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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 ECFA 簽訂的戰略利益： 

區域經濟分工轉型下的政治經濟分析 *

蔡宏政 **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臺灣朝野對 EFCA的爭論，從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對中貿易依
賴、關稅減讓項目與時程、產業轉型與相關的失業輔導救濟、乃至於

GTAP等貿易模型設算問題等等，正反雙方對立，幾無共識可言。本
文論證，把 ECFA定義為「純經濟」議題、甚至於再縮小為自由貿易
議題，會產生一種誤導性的迷思。「全球化」、「區域化」或「貿易自由

化」都是在一定的國際政治與社會結構中，由一連串各國政府互動下

的歷史產物，經常反映的是強權國家的利益折衝與計算。臺灣在這種

國際政治經濟變動格局中，需要先確定自己的戰略性利益何在，才能

有更細部的關稅減讓項目與時程、產業轉型與相關失業輔導與救濟等

具體的方案設計。目前東亞區域主義是在開放式與封閉式之間的光譜

上移動，牽涉到東亞強權之間的角力變化。本文建議，臺灣的基本戰

略利益應該是在強權主導的局勢變化中維持戰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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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的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上，當時的候選人馬英九

即提出兩岸簽署「綜合經濟合作協議」（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二○○八年年底，馬英九總統在

一次公開場合中提出，這一綜合經濟合作協議在定位上可視為建立

未來兩岸經濟整合的「框架協議」，未來兩岸可以在一定時程（五

或十年）內，逐步取消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形成允

許貨物之自由流通，採取共同對外關稅及貿易政策，並允許其他生

產要素（如人員、資金、勞務、商品）自由流動之共同市場。馬總

統全球布局的構想是以兩岸共同市場的方式開始，再與東亞、美國

等進行全球接軌（胡明揚，2008）。

由於擔心滋生誤解，CECA後來改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不過爭議並

未止歇，正反意見反而越演越烈。從政府官員與反對黨的對抗，延

伸到不同意見的媒體社論、工商團體、專家學者。爭論的議題則從

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對中貿易依賴、關稅減讓項目與時程、產業轉

型與相關的失業輔導救濟、乃至於 GTAP等貿易模型設算問題等

等，雙方對峙，幾無共識可言。贊成簽訂的一方強調 EFCA是臺灣

經濟走向全球化的必經之路，反對者是將臺灣導向「鎖國」之途，

名曰「愛臺」，實乃「害臺」。反對陣營則強調簽訂條約的一方是對

臺灣有領土野心的中國，因此需要完整的配套措施，臺灣要追求的

是「通過世界走向中國」的全球化，而非「通過中國走向世界」。

雙方對 EFCA與經濟全球化（其實只是貿易自由化）的等同關係似

乎都沒有疑義，差別只在於彼此互相指責的「傾中」與「鎖國」。

國內研究區域／全球經濟的智庫由於機構性質，在這個議題

上主要著重在比較「純粹」的經濟投入產出效果分析，以及具體的

產業項目比較利益計算，以提供政府政策判斷的依據（洪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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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顧瑩華，2010）。這樣的研究當然極具重要性，它們是宏觀

決策的具體根據，但是把 ECFA定義為「純經濟」議題、甚至於再

縮小為自由貿易議題，會產生一種誤導性的迷思。「全球化」、「區

域化」或「貿易自由化」都是在一定的國際政治與社會結構中，由

一連串各國政府互動下的歷史產物，經常反映的是強權國家的利益

折衝與計算。臺灣在這種國際政治經濟變動格局中，需要先確定自

己的戰略性利益何在。只有先清楚界定何者是臺灣的基本戰略利

益，才能決定在全球化、區域化或貿易自由化下不同的因應策略，

然後才有更細部的關稅減讓項目與時程、產業轉型與相關失業輔導

與救濟等具體的方案設計。把不同層次的問題混淆在一起討論，會

使得討論的焦點難以釐清，也難以對 ECFA這種具有複雜意涵的議

題做出政策選擇。

這篇論文希望對 ECFA的基本戰略利益做出一些澄清的分

析。我們首先論證，東亞區域主義一開始就是一種開放式區域主義

（open regionalism）。這一開放式區域主義主要是在美國主導下的冷

戰反共歷史脈絡下被建構起來的。它的核心是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同

盟──安保條約，支持這個區域軍事同盟的物質生產基礎就是雁行

分工體系。因為雁行體系的運作是依托於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因

此雁行體系的國家在國際政治上就必須以美國馬首是瞻，雁行國家

的經濟越繁榮，它們對美國的軍費負擔、投資貿易分工，乃至於美

國價值的接受就越有幫助，政治、軍事與經濟三者合而為一，共同

構作美國對東亞的領導霸權。

一九八○年代之後，雁行體系的分工結構由於美國的金融調

整、遠程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而進一步延

伸，在一九九二年之後與中國經濟發展快速整併。不過，與所有雁

子們不同的是，中國並沒有對美的軍事依賴，因此中國經由雁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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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昇自己的經濟實力，其實潛藏著對美國霸權的政治與軍事挑

