏感性產品清單之虞，政府在考量早期收穫清單時必須加以注

意。 

至於中國大陸提出的早期收穫清單原則，依據經濟部所公布的原則，基本

上是以台灣進口較多、台灣關稅高於 3%者、對大陸產業利益較大的項目為主

要考量。根據顧瑩華等(2009)之研究，中國大陸可能提出的早期收穫清單包含

442項，其中第一類關稅障礙產品清單有 17項，第二類潛力產品清單有 24項，

第三類台灣限制進口中國大陸產品清單有 377項，另外台灣管制進口關稅高於

3%(含)以上者有 24項。 

ECFA 簽署完成後，面對後 ECFA 時代，本研究建議必須注意以下幾項工

作重點： 

第一，台灣爭取的早期收穫清單將給予台灣許多產業商機，而給予中國大

陸的早期收穫清單，則可能會使若干產業受到衝擊。因此，後 ECFA時代首要

之務是協助受衝擊的產業進行調整與救濟，並應進一步結合兩岸經濟合作策

略、台灣重點發展產業以及發展台灣品牌策略，利用中國大陸市場擴展台灣重

點發展產業的市場，積極協助企業運用群聚方式在中國大陸形成規模經濟，並

利用建立台灣精品館方式，在中國大陸建立台灣品牌。 

第二，若要真正能夠進一步獲取開放的最大利基，仍應儘快進行實質的貿

易及投資自由化的協商。由於 ECFA的早期收穫清單內容，是以工業產品為主，

建議先行完成兩岸經濟合作貨品貿易協議之簽署，不但有助於落實深化兩岸經

濟合作的目標，亦可降低國內若干民意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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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除了參考東協與中國大陸洽簽的服務業貿易及投資協定之外，基於

香港與新加坡服務業貿易程度較高的狀況下，建議儘速進行台灣服務業貿易開

放之相關研究時，亦應參酌中國大陸－新加坡 FTA及香港 CEPA之內容。 

第四，簽署 ECFA之後，台灣除了繼續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合作之外，應

當繼續透過與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協議及其後續的相關協議，進一步與台灣

的主要貿易夥伴及主要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擴展台灣的國際經貿空間。 

第五，經過兩岸在 ECFA協商時的共識，已經很明確地溝通台灣不開放中

國大陸農產品進入台灣的立場，因此農業不太會受到 ECFA及未來洽簽兩岸經

濟合作貨品貿易協議的衝擊。然而台灣若要與美國、日本等主要貿易夥伴洽簽

FTA，農業議題是無法避免的議題，必須及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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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Early Harvest Plan, and Post-ECF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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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numbers of RTAs in force in East Asia have increased from 5 to 45 in ten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 is developing rapidly, however, Taiwan is completely 

excluded.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SEAN+5, President Ma proposed ECFA to China and 

has conducted three communications. ECFA is the one of most focused policies of 2010. 

Early Harvest Pla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mong ECFA’s preamble and five 

chapters. So far it has listed around 687 items, including 439 impacted items, 229 

domestic demand opportunity items, and 19 potential items. We suggest that impacted 

items should be prioritized when there are items to be deleted during negotiation. If there 

are more need to be omitted among the 439 items, we should put priority to those 318 

items which China has given low tariff to ASEN and Korea. The Early Harvest Plan 

proposed from China includes those products imported to Taiwan more, tariff is higher 

than 3%, and benefits China more, so there might be 442 items included in the Early 

Harvest Plan, which mostly includes the 377 items Taiwan restricted to export to China. 

After finishing ECFA, the aggregation actions include helping the shocked industries 

to adapt, communicating for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researching how to 

open the service industries, signing FTA with Taiwan's main trade partners, and so on. 

Furthermore, we hope that government will combine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s cooperation 

policy with Taiwan industry policy, and develop Taiwan br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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