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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8 日晚間, 一群學生強行進入立法院議場, 開啟服貿協議學生運動

的序幕。 服貿協議是台灣與中國的貿易協定。 一般國家簽訂貿易協定的目的通
常是要解除既有的管制, 包括解除進口管制與降低關稅。 貿易協定必然造成利
益重分配, 因此, 它會引發爭議與抗議一點都不足為奇。 例如, 2012 年台灣也曾
因為進口美國牛肉的問題, 鬧得沸沸揚揚。 不過, 服貿協議多了政治問題的面
向, 因此, 爭議更大。

貿易協定與利益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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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面反對服貿協議的是馬政府的國策顧問郝明義。 他任職於出版業, 而服
貿協議的內容之一是要開放中國人來台灣 「設立合資企業, 提供印刷及其輔助
服務」。 顯然, 開放政策會影響國內的印刷業者。 但是, 影響會有多大? 一般人很
難判斷。 可以確定的是, 解除管制之後, 本國業者將面臨更大的競爭。
不過, 解除管制使國內消費者受益。 台灣的高中國文課本曾收錄黃春明的
一篇小說, 「蘋果的滋味」。 故事的背景大約是 1960 年代的台灣, 當時蘋果是昂
貴而稀奇的水果 (「一個蘋果的錢抵四斤米」)。 不過, 當時蘋果昂貴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為它是進口, 而是因為台灣管制進口。 進口管制解除之後, 世界各國的蘋
果都可以銷到台灣來, 價格因此下跌。 管制解除使原本進口商的利益受損, 但消
費者獲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 解除管制並非壞事。
貿易協定對某些行業不利, 但對另外一些行業帶來利益。 以服貿協議為例,
一般認為台灣受益的行業包括銀行業與線上遊戲業。 可以理解的, 這些業者不
會出來抗議。 不只如此, 他們可能會反對學生的抗議活動。
如果貿易協定只是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重分配, 則其爭議應該更大。 因為
民主社會很難通過一項公共政策, 其結果使甲獲利 (如銀行業), 但是甲的獲利
是建立在乙的損失上 (如出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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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經濟系。 感謝幾位老師與學生對本文初稿的建議, 雖然他們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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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對於解除貿易管制之影響作了許多研究, 主要的結論是: 貿易雙方若
同時解除管制, 雙方的淨利益會上升。 但我沒有能力在一兩頁的篇幅內把這論
點講清。 如果你對此說法持疑, 請找一本好的經濟學教科書讀一讀。 不過, 我們
有一個方法可以間接驗證經濟學的結論。
貿易管制的方法之一是對進口品課徵關稅。 依據世界銀行的統計, 全球關
稅稅率平均值在 1980 年代晚期大約是 13.5%, 到了 2010 年下降至約 6.0%, 這是
各國努力解除貿易管制政策的成果。 此項結果反映各國的一項共識: 解除貿易
管制有助於提升總體利益。
雖然解除管制會提升國家的總體利益, 但對於面臨開放的業者而言, 他們將
面對更強烈的競爭, 因此, 出面反對貿易協定是一定的。 反對者通常不只提自身
的利益受損, 還會論證說開放貿易有礙國家利益。 以前者而言, 有一種說法是,
貿易協定會造成本國某些行業的失業率上升, 因此不宜通過。 這個說法是倒因
為果。
開放貿易若使某行業的失業率上升, 這表示此一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無競爭
力。 若以經濟學的名詞來說, 該行業沒有比較利益。 一國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
並非一成不變。 台灣在 1960 年代, 紡織業蓬勃發展, 原因是當時的勞力便宜。 到
了 21 世紀初, 台灣的比較利益不是紡織業, 而是資訊產業。
台灣從 1960 年代以來的經濟成長使所得增加, 工資上升, 因此造成紡織業
逐漸喪失比較利益。 此時, 我們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是對進口紡織品課徵高關
稅, 讓紡織業繼續存活。 第二是開放競爭, 則紡織業的規模會逐漸萎縮, 失業率
也可能上升。 但是, 紡織業廠商的資金會轉而投入其他產業, 工人也會轉入其
他行業。 轉型很辛苦, 但這條路讓台灣繼續保有競爭力。 比較利益的轉變與產
業轉型, 並非台灣所獨有, 它出現在世界各國。
以上是貿易協定的經濟面向, 我認為爭議較少。 但是, 服貿協議並非單純的
經濟議題, 它還牽涉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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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政治

台灣是出口貿易導向國家。 2012 年, 台灣的出口占 GDP 的比率是 72.98%, 進口
比率 63.6%, 而在 2000 年時, 出口與進口比率各為 52.9% 與 50.8%。 台灣是否應
進一步推動出口政策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但現實是, 貿易是台灣經濟的重
心。 當世界各國在推動解除貿易管制與降低關稅的政策時, 台灣若不跟著走, 出
口廠商面臨困難。
服貿協議是以 2010 年簽訂的 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為基礎, 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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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自由貿易協定 (Free-Trade Agreements, 簡稱為 FTA)。 兩國之間若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 則雙方同意把關稅降低。 貿易協定一定雙方同時解除管制, 不可
能只是一國開放, 而另一國不開放。
2009 年, 全世界大約有 230 個自由貿易協定, 2010 年 1 月生效的 「東協加一」
(ASEAN + 1) 是新增的案例。 台灣的產品行銷全世界, 因此, 台灣有意願與世界