戰。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與二○○一年至二○○五年WTO

杜哈回合談判的失敗標誌著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受挫，導致以「東協

加一」模式進行東亞經濟的區域化，也因此增加了中國經濟規模的

權重效應，形成臺灣被迫面對是否簽署 ECFA的基本情勢。所以，

ECFA是全球化趨勢受挫，東亞轉向區域化發展下才有的結果，

「ECFA等於全球化」這一朝野琅琅上口的主流語言是一個基本情

勢的嚴重誤判。

不過與歐盟的封閉性區域化不同的是，東亞的區域化至今仍然

立基在東亞特殊的開放式區域主義上。它的關鍵技術依然控制在美

國與日本手中，最終市場依然是在美國與歐盟，這種「兩頭在外」

不僅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擁有，事實上它一

直是戰後雁行生產體系的基本特徵。更重要的是，東亞經濟所賴以

運作的國際金融基準依然是美元本位；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力量甚至

於超越冷戰時期，成為唯一能提供東亞國際安全環境「公共財」的

國家。這些結構性要件都使得美國繼續維持著東亞的霸權地位。

美國對維持東亞的開放式區域主義態度一直是相當清楚的。

對於中、日、韓的「東協加一」，美國經由宣示加入「跨太平洋

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SEP，因為除了美國之外，又包括智利、新加坡、紐

西蘭、汶萊，所以也稱為 P4），清楚地表明維持一個以美國為軸心

（hub），同時向東亞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域的扇形戰略連結，以擴大

美國單邊影響力的戰略目標。

因此目前東亞區域主義是在開放式與封閉式之間的光譜上移

動，牽涉到東亞強權之間的角力變化。雖然美國霸權目前居於主導

地位，但是美國的霸權是建立在東亞各國的動態矛盾均衡，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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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議，臺灣的基本戰略利益也應該是在強權主導的局勢變化中維

持戰略平衡。根據我們的論證，本文提出四個參考指標（軍力、國

際金融基準、全球出口市場、技術領導地位），來測度東亞基本結

構的變化，據此釐清臺灣的戰略利益，以作為 ECFA的簽訂的基本

原則。

壹、東亞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形成

如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二次大戰之後的東亞區域結構主要

是在美國強力干預下所形塑的。美國東亞戰略的最初目標是在解構

日本軍國主義再次發動戰爭的能力。因此在整套的日本重建計畫中

最主要的目標是拆除支持戰爭的財務引擎，日本財閥集團，民主化

日本政治體系，以及改革日本的軍事文化。然而在一九四七年到

一九四八年所逐漸出現的冷戰對峙急遽地改變了美國的東亞政策。

日本重建計畫中的首要任務由國內的社會政治改革，轉向區域間的

權力平衡，也就是建立起一個足以圍堵共產勢力的資本主義陣營。

構成這個資本主義陣營最核心的部分首先就是一九五一年美

日兩國簽署的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一九五一年美日兩國簽署安保

條約，在一九六○年的修正安保條約中，第五條條文指出：「雙方

認知到任何在日本管轄領域對於雙方的軍事攻擊，危害雙方的和平

與安全，雙方會採取行為對抗共同危險」。在第六條條文中則明言

安保條約的保障範圍達於「遠東」：「為有助於日本以及遠東地區

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得使用其在日本境內的陸、海、空軍設施

與基地」（Wikipedia, 2010）。安保條約以日本為區域軍事盟友，提

供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軍事保護傘，也因此控制著這些國家的外交路

線，維持美國在東亞國際政治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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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反共陣營一開始所費不貲，從一九五三年到

一九六二年，南韓的進口有 70%是靠美援來支付的，而臺灣則是

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平均每年接受一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這個數目佔臺灣每年國民生產毛額的 5%到 10%，占固定資本投資

的 42%。另外還加上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在國民黨

政府當時每年 26%的赤字支出中，有 90%是由美援撥款所抵銷的

（金寶瑜，2005: 130-131；王振寰，1989: 81-82）。東亞各國（特別

是日本、韓國與臺灣所組成的東北亞）的經濟繁榮因此對美國有重

大的地緣政治利益。在一個最理想的狀況下，東亞各國不但要能夠

成為自給自足的圍堵陣營，以減輕美國的援助負擔，而且在日後還

可以轉化為接受美國投資的國際加工基地（Gold, 1988: 185）。

為了支撐這個軍事架構的物質基礎，整個日本重建計畫被逆

轉其先前社會改革的方向，戰前的財閥集團被重新組織起來，財

經技術官僚與政治菁英也繼續被保留在戰後的權力階層中（Selden, 

1997）。透過韓戰的軍需採購，美元被大量地輸入日本以及東亞其

他國家。日本則通過戰前殖民地網絡，自東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取

得農工原料並回輸工業製品以平衡其美元短缺。美國則經由開放國

內市場，吸收東亞反共國家日漸復興的生產能力，將美元在韓戰、

越戰之後，以貿易順差的方式持續地輸入這些盟國。

這個區域分工的經濟發展模型在戰後被日本學者與技術官僚如

Ippei Yamazawa、Saburo Okita 和 Kojima Kjyoshi宣揚成為一個以比

較利益為原則，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他們綜合赤松要

（Akamatsu Kaname）在一九三○年代晚期提出雁飛形發展模式，以

及一九六六年 Raymond Vernon提出一個修正版的產品生命週期理

論（product life cycle），構築成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東亞雁飛形區域

分工秩序理論。在這一體系中，日本由於它的資本與技術優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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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產業部門創新的源頭。藉由日本的 FDI，創新的生產技術與產品

