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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風暴使得全球的貿易量萎縮，

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平均經濟成長

率也因此大幅下降，近半年來，全球景

氣雖已有回春跡象，但全球積極進行的

區域貿易整合，又為以外貿為導向的台

灣投下新的震撼彈，因為從對外貿易統

計觀之，我國無法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影響，已

逐漸反映在我對外貿易數額上，產業界

對此深感憂慮。

將新加坡當作第一個努力的目標
金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說，WTO的杜

哈回合談判進展緩慢，近年來全球的經

濟板塊又逐漸成型，除了歐盟、南美地

區以外，東協地區也逐漸向外擴充，國

內的企業界已經感受到區域經濟成型，

並對產業界帶來新的威脅，事實上，區

域經濟整合的本質，就是要造成各國經

濟條件立足點的不平等，形塑競爭環境

的排他性，而各個區域內也會形成新的

自我保護系統，同時，區域內的各自招

商及引資誘因也較區域外更吸引人。

台灣的中小企業雖然知道全球布局的

重要，但是不論是人才和資金、企業的

管理經驗均普遍不足，再加上政治的因

素的干擾，屢屢阻撓了台灣與國際間的

互動，使得國內中小企業要走出去，始

終有著一定程度的困難。

無論是ECFA或是FTA，台灣的市場遲

早要面臨開放的問題，所以對於無法面

對挑戰的企業，政府應該要協助其轉型

與升級，降低成本及經營能力，評估是

否能帶領企業邁向國際化，提升其競爭

力，中大型的企業，不是只有規模大，

其競爭力的提升，仍然有賴於專利及智

財等能力。所以包括廠商的技術、管理

的能力、組織的運作都應該要整合，政

府應該努力的協助讓國內企業站起來。

而在談判過程中，如何讓對手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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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ECFA的諮商即將啟動，以往受制於兩岸情勢無法順利推展的洽簽

FTA工作，亦將隨之展開，而如何掌握國內廠商對於我國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之需求，乃成為當前要務；為此，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乃委

託工業總會，透過重點產業之頂尖領袖的深度訪談，蒐集國內產業對於

區域經濟整合之需求，俾作為推動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之檢視依據。5月

11日，本案特別拜訪了全球電算機及筆記型電腦大廠——金寶集團董事

長許勝雄，以金寶集團全球化布局的經驗，針對我國與各國經貿聯結應

有的思維與做法，提出了精闢見解與建議。

葉大雄

許勝雄：我應積極與各國簽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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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這是談判策略的問題；政府應該檢

