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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2000年 5 月民進黨政府上台的六年以來，台灣的經濟就一直限於低迷的狀況，六年平均

GDP成長率只有 3.32%，不但低於李登輝時代的 6.49%，更低於兩蔣時代的經濟成長率。同樣

的，陳水扁總統執政六年下的失業率平均達到 4.40%，遠高於國民黨時代三個總統時期的失業

率，見表一。
[1] 

  

表一 四個總統時代的總體經濟表現之比較 

單位：% 

  實質 GDP成長率 失業率 通貨膨脹率 

蔣介石時代 

(1951-1973) 

9.41 2.55 7.33 

蔣經國時代 

(1974-1987) 

8.32 1.94 7.30 

李登輝時代 

(1988-1999) 

6.49 2.00 2.40 

陳水扁時代 

(2000-2005) 

3.32 4.40 -1.14 

資料來源：經建會，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雖然說 2000 年至今，國際間曾出現兩次較大的經濟風波，一個是 2001年的全球高科技產

業泡沫化，另一個是 2003年初的 SARS 事件。然而，這二個事件都不足以當成是造成台灣經濟

停滯的藉口，因為在 1997到 1998年時的亞洲金融風暴的情況要遠比上述二個情況要嚴重得

多，但是台灣卻能安然渡過。 

若再仔細探究 2000 年來台灣經濟成長停滯的主因，其實主要是來自國內部門的停滯(包括

國內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因為過去幾年的進出口成長率仍然是很亮麗的。但是，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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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內資本形成成長率大幅下滑、外人來台投資停滯不前、國內消費成長率也處於低檔，這些

才是造成台灣經濟成長率低迷不振的最主要原因。
[2] 

至於造成民眾投資信心與消費信心不足的最主要原因，則是在於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一

直以“意識型態”治國的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兩個指標，一個是「核四事件」，另一個則是

「兩岸關係」。在「核四事件」中，張俊雄院長先於 2000年 10月底宣布停建核四廠，但是立

即引起國內外的軒然大波，雖然於隔年元月宣布復工，但傷害已經造成。2001 年國內資本形成

投資下降 29%，造成當年經濟成長率為-2.18%，是台灣五十年來唯一的一次負成長。 

兩岸關係是民進黨政府意識型態治國的另一個罩門，在「一個中國是議題，不是前提」的

說法下，
[3]
兩岸關係的發展就受到很大的阻礙。不但如此，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也在意識型態

掛帥下，受到嚴重的抑制。雖然在 2001 年 8月召開的經發會中，300多位與會的產官學者得到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結論與建議，但是這些年來兩岸經貿政策開放牛步，更像是「消極

開放，嚴格管理」。到了 2006 年元月，陳水扁先生更是宣布把兩岸經貿原則改成「積極管理，

有效開放」，使得兩岸經貿關係再度降到冰點。 

我們認為民進黨政府若要重拾人民的信心，就應該放棄意識型態治國，「讓政治歸政治，

經濟歸經濟」畢竟政治問題應該用政治手段來解決，目前民進黨政府以經濟手段來應付政治問

題，結果不但沒能解決政治問題，反而是使台灣賠上了經濟成長的代價。 

現階段台灣要拼經濟，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善兩岸關係，尤其是對於兩岸經貿關係

要大幅開放，把大陸市場當成全球化市場中重要的一環，台灣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大陸的資源與

市場，以提升台灣的競爭力。尤其是在亞太經濟整合腳步正快速進行的今天，台灣也應積極而

主動的參與，而經過大陸市場融入亞太經濟整合，是最迅速有效的路，若是一味的排除大陸產

品與市場，結果被邊緣化的是台灣，不是中國大陸。 

二.兩岸經貿趨勢 

自 1979年大陸採行改革開放以來，就啟動了兩岸之間的貿易，由於兩岸之間經濟發展程度

差異很大，雙方比較利益不同，於是造就了快速的雙邊貿易成長。此外，1987年 11 月台灣開

放人民赴大陸探親以後，又開啟了台商赴大陸投資的熱潮。在大陸台商企業快速成長的帶動

下，兩岸貿易金額更是大幅成長。到 2005年時，台灣對大陸與香港出口金額已達到 716.1 億美

元，佔台灣出口的 37.8%；而進口則為 218.2億美元，佔台灣進口的 12.0%。台灣來自大陸的順

差高達 497.9億美元，遠高於當年台灣對全球的順差 77.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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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大陸出口快速成長下，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由 1990 年的 12.7%，迅速上升到 2000

