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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逐漸崛起，由於東協經濟規模、人口紅利、國民所得已具有相

當水準，使得各國也開始重視東協國家市場以及發展潛力，紛紛與東協國家進行交流

與合作，在 2015 年時居然超越歐盟成為了全球第一大共同體，連經濟強權國家都不得

不向東協低頭，所以我們想知道究竟東協組織的成立，到底為東南亞地區帶來多少的

益處、對於無法與東協國家簽訂 FTA 的台灣所帶來的衝擊有多大，並且面臨此處境的

台灣應如何從狹縫中求生存，以及在未來東協國家將要面對的挑戰為何，都是我們所

想要探討的議題。  

  所以我們會利用李嘉圖模型中的比較利益、H-O 理論以及特定要素探討東協國家

與貿易國家雙方的優勢為何，並且雙方利用此優勢發展何種產品，再分析彼此適合出

口怎樣的產品，最後出口此產品在國際貿易中帶來多大的商機，來找出自由貿易是否

能讓雙方都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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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scale of 

economy, Demographic Dividends, and the fairly high standard of national income, Other 

countries have begu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SEAN national market and its potential 

development, and many hav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s with the ASEAN countries. In 

2015, it surpassed the EU and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c community, even 

countries with economic powers are succumb to ASEAN due to their economic influence. 

Therefore, we want to know how much benefits the ASEAN organization have brought to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mpact that Taiwan has for not being able to sign an FTA with the 

ASEAN community together with how would it survive in the face of this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ASEAN countries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All of which are issues we 

want to explore. 

  We will us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Ricardo model, H-O theory and other 

specific factors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of both ASEAN and other trading countries. To do 

this, we first determine what kind of products are developed by both trading countries by 

us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n analyze what products that are suitable for exporting 

with each other, then lastly to work out how much business opportunity this export product 

bring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o find out whether free trade can benefit both sides. All of which 

will give us an Idea of the potenti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at ASEAN ha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to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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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東協介紹 

(一)成立背景 

  東協成立初期基於冷戰主張反共，主要任務之一為防止區域內共產主義勢力擴

張，合作著重在軍事安全與政治中立，冷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政經情勢趨穩，並接納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等加入。 

(二)東協國家成員 

  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簡稱「東協」

於 1967 年在曼谷成立，初始成員國有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其後

汶萊於 1984 年加入、越南於 1995 年加入、寮國及緬甸於 1997 年加入、柬埔寨於

1999 年加入，形成東協十國，持續至今。 

  東協＋1：指東協與它國建立自由貿易區（FTA）；對台灣而言，影響最大的「東

協加一」為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一般認為中國和東協在貿

易結構上互補性強，且當時彼此的貿易額佔各自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不高，一旦成立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有助於產生較大的貿易創造效應，雙方皆能受惠。例如

對東協而言，中國是一個深具出口潛力的龐大市場；對中國來說，亦有助於其開發與

東協各國鄰近的西南地區，並進一步擴展中國在東南亞區域的影響力，與美國及其它

經濟強國抗衡。 

  東協＋3：是原東協會員國與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等三個東亞鄰近國家的合作機

制，三國分別於 1997 年 12月 16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與東協發表聯合聲明，承諾基於

相互的利益與責任，共同為亞太地區的區域和平穩定、經濟成長繁榮、社會文化發展

等層面努力。 

  東協＋6：指東協 10個成員國加中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和印度，主要

在藉由納入澳洲、紐西蘭和印度的資源及市場，形塑一個更強大而廣泛的經濟合作架

構－「東亞綜合經濟夥伴」（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簡稱

CEPEA），以此深化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縮減各國的發展差距，並使各會員國在未

來數十年間享有永續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為達成以上目標，CEPEA 將以東協為驅動經

濟整合的主體，以企業為導向，並採取開放性的區域主義思維，不但促進東亞地區經

濟發展，同時也期許嘉惠東亞以外的區域，落實全球經濟自由化的理念。目前 CEPEA

的建制仍處於研究評估階段，尚未納入東亞高峰會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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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東協國家盟旗          圖（二）東協國家盟徽 

（三）宗旨及目標 

   根據 1967 年 5 個創始國簽署的「東協宣言」，東協成立宗旨及目標為：1.加速該

地區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 2.在持續尊重該地區各國家的法律規範以及固

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下，促進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1976 年，東協會員國在印尼峇里島舉行首屆東協高峰會，並簽署「東南亞友好合

作條款」(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C)，再次確立東協各國

間互動的基本原則，包括：1.相互尊重彼此之間的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性以

及國家認同 2.各國擁有免於其國家實體遭受外力干涉、顛覆或併吞的權利 3.各國不得

干涉其他國家內政 4.須以和平方式解決歧見與異端 5.放棄採取威脅或動武的手段 6.彼

此之間有效合作。 

  原則形成了著名的「東協模式」強調非正式、包容、共識、協商、不干涉內政的

運作模式，並深深影響東協區域整合的方式。 

（四）東協國家語言 

  雖然東協 10 國各自使用不一樣的語言，但是都有使用到英語，透過語言優勢讓東

協國家成為外資和外來專業人才的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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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東協國家語言 

 

