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与中国同时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两岸之间的

经贸关系也正面临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区域性国际经贸

整合，也对两岸贸易带来明显的影响，较远的例如欧盟

(EU)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较近的则有正在形成中

的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区。台湾身处东亚经济圈，与圈内

各国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东

亚区域整合的过程中，台湾是否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

于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

全球各国之间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已经达

到数百个，其中以2004年6月生效的，中国与香港及中国

与澳门签订的“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CEPA)，对台湾的

影响较大。中国大陆在与香港签署的CEPA当中，提供香

港服务业许多优惠的条件，使得香港服务业得以更早一步

的进入中国大陆投资，可以预见将对未来台湾服务业进入

中国大陆产生排挤效果。台湾身为全球经贸体系的一份

子，当然应积极参与全球的经贸活动，除了经常参与全球

性的经贸组织 (如WTO) 活动以外，更应积极加入区域性

经贸组织(如APEC)。随着两岸在外交休兵彼此释出善意之

后，台湾方面除了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更重要的是如何不

在区域经济组织中缺席。现阶段中国与东协即将成立自由

贸易区，日、韩、及其它亚洲国家都有意积极的参与，台

湾身处其中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同时努力寻找FTA架构

下的合作伙伴。从中国大陆与香港签订CEPA的效果来看，

对台湾是一个正面启示；准此，两岸共同市场的建立，是

海峡双方应该一致努力的长远目标。

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是一般化的概念，两者内容其

实有很多相异之处，而从区域经济整合的历史来看，欧盟

整合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足供吾人参考；相关时程

表参见表1。欧盟最早起源是由法、德、意、荷、比、卢

六国于1953年签署的巴黎条约，六国约定成立煤钢关税

联盟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六

国成立煤钢关税联盟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煤钢相关

产品的供需数量庞大，希望透过此联盟可以使煤矿与钢铁

的供应更顺畅。四年后，六国又签署罗马条约，把煤钢关

税联盟扩大成为欧洲共同市场 (European Common

Market)，把自由贸易的商品由煤钢扩大到其它商品。欧

洲共同市场的主要内容包括成立自由贸易区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关税同盟 (Custom Union, CU)，汇

率联系与劳工自由移动等。

其后数年，欧洲共同市场涵盖的内容愈趋丰富，影响

力也日渐扩大，包括1960年成立自由贸易区(EFTA)、1968

年成立关税同盟、1972年推动连系汇率制度。在共同市场

架构下，除了商品可以自由移动，关税及汇率也都紧密联

系，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程度愈来愈高。1993年成立欧洲

就业服务处之后，劳动力也得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移动。

至于欧盟政治组织的进程，则是1967年由欧洲共同市场

(Europe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改成欧洲单一

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简称欧体，EC)；1992年签

署马斯垂克条约之后，才成为今日的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EU)。1999年欧盟开始推行欧元 (Euro

dollar) 单一货币制度，初期欧元与成员国的货币可以共

同流通；到2001年元月成员国全面使用欧元。回顾欧盟

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最先成立的煤钢关税同盟只是一个

纯粹的经济组织，完全不牵涉政治主权的考虑；其目的在

使会员国之间的煤与钢铁的供需更顺畅，之后逐步推展到

货物、资金与人员的自由移动，最后才是关税与货币的统

一。由此观之，经济整合的过程只要依循经济利益的方向

逐步演进，终能达到提升经济效率的目的。

从产业共同体到两岸共同市场

林祖嘉 陈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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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纵横

时间                     条约                                     主要内容

1953                   巴黎条约                       煤钢关税同盟(ECSC)

1957                   罗马条约                       欧洲共同市场(EEC)

1960                                                  自由贸易区(EFTA)

1967                                                  欧洲单一共同体(欧体)(EC)

1968                                                  关税同盟(CU)

1968                                                  劳工自由移动

1972                                                  连系汇率制度(管中之蛇)

1992             马斯垂克条约(欧盟条约)               欧洲联盟(欧盟)(EU)

1993                                                  欧洲就业服务处

1999                                                 单一货币，欧元(Euro dollars)

2001                                                 单一货币，全面实施

表1  欧盟发展进程摘要

资料来源：王万里译(1999)，欧盟手册：前进欧洲，中国生产力中心出版。(原著 N. Moussis

(1998), Handbook of European Union, 1998)

