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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從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潭綜合實驗區、廈門綜合改革實驗區到現在推動的

福建自貿區，福建一直是對接臺灣的第一線，本研究圍繞福建自貿區對臺灣的

政治經濟社會影響進行研究分析。福建自貿區在一帶一路之下更具國際戰略格

局，展現較以往對臺政策更大的吸納力度，反觀臺灣在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中

處處碰壁現況，臺灣該如何突破區域邊緣化的圍堵，將是臺灣未來的重點。 

 

    兩岸間的合作是必然的，然而面對中國以圍堵吸納戰略精心策畫的福建自

貿區，當前臺灣需要更多的研究找到突破困境的方法，本研究將會透過文獻分

析、實地探訪福建自貿區，以求深入瞭解福建自貿區的發展狀況，並訪談兩岸

相關專家學者，進而論證本論文研究的論點。我們關心著臺灣的發展與未來，

我們將秉持著嚴謹、認真的態度進行研究，為臺灣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 

 

關鍵字:一帶一路、福州片區、廈門片區、平潭片區、福建自貿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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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問題意識 

    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在現今世界貿易組織（WTO）已無法

有效發揮作用的環境下，區域性經濟協定（TPP/NATO/RCEP……等）和雙邊經濟

協定（FTA）的重要性逐漸增加，這類的協定在區域合作關係和各國貿易的利益

上都有不容忽視的作用。 

    當今全球已建立 2300多個自貿區，出口總額超過 2000億美元1，創造了無

數就業機會，顯然，這條路無疑是一種創新引領新一波經濟改革的長遠必經道

路之一，中國在推動對外貿易和加快經濟貿易轉型升級的意識下，2013 年 8月

22日由國務院批准上海自貿區的設立，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貿區，

此後各省對於自貿區的爭取更加積極。至 2014年 12月 12日，中國國務院決定

設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2015年 3月 24日更通過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

方案，以進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的影響。 

    2015年 4月 21 日福建自貿區正式掛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前來福建揭

幕，可見其對於福建自貿區未來戰略的重視。根據 4月 20日國務院對外發佈的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提出要把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成為

改革創新試驗田，建設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示範區，打造面向 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放合作新高地2。在福建建設的戰略思考上，福建一直以

來以「因臺而生、因臺而設」的戰略定位推行政策，從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潭

綜合實驗區、廈門綜改區等的設立，其目的一直以來就是對接臺灣，然而，福

建過去對接臺灣成效並不突出，現今福建自貿區按照「立足綜改、借鑒上海、

                                                      
1
李鴻階，〈世界自貿區發展趨勢與福建自貿區建設選擇〉，《學術評論》，學術評論雜誌編輯  

 部， 福州，第 2期，2014 年。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務院關於印發中國（福建）自貿試驗區總體方案通知》，中華人民

共和國環境部國發（2015）20 號（此件公開）， 2015年 4月 8 日。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491/15364119.htm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324/180221796690.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324/1802217966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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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臺灣、敢行敢試」的改革思路，定位在對臺經貿合作上面3，福建自貿區是

否能扭轉以往對接不利的現象呢？值得本研究觀察。 

本次福建自貿區來勢洶洶，其為一帶一路下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

並結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帶動其發展，福建自貿區也較以往更具有國際戰

略思維。在這個情況下，福建自貿區對臺對接力道是否更強、更直接？在政策

方面是否更具體到位且更優惠？是否會影響現今國際戰略的格局？位處西太平

洋島鏈中心的臺灣該如何運用其地理位置的優勢把握機會，搭上中國政策的順

風車呢？對接臺灣這項手段中看得出臺灣經濟的脆弱性，然而兩岸之間的合作

是必然的，如何把危機化為轉機共創雙贏的局面是我們值得研究的議題。 

福建自貿區對臺灣在經貿上的衝擊顯而易見，繼而影響政治、文化、生

態、人才……等方面。經濟上，隨著福建自貿區的開放，其對臺灣產業的吸引

影響著臺灣經濟發展走向。政治上，伴隨著經濟更加依賴，臺灣的政治籌碼相

對減少，臺灣政治愈加容易受到左右；文化上，在人流的交互往來中也逐漸被

強勢的一方同化；生態上，環境在開發的過程中的抉擇平衡；人才上，亦隨著

產業移轉而逐漸流失。現今已有不少學者嘗試站在中國的角度去研究，這類的

文獻也多半以中國的立場闡述如何進行「對接臺灣」的經貿策略、兩岸合作發

展的願景，以及如何借鏡上海的經驗……等，甚少有文獻站在臺灣的角度分析

臺灣將面臨什麼樣的衝擊？對於臺灣來說，福建自貿區的成立將對臺灣經濟社

會發展產生不可避免的影響，但也帶來了機會與挑戰。本研究將站在臺灣的角

度分析臺灣面對的影響與挑戰，繼而提出客觀合理的建議。 

                                                      
3
林曉偉、李非，〈福建自貿區建設現狀及戰略思考〉，《國際貿易》，中國商務出版社，北京，  

 第 1 期，2015年 1 月，頁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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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一、先行先試的政策, 對接臺灣更加細緻 

