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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 RCEP 會員國之經貿分析 
Economic and Trade Analysis for Taiwan and RCEP Member States 

王雅津1    陳建宏2 

摘要 

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多數企業都以邁向國際市場為生存之道，台灣更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因

而尋求各國間的經貿合作也就倍加重要。東協陸續與臨近國家簽訂協議，形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簡稱 RCEP)。本研究首先介紹 RCEP 會員國，瞭解該些會員國經濟的基礎，再討論各會員國與我國的

經貿關係，以掌握台灣當前及未來之經濟發展。在短期貿易關係中發現，RCEP 貿易額加總占台灣貿

易額的比例為 57%，其中，以中國、日本、新加坡、韓國以及馬來西亞，與台灣的貿易最為密切。再

以長期貿易金額趨勢來看，RCEP 各會員國都受到 2008 年的金融風暴影響，2009 年貿易額大幅度的下

滑，但在 2010 年許多國家也漸漸回升原本貿易額，甚至更超越於過去的表現，資料也進一步顯示，許

多 RCEP 會員國與台灣仍存在有相當大的經貿發展空間。最後，本研究於結論中也以個人觀點分析積

極爭取加入 RCEP 組織的當務之急及必要性。 

關鍵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東協、自由貿易協定、國際貿易、區域經濟整合 

ABSTRACT 

Under the tendency of globalization, the survival of many enterprises i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aiwan to have cooperativ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external partners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for support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ASEAN members and other partners are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greements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Understandably,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RCEP members to identify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compared to Taiwan. It 
finds that RCEP covers 57% of Taiwan's volume of trade, where China, Japan, Singapore, Korea and 
Malaysia are rated as the top five. In additi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had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ince mid-2008, but fortunately, has now recovered and even surpassed its 
pre-recession level for most RCEP members. Overall, Taiwan should actively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RCEP depending on our analysis. 

Keywords：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Free Trade Agreement (FTA)、International Trade、Region Economics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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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研究動機 
台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大部份的企業

都是以國際貿易為生存之道，與台灣臨近且經貿

關係密切的東南亞國家國協(簡稱東協)，共計有

會員 10 國(泰國、菲律賓、新加坡、馬來西亞、

印尼、汶萊、越南、寮國、緬甸與柬埔寨)。東協

加上中國、日本、韓國、澳洲、紐西蘭、印度，

形 成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
RCEP 之間最具體的合作就是可以免關稅的自由

貿易。反觀台灣，與各國進出口產品時，必須要

彼此交付關稅，由此可猜測，台灣廠商會紛紛的

前往 RCEP 會員國當地投資設廠，規避關稅降低

產品成本，此一競爭環境同時也會使得國外對台

灣的投資變少，經濟將面臨嚴重打擊。 

台灣在加入的國際組織中，WTO由於會員國

眾多，談判並不容易，而尋求與其他國家個別簽

訂自由貿易協定(FTA)時，也常受到政治力的阻撓，

不是那麼順利。台灣目前參與的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也為形式的功能，並沒有太多實際作

用。 

現實中，台灣附近的國家都已經加入了RCEP
這一行列，成為一個大經濟體，而台灣尚未正式

參與主要的區域經濟整合，廠商可能的外移，國

外來台灣投資的變少，加上出口商品相較於其他

國家多了一層關稅的阻礙，這些結果會使台灣在

國際的分量越來越小，漸漸的被邊緣化，將可能

嚴重的影響台灣未來的發展。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討台灣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之各會員國的經貿關係，藉以掌握台灣在

國際經貿舞台上，當前及未來之發展背景與空

間。 

2.東協與RCEP簡介及相關文獻探討 

2.1 東協簡介 

東 南 亞 國 家 協 會 （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簡稱「東協」)，
成立於 1967 年 8 月 8 號曼谷，初期只有五個會員