              产业别         动植物    塑化    纺织    非金属    基本    电子    机械    其它

                             与食品                             金属    电机           工业

出口

          产业对全球出口     0.92     14.1    4.9      0.59    11.25   41.55   6.30    20.39

           对全球总出口

       产业对中国大陆出口     0      17.79   4.28       0      9.33    40.65   5.52    22.43

         对中国大陆总出口

       产业对中国大陆出口     0      51.36   35.52      0      33.75   39.92   35.65   44.77

          产业对全球出口

进口

         产业自全球进口      2.86    14.03   1.22    22.32    12.14    25.01    8.07   14.36

          自全球总进口

       产业自中国大陆进口     0      5.45      0     6.21     6.01     47.53    4.97   29.84

         自中国大陆总进口

       产业自中国大陆进口     0      5.29      0     3.78     6.73    25.86     8.39   28.28

          产业自全球进口

表2   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依存度（2007）  单位：%

资料来源：经济部国贸局，贸易预测趋势季刊。

二、以两岸产业整合迈向两岸

共同市场

台湾近 20 年来的产业发展，

电子产业一枝独秀，不但在产值

上遥遥领先其它产业，电子产品

的出口也大幅超越其它产业。由

于电子产业在台湾的独大地位，

也使得电子业成为台资在海外扩

展最快的产业；在赴中国大陆投

资与赴海外投资的产业中，电子

产业一直独占鳌头。以2004年数

据为例，台湾电子业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的37.36%，电子业出口则

占台湾总出口的37.12% ；两个比

例都将近总值的40%。由于台湾的电

子产业大量前往中国投资，连带也

促进中国电子相关产业的快速成长，

电子产业的产值及出口在中国同样

居于领先地位。2004年的统计显示，

中国的电子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的16.69%，出口则占总出口的39.

33%。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产值

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美、日两

国；台湾排名第四。中国大陆电子

产业集中在江苏与广东两省，这两

个地区台商最为集中，两岸电子产

业的垂直整合及互助共荣显而易见。

从台湾的角度来观察，如表2

所示，2007年台湾对全球出口中电

子电机产业占41.55%，台湾对中国

大陆出口中电子电机产业则占40.

65%。台湾从全球进口中电子电机产

业占25.01%；台湾自中国大陆进口中的电子电机产业类则

高达47.53%。从中方的立场来谈，如表3所示，2006年中

国大陆出口产品中，电子电机产业占46.70%，远远领先其

它产业。电子电机产业对台湾出口占中国大陆对台湾总出

口的42.10%，也是所有产业中最高的。由此观之，电子电

机产业对台海双方都是最重要而领先的产业，加上两岸在

此特定产业的频繁贸易，反映此特定产业的紧密整合。两

岸电子产业在近年来得以突飞猛进，是台商善用两个经济

体的比较利益，在两岸投资设厂进行产业分工及整合所获

致的结果。显然，海峡两岸都在电子产业最具比较利益，

而此产业实力则归因于两岸电子产业之间的高度互补与整

合。准此，本研究建议沿用欧盟的发展模式，以两岸电子

产业整合作为两岸共同市场的先声，这是直接可行的方

案。



             产业别          动植物    塑化    纺织    非金属   基本     电子    机械    其它

                             与食品                             金属     电机            工业

出口

         产业对全球出口  3.12     8.54    16.96    3.47    9.52    46.70    2.64    9.05

          对全球总出口

         产业对台湾出口        0      4.04      0      6.44    15.27   34.15    5.25   34.85

          对台湾总出口

         产业对台湾出口        0      1.30      0      5.10    4.42    2.01     5.46   10.60

         产业对全球出口

进口

         产业自全球进口      2.99    13.74    3.34    16.11    8.14    45.21    7.59    2.89

          自全球总进口

         产业自台湾进口        0     16.11    5.12      0      9.66    42.10    6.02   20.98

          自台湾总进口

         产业自台湾进口        0     13.22    17.28     0      13.39   10.50    8.93   81.85

         产业自全球进口

 表3   中国大陆对台湾贸易依存度（2006）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经济部国贸局，贸易预测趋势季刊。

以产业共同体的模式作为两岸

产业整合的出发点，不仅可以避免

“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在主权上的

争议，更重要的是，从两岸最具生

产效率的电子产业开始整合，可以

立即取得明显的成本优势，发挥巨

大的经济效益。在电子产业之外，如

同前述，福建地区更多的台商是传

统的劳力密集产业，这个产业在两

岸间仍然有相当的互补空间。台中

地区是台湾传统产业的发源地，加

上中科园区在近年来的快速扩张，

如果以台中的机场港口和福建直接

联运，可能形成更直接的产业聚落，

此聚落内有相当差异化的人力资本

与技术水准，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

生产模式。因此，在以长三角及新

竹科学园区为主体的两岸电子产业共同体之外，针对福建

与台湾目前的产业分工模式，可以构思以传统产业为主的

产业共同体，例如金属加工、精密机械、木竹家具、纺织

或皮革等在环海峡经济区的主要传产工业。如果几种传统

产业透过此区的直航快捷走廊获得高度整合，在内销和外

销取得更大的比较利益，自然可以迅速将产业共同体的范

围扩大，进而以逐步扩展到其它产业别，连带推展到关税、

汇率、金融与其它相关的经贸整合，迈向「两岸共同市场」

的终极目标。

共同市场的基本精神是“平等互惠，国民待遇”。环

海峡经济区在推动电子产业及传统产业的共同体过程，除

了货物流动的平等互惠之外，也应该逐步推动双方金融与

人员往来的国民待遇。台湾人民到中国大陆旅游所需的证

明文件及手续繁复程度，比台湾人民到日本旅游的要求还

多；中国大陆人民到台湾旅游的限制与关卡，又比台湾人

民更多。这些限制与要求，都与共同市场的精神背道而驰。

所以，推动产业的共同体的同时，也应逐步排除相关的金

融与人员限制，进而仿照欧盟的作法，短期下先成立自由

贸易协议，长期下再迈向全面的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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