    作為目前中國國際戰略「一帶一路」下的核心區域，福建自貿區勢必

在整個計劃中處於關鍵地位，其成敗與否甚至關乎中國整個戰略的布局。

其配套措施豐富、資源投入充足、中央政府重視程度高，而福建自貿區最

重要目的之一就在於對接臺灣。因此，此次「自貿區」戰術對臺影響之力

度將會比以往更為強勁，對接更為細緻緊密。 

 

二、以一帶一路構成國際圍堵台灣的戰略 

對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可以說是配合中國對臺灣整體國際圍堵戰略

的一環。福建自貿區作為關鍵核心，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建設中，存在著

相當高的嚴謹性和必達性。同時，福建自貿區的建設相對於中國過去的戰略

思考，其鑲嵌在中國國際戰略格局中，不再局限於單純的兩岸關係間的互動，

國際思維的運用和成分相對於以往的「海峽西岸經濟區」4 、「廈門綜合改

革實驗區」5、「平潭綜合實驗區」6 的程度高，能在對臺措施的正當性和法

理基礎上有更多的運作空間。 

 

 

                                                      
4
海峽西岸經濟區是以福建為主體，面對臺灣，鄰近港澳，範圍涵蓋浙江南部、廣東北部和江西

部分地區，與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兩個經濟區銜接，依託福州、廈門、泉州、溫州、汕頭

五大城市所形成的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的經濟綜合體，它是一個不同於行政區劃的

具有地緣經濟利益的區域經濟共同體。 
5
福建省廈門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簡稱廈門綜改區，主旨積極推進廈門市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綜

合配套改革試驗，更好地發揮廈門市在海峽西岸經濟區改革發展中的龍頭作用，促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為全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經驗與示範。 
6
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簡稱平潭綜合實驗區或平潭實驗區，是福建省下屬的一個綜合實驗

區，位於福建省福州市平潭縣。在 2009 年 7月，由福州市人民政府在平潭縣設立「福州（平

潭）綜合實驗區」。2012 年，更名為「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2013年 7 月，平潭實驗區取得

行使設區市的管理權限，不再是福州市政府的下屬機構，改歸福建省政府直屬。設立福州（平

潭）綜合實驗區的決定，是中國政府為了建立兩岸更加緊密合作交流的區域平臺，希望將平潭

建設成為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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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台優惠政策眾多，未來將吸引更多台商入駐 

    由於福建自貿區的政策中，對臺優惠政策豐富，譬如：福建自貿區已

確立了 88項機制創新實驗項目，其中對臺項目 20項；確立 98 項擴大開放

實驗項目，其中 62項僅對臺開放7，使得該區域對於臺灣投資的部分，門

檻較其他區域低，易於臺資申請進駐。此外，中國大陸市場大，以及福建

與臺灣相同語言環境與相似文化背景的「五緣8」關係，福建自貿區將會成

為下一階段臺資進駐的重點區域，臺資被吸納的力度和程度也會相對於以

往更大。 

 

四、以“圍三缺一”的策略，達到經濟吸納的目的 

    因中國對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經貿限制和一貫的統戰政策，例如，

2005 年 10 月中旬，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盧樹民向加拿大政府提出警告稱，

加國國會若通過與臺灣建立官方經貿以及文化關係之法案，將摧毀中國與

加拿大關係之基礎9。2006年 9月，中國强力阻撓中油公司推動的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阿布達比石化區投資案10，此外，在臺灣與他國 FTA的談判上，中

國也是頻頻出手干預。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臺灣的產業擴展空間十分有

限，而福建自貿區的設立，正好因應臺灣企業需求，臺資自然會往唯一的

通路－福建自貿區去，因此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圍堵操作的重要一環。 

                                                      
7
蔣升陽、鐘自煒，〈福建自貿區：改革築高地 創新顯特色（全面深化改革進行時）〉，《人民日

報》2015年 05月 03日 02 版。 
8
張亞中、李閩榕，《海西經濟區與臺灣》，新北市，兩岸統合學會，2010，頁 84-94。五緣：血

緣、地緣、法緣、文緣、商緣。 
9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國近年來在國際間對臺打壓事例》， 2008.3.14 版 
1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國近年來在國際間對臺打壓事例》， 2008.3.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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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釋名詞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解釋名詞 

一、一帶一路 

    2013年 9月、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建設的戰略構想，“一

帶一路”分別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

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

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

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其發端於中國，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

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繫歐洲經濟圈11。 

二、自由經濟示範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臺灣基於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理念下，經濟自

由化的先行先試區域，示範區中將大幅鬆綁貨物進出、聘僱外籍專業人士

與外商投資等各項限制，同時帶動創造更多國內就業機會，目標是由點而

面的推動臺灣成為經濟自由島。示範區第一階段以全臺 7處自由貿易港

區：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蘇澳港、安平港及桃園航空自由

貿易港區及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另外在松山、桃園、清泉崗、小港等 4 處

國際機場優先設置國際醫療服務中心。第二階段將考量地方稟賦、設置效

益、發展腹地、交通便捷等原則增設園區，由中央規劃或開放地方申設。 

三、福建自貿區 

    2014 年 12 月 31日，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

區。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從此成為中國大陸境內繼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之後的第二批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將立足於深化