各國簽訂貿易協定。 但是, 截至 2010 年為止, 台灣僅與 5 個中美洲小國家有自由
貿易協定。 為何數目如此低? 主要原因是中國堅決反對其建交國 「同台灣發展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中國外交部, 2010.6.2)。
馬政府期望 2010 年簽訂 ECFA 之後, 中國會允許台灣與他國家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 但由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來看, 這可能只是一個夢想。 不過, 2013 年台灣
與新加坡簽訂經濟夥伴協定, 又與紐西蘭簽訂經濟合作協定。 這是否表示中國
的態度改變? 目前難以判斷。
中國為何不讓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貿易協定, 但又積極與台灣簽貿易協定。 一
般的猜測是, 台灣若僅與中國簽訂貿易協定, 則台灣對中國的出口比率會上升,
與中國的經濟連結會日益緊密。 這有助於中國官方主張的統一目標。 從這個角
度來看, 中國阻撓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貿易協定以及積極推動服貿協議, 是其追
求統一的策略。
台灣的住民有主張統一者, 有主張維持現狀者, 也有主張獨立者。 以最近的
民調來看, 後兩群人的比例遠高於第一群人。 主張統一者應該是希望服貿協議
儘速通過。 但對於後兩群人而言, 服貿協議也許有助於台灣的經濟成長, 但可能
付出更大的政治成本。 因為後兩群人占多數, 因此, 以下從他們的角度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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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對策

台灣如何因應中國的策略? 這是主張維持現狀與獨立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選項
之一是, 台灣更努力與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 但這面臨中國的封殺。 對大部
分國家而言, 與中國維持友好的關係利益, 可能大於與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的利益。 台灣有沒有可能營造出一個環境, 讓某些國家願意支持台灣加入自由
貿易協定? 我無法判斷此一可能性有多大。
第二個選項是, 台灣的企業到其他國家設廠。 工廠外移的確可以避開台灣
無法與其他國家簽訂貿易協定的問題, 但是, 廠商外移後本國就業市場的需求
不振, 這會造成失業率上升, 薪資停滯。 台灣過去 15 年來薪資停滯的原因之一
是廠商外移。
台灣還有第三個選項: 產業升級。 台灣若能設計生產其他國家無法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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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則即使貿易對手國的關稅不下降, 台灣的產品仍然賣得出去。 不過, 產業
升級, 說得容易, 能否做到是大問題。

4 台灣的困境
2008 年, 馬英九高票當選總統, 2012 年當選連任, 在某種程度這反映選民對他的

中國政策之期待。 但是, 2014 年 3 月會爆發服貿協議爭議, 似乎表示 6 年之後選
民並不認同其政策。 不過, 中國對台灣宣示主權, 是任何政黨執政時都必然面
臨的問題。 如果國民黨執政時, 對中國的政策令人不滿, 那麼, 回想一下, 2000–
2008 年民進黨執政期間, 當時對扁政府中國政策不滿的人也很多。

台灣如何面對中國? 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但是, 每一國家都有各自的難題,
台灣所面對的, 是否最難, 我不知道。 但我認為, 台灣的困境不在於面對中國, 而
在於缺乏解決困難問題的能力。
2014 年 3 月 23 日, 馬總統因應服貿爭議召開記者會, 除了照本宣科之外, 一

共只讓外國媒體提兩個問題。 外國媒體記者抗議, 「若是如此, 只須發放新聞稿,
何必召開記者會?」 身為國家元首, 如果馬總統對於服貿協議有清楚的掌握, 記
者招待會應該是他暢所欲言的場合, 但結果不是如此。 我唯一的解釋是, 馬總
統可能擔心不知如何回答某些提問。
我自己想問的是: 「中國是否會繼續阻撓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
若是的話, 台灣有何對策?」

5 民主, 法治, 與開放
以上所呈現的景象似乎是, 台灣面對中國的統一策略, 一路挨打, 節節敗退。 事
實上, 從 1996 年的飛彈危機迄今, 中國對台灣的策略從武嚇轉成文攻, 歷經轉
變。 轉變的原因是原先的策略並未達成目標。 若以台灣住民中贊成維持現狀與
獨立之人數比例逐年穩定上升來看, 中國的策略不僅沒有達成目標, 反而是離
目標愈來愈遠。
中國的策略為何無效? 我很好奇, 但不知答案為何。 我自己的猜測是, 台灣
的民主開放與法治制度或許是關鍵。 台灣今天 30 歲以上的人, 大多親身經歷從
一黨專政到民主社會的轉變。 經歷過這兩種體制的人, 應該很少人想要在一黨
專政的社會裡過日子。 若以上的猜測不太離譜, 則維持台灣的法治開放與多元
價值的制度, 才是台灣安全的最高保障。
服貿協議爭議的一項重點是, 這是否會使中國人大量移民台灣? 馬總統的
記者會與江院長的聲明稿都回應此一質疑。 不管你被那一方說服, 事實是,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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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社會已進步到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公開討論, 而官員必須回應人民的質疑。 這
在三十年前的台灣是無法想像的。
讓我們先假設官員的看法是錯的, 服貿協議的確會造成中國人大量移民台
灣, 這些人領有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可以參與投票決定國家的未來。 下一個問
題是, 這些人會如何投票? 我或許太過樂觀, 但我認為在台灣住超過三年以上
的人, 不管來自哪裡, 都會對統一的選項投下反對票。 也許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
絕對超過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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