國分別為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

國，後來汶萊、越南、緬甸、寮國、柬埔寨分別

依序東協，成為現在的東協 10 國。其成立宗旨如

下：
3 

1.透過平等夥伴關係，以加強東南亞國家繁榮

與和平的社會基礎，為經濟成長、社會進步、

文化發展中的區域共同努力。 

2.為積極推動合作，並就經濟、社會、文化、

技術、科學及管理等共同關心的問題相互協

助。 

3.提供彼此在教育、專業技術和管理領域的培

訓及研究設施提供的援助。 

4.為現有國際和區域組織提供類似的目標和宗

旨的合作，以探索各種途徑，讓彼此之間有更

緊密的合作。 

2.2 RCEP 簡介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由東協國家所

提出，由東協十國再與經濟、文化等有密切聯繫

的中國、日本、韓國，成為東協加三。而近年又

有東協加六這一名詞出現，東協加六就是由東協

加三再加上澳洲、紐西蘭、印度因而形成當前的

RCEP組織。RCEP以區域經濟一體化進行合作，

成員國間相互開放市場、建立一個削減關稅及非

關稅壁壘的自由貿易協定。其目標是消除內部貿

易壁壘、創造完善和自由的投資環境、擴大服務

貿易，還將涉及知識產權保護、競爭政策等多領

域。建立RCEP的一般原則之內容如下：4 

1.涵蓋範圍。 
2.進程。 
3.開放加入。 
4.透明性，簽署協議將予以公開，確保利益相

關者理解和利用經濟一體化與合作。 
5.經濟技術合作將成為協議中不可分割的一部

分，以支持東盟成員國和執行協議利益最大

化。 
6.便利化，此協議應包含切實可行的措施和共

同努力促使貿易和投資便利，包括降低交易成

本。 
7.經濟一體化，此協議應有利於東盟經濟一體

化，經濟均衡發展，加強東盟成員國之間以及

東盟與其伙伴國之間的經濟合作。 
8.特殊和差別待遇，此協議應為東盟成員國提

供特殊差別待遇，特別是柬埔寨、寮國、緬甸

和越南。 
9.該協議應符合 WTO 協議。 

                                                 
3東協資料出處：

http://www.asean.org/asean/about-asean/overview 
4 RCEP 資料出處：http://wiki.mbalib.com/zh-tw/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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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協議應進行定期審查，確保有效且有益的執

行。委任東盟有關部長和東盟秘書長執行上述

原則，併在東盟和其合作伙伴共同參與下制定

具體原則。 

2.3 相關文獻探討 
關於RCEP帶來的台灣困境與契機，楊子申

(2012)分別以正面及負面的觀點，來評析RCEP會
員國之間所面對的一體兩面的合作契機與其所必

須面對的未來風險與變數，並提出台灣可以化危

機為轉機的努力方向及屬於台灣獨有的支撐點。 

此外，針對台灣加入亞太的區域經濟整合議

題上，杜巧霞、葉長城(2013)以跨太平洋夥伴（TPP）
與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RCEP）兩項協定之發

展，作為台灣經貿可能產生的利益變化及對未來

經貿關係的影響加以討論。文中從我國採取自由

貿易的經濟效益、我國所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為高

度自由化FTA/RTA、以及我國產業的應變能力大

小等三個面向，來說明台灣所必須積極面對的經

濟整合課題。另外也特別提到，由於俄羅斯及美

國相繼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正式參與了

2011年第6屆東亞高峰會，使得東亞高峰會「東協

加六」，擴大為「東協加八」，未來美俄兩國是否

成為RCEP之一員，也值得進一步觀察重點所在。 

3.研究方法 

在第一部分的RCEP會員國介紹中，利用貿協

全球資訊網及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的資

料，整理出各會員國的經濟概況，並說明各國與

台灣是否有簽屬的協定或條款，再整理出RCEP
會員國與我國的貿易關聯，以釐清近年我國與

RCEP會員國的關係。 

第二部份為短期分析，運用2013年的數據，

將各國與台灣的貿易額進行排名，採取表格方式

分析。而RCEP會員國與其他國家占我國貿易額、

出口額及進口額所佔的比例則以圖形工具來析分

析。在全球貿易排名的圖表中，以全球彙整排名

之後，再進一步單獨以東協十國進行說明。因東

協裡的十國在全球排名中所佔的比例不大，所以

用十國加總的金額去做比較。 

第三部分為長期分析，利用經濟部國際貿易

局統計的資料，選取近十年的貿易資料作為依據，

先整理出長期貿易金額，再用圖表瞭解貿易金額

幅度的變化，並計算出每年成長率及累計成長率，

再利用貿協全球資訊網的數據，整理出歷年各該

RCEP會員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概況。 

4.資料分析 

4.1 RCEP各會員國的與台灣經濟概況 

表 1(a)：中國大陸(China)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北京(Beijing) 人民幣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1,360.8 9,186,846 6,747 

