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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前言  

    中國大陸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布「對臺 31 項措施」、「兩岸融

合發展」策略後，陸續推出「對臺 26 項措施」、「對臺 11 項措施」及

「農林 22 條措施」，系統性提供臺企臺胞「同等待遇」。中國大陸地

方政府在「對臺 31 項措施」公布後陸續制訂相關對臺措施，顯示各省

市區地方政府欲磁吸臺企臺胞於中國大陸發展。從中國大陸中央至各省

市促進融臺作為，對於兩岸關係、臺商經營、臺胞生活，乃至於對臺灣

經濟社會等各面向均產生不同程度影響。  

二、中國大陸對臺經貿融臺政策與磁吸效果  

(一 )中國大陸對臺經貿融臺政策並沒有出現重大變化：在鼓勵臺灣民眾

赴陸投資、經商、就學等方面仍保持傳統的政策慣性。中國大陸的

融臺政策主要集中在吸引臺灣的人才、資金持續融入中國大陸。  

(二 )對臺措施雖在各省市區遍地開花，但福建仍為中國大陸地方對臺主

體：在中共中央政府對臺政策的引導下，各省市區在短期間內密集

發布相關措施。然後續僅福建省政府再發布對臺新措施，如在 2021

年 1 月 2 日公布「福建省臺胞臺企同等待遇清單 225 條」，以及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布《臺商投資福建指引（2021 版）》。這些新

措施基本為既有措施的總彙整，進一步明確規範可申報或認定的對

象範圍，大體上並無新意。  

(三 )大陸地方政府對臺政策由「招商引資」逐漸轉變為策略性「挑商選

資」：「臺企聯」對在陸臺商經營方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

不僅成立「馬上辦中心」隨時接受臺商權益受侵害的案件，向國臺

辦投訴協調局反映外，還會辦理講座或研討會，協助國臺辦將臺商

對接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  

(四 )對臺經貿措施實施成效有限，中國大陸亦進行動態調整：未來中國

大陸對臺經貿政策戰略與定位可能動態調整，例如福建發布「225

項清單」。另外，中國大陸加強引導並禁止地方政府對臺政策競賽

是未來調整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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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臺經貿措施未來可能增加對臺經貿政策工具箱：中國大陸將運用

