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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天下．Global View

以歐盟為藍本的亞洲經濟共同體

東協加三
將衝擊台灣產業競爭力
2010年起，大陸將正式加入東協經濟體系，日本與南韓也預計陸續跟進。未來這三個國家和

東協之間一般商品進口關稅將全部降至零，這樣一來台灣產品不管是出口大陸或東協，都將處

於非常不利的地位，面對此狀況，台灣產業的契機與商機何在？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撰文／董沛哲

近
年來區域經濟整合風潮湧起，「東南亞國

家協會」（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簡稱「東協」）逐漸形成東

亞經濟共同體，並進行「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的整合，實施區域內的關稅優惠保障。而東協也

積極與鄰近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目

前已與中國大陸簽定於明（2010）年成立自由貿

易區（ACFTA），即所謂的「東協加一」。預計

2012年南韓加入，2018年日本加入將成為「東

協加三」，屆時將成為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

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經貿挑戰大

東協加三（東協十國加上中國、日本、南韓

等三國）自貿區一旦成形，台灣被隔離在這個大

型自貿區之外，等於被「邊緣化」！在東協協議

區內的貨物將陸續降為「零關稅」，而協議區外

的貨物，將被課與6.5％到14.9％不等的進口關

稅，相當不利於業者在大陸及東南亞市場的競爭

力，更嚴重影響廠商生存。

台灣經濟成長率近七成靠外銷，外銷廠商既

享受不到任何關稅優惠；更將遭遇高關稅障礙，

讓以出口為主力的台灣經濟面臨沉重挑戰。連經

濟部長尹啟銘也坦承：「台灣經貿將面臨生死存

亡關頭！」六大工商團體近日更聯合請命，指台

灣的石化、塑膠、紡織、機械等重要外銷產業，

正遭遇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風暴！。

■ 東協將形成一個東亞經濟共
同體，積極進行「自由貿易

區」（AFTA）的整合，並
逐步實施區域內的關稅優惠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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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東協加三成型，未來將嚴重衝
擊台灣的紡織業。

東協加三成型　台灣優勢漸式微

在東協區域貿易成形後，不僅改變了亞洲各

國的產業合作形態，連美國、歐盟的訂單流入亞

洲比例也大幅減少；以往台灣距離大陸較近的地

利優勢，也將逐漸式微。

根據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影響評

估顯示，「東協加三」將造成台灣實質GDP下降

0.98％，貿易條件惡化1.14％，各產業生產總金

額減少69.7億美元，以紡織業減少19.5億美元最

多，其次是塑化業減少9.4億美元、電子業減少

7.1億美元。出口總金額將減少23.6億美元，以

紡織業減少14.6億美元最嚴重，其次是電子業減

少6.3億美元。

未來受到衝擊最嚴重的產業，首推石化、機

械、汽車、紡織及零組件產品等，首波競爭壓力

將來自新加坡與泰國。以石化產業來說，目前與

高峰期相較，產值已掉了50％以上；一旦台商在

大陸市場被他國取代，而退出當地市場，未來要

再重返將相當困難。除非台灣生產的產品有不可

被取代的特性，否則帶來的傷害程度不容輕忽。

台灣的塑化原料業、紡織業，向來是以外銷

為命脈的產業，每年出口到大陸的產量與產值都

非常高。而這些產業本身利潤就低，光是關稅上

的差異，確實將造成廠商相當大的成本壓力。

2009年起，大陸對六個東協國家塑化原料及產品

的進口關稅，就已從6.5％降為5％，東協加三啟

動後關稅更低，進口關稅稅率在10％以下項目將

全部降至零；但台灣相同產品卻仍被課以6.5％

的高關稅，競爭力明顯被削弱，對泛石化產業龐

大的上下游廠商勢必造成嚴重衝擊。

兩岸經貿正常　才能免於邊緣化 

在台灣外交孤立無援的局勢下，如何積極參

與區域經濟整合，是台灣維繫經濟發展的命脈！

而兩岸經貿正常化，將是台灣避免被「邊緣化」

的關鍵。近期六大工商團體也建請政府，應與大

陸就兩岸互免關稅的議題優先協商，並可參考東

協做法，儘速與對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希望以「東協加一」的模式為範本，

先與大陸方面簽訂框架性協定，然後再以「重點

產業早期免稅承諾」（Early Harvest）方式，針對

雙方關切的產品項目，漸進式談判互免關稅。

目前，台灣正面臨著全球化市場的競爭，無

論未來是否簽署FTA或ECFA，提升產業競爭力才

是根本之道。假如產業競爭力不夠強，即使簽署

了FTA，非但無法進入對方市場，反而會使本身

市場門戶洞開。因此，企業也必須主動進行產業

分工與研發創新，以充分利用東協加三後帶來的

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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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採購夥伴大會首次在台舉行
撰文／楊迺仁