中國大陸與台灣已簽屬協定：海峽兩岸經濟

合作框架協定（ECFA） 

中國大陸與台灣貿易關係：根據財政部統計，

2013 年台灣與中國大陸(不含香港)，貿易額為

1423.8 億美元，較 2012 年成長了 2.3%，而台灣

出口至中國大陸金額為 817.9 億美元，台灣從中

國大陸進口金額為 425.9 億美元，貿易順差為

392.0 億美元，中國大陸為台灣最大貿易夥伴。 

表 1(b)：日本(Japan)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東京(Tokoy) 日圓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127.29 4,902,300 38,500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七期 104.09 

 82

日本與台灣已簽屬協定：航空協定、國際運

輸業互免所得稅協定、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控

制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協定、投資協定、

台日航約(開放天空)協議、台日電器產品檢驗相

互認證協議、台日產業合作搭橋計畫備忘錄、台

日漁業協議、台日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合作

備忘錄、台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台日藥物法規

合作框架、台日鐵路交流及合作備忘錄、台日海

上航機搜索救難合作協議、台日金融監理合作備

忘錄。 

日本與台灣貿易關係：日本為台灣第二大貿

易國家，進口為第五名，出口為台灣第一最大出

口國，日本跟台灣產業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台灣

許多上有零件由日北進口近來組裝，在銷至海外，

2013 年受到歐美市場影響貿易額從 2012 年得

665.61 億美元衰退到 2013 年的 623.83 億美元,衰
退幅度為 6.3%。 

表 1(c)：韓國(Korea)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首爾(Seoul) 韓元 WON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502 130,430 26,250 

韓國與台灣已簽屬協定：中韓貿易協定、中

韓文化協定、中韓相互保護專利協定換文、中韓

海運協定、中韓空中運輸協定、中韓政府間相互

保護專利協定換文、中韓政府間互免海空運所得

稅協定、中韓間適用「貨品暫准通關證公約」換

文、貨品暫准證制度備忘錄、中韓互免海空運所

得稅協定換文、台韓空運協定、行政院衛生署中

央健康保險局與南韓國民健康保險工團健保合作

備忘錄、台韓電子產證跨境交換合作備忘錄、台

韓飛航安全合作了解備忘錄、台韓青年打工度假

合作了解備忘錄。 

韓國與台灣貿易關係：韓國貿易額在台灣貿

易排名第六名，而在韓國台灣為第七大貿易夥伴，

但觀察其進出口金額都只有 2%多，表示台灣與

韓國間的貿易還可以有近一步的發展空間。 

表 1(d)：紐西蘭(New Zealan)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威靈頓(Wellington) 紐元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452 181,300 40,481 

紐西蘭與台灣已簽屬協定：目前紐西蘭與台

灣的貿易相當地密切，所簽定的合作包括有：台

紐植物檢疫合作辦法、台紐執行競爭及公平交易

合作協調辦法、台紐打工渡假計劃協議、台灣輸

往紐西蘭經濟重要性果實蠅寄生主產品之雙邊檢

疫協議、台紐科技合作協議、台紐關於促進電子

類貿易產品協議、台紐國際技術產業化合作協議、

台紐標準、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鑑法規管理合

作協議、台紐設定共同投資創業投資基金策略合

作協議、台紐經濟合作協定。 

紐西蘭與台灣貿易關係：紐國對台灣出口產

品為農、牧、林等初級產業為主，而在 2013 年時

雙方簽定了台紐經濟合作協定，雙方民眾除了可

以立即享有協定提供的貨品貿易、服務業、投資、

政府採購的市場開放待遇外，也可以依據協定在

電影電視合製、原住民事務上進一步交流，雙方

的政府機關亦可在技術性貿易障礙（TBT）、食品

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SPS）、空運服務、

智慧財產權、貿易與勞工、貿易與環境及競爭等

方面互相合作，以提升雙方整體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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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e)：澳大利亞(Australia)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坎培拉(Canberra) 澳元(AUD)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23.45 1,488,000 64,157 