兩岸經濟合作。 結合國家戰略和福建特點，深化對臺經濟合作，力求充分

                                                      
11
徐欣欣，〈2015年“一帶一路”大建設〉，《商業文化》，2015年 02月 05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96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0233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39/50285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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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福建對臺優勢，率先推動閩臺之間投資貿易自由化和資金人員往來便

利化進程，與現有的上海自貿區形成互補試驗、對比試驗。福建自貿區將

服務於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國務院確定的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

區，中國積極拓展與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進

一步優化福建對外開放格局。12 

四、廈門片區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總面積 43.78平方公里，範圍

涵蓋東南國際航運中心海滄港區域和兩岸貿易中心核心區，並根據先行先

試推進情況以及產業發展和輻射帶動需要，拓展試點政策範圍，形成與兩

岸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兩岸貿易中心

和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建設的聯動機制。13 

五、平潭片區 

    2009年 7月，根據國務院《關於支援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

的若干意見》精神，福建省委決定設立平潭綜合實驗區；2011年 3月，

“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寫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和國務院

批准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平潭開放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

2011年 11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賦予

平潭 7方面 28 條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更加優惠的配套政策；2013年 2

月，國務院批准設立由國家發改委等 13個國家部委組成的平潭綜合實驗區

建設部際聯席會議機制，負責指導、協調和服務平潭開放建設。2014年 12

月 28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平潭列

入新一輪自由貿易區建設試點。平潭開放開發進入新階段。14 

 

                                                      
12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網站，＜http://www.china-fjftz.gov.cn/index/index.html＞ 

13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廈門片區官方網站，＜http://www.xmftz.gov.cn/＞ 

14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平潭片區官方網站，＜http://www.ptft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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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州片區 

    2014年 12 月 12日，國務院確定在廣東、天津和福建再設 3個自貿

區;12月 28日，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調整第二批自貿區法律法規，這標誌

著 3個自貿區建設全面啟動。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獲批，福州躋身

其列。在定位上，福州自貿區將緊緊圍繞立足兩岸、面向世界、服務全國

的戰略要求，發揮僑臺和海洋優勢，依託海西金融中心，攜手兩岸參與國

際高端競爭，把福州自貿區建設成先進製造業基地、「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建設重要平臺、兩岸服務貿易與金融創新合作示範區。15 

 

 

                                                      
15
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州片區官方網站，＜http://ftz.fuzho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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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以福建自貿區為核心，分三部分找尋相關文獻，分別為：福建

自貿區總體、福建自貿區下轄之廈門片區、福建自貿區下轄之平潭片區。其中

內容有政府的公開資訊、學者的論文發表或期刊發表。由於「一帶一路」大戰

略之需要以及對臺經貿等合作之考量，中國大陸選定在福建發展自貿區之建

設。本研究重點為探討福建自貿區的戰略發展對臺灣之影響為何。 

經過閱讀文獻及資料，將對以下幾個相關論文或期刊做出簡單回顧: 

 

一、關於福建自貿區的文獻回顧 

    福建自貿區建設現狀及戰略思考(林曉偉、李非，2015，頁 12)，提及

就福建的現況來說，根據數據資料顯示，福建在兩岸貿易中的地位雖然整

體提升，但仍不夠突出，區位優勢也不夠明顯。簡言之，在過去這段時

間，福建雖然擁有「對接臺灣」的地理優勢，卻沒有完整的將這個優勢發

揮出來，即便日趨成熟的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除引發了閩資赴臺投資的熱

潮外，並沒有對閩臺貿易格局產生顯著的影響16。文獻不僅僅點出現況的問

題，同時，也點出福建自貿區建設的優勢究竟有哪些： 

    1.福建在“兩岸三通”的區位優勢明顯，其平台地位和作用日趨突出。 

   2.閩臺均以服務業為戰略發展重點，雙方產業互補與協同空間大。 

      3.對接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形成閩臺協同經貿圈現實可行。 

        由此可見福建相較其他自貿區獨有的任務，企圖以臺灣作為目標，結 

合福建自身的優勢和國家發展的戰略。面對如此周遭環境的臺灣，勢必在 

經貿上會造成一定的衝擊，而這類的影響，它有可能對臺灣的經濟造成一 

種傷害，亦有可能是重振經濟的轉捩點。 

                                                      
16
林曉偉、李非，〈福建自貿區建設現況及戰略思考〉，《國際貿易》，第 1期，2015 年 1月，頁

12。 



  

11 

 

 

    福建自貿區的戰略定位(單玉麗， 2015，頁 7-8)，主要講到幾個思

維，其中最為重要的也不乏“突出對臺為己任”。在中國國務院批准的檔

中，明確自貿區要“以上海自貿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

充實新的試點內容”。言下之意，就是要福建發揮對臺的比較優勢去對接

臺灣，以臺灣融合發展，服務兩岸關係大局，推動臺海經濟一體化為使命

17。更進一步的說，福建自貿區要明確不同片區的功能定位，一是福州片

區，由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福州保稅港區組成；二是廈門片區，包括兩

岸貿易中心核心區和東南國際航運中心海滄港區；三是平潭片區，由港口

經貿區，高新技術產業區和旅遊休閒區構成
18
。這三個片區，除了已複製上

海自貿區十多項監管創新制度等自貿區的內涵之外，最主要就是根據自身

特色和港口功能進行自貿區建設的創新工作，才能讓福建自貿區成為一個

良好的營商環境。 

 