在進入成長其與成熟其實，被依次傳遞到第二梯次（臺灣、南韓、

香港、新加坡）與第三梯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的

雁子們。東亞各國因此踵步日本，由勞力密集產業逐漸往資本密

集、甚至於技術密集產業移動，造成整個區域發展在日本領導下的

集體上升。

由於雁行分工被詮釋為市場的「比較利益」來推動的，因此

它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自然」的市場分工結果。這種「自然」的市

場解釋深中人心，以致於經常掩蓋了背後的權力意涵。首先，雁行

分工的高階技術與資本投入是由美國而來的，雁行分工所產出的大

量出口也要通過美國市場的吸收才能實現利潤，完成最終的資本積

累。整個東亞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就是建立在以美國為核心

的「兩頭在外」，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國的「兩頭在外」工業化其實

就是這一運作邏輯的延伸。

事實上，雁飛形分工秩序之所以能穩定維持，乃是立基在美國

優勢武力所建構出來的區域安全環境，這個穩定的安全環境使得該

地區的發展與繁榮得以可能；反過來說，雁飛形經濟分工也強化了

美日軍事結盟的物質基礎。雁飛形分工秩序與安保條約共同構成美

國在東亞的霸權，它的真正位置必須放置在一個軍事／政治／經濟

有機綜合體（organic complex）來考察下才能理解其根本底蘊。

美國藉由復興日本經濟來驅動東亞區域經濟的成長，但卻保

持該區域在政治與軍事上對美國的高度依賴。在這個「大新月彎

（the great crescent）」裡，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被轉化成「半主權國

家」（semi-sovereign states），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運作機

制下，它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日漸繁榮，但卻不具有外交與軍事上

的獨立地位，雖然處於同一區域，但是缺乏區域內的制度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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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nnection），互相之間的關係主要取決於

他們各自的對美關係而來，因此整個區域的發展方向最終是受制於

美國的單邊影響力。
1 這是美國為何願意容忍東亞貿易伙伴帶給美

國巨大貿易赤字的地緣政治理由。

這也是為何東亞之所以具有開放區域性（open regionality）的

根本原因。除了因為區域內國家彼此間的歧異性甚大之外，更重要

的原因是東亞區域主義一直都是以各國對美國的雙邊關係為主，而

不是如同歐盟那種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組織，由區域內國

家集體協商所產生的制度性安排而來的，而是因為經濟上的投資、

貿易與生產分工，從而帶動人員與文化的流動所架構出來的，因此

這種網路帶有一種低制度性、因不同條件可以彈性延伸或轉變性質

的特徵。事實上，它也的確從一九八○年代之後開始出現轉型，從

而反過來為一九九○年代末期新的區域化發展搭好舞臺。

貳、東亞區域分工的轉型

以美日為領導核心的雁飛體系在一九八○年代由於三個相互作

用的因素而開始出現轉型，首先是美國的金融調整政策；其次是垂

直分工生產方式的出現；最後是中國在一九九二年決定加入區域分

工體系。

1 關於東亞的「半主權國家」做為美國「大新月灣」的全球戰略角色，其主
要特徵為，這些東亞國家具有獨立的領土、司法管轄權、乃至於經濟領

域，但是其外交是以美國為首，其首要的理由是軍事上的接受保護，其次

是經濟上的成長要依賴美國的市場，因此其形式上獨立的主權，在實質上

需要通過與美國的協商才能執行，因此稱為「半主權」。Bruce Cumings於
一九八七年將此一概念用於分析美國的東亞政策（Cumings, 1987: 44-83）
十年之後，Peter Katzenstein正式將這些東亞國家稱為「半主權國家（semi-
sovereign states）」，詳見 Peter Katzenstein（199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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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的金融調整政策

美國的金融帳盈餘（反映其經常帳赤字的規模）在一九七○年

代之後開始穩定上升，而在一九八三年開始飆漲，一九八七年達於

戰後的首波高峰。之後的規模雖然縮小到僅為九十二億美元，但是

從此之後則以更令人瞠目的速度飆漲到二○○四年的 6,126.9億美

元（圖 1）。2  

圖 1　美國的金融帳與經常帳

資料來源： Washington D.C.: IMF Statistics Department(1998; 2005).  
作者整理繪製。

一九八三年的首波飆漲使得當時的雷根政府開始對主要貿易

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的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這一政策行動具體

地表現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廣場協定」（the Plaza Accord）的簽訂

上。以日本為首，東亞四小龍的幣值在一九八○年代下半葉開始大

2 值得注意的是，二○○六年之後美國的貿易赤字有大幅減低，這與中國之
間的貿易失衡改善有關，也就是意味著中國對美市場依賴的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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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升，並且在一九九五年以前維持著這波升值的幅度。相對地，

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三年，中國決定維持經濟開放的路

線，持續地以吸收外資，擴大出口做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人民

幣對美元的匯率卻相反地在一九九○年代上半葉也快速地貶值，由

一九八六年的 3.45大幅貶至一九九四年的 8.6。這一因應美國金融

危機的升值行動直接導致了區域匯率的重新調整，引發雁行體系一

波波由上往下的對外投資流動。

二、垂直分工生產方式的出現

東亞經濟素以全球生產基地為世界稱道，其中以電子／電腦產

業最為典型，後來的發展也證明了，遠程通訊技術所帶來的技術垂

直分化的確標誌著革命性意義。因此我們以電子／電腦產業作為技

術垂直分化與東亞跨國生產網絡（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的說明案例。

戰後東亞電子業的快速發展確實是由日本領頭的結果。戰後日

本政府由於無法藉由國防工業提升一般電子產業，因此集中於發展

消費性電子產業。日本消費性電子產業成功的第一個原因是政府政

策的鼓勵與保護。一九五三年通產省（MITI）發表協助電視遙控

器生產的計畫，並透過設立保護關稅（當時稅率為 30%，而美國只

有 10%）防止國外產品的競爭。第二個原因則是美國的影響，美

國於韓戰後在日本的駐軍提升日本國內的消費能力，而這些軍人所

使用的美國電子產品更為日本公司提供了一個以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3 來發展技術能力的好機會。一九六○年代中期，日本