「胡蘿蔔與棍子」（carrot and stick）兩手策略。一方面提升「胡蘿

蔔」既有政策的精準性（例如近年來中國大陸對臺招商鎖定特定產

業名單）；另一方面，更增加「棍子」，將多種經濟制裁作為不同

情況的威懾手段，例如 2021 年以來，中國大陸出現「技術性」禁

止臺灣農產品輸入的作為，包括禁止臺灣肉類輸入以及暫停臺灣鳳

梨以及近期釋迦等產品輸入。  

(六 )未來中國大陸可能強化透過單邊作為推動「融合發展」政策：中國

大陸學者曾撰文指出，當前中國大陸對臺工作重心，在爭取臺灣基

層群眾，增進其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故對臺經貿政策實施上可能

仍以「同等待遇」為限，把更多實惠直接給予臺灣基層民眾。  

三、中國大陸對臺經貿單邊政策與威嚇效果  

(一 )中國大陸透過單邊政策對特定國家的經濟制裁頻率明顯增加：近年

來隨著經濟快速的成長，中國大陸面對國際政治與人權問題、主權

威脅與軍事競爭等皆採取較為強硬的單邊政策，對特定國家採取制

裁措施。被制裁各國主要透過調節出口市場與積極協商談判來降低

負面衝擊，其中也有因本身產業優勢而無懼中國大陸制裁的案例，

像是澳洲煤炭與加拿大菜籽油等。  

(二 )中國大陸多次以單邊政策試圖影響臺灣內部政治：從蔡政府上任後，

中國大陸立即限制陸客來臺。此外，金馬獎導演傅榆的發言與一芳

飲料店張貼「與香港人同行」等較為讓中國大陸政治敏感的發言，

中共也透過煽動網路民意與政治審查的形式，干預相關產業發展。

近期中國大陸則是多次以食品安全為由，限制臺灣農產品銷售，包

含豬肉、鳳梨、蓮霧和釋迦等皆受到衝擊，影響臺灣政治社會。  

(三 )因應中國大陸單邊政策，可參考國外經驗回應策略：中國大陸未來

可能將持續單邊政策制裁，本研究預期茶葉、石斑魚等農產品。未

來可能遭受到中國大陸制裁的機率較高，未來可參酌他國因應經驗。 

(四 )透過產業內貿易指數與貿易專業化係數兩指標來看，中國大陸對臺

政策對我產業影響效果相對有限：2018 年至 2021 年前 8 個月，僅

電力暨機械設備行業、交通工具行業的中間財產業內貿易指數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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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其餘初級產業、食品紡織行業、電子暨光學行業、基礎原物

料行業、其他製造業、服務業等產業內貿易指數從 2018 年到 2021

年皆呈現下滑的趨勢，顯示兩岸貿易鏈結愈趨疏離，凸顯中國大陸

對臺政策成效的有限。但從電力暨機械設備行業、交通工具行業，

以及服務業與其他產業的消費財產業內貿易指數略微成長和電子

暨光學行業、基礎原物料行業、化學暨生技醫療行業貿易指數的持

平表現也顯示，中國大陸龐大內需市場對特定臺灣產業仍具有吸引

力。  

(五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兩岸差距雖大然逐漸縮小：  

   1.兩岸雙方在半導體製品與設備上互賴性高：中國大陸在半導體製

品進口依賴臺灣甚深。在半導體設備方面，中國大陸占臺灣設備

出口比例最高曾達 45%。整體而言，雙方在半導體製品的互賴性

高，且大於機器設備的互賴性。  

   2.臺灣高階半導體製程優勢高，中國大陸在技術門檻較低的領域上

可能占有一席之地：臺灣在先進製程上的優勢，讓臺灣所生產的

高階半導體難以被其他國家所取代，造成中國大陸在高階晶片製

造方面對臺灣存在較高的「脆弱性」。若時間拉長 5-10 年，樂觀

而論，中國大陸在半導體供應鏈技術門檻較低的領域可能會占有

一席之地，但在高階製造領域仍難有冠軍企業。  

   3.美國刻意阻擋限制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生產設備，限制其製造能力：

雖然騰訊、阿里巴巴、百度、華為和字節跳動過去都曾投入半導

體設計，但目前仍然嚴重依賴美國的軟體技術和組件。缺乏高階

的半導體產業人才，尤其當華府設法阻擋荷蘭企業 ASML 出售晶

圓產業的關鍵設備—極紫外光刻機（EUV）給中國大陸後，直接

限制陸企的製造能力，在前述外部產業局勢下，陸方在 5 年內威

脅我國臺積電等半導體霸權的地位並不容易。  

四、研析中國大陸對臺經貿融臺政策成效及其影響  

(一 )近年赴陸投資大幅減少：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資料顯示，臺商赴陸

投資在 2010 年達到高點後，之後受到中國大陸營商環境改變與兩

岸關係趨緩等因素影響，對陸投資金額有緩降趨勢。中國大陸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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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起提出各項對臺措施，然臺灣對陸投資並無因此增加。  