世界自貿區發展趨勢與福建自貿區建設選擇(李鴻階，2015，頁 37-

43)，文中提到福建自貿區的功能定位在於對接臺灣，是兩岸產業經濟、文

化政治融合發展的重要平台，其觀點與本研究看法一致，福建自貿區相關

建設法案多是對臺灣產業產生吸引作用之配套措施或優惠政策，本研究將

就此觀點繼續深入，分析福建自貿區相關政策，具體是如何對接臺灣、對

臺灣產生什麼影響。 

 

福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地位作用及相關建議(黃端，2014)，在文中

作者闡述福建在一帶一路政策下的作用。首先，福建能發揮海西區先行先

試的作用，一直以來福建是中國改革政策先頭地區，從平潭綜合實驗區、

                                                      
17
單玉麗，〈福建自貿區的戰略定位〉，《學術評論》，第 1 期，2015年 2 月，頁 7。 

18
單玉麗，〈福建自貿區的戰略定位〉，《學術評論》，第 1 期，2015年 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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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綜改區到現在的福建自貿區，福建在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先行區，其

對臺地理位置造就其對臺先行先試的優勢，再者，福建有著世界華僑華人

濃厚的人脈，東南亞 2000多萬華僑有 1000多萬祖籍福建，且臺灣也有著

超過 80%的人是閩籍，”海外福建”人是促進一帶一路社會、文化、人文

的重要紐帶，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第三，福建可作為經貿

合作的前沿平台，福建地區有著眾多企業，越來越多國家在境外設廠，通

過產業互補產生優勢。本研究先期分析在福建自貿區提出後，在區內設廠

的免稅、配套措施、優惠政策，將吸引鄰近的臺灣赴閩投資，且在一帶一

路的政策下，臺商更可通過福建展望世界。 

 

二、關於廈門片區的文獻回顧 

    廈門經濟特區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研究（林嘉，2010），此

論文為一位中國大陸大學的研究生所撰，早在廈門綜改區時期已有對接臺

灣之配套措施，其中提到廈門成為經濟特區以來，成績耀眼，近年來提出

的「廈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將進一步放寬臺商的限制，利用廈門促

進兩岸發展。廈門要進一步創新口岸管理體制機制，完善廈臺便捷往來的

基礎設施，建立高效、便捷的管理機制，促進兩岸人員、物質、資訊流

動，打造海峽西岸國際航運物流中心，把廈門建成兩岸直接雙嚮往來的綜

合樞紐
19
。 

    大陸近期方針：近年大陸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諸如「一帶

一路」戰略的實施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設立，給兩岸企

業對臺投資提供了重要契機。福建自貿區的設立，有望成為兩岸經濟合作

和產業對接的新平台，在設計初衷上更多是為了打造改革創新的高地，而

                                                      
19
林嘉，＜廈門經濟特區設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研究＞，《集美大學學報》， 

 2010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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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優惠政策的窪地20。 

 

    世界自貿區發展趨勢與福建自貿區建設選擇（李鴻階，2014，頁 37-

43），作者為福建社科院院長。本篇主要在講世界各地的自貿區發展趨

勢，最早發跡於歐洲與地中海國家，二戰後由高雄的加工出口區為里程

碑，開始大量出現自貿區成為新興國家的重要發展媒介。而自貿區又可分

為許多不同種類，例如 1966年高雄的加工出口區即屬於加工出口型的貿工

混和模式。並比較幾個自由港、免稅島(自貿區的重點精華區)的政策規

劃，其中有提到香港、新加坡的自由港，濟州島、沖繩、臺灣離島的免稅

政策。 

文中比較了中共內部之自貿區進而帶到福建自貿區之功能焦點： 

 1.兩岸經濟深度融合的試驗區。 

 2.服務貿易政策創新的先行區。 

 3.是離岸型產業體系的聚集區。 

 4.金融改革創新的引領區。 

 5.海外投資總部經濟的先導區。 

 6.海關監管改革的示範區。 

最後再針對福建自貿區提出政策建議： 

 1.推進貿易自由化(例如促進“一線”完全放開，廈門平潭海關從管貨物  

  轉為館企業……等)。 

 2.推進投資自由化（放寬投資、實施自由登記制度） 

 3.推進金融便利化(放寬金融投資政策、金融業優惠稅) 

 4.推進人員往來自由化(兩岸人員出入境便利化政策)。 

                                                      
20
黃欣，＜大陸國臺辦副主任李亞飛: 兩岸合作立基九二共識 李亞飛的兩岸良方 3帖第一帖：

固本培元第二帖：扶正解表第三帖：疏通活絡。＞，《工商時報》，2015年 04月 23 日，第 A1

版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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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推進航運自由化。 

 

   構建廈門自由貿易園區的意義及發展策略（韓燕，2015），作者為河南

駐馬店人，經濟學碩士，廈門城市職業學院商貿系講師。本篇文章主要講

解廈門自貿區在福建中的優勢、意義，並強調對接臺灣、強調政府職能等

特色。本文章提及了廈門探索構建自由貿易園區具有較長的歷史淵源。並

且進一步說明構建廈門自貿區有利於推動廈門外向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

展，有利於加快海西中心城市建設及促進兩岸經貿深度融合，還將帶來貿

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和金融國際化的經濟「紅利」。並認為應從廈門的

經濟規模、地理特點、地緣優勢和港口經濟特色使其具備構建自貿區的可

行性。對廈門區提出建議：從整合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凸顯對臺特色、健

全法律保障以及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入手，以加快建構廈門自由貿易園區

的步伐
21
。 

     