全
球景氣衰退，造成台灣外銷市場遭遇空前

挑戰，為了協助我出口業者突破困境，由

經濟部指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辦、外貿協會

籌劃及執行的「2009年全球採購夥伴大會

（Sourcing Taiwan 2009）」，首度在3月30日至

4月2日假世貿一館舉行。大會活動的最大特色，

就是舉行上萬場次的一對一聯合採購洽談會，外

貿協會統計，後續採購商機預估可達新台幣

1,200億元，而在經濟部的催單作用下，後續商

機可望上看新台幣1,800億元。

副總統蕭萬長在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外貿

是台灣197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的重大引擎，如

2007年出口占台灣GDP比重，即高達70％，可以

說「沒有外貿就沒有台灣今天經濟的進步」。

蕭萬長進一步指出，在金融危機衝擊下，貿

易自由化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同時間舉行的G20

會議，第一條共識就是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而全球採購夥伴大會代表的意義，就是相信用貿

易，用採購，表示我們對全球經濟振興的承諾與

決心。

一對一採購洽談上萬場  
商機上看一千四百億

本次除吸引63國、548家外商、735位買主來

台進行13,800多場次的一對一聯合洽談會外，經

濟部長尹啟銘更與10家重量級買主簽署「對台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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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意向書」，這10家外商中，有8家業者過去3年

來，每年都對台採購。有兩家是首次來台採購，

包括年營業額50億美元、印度輕工業龍頭企業

「AMALGAMATIONS GROUP」，及墨西哥第一大

連鎖百貨公司「DISTRIBUIDORA LIVERPOOL, 

S.A.DE C.V.」 。

其他簽署意向書的外商還有：美國A C E 

HARDWARE公司、世界第三大運動用品集團法國

OXYLANE（DECATHLON）、汽車零組件一階供

應商德國ZF LEMFOERDER、全球最大電子零件業

者美國TYCO ELECTRONICS、全球最大農耕機械

製造商英國AGCO CORPORATION、全球記憶體模

組領導廠商美國KINGSTON TECHNOLOGY、美國

HARRIS CORPORATION，以及上海正大集團。

經濟部更要求內部及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對

受邀來台買主進行後續商機追蹤，以期後續商機

能達新台幣1,448億元。

物流中心設置　門檻放寬

為
建立更加完善的物流通關環境，發展台灣

成為全球運籌中心，財政部日前修正「物

流中心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放寬物流中心

設置門檻，由原定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2億元

以上」調降為「1億5,000萬元以上」，亦即不管

是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分公司名義申請，凡投資於

物流中心的營業資金達新台幣1億5,000萬元者，

即可申請設立物流中心。

除了物流中心設立門檻的放寬，分支物流中

心設立的限制也放寬。過去每一物流中心只可設

二處分支物流中心，修正條文則改為：物流中心

之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1億5,000萬元以上者，得

經海關核准，於不同地址另設二處分支物流中

心；其實收資本額已逾前條規定之最低限額者，

每逾新臺幣六千萬元，得再增設一處分支物流中

心，外國分公司申請登記為物流中心者也適用。

換言之，修正後，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1億5,000

萬元以上的物流中心，可於不同地址另設二處分

支物流中心之外，每逾新台幣6,000萬元，可再

增設一處分支物流中心，以鼓勵廠商積極發展國

際物流事業。

至於物流中心的設置地點，過去規定只能設

置在國際港口、國際機場、加工出口區、科學工

業園區及鄰近國際港口、國際機場地區或經海關

專案核准之地點內，新法則將農業科技園區也納

入可以設置的範圍內。

申請登記為物流中心時，應設置電腦及相關

連線設備，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貨物通關、

帳務管理及貨物控管等有關作業，並與海關連

線；以符合現代化物流供應鏈管理需求，另外配

合「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的廢除，以及，申

請登記時可不再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其影

本」，只要於申請書中載明「公司或商業統一編

號」等相關資料即可，海關可利用該統一編號自

行於經濟部的「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系統」查得公

司登記相關資訊，如此，不但業者能減少申請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之成本（每份200元），亦符合

節能減碳的原則及電子化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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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免稅優惠上路　刺激民間投資