(二 )臺商赴陸投資主要因素為中國大陸廣大內需市場：根據中經院的調

查結果顯示，2019 年臺商赴陸投資前三大動機，依序為「當地市場

發展潛力大」、「配合公司整體營運策略」，以及「配合國內外客

戶要求」，可見中國大陸市場對臺商吸引力強大。臺灣雖然整體對

陸投資金額變少，但大型上市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收益逐年增加，

主要原因為中國大陸快速轉型升級，赴陸上市公司也因此享受轉型

紅利，中國大陸龐大內需市場和其龐大收益目前對臺灣上市公司而

言仍相當重要。而中小企業在陸則普遍獲利不佳，難以在中國大陸

廣大市場中占得先機。  

(三 )對臺措施對臺商赴陸投資磁吸效果有限：根據經濟部投審會資料顯

示，在投資區域上，從 2018 年對臺措施實施以來，臺商聚落並無

大幅改變，仍集中在江蘇省、上海市與廣東省等一線城市。投資業

別上，各地方政府雖有提出重點發展產業，鼓勵電子資訊或先進製

造等高科技產業前往發展，但臺商對相關產業的投資並無顯著的增

加。另一方面，臺商對於「對臺 26 條措施」整體參與意願不高，

即使參與意願最高的資訊電子產業在參與中國大陸 5G 技術研發、

標準制定、產品測試和網絡建設的意願也不高，結果顯示對臺措施

及對臺商磁吸效果有限。不過，近來中國大陸極力拉攏半導體相關

企業前往長三角區域投資或設點，未來仍值得觀察相關投資是否落

實。  

(四 )部分臺商轉移產能至新南向市場，但對於內需市場為主的臺商影響

不大：在美中貿易爭端持續下，部分臺灣高科技產業業者離開中國

大陸市場，前往美墨邊界、中歐與東歐和東南亞等地。臺商全球佈

局的逐步改變以及區域生產供應鏈的轉型，美中貿易戰確實影響中

國大陸的磁吸效果。而從中華徵信所臺商投資減少，但投資收益增

加的資料來看，受到美中衝突與供應鏈重組衝擊較大的臺商大多數

應為中小企業。  

(五 )臺生赴陸學習主要動機為看好中國大陸市場，然就業協助有限：赴

陸臺生對學校提供指導和培訓的滿意程度最低，意味現階段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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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高校藉生活地利之便，提供誘因吸引臺灣學生，但可能遭遇專業

訓練尚未到位、教學品質參差不齊，學校對於畢業臺生出路能提供

的協助有限的困難。對於對臺政策的認識有限，加上中國大陸未落

實扶持政策，臺生在中國大陸的就業形勢嚴峻。  

(六 )中國大陸在多地設立兩岸青創基地，但對臺青創業協助有限：由於

中國大陸產業競爭激烈，創業本身風險高，加上補助金只能支援創

業者一年半載。對於大多數沒有工作經驗且對中國大陸環境不熟悉

的臺灣青年而言，相對較不友善，實際上也難以在當地建立事業。  

(七 )透過網路工具分析，中國大陸單邊政策作為對臺灣社會影響相對有

限：中國大陸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暫停進口臺灣鳳梨，透過分析網

路媒體報導發現，中國大陸的單邊經濟政策效果至多兩周，且直接

關注北京當局作為者甚低。由此可見，中國大陸透過單邊作為對於

擾動臺灣社會影響相對有限。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趨勢研判）：  

   1.經貿對臺政策透過同等待遇未來逐漸朝向「內國化」：中國大陸對

臺措施主要透過同等待遇，提供臺企以及臺胞等同於當地企業以

及民眾待遇。然而觀察部分開放或優惠措施，未來發展恐將臺灣

民眾在中國大陸境內進一步「內國化」情況。  

   2.吸引臺灣高科技人才將成為中國大陸經貿磁吸政策重心：中國大

陸因美中貿易戰與自主創新技術研發之因素，近期積極挖角臺灣

高科技人才。特別是中國大陸極為重視的半導體產業為挖角重點，

以期取得科技發展的關鍵技術。雖然企業挖角為商業經營常見手

段，但中國大陸人才挖角具有強烈政治意圖，且透過國家資本支

持在臺透過非法或不正當手段，挖角臺灣本地科技業中高階管理

階層，企圖取得臺灣企業營業祕密。  

   3.經貿對臺措施對赴陸投資效果相對有限，但在陸臺商在地化趨勢

值得注意：透過統計資料以及兩岸產業分工貿易相關指標顯示，

從 2018 年對臺措施實施以來，臺商赴陸投資金額甚至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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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雖提出重點發展產業，鼓勵臺灣電子資訊或