    積極推進廈門自貿區建設的路徑思考（謝啟標，2015），此篇論文出

自於《廈門特區黨校學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福建自貿

區中的廈門片區建設之態度。本文涉及廈門自貿區建設的現實意義，細分

為對內及對外兩大部分的作用。其中關於對內的部分，文中指出廈門積極

推進自貿區建設，將帶來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機遇與招商引資大發展的機

遇22，從這裡顯然可以看出，作者希望廈門自貿區借開放自貿區的機會促進

廈門內部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吸

引更多的國際機構和跨國公司，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使本土產業結構

轉型，提高競爭力，進而刺激經濟發展；關於對外的部分，本文直接點出

                                                      
21
韓燕，〈構建廈門自由貿易園區的意義及發展策略〉，《廈門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01 期，

2015年 1月 15日，頁 1-5。 
22
謝啟標，<積極推進廈門自貿區建設的路徑思考>，《廈門特區黨校學報》，第 1期，2015年 0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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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進先行先試政策，進一步擴大對臺自由貿易，廈門經濟特區因臺而

設，在深化兩岸交流合作、促進祖國統一大業方面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

色。23可以肯定的說，廈門自貿區乃至福建自貿區重點投注項目就是對臺關

係，包括經貿交流、人員往來、兩岸金融服務等，甚至可能深入到更大的

文化、社會、政治等各個領域。未來，廈門自貿區將繼續承接上階段「經

濟特區」的優勢，即先行先試，更大力度對接臺灣。 

    除此之外，此文還較為詳細的提出廈門自貿區建設的對策，其中與臺

灣相關的主要部分，包括：推動貿易轉型升級，加強建設大陸對臺貿易中

心、深化金融領域創新，加強建設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依託對臺先

行先試，加強建設東南國際航運中心。
24
相信這也將是未來廈門自貿區吸引

臺資進駐的主要方式，值得在相關領域持續關注其政策變化與導向，分析

其對臺灣的機遇或危機。 

 

基於 SWOT 分析的廈門自由貿易區發展策略研究(江航、孔佩伊，

2014)，在文中作者提到廈門自貿區要突出對臺特色，兩岸一衣帶水，一直

以來廈門就是對臺橋頭堡，廈門與臺灣經濟類型相似、發展規模相仿、產

業結構互補，且在區位優勢下，廈門給臺商投資創造便利，廈門自貿區其

簡化審批程式、出臺各式優惠的政策降低了臺商投資的門檻，為臺商創造

良好的投資環境，且兩岸以閩南文化為基礎有著濃厚的五緣關係，廈門給

予臺商歸屬感，吸引臺商來廈門投資，本研究將就這些論點深入探討，分

析在這樣的情形下對臺灣的經貿帶來何種影響25。 

 

                                                      
23
謝啟標，2015，<積極推進廈門自貿區建設的路徑思考>，《廈門特區黨校學報》，2015/02/25

第 1期 
24
謝啟標，2015，<積極推進廈門自貿區建設的路徑思考>，《廈門特區黨校學報》，2015/02/25

第 1期 
25
江航、孔佩伊，〈基於 SWOT分析的廈門自由貿易區發展策略研究〉，《中國商貿》，第 2期，

2014年 1月 10日。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recid=&FileName=ZGSM201402007&DbName=CJFDLAST201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b1%9f%e8%88%aa&scode=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ad%94%e4%bd%a9%e4%bc%8a&scode=


  

16 

 

三、關於平潭片區的文獻回顧 

    平潭綜合實驗區發展定位與發展模式研究(高建平，2010)，本篇的重

點在於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先行先試，主要的三個方向為經貿往來(平潭可以

藉由區位的優勢吸引兩岸四地的經貿活動在平潭展開)、金融合作(目前兩

岸的金融和作主要侷限在少數幾種層次較淺的業務，金融的互設機構幾乎

沒有，2009年國務院明確的提出如果要建設兩岸區域性的金融服務中心，

平潭可以在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中達到核心的目標)、社會融合(可藉

由橫琴島的土地租借模式，引進臺灣方面參與平潭的規則、管理……等，

和大陸實行隔離式的管理)。目前平潭綜合實驗區的重點是加快基礎設施的

建設、大力推動區域金融服務中心的建設以及做好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發展

模式制定。26 

 