年的 24.0%，再上升到 2005年的 37.8%。同期間，台灣對美國出口依存度則大幅下降，由 1991

年的 32.4%，下降到 2005年的 15.1%，見圖一。在大量出口的帶動下，台灣來自大陸的順差也

大幅成長，見圖二。合計 1991 年至今，台灣在兩岸貿易之間所累計的順差高達 3865.28億美

元，遠高於 2005年底台灣外匯存底的總額 2532.90億美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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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一些人擔心，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太高，應減少對大陸的出口。但是，如果我們

再分析台灣產品在大陸進口市場的變化趨勢，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解讀與想法。雖然台灣對大陸

出口成長很快，但是圖三顯示台灣產品在大陸進口市場的市佔率在 1997年達到 20.6%的高峰以

後，台灣產品的市佔率就一路滑落到 2005年的 11.3%。此一結果顯示，雖然台灣對大陸出口成

長很快，但是由於大陸自世界其他國家進口成長更快，結果導致台灣產品在大陸市佔率節節下

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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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是個很好的對照組，值得吾人參考。圖三顯示，在 1993年時，韓國對大陸出口只佔大

陸進口市場的 5.2%，遠低於台灣的 17.7%。但是，韓國對大陸出口也是快速成長，到 2005年

時，韓國在大陸進口市佔率達到 11.6%，已超過台灣的 11.3%。而且，大陸市場也早已成為韓國

最大的出口市場。事實上，近年來韓國在大陸投資的金額也已追上台灣，在 2004年韓國對大陸

投資金額為 164.6億美元，是當年台灣對大陸投資 84.1 億美元的二倍，見圖四。在韓國對大陸

投資成長的帶動下，未來勢必將會帶動更多韓國產品對大陸的出口。此外，在大陸所得逐漸提

升的情況下，大陸人民對於進口產品的品質、技術、與品牌的要求也會提升，而韓國產品在這

三方面都領先台灣，所以未來韓國產品在大陸進口的市佔率將會逐漸拉開與台灣的距離。從這

一個角度來看，台灣對大陸出口的成長率似乎是太低，而不是太高。
[6] 

  

三.民進黨的兩岸經貿政策 

從上面幾個簡單的圖形分析中，我們看到兩岸經貿關係的密切程度，即使民進黨政府在過

去六年以來的兩岸經貿政策是如此的保守與牛步，但在經濟法則的驅動下，民進黨政府對於兩

岸經貿的成長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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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無法招架得住。其中理由很簡單，一方面大陸經濟崛起的趨勢不但台灣難以阻擋，即

使是全世界的經濟體系都必須面臨此一重大的衝擊。而台灣就在大陸旁邊，再加上兩岸同文同

種同語言的條件，台灣更是難以排除大陸的競爭與磁吸效應。事實上，民進黨政府力阻兩岸經

貿發展的結果是，不但不能阻止兩岸經貿的快速成長，反而使台灣喪失了利用大陸龐大市場與

資源的機會，而且這種機會一但喪失就再也回不來了，此種結果怎麼不令人扼腕呢？ 

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基礎是基本上以李登輝總統時代的「戒急用忍」為依歸，所以在兩岸經

貿政策的開放過程就顯著極為保守。因此，雖然在 2001 年 8 月召開的經發會中，數百位產官學

者達成「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共識決，但真正細看民進黨政策的兩岸經貿政策的開放步驟

卻是非常謹慎而牛步。到 2006 年元月，陳水扁總統又逕自宣布兩岸經貿政策的主軸改成「積極

管理，有效開放」，如此一來，更顯示其對於兩岸經貿政策嚴格管理要超過積極開放的基本態

度，因此稱為「消極開放，嚴格管理」可能更為適切。 

由於民進黨政府對於兩岸經貿政策的管理非常的細微，可說是罄竹難書，所以在表二中我

們只針對三通直航、投資、金融、與觀光等幾個主要方面，來檢討民進黨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