視國內的能量、做好分工，決策應有擔

當，重視弱勢產業問題，做該做的事。

在台灣，中大型企業較有可能靠自己

能力布局海外，透過集團內不同的分公

司，進駐不同的國家或市場，以金寶集

團而言，包括東協、菲律賓、泰國和越

南、巴西、美國、墨西哥及波蘭等國都

有設廠，因為，唯有進入該區，並進行

實質投資，才有機會與貿易對手國的其

它企業有著相同、平等的競爭機會與條

件。

為了我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與實

質經貿利益，政府應該努力的和各國

簽FTA，與國際接軌，才不至於被邊緣

化。所以，在選定洽簽對象時，可以選

定可以達到連鎖效應的目標國，例如新

加坡。新加坡只是個轉運國，比較有

意願簽署，建議台灣可以將新加坡當

作第一個努力的目標，與新加坡簽成了

FTA，再逐步向日本、美國、歐盟或其

他中小型國家遊說。

若以經濟效益而言，以金寶集團的角

度，仍建議以主要的出口國，例如印

度、巴西及中國大陸等，或是台商在當

地國投資比較多的地區為主。此外，可

以找外商較多的國家簽，減緩台商外移

的速度，例如，金寶公司在巴西設廠，

透過免稅區域的運作，台灣就可以享有

較佳的立足點，進行轉投資，並且發展

關鍵零組件的研發，使得國內產業不至

於造成空洞化。若從電子產業的需求來

看，特別是IC產業，在洽簽FTA之前，

一般建議Building blocks的方式，先

與各國洽簽相互認證協議，當然，台灣

產業也必須致力於研發才能生存。

台灣如果無法與貿易對手國洽簽

FTA，產業真的很有可能會急速的空洞

化，因為即使只是3-5%的價差，也會影

響產業的競爭力，對於FTA的進程如果

慢了3個月到半年，產業界還有能力因

應，還可以等，但是，如果比其他競爭

對手國晚了1年到3年，產業界勢必會面

臨訂單立即流失的窘境，客戶一旦發現

台灣產品成本比其他地區要來得高，要

簽ECFA又遙遙無期時，國外客戶必定會

致力於尋找第二個市場。換言之，政府

與各國的談判過程，務須讓國內業者掌

握明確的資訊，使國內企業可以向客戶

■許董事長

提醒政府，

洽簽FTA一

定要慎選對

象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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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明，我們的機會與優勢在那裡。

現在的區域經濟板塊中，呈現出來的

有點非友即敵的態樣，澳洲、紐西蘭也

希望加入東協區域內，台灣的內需市場

實在太小了，所以洽簽FTA，必須是與

對手國能夠互補、互利，並達互惠的平

衡狀況。

FTA談判時程與預期效益對廠商很重要
在這當中，經貿談判辦公室李素華代

表也特別提到，台灣一定是需要走出去

才有機會的，當然在談判的過程中，我

們在要求對手開放市場時，也會面臨我

們也要相對開放的問題，因此，經濟部

已經就洽簽FTA可能受影響的產業，研

擬出一套預防策略；並就談判過程中，

模擬對手國可能提出的要求與問題，預

擬相關的因應策略與整合談判籌碼。

許董事長特別提醒政府，洽簽FTA一

定要慎選對象國家，因為台灣的資源與

其他國家相較是相對缺乏的，所以應尋

求與國內產業界前往投資最多的地區，

以及外資來源較多的國家，來進行交

涉。除此之外，向各國遊說的工作也

不容忽視，政府單位積極遊說的單位，

應該包括貿易對手國政策形成之重點單

位，建議可以透過經濟部或外交部駐各

國的代表處，找到重點單位遊說，或是

透過雙邊諮商會議，或在WTO的多邊場

域著手，同時，也必須觀察TPP形成對

於台灣的影響。

由於FTA的談判時程與預期效益，對

廠商來說很重要，以現階段各方預期的

ECFA來說，如果順利在6月簽妥，依東

協的經驗，要在100年6月才能實現早收

的降稅，對於長期事業夥伴而言，如果

已有相當程度的互信、互動關係，這

個規劃與等待時程，仍可為各個企業

接受，因為不在時程的短與長，而在事

件的確定與是否可被預期。以美國和韓

國的FTA為例，諮商結束後，雖然至今

都尚未生效，但是對於企業界而言，已

經有了正面的影響。依據市場反映及評

估，目前已經有一半的訂單被韓國搶

走，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尤其，韓國產業和台灣產業的相似

度高達83%，現在韓國已經分別和東北

亞、美國、歐洲、東協加三等地區談洽

簽FTA，這些FTA雖然尚未完全生效，但

是一旦談判的消息曝光，不論是否已經

簽成，搭橋的效益就已經發酵，這些訊

息對於韓國企業都是很有利的觸媒，但

是對於台灣產業來說，則是危機的開

始；一旦韓國取得FTA先機，則台灣勢

必會因此喪失市場競爭力，一旦市場被

取代，台灣產業將無法擴充產能，產業

也就會開始思考是否要外移，因為，對

產業而言，洽簽FTA所獲得的關稅利益

正代表著利潤的差異，因此不要小看這

3-5%，如果台灣企業出走或倒閉，勢必

也會導致國家整體稅收的減少，經濟力

必隨之下降、消費能力下降、就業率也

下降、失業率提高，使得整體經濟環境

陷入不斷的惡性循環中；中大型企業雖

然有能力自己布局，但是終究仍屬於台

灣企業，對於一個大企業來說，能否在

出生地茁壯、成長，自我肯定回饋，才

是最值得安慰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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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部近兩年持續推動我國與各