貳、簽訂 FTA 後的影響 

（一）FTA 關稅 

   共同有效優惠關稅(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CEPT)，是東協會員國間

的合作協議，約定各會員國選定共同產品類別，具體排定減稅的程序及時間表，並自

1993 年 1 月 1 日起計畫在 15 年內，逐步將關稅全面降低至 0-5％以達成設立自由貿易

區的目標，亦即東協之會員將在區域內彼此間實施 CEPT，但對非東協會員國家關稅則

仍由各國自行決定。 

CEPT 減稅計畫分兩種： 

（1）快速減稅 

 產品稅率在 20％以上者，應在 10 年內降至 0-5％ 

 產品稅率在 20％及其以下者，應在七年內降至 0-5％ 

（2）正常減稅 

 產品稅率超過 20％，將分為兩個階段：  

  首先在前 5-8 年降至 20％，再依照經同意的進度在 7 年內降至 0-5％ 

 產品稅率在 20％及其以下者，在 10 年內降至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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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東協與中、日、韓、台灣四國進出口貿易統計 

  以中、日、韓為例，由於東協－中國 FTA、東協－日本 FTA、以及東協－韓國

FTA 過去以來陸續完成關稅調降，以致中、日、韓三國與東協國家間大多數產品已適

用零關稅或極低關稅，再加上中、日、韓與東協國家間產業供應鏈與分工關係日趨緊

密，因此對東協貿易成長速度明顯。 

  降低關稅後不僅帶動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在提升國內市場整體實力的同時也帶動

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並強化了各國對外開放的程度，這使東協會員國能夠更成功的

整合市場並與世界經濟接軌。 

（二）東協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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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東協十國人均實質 GDP 變化情形 

   1967 年時，東協十國不論政治或經濟都還處在不穩定的狀態，該年十個國家的

實質 GDP 總額還不到 2000 億，只佔全球實質 GDP 總額的 1.03%。不過，接下來在 50

年之間 GDP 成長趨勢逐步拉高，尤其在 1980 年代末期以後，成長速度已明顯超過世

界整體的腳步。 

     到了 2016 年，十國的實質 GDP 總額已達到全球實質 GDP 總額的 3.4%。整體來

說，50 年間東協的實質 GDP 成長了 15.9 倍，遠高於全球的 4.79 倍，儘管份額仍很

小，但可以說這個地區的經濟活動活絡度是以高於世界平均的三至四倍速在發展。 

（三）FTA 貿易便捷化 

貿易便捷化也是「東協經濟共同體」下貨品貿易的重要項目。目前東協已有 5 個

成員國針對對外貿易事務設立「國家單一窗口」（National Single Window, NSW），各國

於 2015 年進一步設立東協單一窗口(ASEAN Single Window, ASW)，成為全球第一個

區域級單一窗口。 

透過設立單一窗口可以簡化各國海關繁瑣通關程序、提升法規透明度，降低跨國

貿易的交易成本，提升進出口通關業務速度及效率，以全力推動東協對外貿易。 

（四）FTA 投資自由化 

東協十國經濟快速發展，各會員國皆有不同幅度的租稅制度改革，為吸引投資

人，東協各國近年來分別進行眾多改革，例如印尼、馬來西亞及緬甸更新租稅政策；

泰國延緩調增增值稅稅率的計畫；汶萊宣布簽訂多國簽訂租稅協定等。 

各會員國於 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間同意外人提出製造業投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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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可獲得下列優惠措施：1.至少三年公司營業稅免稅 2.30%投資稅之優惠 3.100%

外人股權所有 4.資本財進口免稅 5.本地市場銷售許可 6.至少 30 年工業用地租賃期許

可 7.可以雇用外籍員工及快速通關等措施。 

 

參、日本與東協國家貿易關係 

（一）日本出口結構 

  

    圖（六）日本出口額          圖（七）四大產業 

 1.機電製造業： 

 一般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科學儀器是日本主要出口產業，自 2005 年以來

每年合計金額均占出口額的 60%以上，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2012 年上述四大產

業出口總額為 5195.31 億美元，占出口額的 64.8%，其中，一般機械（含發動機、金屬

加工設備、礦山機械、紡織設備、軸承）1614.22 億美元，占 20.1%；電氣設備（含半

導體元器件、影像設備、音響、積體電路、電池等）為 1433.77 億美元，占 17.9%；運

輸設備（含汽車、商用車、卡車、摩托車、汽車零部件、船舶等）1885.27 億美元，占

23.5%；科學儀器 262.07 億美元，占 3.2%。 

 2.汽車、機床為主要出口產品： 

 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在 2012 年一般機械大類中，動力設備（發動機為主）

出口額 284.2 億美元，占一般機械出口的 17.6%；金屬加工機械（機床為主）出口額

167.39 億美元，占 10.37%。電氣設備大類中，半導體及元器件是主力商品，出口額為

419.9 億美元，占電氣設備出口額 29.3%；積體電路出口 280.4 億美元，占 19.5%。運

輸設備大類中，汽車出口額 1159.82 億美元，占運輸設備出口的 61.5%；加上汽車零部

件，占比達到 82.9%。 

3. 周邊國家和歐美為主要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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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美國、東盟、歐盟是日本重點出口市場，2012 年日本對四大交易夥伴出口

額分別為：中國 1446.88 億美元（占總出口份額 18%），美國 l406.24 億美元(17.5%)，

東協 1297.88 億美元(16.2%)，歐盟 817.42 億美元(10.2%)，合計為 4968.42 億美元，占

日本出口額的 62%。 

 