    平潭綜合實驗區與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對接合作－兩岸自貿區合作發探

索(羅海成，2014，頁 1-7)，就合作基礎而言，平潭是對接合作的海上戰

略通道基礎，相較於其他海上航線要 24小時，平潭－臺灣只需短短的兩個

半小時，且海運成本較低，有著空運速度、海運成本的優勢，可成為兩岸

之間重要的通道。臺灣為了因應被邊緣化的危機，馬英九總統推出六港一

空的政策，推動經濟自由化，如果臺灣的經濟示範區能與平潭合作，加強

與平潭的製造業、農業、旅遊業、海上直航、空海物流的對接合作
27
，將有

利於推動臺灣經濟示範區與其他區域之間的合作，提升臺灣的競爭力。 

    本研究將從平潭與臺灣如何對接的視角進行探討，面對平潭自貿區乃

至福建自貿區的積極對接，臺灣該如何因應？該如何面對呢？本研究將對

臺灣進行詳細的經貿產業分析，瞭解福建自貿區對臺灣經貿的影響，進而

                                                      
26
高建平，<平潭綜合實驗區發展定位與發展模式研究>，《發展研究》，第 8期，2010 年 8月。 

27
羅海成，2014，<平潭綜合實驗區與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對接合作>，《福建行政學院學報》，第

2 期，2014年 4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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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結論提出建議。 

 

    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之研究－以平潭綜合實驗區為例（林宏隆，2014，

頁 99），此篇論文系臺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生所撰寫。從整體

的政策方向至平潭個案分析，詳細論述了兩岸經貿合作的機制以及發展所

面臨的困境。本研究中福建自貿區之平潭片區系承接平潭綜合實驗區之規

劃，更進一步開放對臺貿易自由化，因此，此篇論文對本研究有承前啟後

之作用。本文指出，「平潭綜合實驗區」是大陸「海西區」的一個重要示

範地點，對於整個「海西區」而言，成敗與否，起了一個關鍵作用。28簡言

之，平潭是海西區重要地標，其成敗與否關乎整個海西區。延伸至本研

究，福建自貿區乃中共對外新戰略「一帶一路」下之核心區域，其中即包

括平潭片區，因此，平潭綜合實驗區之研究文獻將對本研究提供過去建設

之策略及經驗。本文還列舉了平潭的產業發展方向，分別為高新科技產

業、服務業、海洋產業、旅遊業、社會事業等。值得關注的是，其中有許

多可與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相配合之產業，如海洋產業，加之，平潭

的地理位置特殊，是離臺灣本島最近的福建島嶼，未來存在對接臺灣「自

由經濟示範區」之可能性。除以上之外，本論文還論述了平潭綜合實驗區

存在的問題，其中提及：基礎建設尚不足，仍須投入公共建設、該區市場

腹地不足，腹地需加以擴展、後 ECFA時代所面臨大陸其餘經濟區塊競爭

29。然而，這些問題恰巧由於福建自貿區的整合可以得到妥善的解決，未來

本研究論文也可從此加以論述，側面印證福建自貿區建設之目的性。 

 

    兩”區”疊加：平潭新動力(肖國萍，2015)一文中提到從平潭綜合實

                                                      
28
林宏隆，《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之研究—以平潭綜合實驗區為例》(臺北：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頁 99。 
29
林宏隆，《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之研究—以平潭綜合實驗區為例》(臺北：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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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區到現行平潭自貿區，主旨皆是服務於兩岸融合的實驗，尤其在小三通

航線開通後，兩岸經貿往來更加頻繁，本研究先期分析平潭設立的最主要

目的就是吸引臺商與臺胞在平潭投資與定居，將兩岸融合放在首位，對接

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形成區對區合作更是平潭的大目標，在此基礎上進一

步加深兩岸關係形成融合統一。本研究將就此基礎上，深入探討平潭自由

貿易區對臺進一步的影響為何，分析平潭具體實施政策，將如何吸引臺

資、對接臺灣，進而推論其對臺灣經貿的影響。30 

 

 

小結 

一、 以往至今的福建雖然擁有與臺灣之地理優勢，然而，在實際的經貿往來上並

沒有對兩岸貿易格局產生顯著的影響。換言之，過去的福建並不能算是兩岸

經貿發展過程中的「增長極」31角色。2015年，福建獲得中共中央批准，取

得第二階段的自貿區建設資格，其特色就是「突出對臺為己任」之建設核心，

與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相結合，發揮福建自貿區下轄三大片區廈門、平

潭、福州之不同功能。融合臺灣經濟，發展建設福建，推動區域經濟自由化，

服務兩岸關係。 

二、 在福建自貿區的架構中，包含原本就與臺灣關係密切的廈門、平潭兩個片區。

其中，廈門在「綜改區」時期就有相對成熟的對臺配套措施和發展方向，在

自貿區的探索與構建上具有較長的歷史淵源。廈門片區包括兩岸貿易中心核

心區和東南國際航運中心海滄港區，其優勢在於兩岸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

化與國際暨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方面；平潭片區的建設則自 2009 年開始，

                                                      
30
肖國萍，<兩「區」疊加：平潭新動力>，《海峽通訊》，第 2期，2015年 2月。 

31
增長極：由法國經濟學家弗郎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提出，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

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麼位於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理

論的主要觀點是，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和少數產業帶動，應把少數區

位條件好的地區和少數條件好的產業培育成經濟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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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港口經貿區，高新技術產業區和旅遊休閒區構成。由於平潭片區建設起步

較晚，有較多的建設經驗可以借鑒和幫助。同時，平潭也是福建自貿區中離

臺灣本島最近的區域，其最大的優勢在於海運和空運的成本低，時間短。就

合作基礎而言，平潭片區與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對接存在相當大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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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途徑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大陸對臺政策、兩岸關係的階段性與特殊性、中共之國