3 將產品解體為零件，並研究其內部運作，以提供改進現有產品或是建造新
品的潛在可能。在資訊軟體上，則指透過一定的軟體工具將某些軟體的機

器碼，譯回可供程式設計師閱讀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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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還使用美國品牌將彩色電視機出口到美國市場，但一九七○年

代初期，日本公司便開始推出自己的品牌，例如 Sony的 Trinitron

與Matsushita的國際牌體系（Panasonic system）。一九六○年代之

前，美國公司的消費性電子業仍大幅領先日本，比如在一九五五年

其產值達一點五兆，而日本只有七千萬；但三十年後，日本消費性

電子業的產值已經超過美國的兩倍（Baranson, 1980: 31-32, 46-52, 

93-97）。

美國之所以將消費性電子產品的製造轉包給日本代工，是因為

五十到六十年代期間，美國企業多專注於電腦產業上，特別是主機

電腦。主機電腦是建立在一個封閉的所有權架構中，相關的科技資

訊、元件與其他周邊設備的技術彼此串聯，一起受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在此一封閉系統中，每個公司都必須掌握並控制商品鏈的各個

階段，包括研發、製造、流通、市場行銷及支援服務等，才能取得

最大利潤。因此，產品上下游的垂直整合發展成為競爭下的自然結

果。由於各系統彼此不相容，從一個系統轉換到另一個系統的成本

非常高。因此，一旦某個系統取得主要平臺的地位，該系統就能產

生市場鎖入（lock-in）效果，把其他競爭者趕出市場，擴大其產品

的消費群。

由於大部分的美國企業逐漸依賴日本的零件來生產消費性電子

產品，美國因此一步步地失去該領域尖端科技的領先地位，對日本

的依賴也從原先的零件部分擴展到電子產業的記憶體晶片、LCDs

和精密零件。換言之，透過做為美國的零件供應基地，日本不但蠶

食了美國的家電市場，而且還累積了相當的技術以趕上主機電腦產

業。在此競爭壓力下，乃促使美國企業轉向亞洲其他地方建立生產

網絡，以作為日本供應管道之外的另一種選擇（Borrus, 2000: 67-

68）。以臺灣為例，一九六○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政府鼓勵「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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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取代官方美援」來確保「一個非共產中國發展模式的生存與活

力」（Gold, 1988: 195）。美國的直接投資多集中在電子部門，期能

與廉價的日本進口相抗衡，美國跨國公司因此為臺灣組裝廠帶來訂

單與技術，從而建立臺灣電子產業的製造能力。

儘管在電子業有令人稱羨的進步，日本企業依然有一嚴重弱

點。他們始終依賴於美國公司所制定的標準。換句話說，雖然日本

公司能夠生產產品，有些產品甚至比美國的競爭者更好，但是它們

要生產什麼產品仍然必須取決於美國公司的生產標準。這種標準制

訂的統治地位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由於電腦科技的快速進展而越

見其關鍵性。

電腦產業的革命性進展開始於一九七○年代末期與八○年代初

期的個人電腦出現。一開始，個人電腦的銷路多集中於教育市場，

但很快的，它被引入商業市場做為資訊與文書處理工具。一九八一

年 IBM決定進入個人電腦市場後，個人電腦被視為未來電腦基礎

建設的重要工具。為了滿足快速的市場需求，並維持個人電腦低

成本的競爭力，IBM開始外包所有零件的生產，包括最重要的兩

個部分：微軟（Microsoft）的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和英特

爾（Intel）的微處理機（CPU）。IBM個人電腦因此一策略而在市

場上達到空前的成功，一九八三年末，IBM市場佔有率達到 26% 

（Derick and Kenneth, 1998: 52）。不過 IBM在這一波的擴張中犯了

一個致命的錯誤，它讓微軟和英特爾在免付權利金的情況下，授權

其他電腦製造商製造關鍵性零組件。這個決定使得個人電腦架構標

準的專利權，從 IBM轉移到微軟與英特爾，IBM個人電腦變成開

放系統，所有製造商都可以自由進行反向工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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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競爭中，IBM認為自己有兩個優勢。第一是擁有較低

的成本，因為 IBM有最大量的消費者，使 IBM能對製造供應商取

得較低價格。其次是 IBM擁有作業系統、其他軟體與週邊產品界

面的基礎輸入／輸出系統（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tem, BIOS）。

但第一個優勢後來逐漸喪失，因為大量訂單培養供應商大量生產的

能力（像是大同公司監視器），從而使得供應商也能以更低價格為

盜版商提供過剩的產能。第二個優勢的消失乃是因 BIOS被反向製

造，並以完全不同的符碼來替代，製造商只需要從微軟買MS-DOS

和從英特爾買處理器，即可自行製造 IBM-PC。此一開放電腦架構

使標準公開化，於是讓電腦製造商能夠以最低的價錢與最好的品質

外包其他零件、軟體及週邊設備到世界各地的供應商。各種硬體和

軟體公司如百花齊放般的湧現，在MS-DOS和微軟中央處理器之

下，設計、製造、改進相互溝通的零件與軟體均同時發展（Derick 

and Kenneth, 1998: 52-53）。

電腦科技的發展與創新，如摩爾定律所預測一般：微處理機電

晶體數字每十八個月會加一倍，個人電腦於是有能力執行之前需要

大電腦才能執行的功能。從公司行業到個人使用，這個進步不僅擴

大應用範圍，更擴展了使用者市場的需求。最後，網際網路的出現

連結數位化資訊以及全球性的遠程通信能力，更在根本上重塑了此

一產業結構。

在此一持續的創新過程中，個人電腦不同的部門，從微處理

機、作業系統、零件、週邊設備到應用，都高度專業化，形成各自

專門的領域。例如晶片製造，八吋晶圓廠成本是一至二兆，最新科

技在三到五年後將過時，晶片製造商將需要大量資金以維持技術的

領先。因此一個國家或一個公司想要垂直整合所有的電腦製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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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甚至於僅止於控制所有關鍵技術，都已經不切實際，生產因此