圖（八）日本出口市場 

（二）東協國家出口結構 

 東南亞國協國家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與相對低廉的勞動力，例如：印尼是東協十

國最大的經濟體，天然資源豐富，燃煤出口量與棕櫚油產量是全球第一；泰國

是東協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有廣大的森林與多種礦產，鉀鹽

儲量居世界第一，稻米是泰國主要出口項目，去年泰國稻米出口居全球第二，

全球市場占有率約 20%，泰國漁業發達，更是世上最大的蝦產品生產國；馬來

西亞為東協第三大經濟體，蘊含豐富的天然資源，盛產棕櫚油、橡膠、木材，

擁有石油、天然氣、錫、鐵等礦產資源；汶萊擁有豐富石油及天然氣。  

（三）東協國家與日本個別優勢  

   根據Ｈ－Ｏ定理，由上可知日本在技術要素上相對於自然要素具有豐富

性，因此出口需要密集使用技術要素的汽車產業，ASEAN 國家為日本第三大貿

易出口國，主要出口產品為機械、汽車與機床；反觀 ASEAN 國家國土遼闊，

在自然要素上相對於技術要素具有豐富性，因此出口需要密集使用自然資源的

產品，例如印尼出口棕櫚油與燃煤的數量為全球第一；泰國第一級產業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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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漁業與農業，出口額位於全球第一與第二；馬來西亞富有豐富的天然資

源，盛產棕櫚油、橡膠、木材，擁有石油、天然氣、錫、鐵等礦產資源，是許

多已開發國家缺少的天然原料，因此選擇這些天然資源出口。  

 

肆、南韓與東協國家貿易關係  

（一）南韓開始重視東協市場起因  

  近幾年來東南亞市場崛起，成為各國爭相競逐的對象，南韓政府也因中國的限韓

令，才深刻認知到不能再這麼依賴中國市場，所以將目標逐漸移往東協國家，至於要

怎麼與東協國家建立良好關係呢？「韓劇」就是最好的手段。 

（二）為什麼韓劇能成功造成韓流文化 

  成功因素：1.在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潮流下，各國紛紛開放影視市場，加上有線電

視發展，戲劇需求量增加，韓國政府看準影視商機決定朝著文創產業發展，並且對影

視編劇提供創作補貼，在影視上映後編劇和創作人員會拿到酬勞的 60%到 70%，所以

讓更多人員願意專心創作，保證了影視作品的質量，而且鼓勵企業投入影視產業，使

業者有豐富的資金可以提升戲劇品質 2.隨著經濟發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韓國電視累

積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釋放大量創意，開發多元題材，而且善於利

用現代元素來演繹和傳播傳統內容，藉此宣揚本國的飲食、風俗、禮儀 3.韓國電視資

源集中在三家電視台，彼此間會競爭收視率，讓電視台必須推出更精采的戲劇，才能

賺取更多廣告費。 

（三）韓流盛行程度 

  以最具韓流代表《太陽的後裔》為例，輸出至中國、日本、台灣、香港、菲律賓

和越南等亞洲地區，以及美國、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等歐洲地區，帶來了人民幣 57 億

元的經濟效益。 

  再以緬甸為例，南韓政府知道文化影響很大可帶動各類經貿活動，所以早

在緬甸推行改革開放初期，主動與當地電視台協商，免費提供韓劇及綜藝節目

播放權，因為「韓劇」讓緬甸青少年對南韓首爾的街道非常熟悉，甚至還知道古代朝

鮮王朝的皇帝，年輕一輩也會在牆壁上貼滿韓流明星的海報。 

  因為韓流文化的盛行也帶動了南韓汽車的銷售，根據《商業內幕》報導，2013 年

韓國現代汽車公司到緬甸開店的時候，就感受到當地年輕人對韓劇的熱愛，很多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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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劇的年輕人來到現代汽車，都在尋找韓劇裡出現過的車子。 

  根據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在 2016 年發表關於韓流在各國受歡迎程度

排名調查顯示（圖九），前七名國家分別是新加坡、菲律賓、緬甸、中國、

泰國、印尼、越南，並且根據南韓電影委員會 2015 年報告指出，東南亞市場

佔韓國電影出口近八成，可證明韓流文化已在東南亞國家種下文化交流基礎，藉由

各種題材戲劇、綜藝節目、音樂，當地人已對南韓文化有著充分的認識與認同，南韓

不再只是個陌生的北方國家，甚至連「聊韓劇」，都能當作商場上拉近彼此距離的手段

之一。 

      

 

圖（九）各國韓流盛行程度 

（四）南韓與越南的貿易 

  有了韓流的加持，使得南韓企業能夠藉著此優勢順利融入越南市場，根據調查顯

示韓國為越南第 4 大出口國家，2017 年總投資金額為 578 億美元為越南最大投資國。 

  為何韓國要選擇越南作為最大投資國，因為「越南製造」正在取代「中國製造」，

越南已開始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越南憑著重要地理位置、較低勞動力成本、靈活的

製造能力和日益擴大的市場，成為很多品牌最新的生產製造地。 

  在東協市場中越南擁有明顯的成本優勢，由表（一）來看在 2015 年時，越南勞工

薪資相較其他國家而言是相對便宜，這讓韓國知名企業 Samsung 願意投入超過 12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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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來進行投資。 

國家 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 中國 

勞工年薪

（美金） 3900 4300 5300 8700 

表（一）勞工年薪比較  

 

圖（十）越南出口產品結構 

 又依據圖（十）中顯示，越南以製造為主要產業，尤其手機佔出口比例為最高，

由此可知三星企業已利用越南勞力大量生產手機，據越南統計總局資料顯示，2016 年

越南出口總額達 1,759 億美元，其中三星越南公司出口額佔 22.7%，出口總額就佔了

362 億美元。 

  根據Ｈ－Ｏ定理，韓國懂得運用強大的文創產業資源優勢，將韓流文化

打入東協國家，使得企業能夠順著此優勢成功進駐當地市場，然而越南也因

為廉價勞力與韓國合作共同製造，為自己贏來龐大商機，使得雙方在貿易中

都能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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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以李嘉圖模型來看中國與東協  