際戰略布局，本研究預計將採用「歷史研究途徑」與「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

作為研究途徑，分別簡述如下： 

 

一、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32 

    歷史的發展往往不能只是單單依靠史學家的紀錄，我們亦可透過大量

文獻、期刊、論文、新聞與政府報告資料的分析與研究，尋找出共通的邏

輯與脈絡。在回顧與總結過去發展的同時，亦能達到對目前現狀的解釋，

乃至對未來可能的預測。 

    中共「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與「中國福建自貿區」的建立，背後同

樣都擁有複雜的區域整合趨勢、國際強權競爭、統戰考量等等的近期因

素，不能以單純以經濟的視角來結論一切。而中共的區域戰略與對臺政策

同樣也可以從過去一路至今的演變推敲出其大致行為、目的，無論是所謂

的「對接臺灣」與「先行先試」概念，亦或「借鏡上海自貿區」與「海西

區」，其中脈絡亦清晰可見。在整理歸納福州、平潭、廈門等地區發展規

劃的歷史背景，從而預期其希望達到之目標與未來可能之走向後，從中尋

找出臺灣的境遇與機會。以及預測在未來可能的兩岸政經交流關係中，臺

灣將該如何調適自身，是經濟層面與陸方更近?還是成功藉由福建自貿區走

區一片天?此皆為本論文之重點。 

 

 

                                                      
32
羅清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打開天窗說量化(第二版)》，〈臺北，威仕曼文化，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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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政治與經濟往往相互影響，在本研究中，更關注的將是政府的政策、

自貿區之規劃將如何影響兩岸經濟活動。以中共其政治體制的特殊性與以

往對臺政策的脈絡而言，在兩岸經濟社會交流互動的過程中，政府的力量

與影響更是其中關鍵因素。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無法通過服貿，雙邊貿易

暫時談判進程暫時中斷，以及中共政府自身對福建自貿區的定位與建構，

更是會影響臺灣臺資企業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經濟因素一直不是兩岸合作中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反而政治因素更為

重要。兩岸關係與事務儘管發展至今日，已經從不接觸到以經濟議題為

先，政治議題迴避的階段，但政治與政府政策仍是背後的主要推手，對中

共政府來說尤其如此。從過去海西區等一系列對臺區域發展戰略的提出，

直到近期更夾帶著國際戰略格局的福建自貿區之推出，背後顯而易見的隱

藏著政治性的目的。而政治的力量──無論是臺灣社會內部的政黨爭論、

民間的重視程度，亦或中共中央政府對臺部門的考量、福建省中福州與廈

門兩市間的矛盾……等，我們在研究福建自貿區之時，政治與經濟都是決

定性的兩大關鍵力量、因素。 

    中共在推動國際圍堵、卻開放福建自貿區迎向臺灣，政治力量然是其

背後的主要推動因素。如當中共政策將重心從單純整合吸納，上升至國際

戰略格局，並且對接臺灣成為此結構下之一部分，臺資企業乃至於臺灣整

體經濟發展將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為此，本研究將持續並深入關注中共在

福建區以及其三大片區的各種規劃、報告、官方媒體報導、政府高層公開

講話等，其中定會或多或少地關乎未來發展的走向與規劃，也只有如此才

能確實掌握發展的脈動，從而找到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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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圖 17：本研究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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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福建自貿區為出發點，對臺之影響為核心，大致上從四個面向

（如上圖所示）來論證其邏輯與因果關係。 

    首先，根據本研究分析，基本明確福建自貿區將作為「兩岸先行先試」的

重點區域，較中國其他區域有其優先對接臺灣的優勢，且中國以單方面開放的

形式避開在臺灣可能面臨的立法程序所帶來的複雜性，在下一階段兩岸經貿往

來上持續對接臺灣。 

第二，福建自貿區鑲嵌在中共對外新戰略「一帶一路」下，作為戰略核心

之一，其嚴謹性、必達性、投注資源量將不同於以往。簡言之，此自貿區雖有

「兩岸先行先試」之使命，但不單純服務於兩岸關係，在層級上，更具有發展

國際關係的格調。其發展潛能、未來走向，勢必也和國際格局同步，對臺融入

區域整合產生深遠影響。  

    第三，福建自貿區的總體建設及其三個片區的發展，皆建立在原本有基

礎、有經驗的「經濟特區」上，因此，對臺設立的配套措施及優惠政策趨於完

整，擁有豐富經驗。除此之外，福建對臺灣的「五緣33」關係，配以相對於同性

質區域較低的投資、貿易門檻，足以吸引並成為臺資的選擇之一。 

    最後，基於中國對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經貿限制和一貫的統戰打壓手段，

中國不會輕易允許臺灣加入重要國際組織或簽署相關協議，在如此明顯的國際

圍堵戰略下，臺資產業擴展空間十分有限。然而，現今中國以相對較低之門檻

開放福建自貿區對臺優惠，目的之一，顯然就是對臺資企業的經濟吸納，在經

濟層面上與臺灣拉近距離，由點而面拓展至其他方面之交流。 

 

                                                      
33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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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使用了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nalysis）、文獻分析法

（Documentary analysis）及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rview method）： 

 