必須全球化，以利用全球各地的專業分工優勢。

因此，縮短的產品週期與微薄的生產邊際利潤，掀起一波從

美國到亞洲供應基地的產業遷移風潮。普遍被接受的產品標準成

為競爭優勢的關鍵，而它們大多為美國公司所擁有，例如英特爾

（CUP）、微軟（Windows和 Explorer）和應用程式的 Adobe等。他

們向已有合作經驗的東亞生產網絡購買零件，生產層級首先由日本

的關鍵技術、南韓的 DRAM、臺灣的晶圓廠、新加坡硬體驅動磁

碟組成雁行的第一梯隊，在成本的壓力下，第一梯隊再轉向東南亞

與中國設廠，生產低階的（low-end）產品如主機板、鍵盤、滑鼠

等，形成完整的東亞零組件供應網絡。因此，生產的垂直分工提供

了後進國家更多的利基去進入某一生產工序，並強化自己的製造技

術能力。

三、「大中華經濟圈」的浮現及其限制

由於美國金融調整所帶動的區域產業轉型，以及製造技術的

垂直分工，臺灣的電子產業中屬於勞力密集、容易組裝、不用測試

的部分，如電腦中的滑鼠、鍵盤、電源連接器在一九八○年代晚期

就陸續地移往中國，一九九○年代開始則提升到一些需要更高技術

與測試工序的產品如主機板、監視器，例如在一九九三年，中國就

已經佔有臺灣廠商海外生產的 PC硬體產品的三分之一，其中監視

器更高達一半的比例。在一九九五年時，中國電子產品的出口總值

（165億美元）第一次超過了進口總值（161億美元），二○○○年

中國就取代了臺灣成為第三大資訊硬體產品的生產國，僅次於美國

與日本，而在該年 255億美元的產值中，由臺灣廠商投資生產的部

分就佔了百分之七十二（Lardy, 200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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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中國的出口主要是以標準化的產品為主，同時進口的

零組件與出口同步成長。中國的進口金額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成長，

二○○二年之後大多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之上，金額從二○○三年的

2,952億美元成長到二○○七年的 9,558.2億元，漲幅超過三倍。其

中，中間財成長的漲幅在二○○五年之前高於製造業。
4 這顯示中

國的電子／電腦產業既缺乏上游 IC零件製造能力，甚至於也缺乏

中間財自給自足的能力。不過二○○五年之後，中間財的進口比例

有下降的趨勢，顯示中國生產鏈有朝向提升中間財自我供應能力的

方向發展，並轉向消費財的進口（蔡懿倫，2009）。

為了建立上游零組件的生產，中國在二○○○年之後就致力

於半導體產業的建立。二○○○年《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的若干政策》（即一般俗稱的「十八號文件」）所提供的租稅優

惠固然吸引了全球半導體廠商的投資，但是更關鍵的是，臺灣專業

晶圓代工的引入使得中國的半導體產業逐漸地從一九九○年代的

IDM生產模式走向設計、製造與封裝測試的分工模式，在長三角

地帶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群聚。其中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就是前世大