中國主要出口：  

（一）機械產品  

1、機械工業產值持續成長  

2017 年中國大陸機械工業延續了上年，持續高於全國工業和製造業

的態勢，增速始終保持在 10％以上。全年機械工業增加值同比成長 10.7

％，分別高於同期全國工業和製造業的 4.1 和 3.5 個百分點。  

2、獲利能力逐漸改善  

2017 年中國大陸機械工業主營業務收入人民幣 24.54 兆元，同比成

長 9.47％，高於上年同期 2.03 個百分點，已實現利潤總額人民幣 1.71

兆元，同比成長 10.74％，高於上年同期 5.2 個百分點。  

從獲利能力看， 2017 年機械工業營業收入利潤率為 6.98％，比上年

提高 0.08 個百分點，高於同期全國工業利潤率 0.52 個百分點 ;每百元資

產主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109.89 元，比上年提高人民幣 0.42 元，高於

同期全國工業的人民幣 1.5 元，機械企業的獲利能力在增強。  

3、重點項目產品產出數量持續擴大  

中國大陸機械工業 64 種主要產品中，產量成長的產品有 47 種，占

比 73.4％。成長的產品有以下特點：一是與基礎設施建設及城鎮化建設

密切相關的挖掘機、裝載機、壓實機械等工程機械類產品大幅成長，其

中挖掘機產量增速超過 70％。二是前兩年需求疲軟的投資類產品出現恢

復性成長，如礦山設備、冶金設備、金屬軋製設備、機床等產品增速在

5％－ 10％區間。三是與消費市場密切相關的產品如汽車、摩托車等產品

保持成長的態勢。四是與物流運輸產業相關度較大的載貨汽車、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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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叉車、輸送機械等產量明顯成長。產量下降的產品主要是拖拉機、

收割機等農機產品和發電設備。  

4、整體產業項目發展良好  

2016 年機械產業僅以汽車、電工電器兩大行業拉動機械工業成長，

2017 年通用設備製造業、專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以

及汽車製造業全年產值成長均超過 10.5％，其中通用設備製造業和專用

設備製造業的增速較上年大幅提升 4.6 和 5.1 個百分點。  

在營收方面， 2017 年汽車、內燃機、工程機械、儀器儀錶 4 個次產

業增速實現兩位數成長。在全行業新增營收中，汽車和電工電器行業分

別占 40.56％和 22.99％；其他行業合計占 36.45％。在獲利總額方面，

在全行業新增利潤中，汽車和電工電器行業分別占 23.01％和 14.73％；

其他行業合計占 62.26％。  

5、對外貿易成長率回升明顯  

2017 年中國大陸機械工業對外貿易增速持續回升，全年累計進出口

總額 7,123 億美元，同比成長 10.01％。其中進口 3,063 億美元，同比

成長 12.31％ ;出口 4,060 億美元，同比成長 8.33％ ;實現貿易順差 997

億美元。 13 個主要分行業全部實現對外貿易出口同比正成長，其中農業

機械、工程機械、機床工具和汽車行業出口實現兩位數成長。特別是收

穫及場上作業機械、推土機、裝載機、數控機床、汽車整車等產品，出

口量增幅分別為 51.5％、 70.4％、 48.6％、 44.1％和 31.2％。  

（二）電子商務行業  

1、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市場已進入高速成長期，產業發展環境優良，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競爭及企業競爭分析報告》整理

數據顯示， 2012－ 2016 年，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及各細分領域交易規模實

現不斷攀升。其中， 2017 年中國大陸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為 29.16 萬

億元， 2017 年全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 29.16 萬億元，同比增長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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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品、服務類電商交易情況看，交易額持續增長，增速進一步提高。

2017 年商品、服務類電商交易額 21.83 萬億元，同比增長 24.0％，增速

比 2016 年提高 10.2 個百分點。商品類交易為主，服務類交易增長快。

2017 年商品類電商交易額 16.87 萬億元，占 77.3％，同比增長 21.0

％，比上年提高 8.7 個百分點；服務類電商交易額 4.96 萬億元，占

22.7％，同比增長 35.1％，比上年提高 13.2 個百分點，延續上年快速

增長的態勢。據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監測數據顯示，截止到 2017

年 6 月，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服務企業直接從業人員超過 310 萬人，由電

子商務間接帶動的就業人數，已超過 2300 萬人。  

2、 2017 年中國大陸跨境電商行業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跨境電商行業目前具有三個特點：跨境電商交易規模持續

擴大，在進出口貿易中所占比重越來越高；跨境電商以出口業務為主，

出口跨境電商過去以來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跨境電商以 B2B 業務為

主， B2C 跨境模式逐漸興起且有擴大的趨勢。近年，中國大陸政策對跨

境電商的支持力度大幅提高，為跨境電商未來的發展起了催化作用。  

3、跨境電商交易規模持續擴大，占進出口貿易額比重不斷提高  

由於全球貿易成長趨緩，越來越多的業者為開拓市場、降低流通成

本，開始運用跨境電子商務以直接面對海外的消費者。中國大陸自 2012

年起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進出口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跨境