及開放的效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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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通方面： 

有鑒於台商對於三通的需求聲浪很大，於是民進黨政府於 2001年元月開放小三通，先是只

允許金馬人士經由小三通赴大陸，然後再開放福建台商得以由金馬赴大陸，今年四月又研究要

開放金馬人士的二等親可以經由小三通。
[8]
為因應直航的要求，於是民進黨政府於 2003年元

月，首次同意春節包機直航，其後，2005與 2006年分別又實施一次。
[9] 

  

表二 民進黨主要兩岸經貿政策 

  

時間 政策內容 

一.兩岸經貿大方向 

2001/8 經發會通過「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原則 

2006/1 陳水扁總統宣布兩岸經貿政策改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二.三通直航 

2001/1 實施「金馬小三通」 

2003/1 首次春節直航 

2003/8 陳水扁發表兩岸直航三階段論 

2005/1 第二次直航包機 

三.投資 

2002/8 開放 8吋晶圓廠赴大陸投資 

2006/4 2000萬美元以下投資得採審核制度 

四.金融 

2001/2 核准保險公司赴大陸設辦事處 

2001/5 開放銀行赴大陸設置辦事處 

2001/11 開放境外金融中心(OBU)與大陸直接通匯 

五.觀光 

2001/12 開放第二、三類大陸人士來台觀光 

2005/5 規劃開放第一類人士來台觀光，每天上限 1000 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開放赴大陸投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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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8 月政府同意 8 吋晶圓廠赴大陸投資，但是對於投資的實質審核卻更為嚴格。本來

赴大陸投資金額在 5000萬美元以上，才需要事先申請，其他則事後核備即可。後來，此一上限

降到 2000萬美元以上的單項投資都必須事先申請。在今年 4月以後，更是連 2000 萬美元以下

的單項投資都「得」以審核，幾乎變成每一筆單項投資可以審核，其嚴格程度要比以前高出許

多。
[10] 

 (三).在金融方面： 

為因應兩岸資金往來，民進黨政府開放境外金融中心(OBU)與大陸直接通匯。但是，更重要

的開放金融產業赴大陸投資卻遲遲不見下文。2001年 2月與 5月，分別開放台灣保險與銀行業

者赴大陸投資辦事處，但是成立分行的規定卻到現在都還沒有開放。
[11] 

至於在其他方面的資金管制則完全沒有開放，包括企業赴大陸投資上限不得高過實收資本

的 40%、利潤匯回台灣後不得再匯出，台灣公開募得的基金不得投資大陸等等。資金對於企業

就如同血液之於人體，資金要充分流動才有效果，就如同血液不能完全集中於心臟一般，那麼

廠商怎麼會有意願把錢匯回台灣？再說，在全球資金流動這麼迅速的今天，政府又如何管得動

台商資金流動？ 

(四).在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方面： 

觀光是無煙囪工業，同時觀光是勞力密集型的服務業，對於創造就業機會的效果很大。世

界除了極少數的幾個鎖國型的的國家以外，大多數國家都希望能大量吸引國外人士來國內觀光

與消費，以刺激國內經濟成長，並創造就業機會。
[12] 

為因應國人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要求，民進黨政府於 2001年 12月正式放大陸人士來

台觀光，但只限於第二與第三類人士，其中第二類是住在大陸但是出國到其他國家旅遊者，第

三類則是大陸住在國外的人士，而真正人口較多的是第一類的大陸人士。2005 年民進黨政府規

劃每天開放 1000名第一類大陸人士來台，但這些人到目前仍然不能來台。 

  

  

五.結語 

美國知名記者 Friedman(2005)在其巨著中，多次提到科技進步所帶動的全球化浪潮，再加

上中國大陸與印度大量人力釋放所引發的效應，剷平了落後國家曾經遭遇的障礙，而造成全球

所未見的競爭。不幸的是，不論你喜不喜歡，此種全球化的競爭每天都在你的眼皮底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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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 說，面對這種競爭，選擇逃避無法解決問題，我們要做的應該是要讓自己多累積知識