總經理張汝京所經營的中芯國際半導體公司（SMIC），從二○○一

年底投產開始，二○○五年已經取代新加坡的特許（Charter）成為

全球晶圓代工市佔率第三大廠商（謝孟玹，2006: 4-3）。5

儘管有這樣驚人的成就，但是中芯國際的毛利率一直都很低

（拓樸產業研究所，2006），全年營收至今仍處於虧損狀態。這顯示

了中芯國際主要的訂單仍然是技術較為低階，利潤相對微薄的產

品。二○○三年臺積電在美國加州控告中芯國際侵犯其專利權及營

4 中間財進口比例從一九九四年的 55.4%，最高上升到一九九九年的 65.0%，
一直到二○○六年之前，都維持 60%以上。

5 第一名為臺積電（TSMC）（44.8%），第二名為聯電（UM）（15.4%），中芯
則為 6.4%（謝孟玹，2006: 4-3）。



150

思與言第49卷第 3 期

業機密，使得中芯必須在六年內支付 1.75億美元，二○○六年臺

積電又以違反和解協議，對中芯再次提出訴訟（拓樸產業研究所，

2006: 93-99）。這些現象都顯示了中國半導體產業在技術標準上所

面臨的限制。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 DVD放映機的發展。中國生產著全球七到

九成的 DVD放映機，然而二○○二年中國生產的 DVD放映機，

因為未支付專利使用費而被扣押在歐洲海關，並被要求每臺售價

九十美元的機器要支付二十美元的專利使用費。二○○四年中國

DVD的出口額超過了三十億美元，遠遠高於彩電，但同年中國企

業繳納的 DVD專利費卻高達十億元。高昂的專利費使中國政府與

廠商意識到核心技術與標準制訂的重要性，從而致力於研發中國自

主專用的 EVD標準。然而，雖然 EVD「高調出場」，卻未擺脫專

利陰影，因為新一代 EVD產品仍然沒能繞過專利費的技術門檻。

主要的原因是，中國雖然擁有 EVD的大部分專利權，但核心技術

依然購自美國企業，因此每臺 EVD碟機仍需被徵收二美元的專利

費。而且由於 EVD採用了向下相容 DVD的設計，因此原來要交

的十多美元 DVD專利費還是要交，最終使得每臺 EVD的專利費

竟超過了 DVD（張欽，2011）。

一個更具爭議性的例子是，中國於二○○三年五月頒佈了兩

項無線網域加密技術標準（WAPI），並預定於二○○三年十二月

實施。中國的這種加密技術標準與「國際上普遍認可的美國企業

所採用的全球生產技術標準有著明顯不同」，二十四家中國企業擁

有該項加密技術，而他們的外國競爭對手如果想要在中國銷售產

品，就不能不與擁有該項加密技術的中國公司合作，提供他們的產

品技術細節給中國公司。這顯然違反了WTO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

（TBT）。美國的布希政府透過國務卿鮑威爾、商務部長與貿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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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致函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與曾培炎，表達美國政府對

WAPI標準的關注。在二○○四年四月的中美貿易談判之後，WAPI

標準被無限期的推遲（蘇邁德、姚向葵，2004: 19-20）。

上述這些例子顯示，中國廠商在東亞區域產業分工的重組中，

經由四小龍，特別是臺灣電子業的投資中，利用產業技術的全球垂

直分工所提供的機會，逐漸擴張其市場規模並累積其技術能力，從

而追求一個中國能夠主導的大中華經濟秩序，以維護中國的經濟利

益與國家安全。雖然至少到目前為止，這樣的大中華經濟圈仍然無

法突破原先雁飛行秩序的格局，也就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及對

美、日標準制訂所設下的技術限制，在全球商品鏈上，中國也還處

於價值鏈的末端加工。但憑藉著人口與經濟規模的權重，它的整合

進入雁行體系卻大大加深了東亞區域內經貿互賴的程度，也提升了

中國對區域經貿的發言份量，而這一點就衝擊了原先雁行體系的政

治架構。要明白此點，我們必須分析東亞區域主義的轉型。

參、轉型中的東亞區域主義

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國決定繼續朝向與世界經濟整合的發展路

線，這一決定引發了國外直接投資從一九九三到一九九七年如同直

昇機一般的上升（圖 2），進出口占 GDP的比重（也就是貿易開放

程度）也同步擴張，同時對美貿易比重也隨之升高（圖 3），以美

元為主的外匯儲備也相應地急速上升，FDI的湧入所帶給中國的經

濟轉變充分反映了中國被整合進入東亞雁行體系「兩頭在外」的模

式。雖然大多數中國產品在全球商品鏈的技術層級還是處於低附加

價值一端，但是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它所輸出的廉價產品支

撐了全球的低物價與低工資；它對原物料的龐大需求與積累下來的

外匯儲備，卻會加劇全球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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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外資本流入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84、1985、1987、1988、
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2010），作者整理繪製。 

圖 3　進出口佔 GDP的比重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84、1985、1987、1988、
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2010），作者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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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規模的權重因為兩個因素而更加重了它的影響力。

首先是發生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場危機

起因於不受管制的跨國資本投機性進出工業化體質脆弱的東南亞國

家，將過去東亞引以為傲的國家領導發展模式轉變成「裙帶資本主

義」（crony capitalism），也暴露出東亞區域經濟缺乏相互支持的風

險性，因此，強化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變成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

發展策略。中國（包括其它東亞國家，請見表一與表二的比較）在

這個區域內分工重組的過程中，逐漸地降低了它對美國市場的依

賴。其次是二○○一年至二○○五年WTO杜哈回合貿易談判失敗

後，各國轉向回到難度較低的雙邊或較小範圍的多邊貿易自由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上，「東協加一」模式遂因應而生。

二○○二年東協與中國正式簽署了「東協與中國全面性經濟

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計劃十年內成立自由貿易

區，貨品與服務貿易協定則分別於二○○五年及二○○七年生效。

在這個協定影響之下，日本於二○○三年與東協簽署「東協與日

本全面性經濟夥伴協定」（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ASEAN and Japan）。韓國則是在二○○五年

十二月所舉行的第九屆東協──韓國高峰會中，與東協簽署了「東

協與韓國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ROK）。

除中日韓三國外，印度也與東協於二○○八年八月完成自由貿易協

定的談判工作，成為另一組東協加一的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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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工序跨國化的擴張、廣場協定引發的資本流動與分工重