一、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analysis）： 

  從歷史的脈絡去尋找，透過文件史料蒐集、分析與歸納，來總結歷史的 

發展規律與經驗，分析當前人類所面臨的問題，預測未來可能發展走向。這 

種「鑑古知今」歷史推論法，大量被應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福建地區過 

去一直是以對接臺灣為其主要目標，先後出臺海西區、平潭綜合實驗區、廈 

門綜改區直至現在的自貿區，其過去相關文獻眾多足可讓我們借鑑，從過去 

文獻文析鑑古知今，進而分析出福建自貿區對臺灣的影響。 

 

二、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是自書籍、政府公報、報紙、期刊、傳單等等文獻中，進行 

  有系統的計算、整理與分析，目的是中找出內涵的頻率與型態，揭示文獻中 

  的隱性情報內容，對事物發展做情報預測，若資料量過於龐大，可能會使用 

  統計學與電腦技術的應用。本研究團隊蒐集各種有關書籍、政府公報、報紙 

  及期刊論文，並對其進行分析得出福建自貿區對臺灣影響的各項因素。 

 

三、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rview method）： 

    深度訪談法是質化研究中常見的方法之一，主要是透過訪問者與受訪者 

  之間的交談，發掘與分析談話內容，流程如下： 

 

表 5：訪談流程表。 

訂立訪

談大綱 

決定訪

談方式 

定義與

決定訪

談對象 

正式訪

談並全

程錄音 

整理成

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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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的方式，本研究將事先列出基本訪談大綱，但在訪談

中仍保持開放的方式圍繞與研究題目相關的問題進行提問，訪談者可以根據訪談

時的實際情況有彈性的、因人因時的調整訪談的次序與提問方式，並保持現場的

和諧氛圍以利溝通，掌握交談技巧、善於設問和追問，靈活全面地作好記錄等，

因此訪問者的應變能力非常重要。 

 

訪談大綱： 

1.請問您對中國大陸福建自貿區對臺灣未來將產生什麼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居多？會有怎麼樣的衝擊? 又應如何因應？ 

2.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對「福建自貿區」的對應與態度又是如何呢？中央政府與 

  地方政府的態度是否存在差別？ 

3.臺灣未來的規劃與發展策略究竟如何？我國提出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中 

  央政府是否有打算落實，亦或有其他安排呢？ 

4.福建自貿區作為兩岸交流與合作中的「先行先試示範區」，您認為其政策是 

  否能夠吸引臺商前往投資？臺灣有與其對接的打算嗎？現今的臺灣是否有對 

  接的資本？ 

5.您認為福建自貿區是否為一帶一路的核心嗎？其有國際性嗎？ 

6.面對中國在國際上長久以來的打壓，您認為臺灣該如何面對？福建自貿區的 

  設立，是否一種對臺灣先圍堵再吸納的戰略，您怎麼看? 

 

訪談對象： 

    本研究擬定訪談對象為閩臺地區兩岸經貿相關專家、學者與官員及臺商企

業家，採用半結構訪談的方式，圍繞福建自貿區與臺灣的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訪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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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限制與預期結果 

 

第一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涵蓋的範圍包含了福建自貿試驗區中的廈門片區、福州片區、

平潭片區、最後更要帶到對臺之影響，身處在台灣的我們受到地理限制，

且個人的人力、財力、時間和能力都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本研究有很多

不足之處，概述如下： 

一、福建自貿試驗區掛牌時間趨近於研究時間，相關資訊並不充分，兩岸，

尤其是臺灣方面之學者對其也少有研究著墨，除了報章、期刊、雜誌，書

本文獻方面可能較為缺乏。 

二、由於經費與空間限制，赴福建自貿試驗區之各片區進行菁英訪談較為

困難。 

三、福建自貿試驗區與福州、廈門、平潭三大片區的文獻資料中，以大陸

方面學者研究居多，國外與臺灣學者較少關注，因其鑲嵌於中國大陸「一

帶一路」之國際戰略下，是其核心之一，因此在文獻蒐集方面大陸資料與

臺灣資料產生失衡的現象，但本研究堅持站在客觀立場進行研究。 

四、臺灣方面對於福建自貿試驗區掛牌的相關新聞並不關注，社會輿論與

大眾媒體並不感到興趣，因其為大陸單方面開放的自由貿易區，因此有關

文獻與資訊皆以大陸官方的居多，在文獻蒐集與發展狀況瞭解部分可能將

較為偏向大陸的官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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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預期結果 

一、藉由福建自貿區戰略構想分析與其影響分析，提出臺灣因應之建

議。 

本研究藉由福建自貿區的相關文獻的探討，瞭解福建自貿區的現狀與

福建自貿區較中國大陸海西區、廈門綜改區和平潭綜合實驗區在國際戰略

構想上的不同，瞭解福建自貿區其戰略構想對臺灣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

面造成的影響以及影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分析臺灣將面對的影響與挑

戰，進而提出客觀合理的建議。 

 

二、藉由與相關領域菁英之深度訪談，論證本研究假設之論點。 

本研究藉由涉及福建自貿區各個方面相關研究的學者、福建自貿區的

政府官員與已進駐福建自貿區的臺資企業進行深度訪談以及前往中國大陸

福建省對福建自貿區進行田野調查，能夠更加深入瞭解福建自貿區的發展

狀況，得到詳實的數據資料和社會普遍看法，進而論證本研究假設的論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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