電商的新型貿易方式也快速成長。 iiMedia Research（艾媒諮詢）數據

顯示， 2017 年跨境電商整體交易規模（含零售及 B2B）達 7.6 萬億元人

民幣，增速可觀。 2018 年跨境電商交易規模有望增至 9.0 萬億元。報告

顯示，網易考拉海購、天貓國際和京東全球購分居 2017 年市場份額的前

3 位，天貓國際與京東全球購占比分別為 21.9％、 13.3％。跨境電商市

場份額進一步向巨頭聚攏，前三名所占市場份額已經超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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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中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及預測 

中國平均薪資：  

根據《每日頭條》近日調查「 2016 夏季求職期平均薪酬城市分布」，數

據顯示，北京地區平均薪酬高達人民幣 9240 元（約台幣 4.3 萬元），位

居第一，上海以人民幣 8962 元（約台幣 4.2 萬元）緊追在後，深圳人民

幣 8315 元（約台幣 3.9 萬元）排名第三，此外，排名最低者為長春市，

人民幣 5332 元（約台幣 2.5 萬元）。

 

圖 (十二 ) 中國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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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紅利：  

大陸人口負增長時代將到來，大陸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018 年大陸新

增人口數量較上年減少，人口出生規模連續第二年出現萎縮，出生率為

10.94‰，創歷史最低， 60 周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創新高，勞動人口數量也

出現首次下降。大陸 2018 勞動人口 7.75 億人，相較 2017 年的 7.76 億

人，大陸勞動人口衰退是歷史上首見，專家預估，大陸人口紅利將逐漸

消失，勞動成本將提高。華爾街見聞報導，截至 2018 年底，大陸總人口

13.95 億人，比 2017 年底增加 530 萬人。比 2017 年新增人口 737 萬減

少 200 多萬。  

2018 全年大陸出生人口 1,523 萬人。 2017 年出生人口約為 1,723 萬，

2016 年約為 1786 萬，人口出生規模連續第二年出現萎縮。而且， 2018

年出生人口減少 200 萬的規模較去年約 60 萬的減少規模大幅擴大。 2018

年人口出生率為 10.94‰，這是 1949 年以來歷史最低值。從年齡構成

看， 60 周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創新高。具體來看， 16 至 59 周歲的勞動年

齡人口 8.97 億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 64.3%； 60 周歲及以上人口 2.49

億人，占總人口的 17.9%，其中 65 周歲及以上人口 1.66 億人，占總人

口的 11.9%。  

最新數據表明，大陸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 2016 年「全面二孩」放開

後，出生人口攀至 1786 萬、創 2000 年以來新高，但接下來便出現連續

下滑。今年初，中國社科院人口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人

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 No.19》指出，長期的低生

育率會導致高度的老齡化和人口衰退，從而給社會經濟帶來多重挑戰，

大陸人口負增長時代即將到來。該報告指出，對於生育率轉變非常迅速

的大陸而言，如果低生育率不能很快得到扭轉，將會面臨比其他國家更

為嚴峻的局面。如果大陸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1.6 的水平，人口負增

長將提前到 2027 年出現， 2065 年人口減少到 11.72 億，相當於 1990 年

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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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三 )中國人口概況  

東南亞國家薪資  

東南亞工作及投資優勢讓人無法忽視，但隨著國家逐漸發展，勞工薪資

水平也逐漸上升，根據東協調查 ASEAN BRIEFING 資料顯示東協七國的薪

資皆有上漲的趨勢，透過這篇整理可以讓所有想要前往工作或是投資的

海外人士能對東南亞生活水平有更多的了解，不過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講

的國家最低薪資，而汶萊和新加坡則沒有最低薪資的限制。  

柬埔寨  

以紡織業為主的柬埔寨靠著鞋類和服飾的製造創造七十億的經濟收入，

大部分國民也是從事製造業等勞力工作，過去五年當中，服飾製造業的

勞工薪資從 2012 年的每月 61 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53 美元，成長超過

150%，不過雖然勞工薪資增長但仍不影響柬埔寨製造的優勢，政府持續

推動企業關稅減免來吸引外資進入。  

https://www.aseanbriefing.com/news/2018/08/30/minimum-wage-levels-across-ase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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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印尼的薪資水平存在極大的差異化，像是雅加達的最低薪資為 Rp 

3,648,035（ 257.73 美元），幾乎是日惹的 2.5 倍，日惹最低工資僅有

Rp 1,454,154（ 102.74 美元），而越往較小的城市走，薪資通常更低。  

寮國  

從 2018 年 5 月 1 日開始，政府將該國所有企業和工廠的最低薪資從

900,000 基普（ 106 美元）提高到 110 萬基普（ 130 美元），增長了 11

％，也是自 1991 年以來最大的加薪幅度，當時的最低薪資僅為 2,600 基

普（ 0.31 美元）。  

馬來西亞  

目前馬來西亞並未公布最低薪資，馬來西亞本島平均薪資是 RM1,000

（ US $ 249.03），沙巴和砂拉越的工人最低月薪資分別是 RM800（ US $ 

193.8）和 RM920（ US $ 229.11）。現階但政府還是趨於保守，仍考慮

如何在政府和企業的考量下調整最低薪資，但未來五年將會逐步實施全

國一致的薪資調整。  

緬甸  

今年緬甸政府宣布勞工每日低工資提高至 4800 緬元（ 3.29 美元），不

限定產業類別全國薪資統一調整，高達 33％漲幅。除了最低薪資之外，

新法律允許員工加班，並要求雇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支付至少 75％的

最低工資，但如果是低於 10 人的企業則不適用。  

儘管增長幅度最大，緬甸仍然是東南亞國家中薪資最低的，甚至落後於

柬埔寨。寮國和越南，緬甸每月最低薪資平均每月為 98.88 美元左右，

低於寮國 130 美元、柬埔寨 170 美元和越南 145 美元的平均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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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菲律賓每日最低薪資依照各地區政府規定有所不同，從每天 4.80 美元到