組、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傷害，以及貿易全球化協議的失敗，從

一九八○年代以來一連串歷史變化的層累堆積使得今日東亞經濟的

區域化現象得以可能，而經濟的區域化無疑地會比全球化來說，

更加重中國的影響力。中國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所引領的東

協加一浪潮，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然而目前東協的區域化畢竟

與歐盟制度化程度大不相同。東協加一本身還是一種雙邊貿易協定

的形式，只是藉由許多雙邊協定而造成多邊關係，本質上它並不是

真正的區域多邊協定。區域內的多邊協定的進一步達成，例如東協

加三，就立即面臨到日本、中國與東協彼此之間對區域領導權的疑

慮，以及經貿結盟對象的爭議。

另外，由於雁行體系的分工位階，臺灣與中國、東協並不是

處於同一水平的競爭對手，因此中國與東協簽訂的「東協加一」

固然會為雙方產生貿易創造的成長，但是對於非會員國的臺灣而

言，對東協的貿易出口並沒有產生明顯的貿易替代作用（蔡懿倫，

2009）。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與東協生產低階產品會創造更高的中

間財需求，對臺灣的中間財輸出，同樣有提升的效果。臺灣不必然

會被邊緣化，而是產業類型與生產位階的轉變。

更重要的是，美國作為塑造東亞區域開放性最主要的力量，在

中日藉由東協加一爭奪東亞區域主導權的同時，對封閉性的東亞區

域主義也開始有相應的干預。二○○六年 APEC年會上，美國即強

力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主張 APEC應轉型為「亞

太經濟共同體」，並在同年五月提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SEP）此

一構想。它宣稱是唯一覆蓋太平洋兩岸，聯繫亞、美洲的自由貿易

協定，且明文開放給 APEC成員或看法相近的其他經濟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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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一月 APEC年度部長會後，澳洲與秘魯做出加入之承諾，之

後越南也表達參與意願。如果美國既有的 FTA夥伴，例如 NAFTA

中的加拿大及其他中美洲國家，以及正在陸續進行 FTA談判的韓

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都通過美國來加入 TPSEP這個平臺，那

TPSE就會形成以美國為軸心（hub），同時向東亞與北美區域的扇

形戰略連結，這無疑擴大了美國的單邊影響力。在一份對美國國會

的研究報告上就一貫地表露了美國將 TPSEP放置在對亞洲的架構

設定之戰略觀點：

雖然現階段 TPP國家 6 只佔美國與亞洲與世界其它國家貿

易量的相當小的部分，
7 美國對 TPP的參與可以提供一個

關鍵性的影響力量足以擴張到其它國家。通過參與 TPP，

TPP國家能夠以符合 TPP國加以及美國自由貿易協定的全

面性架構來形塑區域經濟架構。

……

有這樣的觀點指出，TPP之所以是一個有用的提議，是因

為當他與其它外交方案結合時，它不僅有利於改進跨太平

洋的貿易關係，同時也有助於正面地影響了亞洲國家對關

於美國對亞洲承諾之觀感。……（在美國總統歐巴馬二

○○九年的東京演說中）他重新肯定美國對「強化舊有

的同盟關係以及建構該區域內其它國家的新伙伴關係」。

（Fergusson and Bruce, 2009: 5）

6 TPP就是本文所稱的 TPSEP，本報告所包括的國家除了美國之外，尚有
Brunei、Chile、New Zealand、Singapore、Australia、Peru、Vietnam。

7 約佔美國對外貿易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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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東亞因為跨國生產網絡的擴散，產生了比例更重的區域內

貿易，但是如同我們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主要的技術領導權都還

是控制在美國、日本與歐洲國家手中。另外，根據亞銀在二○○七

年 GTAP的測算，東亞的最終需求只佔其區域出口的 32.5%（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8）， 其中美國市場依然是東亞各國的主要目

的地（表 1），而且美元也是東亞各國願意接受的唯一國際貿易清

償貨幣。在這些結構性條件的設定下，一個自給自足的東亞區域經

濟體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而這些條件與當初美國在建構雁行體系基

本上是維持不變的，也因此東亞區域主義只能一直被界定在開放性

區域主義。

表 1　美國市場佔東亞各國出口比重與排名，二○○九年

國家 佔國內總出口比重 (％) 排名

中國 18.4 2

日本 16.4 2

韓國 10.4 3

臺灣 11.6 3

香港 11.2 3

新加坡 6.5 -*

印尼 9.3 4

菲律賓 17.7 2

馬來西亞 11.0 3

泰國 10.9 2

越南 19.0 1

*未排入前五名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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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CFA 政策選擇的深層意義：�

單極或均勢的區域轉型？

如果說美國的單邊影響力是東亞區域主義是否能更進一步的最

大挑戰，那麼，我們應該明白，東亞經濟整合的區域安全基礎卻直

接立基於美軍在東亞的穩定力量。冷戰的結束沒有減低，反而是加

強了，安保條約的關鍵性地位。沒有美國作為一個壓制性力量的角

色，不但東亞弱小國家喪失原有的安全保護傘，而且日本與中國將

立即面對可能展開的軍事競爭，甚至於激化對峙與衝突。安保條約

所提供的國際安全環境、美元本位的國際金融與貿易制度、美國市

場與美日技術領導下的雁行跨國生產網絡共同構成了東亞發展的基

礎，這些結構性條件在今日依然維持其有效性，也是美國為東亞發

展所提供的「公共財」。它們解釋了為何在冷戰之後，美國依然維

持單極霸權地位，而不是如同現實主義所主張的那般，產生東亞各

國為了尋求均勢（balance of power）而聯合起來制衡美國的現象。

不過，現階段的東亞轉型也表明美國霸權也不是如同霸權穩定

論所主張的那般全然的穩定。如同前述，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依

賴於美國在政治與經濟利益分歧的東亞各國之間維持巧妙的平衡，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希望維持東亞的開放性的原因。但是，從另一方

面而言，這同時也含藏著美國霸權的侷限性，也就是美國霸權無法

全面地滿足各國的要求，必須隨時預備面對衝突是美國在東亞霸權

的另一個內在本質。

在可能出現的衝突中，中國是一個美國霸權相對難以控制的

變數。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的經濟崛起得力於雁行體系生產網絡的擴

大，因此中國的經濟同樣帶著雁行體系的特質，例如：經濟成長的

動力來自美國市場、對美日生產技術的依賴、大量的貿易盈餘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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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構成鉅額的外匯儲備，導致國內強力貨幣的充斥、潛藏的通膨壓