先進製造等高科技產業前往中國大陸發展，但臺商對相關產業的

投資並無顯著增加。實際上，臺商受到美中衝突與供應鏈重組的

衝擊，缺乏競爭力的在陸臺商近期均趁勢關廠撤資，或轉移部分

或全部產能至新南向國家。因此，在此波撤資關廠以及國際生產

鏈轉移浪潮下，仍屹立不搖的在陸臺商，可視為在中國大陸市場

具有競爭力的臺商企業。這些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主的中大型臺商

企業進一步在中國大陸在地化，未來更為融入內循環的紅色供應

鏈。但在中美供應鏈分流趨勢下，這些融入紅色供應鏈的臺商，

是否仍依賴傳統兩岸貿易的中間產品，或者在中國大陸建立自身

的供應商？隨著在陸臺商的在地生根，未來此等新趨勢值得進一

步關注。  

   4.中國大陸運用威嚇性單邊政策更為密集：中國大陸在國際上以及

兩岸關係上更頻繁採取單邊政策，以貿易限制措施或煽動愛國主

義打擊各國企業，顯示中國大陸更有信心透過單邊政策維護其核

心利益。近來中國大陸屢次以單邊政策試圖影響臺灣內部政治與

社會安定。包括中國大陸「技術性」禁止臺灣農產品輸入的作為

（肉類輸入、暫停臺灣鳳梨、釋迦等農產品輸入中國大陸市場）

等。亦透過煽動網路民意與政治審查的形式，造成在陸臺企被迫

表達支持中國大陸官方立場，以免影響商業營業運作，甚至未來

可能的寒蟬效應值得注意。  

(二 )政策建議：  

   1.建議透過不同平臺提醒國人赴陸求學與發展可能風險：中國大陸

吸引人才赴陸求學與工作方面，常有輿論報導與實際情況落差甚

大。尤其是報章媒體對於報導赴陸求學就業議題，常常過度渲染

其體制優勢，廣大市場以及就業潛力，這可能造成資訊不對稱的

揚善隱惡的現象。因此，建議主政機關透過不同媒體平臺，以簡

單口語方式或實際案例方式，提供多元平衡資訊，適時提醒人才

赴陸發展可能遭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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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議擴大社會共識並加速相關立法保護「護國神山」群：近年來

中資企業採迂迴間接方式，或以非中國大陸籍人士為人頭，在臺

灣成立公司，吸引臺灣高科技人才在臺工作，而其科技研發工作

成果則回流中國大陸。目前臺灣社會已建立共識，半導體產業鏈

以及其核心關鍵技術為臺灣國家安全重要的「護國神山」，建議

加速推動相關立法修正。  

   3.建議持續政策協助有意返臺投資或移轉至新南向國家臺商：「投

資臺灣三大方案」協助在陸臺商因應在美中貿易戰與供應鏈移轉

需求：包括「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根留臺灣企業加速

投資行動方案」及「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提供符合資格

的製造業與服務業者返臺投資用於擴廠等需求，除專人專案協助

外並提供優惠貸款、用地等服務。然傳統中小企業，資本額或經

營領域不具智慧元素的在陸臺商，若有返臺需求可能並不適用於

「投資臺灣三大方案」，或因企業經營考量有意轉移至新南向市

場。建議透過相關平臺協助轉介，主政單位可建立專責窗口提供

有意轉移產能的在陸臺商諮詢以及轉介適當資訊，例如在新南向

國家的雙向投資窗口「Taiwan Desk」等政策資源。  

   4.面對更頻繁對臺經貿磁吸與單邊政策，建議相關機關掌握即時動

態以主動因應：中國大陸在對臺政策上，未來將更積極採取經貿

磁吸與單邊政策。從軟硬兼施的作為，提高到廣泛限制措施範圍。

從農產品限制進口，到近來懲罰在陸「綠色」臺商等例子顯示，政

府部門可結合智庫能量、動態追蹤並且定期評估、預先研議因應

中國大陸對臺經貿磁吸與單邊政策作為，確有其必要性。建議未

來在兩岸政策的擬定上，應重視並建置相關中國大陸相關經貿與

單邊政策資料庫，並透過系統性訊息蒐集，以利進行相關政策評

估。  

關鍵詞：單邊政策、經貿磁吸、兩岸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