9.61 美元不等。薪資由各地區的工資委員會決定，與相鄰的印尼和越南

相比，菲律賓最低薪資仍是比較高的。  

泰國  

為消彌全國薪資不均的差異，泰國政府三年來首次上調單日薪資，自 4

月份開始，勞工委員會宣布新的薪資將會在 308 泰銖（ 9.19 美元）至

330 泰銖（ 9.85 美元）之間，以往每日最低薪資為 315.97 泰銖。  

普吉島、春武里府和羅勇府的每日最低薪資平均為 330 泰銖（ 9.85 美

元），最南端的邊境省份亞拉，北大年和那拉提瓦  –  最低薪資率為

308 泰銖（  US $ 9.19）。  

越南  

越南經濟成長快速，為因應通貨膨脹越南政府決定提高最低薪資，平均

每月最低薪資從 2017 年的 2,580,000（ 111 美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370,000（ 145 美元）。  

河內、海防和胡志明市等主要城市每月最低薪資則為 3,980,000 越南盾

（ 173.0 美元）。根據政府最新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各省份最

低薪資將進一步增加至 2,920,000 越南盾（ 125.7 美元）至 4,180,000

越南盾（ 1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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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四 ) 東協國家平均薪資表  

 

圖（十五）東南亞製造業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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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六）中國與東南亞薪資比較 

  由於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工資成本飛漲，加上匯率優勢減少，使得東協經濟

體對於中國的人力成本相對優勢逐漸明顯。 

  然而技能更成熟的勞動力成為中國內地新優勢，中國更關注在研發和生產高附加

價值的產品（像是電子商務），雖然勞動力成本更昂貴了，但中國的基礎設施和勞動力

技術也更加成熟，比起東協的新興經濟體，仍能吸引大量企業入駐。 

  由李嘉圖模型可知一國應該生產其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由於東協國家具有較低

勞力成本的優勢，因此適合生產並出口附加價值較低(像是手機代工)且需要大量勞力

的產品；中國雖逐漸失去有便宜勞力的優勢，但仍可利用技能更成熟的人力來發展電

子商務與高附加價值之產品。 

 

陸、以特定要素來分析東協中的越南 
 

  簡單介紹核心要素主要的概念，就是各個國家藉由貿易去影響所得分配效果，假

如一個國家它出口的商品在國際上價格出現變化的時候，生產這項商品所牽涉到的移

動要素和特定要素會受益或者是受害。 

  所以就用東協當中的越南來作為例子，越南本身最主要的出口農產品為稻米、茶

葉、漁產、咖啡、腰果，而越南的咖啡又是相對有名的產品，因為越南本身為世界咖

啡第二出產國，出產量僅次於咖啡最大出口國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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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越南出口的主要農產品 

 

    越南海關總局統計數據顯示，近兩年來越南對泰國貿易逆差越來越大，自泰國進

口額激增而對泰國出口額下降，1-7月越泰雙邊貿易額 82.8億美元，其中越對泰出口

26.4億美元，進口 56.4 億美元，逆差近 30億美元。 

  目前泰國是越南第 5大進口國、第 10大出口國，而 2017前半年越南對泰國貿易

逆差最大的是家用電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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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越南對泰國的貿易逆差商品排名 

 

現在就以咖啡和家用電器來作為假設的例子，以咖啡(C)所需生產要素：Labor and 

Terrain(Land)、電器(F)所需生產要素：Labor and Capital 

假設今天越南身為東協組織其中的一員，再加上東協跟別的國家有了貿易上的契

約，而得以將咖啡出口到別的國家，自然咖啡豆的價格就會藉此提升，價格提升後就

會造成所得分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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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相對價格與相對數量 

 

  在越南的咖啡豆還沒出口到其他國家之前，越南的咖啡 RS 在點 1，因為他們國內

產很多咖啡豆但沒有賣出去，所以越南國內的咖啡豆價格較低，而別國的咖啡豆 RS

在點 3，因為別國咖啡豆產量稀少，所以咖啡豆價格較高，而當越南開始跟別國出口

咖啡豆時，別國與越南的咖啡豆供給線就會移到點 2，對於越南來說交易後咖啡豆的

價格比原本國內的還高，而對於別國來說交易後咖啡豆的價格比原本國內的還低。 

 

 

 

 

 

 

 

 

 

 

 

 

 

 

圖（二十）Price 上升的所帶動的Ｗage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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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原本的所得分配圖        圖（二十二）增加的所得 

 

 

 

 

 

 

 

 

圖（二十三）減少的所得 

L1 移動到 L2，紅色就是 Landowner 所增加的部分，所以當咖啡豆價格上

升後 Landowner 將會獲利，但關於人力的部分就難以估算，而相對的家用電器

的特定要素 Capitalist 的收入就會減少，藍色的就是 capitalist 減少的部分。 

實際影響： 

越南種植咖啡的歷史已經有 160年，近年來咖啡在越南的種植面積迅速擴

大，產量大幅提高，帶動了加工、銷售和出口，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已成

為越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4年，全國咖啡種植面積約 65.3萬公頃，同比增加 2.7%，是 1961年

的 30倍，1986年革新開放至 2012年是越南咖啡產量迅速增長時期，在世界羅

布斯塔咖啡品種領域與其他國家形成強勁競爭，2013-2014年度咖啡產量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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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袋（每袋 60公斤），約 170萬噸，主要是羅布斯塔咖啡。近 10年來越南每年