國洽簽FTA的工作，對此兩年前

工業總會即曾經針對國內業者對於FTA

之相關意見，協助經濟部訪談國內各主

要企業，請教國內業者對於洽簽對象、

洽簽的議題等進行深度訪談，並且選定

台泥公司代表水泥業界接受專訪。當時

台泥公司即表示，希望台灣能夠針對中

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的國家洽簽FTA，

由於台灣目前已經積極與中國大陸展

開ECFA的諮商工作，經濟部乃再次安

排，就我國與國際聯結的方向，以及對

於政府的建議，向辜成允董事長請益；

辜董事長除了對於ECFA的完成樂見其成

以外，同時也針對我國與其他國家洽簽

FTA就水泥產業以及台泥集團的角度，

分別提出了其精闢的見解。

海外國際聯結 刻不容緩

辜董事長首先說明，一般而言，水泥

屬於內需型產業，全球化普遍不足，而

台灣的水泥產業相對於鄰近的中國大

陸，明顯處於弱勢，產能也不成比例，

台灣一年共計大約生產2,200萬噸，中

國大陸則是一年生產17億噸，不過中國

大陸可以說改造了全球水泥的歷史。中

國大陸的做法是，找一些示範企業，亦

即所謂的先頭企業，購入先進的設備器

材，掌握全球最新的趨勢，快速的跟隨

世界新型產品進行設計，目前中國大陸

知名的設計學院就有4家，包括天津、

南京、合肥及成都。此外，中國大陸

水泥廠的開辦費約為台灣的三分之一；

中國大陸的開辦費很低，加上人工成本

比較低廉，台灣產業的競爭力與中國大

陸非常不對等。在技術水準方面，近年

來，中國大陸的水泥產業，技術水平已

經緊緊追上台灣了，台灣的成本相對缺

政府應積極整合敏感產業
許董事長最後語重心長的指出，政府

不能怠惰，應該積極整合敏感產業，投

資人才與設備，所以政府不能為了選舉

制定政策，扭曲了資源；對此，建議政

府分工，依照台灣的17個產業分類，就

個別產業予以評估，擬訂個別產業的個

別扶植策略。以台灣的第三產業為例，

農產品究竟有沒有競爭力？有沒有辦法

改善冷藏櫃、運輸維修與保鮮？以台灣

的農業而言，水果是最具競爭力的，所

以政府應該要培養重點產業。台灣的資

源有限，所以發展產業的解決之道究竟

是什麼？是個格外重要的課題。（作者

為資深媒體人）

陳梅蘭

辜成允：洽簽FTA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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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競爭力，中國大陸的產品品質又跟得