為
刺激民間投資意願、加速景氣復甦，政府

增訂促產條例第9條之2，凡製造業及相關

技術服務業廠商，在97年7月1日至98年12月31

日新增投資者，將可享有5年免稅的租稅優惠。

經濟部工業局指出，不論是新投資創立或是

增資擴展，只要是在規定期間新增投資者，都適

用這項措施，但5年免稅的稅額將以新增投資總

額為上限，也就是投資抵減的免稅金額，不得超

過投資計畫實際支出的總金額。

新增投資總額的計算包括「土地成本」、

「建物支出」、「機械、設備及技術的支出」，

以及「其他與投資計畫相關的支出」，但製造業

的「其他支出」以機械設備的20％為上限，服務

業則可提高至70％為限。

而為加速業者投資腳步，規定投資案在今

（98）年底向工業局申請核准通過後，業者必須

在明年底完成，至於新建廠房則可延長一年，於

100年年底前完工。若是100億元以上的大型新

投資案，則可在環境影響評估通過後3年內完

工；而需填海造陸計畫者，則自環境影響評估通

過後，6年內完工。至於適用免稅的年度，業者

可於2年內選定開始免稅的期間，且可以延後免

稅年度，最長可延長4年。

本措施實施後，預估將可帶動新增投資約新

台幣5,000億元，對刺激景氣復甦、帶動經濟成

長助益甚大，此外也同時增加民眾的就業機會。

5年將投450億　新能源成另一兆元產業

行
政院於2009年4月23日通過「綠色能源產

業旭升方案」，為新能源產業點燃新興產

業的第三把火。在未來5年內，政府將投入250億

元推動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之設置及補助，並投

入200億元做為技術研發經費，預計將可帶動民

間2,000億元以上的投資。

行政院長劉兆玄表示，我國未來將朝向「低

碳家園」邁進，並以「低碳施政」做為政府施政

的重大內涵。他認為過去台灣在電資通、光電及

材料等產業有厚實基礎，因此在發展綠能產業上

具有很大優勢，而未來政府也將以具發展潛能優

勢的產業為主力，並優先推動。

目前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重點除了「太陽光

電」和「LED光電照明」能源光電雙雄外，還有

「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

池」、「能源資通訊」及「電動車輛」。經濟部

指出，針對太陽光電及LED照明這類已漸具經濟

規模，並處於快速成長階段的主力產業，將著重

在技術突破、提升競爭力、增加投資及拓展海外

新興市場為主。而其餘產業規模或應用市場上仍

處於萌芽階段者，則協助產業研發、取得關鍵技

術、建立國內市場示範應用、維持產業活力。

最終目標是使台灣成為太陽光電全球前三大

生產國、LED維持全球第一大供應國，並在全球

風力發電系統部份成為重要供應商之一。目前台

灣新能源產值為1,603億元，預計到2015年可提

高到1.158兆元，成為另一個兆元產業，屆時就

業人數可望突破1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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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鬆綁公司申設法規　改善經商環境

為
塑造良好的經商環境、加強國際競爭力，

行政院日前針對世界銀行(WB)經商環境評

比落後的指標，修正相關規定，包括廢除公司設

立最低資本額限制規定、廢除營利事業統一發證

制度、縮短公司設立登記行政作業時間。

我國於世界銀行「2009年經商報告」10項評

比指標中，「開辦企業」一項排名第119名。對

此，行政院多次召集相關部會檢討現況，釐定簡

化企業申設流程及法規鬆綁二大改革方向。

在法規鬆綁方面，修正「公司法」刪除授權

經濟部訂定公司設立最低資本額之法源。在簡化

企業申設流程方面，行政院已核定自2009年4月

13日起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過去辦理

「公司登記」後，須再完成「營利事業登記」，

公司才可營業。且申請「營利事業登記」時，地

方政府需併同審查建管、消防、都市計劃等法

規，當有未符合相關法規時，即無法取得「營利

事業登記」。而在新制中，公司申請人只要完成

「公司登記」時即可營業；至於營業場所是否符

合建管、消防、都市計劃等相關法規，則回歸各

法規管理事項，以落實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

政府持續戮力改善我國經商環境，以具體作

為積極檢討企業申設流程，今年目標達到簡化公

司設立程序為7個程序、完成時間16天以下及公

司設立無最低資本額。期能推升我國2010年世界

銀行「全球經商環境報告」之評比排名。

促進台德經貿交流
經濟部頒贈經濟專業獎章表彰羅德博士

為
了表彰德國巴登伍騰堡邦政府國際投資機

構國際經濟暨科技合作協會的羅德博士

（Dr. Hans-Dieter Roth）促進台德雙邊經貿關係與

產業交流，經濟部部長尹啟銘特頒贈經濟專業獎

章予以肯定。

羅德博士對我國一向友好，任職巴邦投資機

構期間，對我赴德或在德國投資之台商全力提供

各項協助；不僅積極促成巴邦將我國列入亞洲訪

問團之行程；多次邀請台商參與巴邦亞洲企業代

表聯誼活動；並協助政府科技合作訪問團拜會德

國重要的企業與人士。

其中，1988年協助我駐斯圖加台北貿易辦事

處成立；1990年更成功促成BW-I之前身國際經濟

合作機構GWZ與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於台北簽訂投

資合作協定，種種貢獻令台德經貿交流獲得卓越

進展。當日德國經濟辦事處魏諾朗處長（Dr. 

Roland Wein）及經濟部所屬單位主管等，均應邀

蒞臨觀禮，場面溫馨隆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