出口咖啡 120萬噸至 150萬噸，出口額 17億美元至 36億美元，占農產品出口

總額的 15%-20%。商品咖啡的生產形成專業化，為超過 56萬農戶創造了就業，

增加了收入，對促進西原地區、東南部地區和其他種植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農

民脫貧致富作出了巨大貢獻。西原地區省份咖啡產值占當地 GDP的 30%，所以

咖啡的大量出口的確受益於農民。 

 

柒、台灣沒有加入東協之影響 

對台灣產業直接衝擊：關稅影響台灣出口貿易 

 1.東協加三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 59.5%： 

  東協十加一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 38.1%，東協十加三佔台灣對外貿易總

額的 59.5%，意即未來台灣對外貿易中有五成市場相互貿易免關稅，但與台灣

之間卻要課稅，顯示台灣對外貿易失利。 

 2.東協加一，中國市場失利： 

  大陸占台灣出口金額比例 39.8%，顯示大陸市場便佔了台灣出口貿易的四

成，東協加一後東協產品銷往大陸免稅，台灣商品銷往大陸要課 9.4%的稅，顯

示台灣出口貿易因成本過高而失去競爭力，未來東協出口產品可能會替代台灣

出口商品。 

 3.投資效果，對台投資減少： 

  因為東協加一或加三的關稅效果，導致更多台商前往大陸、東協、日、韓

等地區投資，減少在台灣的投資，間接影響到台灣未來出口減少，且失業率必

然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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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東協加三，韓國競爭： 

  台灣有不少出口產業，從這 10 年開始，和東協的出口品相比，居於競爭

上的劣勢，受到比較嚴重影響的有紡織纖維業、石化業和機械業。 

   2012 年南韓與日本分別與東協啟動自由貿易區後，東協加三的東亞自由貿

易區便呼之欲出，屆時台灣與南韓的產業競爭將加劇，尤其是台灣對中國的依

存度高達 40%，而韓國只有 25%。  

  台灣與韓國產品相似度達八成，尤其是電子產品，中國市場在未來國民平

均所得增加以後，開始要求產品的高品質、品牌、高科技，台灣在這三點上都

不如韓國，在韓國加入免關稅的東協之後，勢必嚴重影響到台灣相關產業的市

場。 

 

捌、台灣如何因應東協 

1.加強與東協各國產業合作，並協助當地台商解決問題，以維持台灣和東協  

    經貿實質整合。 

2.積極規劃台灣與東協政府投資促進會，以及產業高峰會。 

3.政府應加強與越南產業合作計畫，並增進投資機會與資訊之提供。 

4.同步檢討國內相關法規，是否與鄰近國家維持自由化的發展步調。 

5.發展自我品牌和新興服務因應變局。 

6.調整全球佈局保持競爭力。 

7.簽訂 ECFA 以應戰--簽訂 ECFA 對臺灣經濟的八大影響： 

 1.抵消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利衝擊 

 2.有助於台灣產品搶占大陸市場 

 3.促進台灣經濟成長 



東南亞新興市場-東協崛起 

                                    31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9 年) 

 4.促進台灣產業創新與轉型 

 5.有助於產業供應鏈根留台灣 

 6.促進台灣就業增長 

 7.促進台灣成為外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優先合作夥伴及門戶 

 8.加速台灣發展成為產業運籌中心與台商營運總部 

（一）ECFA 介紹 

  ECFA 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雙邊經濟協議，由中華民國政府於 2009 年提

出，前總統馬英九視為加強臺灣經濟發展的政策；在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重慶

簽訂第一次協議，後續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協議協商陸

續展開討論。 

（二）為什麼要簽 ECFA 

  2010 年起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實施大部

分貨品零關稅，對台灣產品出口會因為關稅阻礙造成競爭劣勢，簽 ECFA 可避

免台灣在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中被邊緣化。 

（三）帶來的效益 

  1.取得領先競爭對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優勢:台灣銷往中國大陸大部分工業

產品關稅降為零;台灣將較日韓等競爭對手更早取得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進而取

代日韓地位。 

  2.成為外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優先合作的夥伴及門戶:因台灣銷往中國大陸

貨品享有關稅優惠以及台灣對智慧財產權保護較為周全等因素，將有助於歐美

日企業選擇將台灣作為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門戶，並可吸引外人來台投資，有

利台灣經濟結構轉型。 

  3.有助於產業供應鏈根留台灣：一旦中國大陸大部分工業產品關稅降為零

後，藉由兩岸直航便利性，有助於整體供應鏈根留台灣。 

  4.有助於中國大陸台商增加對台採購及產業競爭力:中國大陸進口關稅降為

零後，自台灣進口相對成本降低，台商可增加台灣採購數量，品質較佳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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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將有助於台商在中國大陸競爭力提升。 

  5.加速台灣發展成為產業運籌中心：由於大三通，讓貨物及人員流通便

利，配合雙邊貨品關稅降低及非關稅障礙消除等貿易自由化效果，將可重新塑

造台灣成為兼具轉口、物流配銷、終端產品加工等全功能運籌中心之機會，搭

配政府放寬台商赴大陸投資限制、鼓勵台商回台上市等激勵措施，將可促成台

灣成為台商運籌帷幄之「營運總部」。 

（四）帶來的疑慮 

  兩岸經貿交流與市場開放對於臺灣社會內部影響部分顯示，兩岸市場越開

放，雖然可提升所有階級的收入，但市場愈是開放，會造成臺灣內部所得分配

不均的情形越來越惡化，兩岸經貿交流利益的分配不均，不僅影響臺灣社會貧

富差距問題，更可能進一步使得階級剝奪感增加，造成社會不穩定。 

（五）對於 ECFA 所帶來的影響，台灣政府應如何應對 

  ECFA 讓大陸商品大量進入台灣，造成台灣商品競爭力下降，再加上面對

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可能進一步產生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政府可以透過政策的