力，以及美國國債的主要持有者。然而，中國的發展與雁行體系有

一個關鍵性的不同，中國的軍力是在安保條約之外。雁行體系的經

濟的更加發展，是越有利支撐美國的霸權地位，因為雁子們的國際

政治方向必須合於美國軍事力量的規制範圍。但是中國經濟發展所

支撐的軍力增長卻不在這樣的規範之下，軍事上，它比其日本更有

能力直接破壞美國的霸權地位，而中國的競逐東亞霸權勢必使得日

本難以坐視。

相對於東亞生產分工體系的轉型，安保條約的邏輯一直保持

其一貫性。一九九七年「美日安保防衛新指南」再一次確認，美日

的軍事合作除了日本本土的防衛之外，日本周邊情勢（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作為一種「事態而非地理概念」，也會對日

本的和平與安全具有重大影響（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0）。至於哪些地區可能是「日本周邊」的有事地區呢？二○○

四年的《日本防衛計畫大綱》清楚指出，北韓仍是區域安保的不穩

定因素，以及必須持續注意中國軍事的現代化與海洋活動範圍擴

大之動向（楊永明，1998）。因此，安保條約作為雁行生產體系的

區域安全支柱，跟中國藉由雁行體系富國強兵的目標，二者之間有

著潛藏的衝突。今年九月中國「閩晉漁 5179號」在釣魚臺海域發

生的撞船事件兩週後，隨即上升到中國與日本高層政治之間的緊張

關係。可以說正是這種結構性的「經濟合作，政軍對峙」的表現之

一。結構性的條件不變，那麼類似的狀況就很可能會再次發生。

臺灣與中國簽訂 ECFA的最關鍵之處就是對這個潛藏衝突的

判斷與抉擇。ECFA的簽訂方式可以維持在WTO的標準規格下進 

行，也就是根據 GATTs第二十四條對貨品與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

定來進行，在簽約國還無法一步到位進行貿易自由化時，簽約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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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進行一個往WTO規範前進的過渡協定，在一定的時程內（通

常是十年），取消彼此所有的關稅。這個方向的 ECFA是真的走向

全球化，也因此在基本方向上支持的是美國為首的開放性區域主

義，區域整合的目的乃是作為全球整合的過渡階段。由於臺灣一直

都是在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之下，因此經濟全球化（或說開放區域主

義）的選擇是延續過去雁行體系的邏輯，在這種情形下臺灣是通過

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平臺在跟中國進行整合。但是這個政策選擇就必

須假設，在一段至少是中期的時間之內，美國將會穩定地維持其東

亞霸權，其主要的觀察指標為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美元本位的國

際金融、東亞主要的出口市場、全球生產技術的領導者。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假定東亞將朝向更加自給自足的區域化

經濟體發展，而且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在這個區域化的經濟體中扮演

越來越吃重的角色，那麼臺灣就可能會面對在主權的妥協或經濟的

孤立之間作選擇的兩難境地。由於中國將 ECFA簽訂定位在「一個

中國」的原則下，臺灣的馬政府也同樣採取「先經後政」、「先易後

難」的兩岸事務來進行， 8 臺灣對 ECFA簽訂的選擇看來是以主權
妥協換取經濟利益為導向。但是這樣一來，臺灣就是在一步步改變

戰後以來的現狀，也就是臺灣在雁行體系中「半主權國家」的現

狀。這樣選擇必須假設，中國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成功地挑戰美國在

東亞的單極霸權，並且能夠與日本分庭抗禮，成為東亞均勢中的主

導性強權之一。跟美國的觀察指標一樣，我們同樣可以用中國在東

亞的軍力、人民幣在國際金融的地位、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規模，

以及中國在東亞的技術領導位置來進行測量。

8 中國負責 ECFA事務的單位是商務部臺港澳司，明確地表達其「一個中國」
內部事務的立場。至於臺灣負責與其他國家簽屬 FTA的單位原應該是國貿
局，但 ECFA事務卻是放在陸委會的 ECFA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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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的霸權是建立在東亞各國的動態矛盾均衡，因此它隨

時可能發生變化，「東協加一」模式的區域化，以及美國主導 P4的

對治方案就是一個例子。相對於這些東亞強權的主導力量，臺灣並

無法改變規則以符合自身的利益，而只能在規則轉換的過程中，尋

找自身的利基。因此臺灣的基本戰略利益也應該是在強權主導的局

勢變化中維持戰略平衡。臺灣必須先行建立一些有效的指標（如

本文提出的四個變項），來測度基本結構的變化，然後對內尋求共

識，以決定對外的集體行動，追求自己的戰略利益。準此而言，臺

灣的最大問題不在於變化的外在環境，而是內部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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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Interest of the ECFA:  
a Politico-Economic Analysis on Regional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

Hung-Jeng Tsa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by signing ECFA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e first argue that the core of the 
East Asian open regionalism after WWII was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and flying geese production networks. Both of them worked together to 
support the US hegemony in East Asia. However, flying geese system was 
transformed and extended to include China after the 1980s due to the US 
financial regulation, new division of labor du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s globalization in this region was set back 
by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nd failure of Doha round of the 
WTO negotiation, ASEAN plus one emerged as a new model for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in which China’s influence was weighted and created 
Taiwan’s ECFA issue. Nevertheless, The US hegemony, which stands for 
ope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still holds a firm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therefore counter-balances a closed 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We argue that Taiwan should keep a subtle balance in this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measure its own strategic position by four criteria, that 
is, regional military chang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ndard, global final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Keywords: ECFA, East Asian open regionalism,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US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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