很近，所以，對於國內的水泥業而言，

目前面臨最大的壓力就是中國大陸的進

口水泥。辜董事長首先談到ECFA，國內

產業大多同意開放，只要關稅是維持對

等公平；但在非關稅的措施部分，由於

兩岸對於水泥的質檢做法迥異，台灣出

口的水泥無法直接使用，台灣的檢驗報

告須另外送中國大陸進行質檢，此一對

於台灣產業來說，形成一種非關稅貿易

障礙。

事實上，台灣的水泥業者很願意積極

面對挑戰，對於和中國大陸交流、增加

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也表現得非常積極，

近來水泥同業有意願組團，與中國大陸

大的公司及協會經常進行交流，也試圖

邀請中國大陸的業者到台灣來，台灣水

泥的高品質與高客服，將透過民間積極

的運作，讓中國大陸的業者清楚；而從

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的廠商的角度觀

之，對於ECFA的簽訂也是樂見其成，認

為ECFA不會對水泥產業造成壓力。

對於我國與海外進行國際聯結，辜董

事長表示這些工作刻不容緩，因為以台

灣目前的經貿態勢觀之，台灣如果只有

和中國大陸洽簽ECFA，產業界與中國大

陸的關係將比從前更緊密，對於中國大

陸的經貿依存將有增無減，產業的風險

將仍然存在，所以實有必要打開其他主

要對手國的經貿市場及機會，以分散經

營之風險。

與他國洽簽FTA有二大利益
事實上，與各國洽簽FTA的議題範圍

比ECFA要寬廣，對於產業界而言，投資

或進出市場的限制都很重要。以新加坡

和香港為例，這兩個地區的進口產品都

已經是零關稅，但是除了關稅問題，主

要還是投資問題、進入市場的限制、以

及處理與當地政府的糾紛等問題。而以

水泥產業的角度來看，我國與他國洽簽

FTA後，能獲得之最大利益主要有二，

其一是與各國的關稅對等，目前不論是

水泥或熟料的關稅，中國大陸是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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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TA的各項章節中，辜董事長認為國內水

泥業最關切的是防衛措施、反傾銷平衡稅措施

及標準認證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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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2.2%，韓國是5%，菲律賓是3%，泰

國和越南則是從0到10%，所以業者的需

求首重關稅對等，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其二則是維持市場供需的平衡。對於水

泥業而言，在FTA的各項章節（如反傾

銷、平衡稅措施、通關程序、投資等）

中，辜董事長認為國內水泥業最關切的

還是防衛措施、反傾銷平衡稅措施及標

準認證等議題。

如果從台泥集團角度來看，辜董事長

指出，放眼全球市場，東南亞開發中國

家仍是我國外銷且鄰近的市場，相較於

澳洲、美國等地區，廠商的投資成本比

較低；以台泥集團而言，考量海外投資

時，台泥公司到越南的機會並不大，應

該比較會著眼於印度市場，每個廠商在

海外投資時，不論到哪個地區或國家，

都會面臨風土人情複雜、語言文化等必

須適應的問題，對於跨國公司而言，如

果一定要布局投資，仍然希望選擇市場

規模夠大、可以快速複製成功經驗的地

區；許多廠商選擇印尼投資，但是台泥

在印尼以往曾有15年投資不成功的經

驗，主要原因在於該區雖然人口眾多，

市場也具規模，但是法規的透明度非常

不足。

台泥將著眼於印度市場
以海外投資來說，東南亞國協的越南

或泰國等其他地區都是不錯的選擇，而

台泥公司將來應該會著眼於印度市場，

台泥的關係企業中橡公司在印度已經設

了一個廠，並經過一次擴建，產業界

通常仍會朝著廠商自身熟悉的聚落去

發展，所以，如果與別的國家談FTA問

題，台泥公司會希望考慮印度。

而國內部分規模大型的工程公司，近

年來已經在印度進行不少投資，預期水

泥業如果和工程營建服務業搭配，展望

未來應有相當程度的利基，對此，辜董

事長也表示，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基礎配

套措施，基層的工人到白領階級都需要

兼顧。雖然台泥公司對於印度市場有興

趣，但是他發現，國內廠商對於印度的

經貿資訊掌握仍顯不足，在被問到，前

往印度投資時，政府所提供的資源時，

辜董事長則微笑搖頭，並進一步指出，

所以政府單位在推動FTA時，一定要與

當地政府建立溝通的管道。

辜董事長也提到，政府在這方面，其

實可以參考韓國的經驗，韓國政府一直

有計畫的協助其國內廠商布局海外，有

計畫的採取多元的配套措施，韓國政府

對於企業的融資不僅僅是針對設備及貸

款，融資率可以高達七至八成，由各國

的韓國駐外單位帶動綜合當地資源，協

助韓國廠商從國內外銷韓國的產品到當

地市場。辜董事長表示，前述做法相當

值得台灣駐外單位參考，尤其是經濟部

或是外交部的駐外代表處，應該進行更

緊密的結合，整合資源，以期更有效的

協助廠商在海外的布局。（作者為資深

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