引導或獎勵，使得兩岸經貿互動所產生的利益，能更平均的分配到各個不同的

階級與地區，可減少因兩岸經貿利益分配不平均的情形，進而解決 ECFA 所帶

來的問題。 

政府採取的措施： 

1.同時推動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 FTA:同步積極推動與美、日、東協、歐盟

等主要貿易伙伴洽簽 FTA，採同時並進方式進行，避免我國在區域經濟整

合體系中被邊緣化，同時改善我國總體經營環境，有利於台商進行全球佈

局，進而減少對中國大陸之依賴。 

2.運用相關產業輔導措施： 

(1)產品開發補助計畫：e.g.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協助傳統產

業技術開發計畫辦法 

  (2)服務業研發輔導：e.g.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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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術及創新營運模式研發補助：e.g.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業界

開發產業技術計畫、創新科技應用與服務計畫 

(4)貸款及資金協助輔導：e.g.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計畫、促進中小

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通 

 

玖、東協未來的挑戰與發展 

   東協自成立以來已經發展了 50 多年，透過各會員國的努力，在世界上已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享受經濟奇蹟的同時，也應該要重視帶來的負面影

響，以下是東協未來所要面對的挑戰與發展。 

(一)經濟挑戰 

  據世界銀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副執行長說明顯示，預計 2013 年至 2030 年

東協的基礎設施需求將達到 3.4 萬億美元，東協需要在未來五年內達到上述數

量，才能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實現消除極端貧困和促進共同繁榮的目標。 

  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東南亞的發展支出遠遠低於 2030 年全球目標

所需的支出，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東協已經整合多年，但成員國之間的經濟

發展差距仍然很大，據初步估計 2016 年東協國家相互貿易額僅佔 23.48%。  

（二）地緣政治挑戰 

  2019 年東南亞國協與中、日、韓合作夥伴正考慮，將在規模達 2400 億美

元的「區域貨幣互換安全網」中加入人民幣及日元，以降低東協對美元的依

賴，並藉此提升中國的影響力。 

  亞洲的主要地緣政治挑戰將涉及美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日本符合

美國政策，所以日本可能成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調解點，此外東協不能利用其

規範權力來防止中國土地複墾和建設，在現實上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因為它

降低了東協促進東南亞和東亞和平的能力，內部衝突和民族主義可能導致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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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注意力在各自的國家，反而破壞對區域一體化的承諾，並對東協的計劃構

成挑戰。 

(三) EPA 發展 

  預估日本 - 東協經濟合作協定（EPA）將於今年完成換文，包括投資和服

務的自由化，該協議於 2005 年首次談判，從那時起其中 7 個簽署了 EPA 並自

2008 年起生效，目的是減少和消除商品關稅，但由於缺乏投資和服務自由化，

它們必須暫停，在 EPA 生效後，將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振興兩個經濟體，

並期望外國投資的比例放鬆。 

（四）RCEP 發展 

  RCEP 是東協與六個亞太國家之間擬議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中包括澳大利

亞、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和紐西蘭，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覆

蓋約 35 億人口，佔世界 GDP 的 1/3，經濟圈的規模和影響力將超過美國推出的

CPTPP。 

  RCEP 談判於 2013 年開始，除工業產品關稅外談判還包括 18 個領域，其

中包含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到目前為止各方已在六個領域達成協議，已有經

濟和技術合作、中小企業以及一些法律和體制事項。 

（五）東協 2025 年願景 

  2025 年東協經濟共同體的藍圖致力於將十個成員國作為單一的市場和生產

基地，將投資，服務，貨物自由流動，自由的勞動力和資本流動作為關鍵基

礎，它的擴展及努力才能建立強大的經濟影響力，才更有能力與全球國家競

爭。 

  在未來十年東協將重點發展在經濟方面來促進微型企業，透過 Micro、

Small、Medium Enterprises（MSMEs）的發展整合努力，再加上使用大數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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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為增強貿易和投資的機會，能提供電子商業平台良好治理，並促進使用綠

色科技。 

拾、結論 

  東協為了整合經濟、擴大貿易增長做出了巨大努力，他們與澳洲、紐西

蘭、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簽署了關稅協議和自由貿易協定，透過降低關

稅，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促進國內市場的整體實力，提升和優化產業結

構，並加強東協對外界的影響，使東協成員國能夠將國內市場與世界經濟結合

起來。 

  近年來，東南亞市場的崛起已成為各國競爭的目標，由於東協國家擁有豐

富的自然資源和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使得韓國和日本等其他大型貿易國逐漸

走向東協，許多國家已經意識到，由於中國的嚴格限制，已不能再依賴中國市

場。 

  本次報告我們利用李嘉圖模型、H-O理論和特定要素，探討了東協國家與

其他國家之間貿易的優勢和益處，透過資料的分析我們能夠知道哪些產品最適

合貿易國家，哪些產品適合相互出口以及東協在自由貿易中的利益和機會。 

  目前台灣雖然無法成為東協會員國一員，但我們可以吸取東協國家成功的

做法，去強化我們的產業增加自身價值，自然就會吸引各國前來合作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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