與技能，並且要努力的去利用這些新興科技與市場，並且讓自己與別人不同，如此才不會在全

球化的競爭中慘遭滅頂。 

台灣緊鄰中國大陸，再加上同文同種同語言，台灣受到中國大陸磁吸作用的影響程度，要

遠遠超過其他國家與地區。尤其是過去二十年來，台商大舉赴大陸投資的結果，事實上已經造

成兩岸經貿密不可分的關係。對台灣而言，全球化浪潮、區域整合浪潮、與大陸磁吸效應，三

大浪潮形成台灣外在環境的重大壓力，而台灣除了開放、開放、再開放以外，幾乎不可能再有

其他選擇。
[13] 

不幸的是，民進黨政府在台獨意識型態考量下，對於上述三大浪潮卻是視如無物，尤其是

對於中國大陸的衝擊始終保持有負面與排斥的想法。也因此，對於兩岸經貿政策都一直持著非

常謹慎的與保守的態度，然而，此種牛步化的政策如何能跟得上全球化等三大浪潮的快速轉

變？在兩岸經貿關係遲遲不能正常化的情況下，結果造成轉單生產、外資減少、國內資本形成

停滯等負面效果，對台灣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傷害。 

我們認為民進黨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應該立刻改弦易轍，台灣必須向中國大陸市場、向東

亞市場、向全球化市場開放，這是面對全球化競爭的唯一方式。至於在兩岸經貿政策方面，首

先，必須要將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包括開放觀光、直航、建立貨幣清算機制、與簽署租稅協

議等。其次，台灣應爭取與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類似組織，如果雙方在自由貿易協定(FTA)

與更緊密經濟夥伴安排(CEPA)之間有所爭議，我們認為前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倡議的兩岸共同

市場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折衷做法。第三，台灣應積極爭取加入正在形成中的東亞自由貿易區

(AFTA)，因為台灣唯有積極的加入經濟整合之中，才可以避免被邊緣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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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高希均、李誠、與林祖嘉(2006)。表一中，兩蔣時代通貨膨脹較高的主因之一，在於 1973

與 1975年分別遇到第一次與第二次的全球能源危機，造成全球與台灣的物價上漲。 

[2]
 關於台灣總體經濟表現及其原因的詳細討論，請參見 Cheng、Liang、and Lin(2003)的分

析。 

[3]
 這是陳水扁先生在 2000年 3月選總統時最先說出來的，見民生報，2000.3.21。 

[4]
 關於台商在兩岸貿易中的貢獻，請參見高希均等(1992、1995)的討論。 

[5]
 以 2003、2004、2005年三年為例，台灣對大陸出口成長率分別為 22.0%、28.3%及 12.2%，

但是大陸自全球的進口成長率則為 39.8%、36.0%、及 17.6%。 

[6]
 關於韓國因素對於台灣的衝擊，請參閱林祖嘉(2005b)的分析。 

[7]
 有關於民進黨政府對兩岸經貿政策的細項檢討，請參見林祖嘉(2005a)的分析。 

[8]
 如果民進黨政府下一步再開放住在金門街、廈門街、福州街、與泉州街的人士可經由小三

通，我們大概也不必太意外。 

[9]
 只是我們不知道何時才能三節直航？週末直航？但是，就是不能真正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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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如此嚴格要求赴大陸投資的標準下，台商赴大陸投資向投審會報備的意願自然很低。以陸

委會出版的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公佈的數據來看，到 2005 年 11月底為止，向投審會登記赴大

陸投資的累計案件為 34343件，累計投資金額為 468.7億美元。但是，在同一本月報中公佈

的大陸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台商赴大陸投資的累計案件為 68152 件，累計協議金額為 887.4

億美元。兩者差異這麼大，我們政府該如何自處？ 

[11]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已於 2005年初在大陸成立分行，正式營運，是國內金融業者的第一家，

也是唯一的一家。 

[12]
 以大陸與港澳在 2004年實施更緊密經濟夥伴安排(CEPA)為例，在大量開放大陸人士赴澳門

與香港自由行的結果，當年澳門與香港的經濟成長率分別高達 28.0%與 8.1%，這就是觀光帶

動經濟成長的最佳例證。 

[13]
 關於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可能的影響，請參閱林祖嘉(2006)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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