 

澳大利亞與台灣已簽屬協定：無 

澳大利亞與台灣貿易關係：澳大利亞目前為

台灣第 12 大貿易夥伴，澳洲出口至台灣的主要品

項有礦能及農產品，而台灣為澳洲冷凍牛肉、鹽、

蔗糖、小麥的主要市場，且澳洲在 2008 年後，每

年與台灣貿易額都有超過 100 億美元，在 2011
年更達巔峰到 145 億美元。 

表 1(f)：印度(India)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新德里(New Delhi) 盧比(INR)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1,210 1,519,700 1,501 

印度與台灣已簽屬協定：航空協定、投資保

障協定、科技合作備忘錄、教育合作交流備忘錄、

「台印度經濟合作協議可行性聯合合作小組」合

作備忘錄、關務互相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及議定書。 

印度與台灣貿易關係：印度為台灣的第 19
大貿易夥伴，台灣出口至印度的產品主要以石化

產品、工業製品為主，其中以化工產品成長較多，

而台灣至印度的進口產品主要為石化產品、農工

原物料、半成品為主，台灣與印度貿易額從 2000
年的 12 億美元到 2013 年的 61 億美元，成長了 4
倍之多，雖然 2013 年受到歐美市場的影響，讓印

度經濟成長衰退了 4.5%，不過與台灣的貿易金額

較 2012 年成長了 2.7%。 

表 1(g)：新加坡(Singapore)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新加坡(Singapore) 星元(SGD)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539.52 295,700 54,776 

與台灣已簽屬協定：中星避免所得稅雙重課

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中星投資促進及保障協定、

中星貨品暫准通關協定、中星符合性評估相互承

認協議、中星消費產品安全資訊協定、台灣優質

企業計畫與新加坡安全貿易夥伴計畫相互承認協

議書、台星經濟夥伴協議。 

與台灣貿易關係：新加坡為台灣大 5 大貿易

夥伴，台灣自新加坡進口產品主要為電子產品、

機械產品、礦產品、化學產品，而台灣出口至新

加坡產品主要為電子產品、礦產品、化學產品、

機械產品，雙方主要貿易產品為電機電子產品，

石化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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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h)：馬來西亞(Malaysia)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吉隆坡(Kuala Lumpur) 馬幣 (PHP)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30 249,700 10,060 

 

馬來西亞與台灣已簽屬協定：投資保障協定、

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雙邊仲裁合作協

議書、雙邊證券資訊交換備忘錄、雙邊品保驗證

合作協議書、台馬貿推廣單位合作備忘錄、台馬

貨品暫准通關證制度執行議定書、台馬證券商合

作備忘錄、台馬證券交易合作備忘錄、台馬資通

訊產業合作備忘錄、台馬保險業合作備忘錄、台

馬 APEC 數位機會中心協定、台馬企業合作備忘

錄。 

馬來西亞與台灣貿易關係：馬來西亞在與台

灣貿易國家排名中為第八名，而貿易額從 2012
年的 143 億 9,900 萬美元到 2013 年的 163 億 800
萬美元，成長了 13.25%，在進口方面也從 2012
年的 78 億 4,168 萬美元到 2013 年的 81 億 2,374
萬美元，成長了 3.6%，出口方面更從 2012 年的

65 億 5,722 萬美元到 2013 年的 81 億 8,433 萬美

元成長了 24.8%，享有貿易順差 6,059 萬美元。

表 1(i)：泰國(Thailand)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曼谷(Bangkok) 泰銖(THB)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67.72 391,000 5,727 

泰國與台灣已簽屬協定：投資促進及保護協

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聘僱泰籍勞工協定、台

泰加工出口區合作備忘錄、台泰農業合作協定、

國合會與泰國皇家計劃基金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泰國與台灣貿易關係：2013 年台灣與泰國貿

易額高達 100 億美元，但泰國近年極力對外簽屬

自由貿易協定，使得台灣產品競爭力下降，而台

灣必定要積極爭取與泰國的自由貿易協定。 

表 1(j)：印尼(Indonesia)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雅加達(Jakarta) 印尼盾(IDR)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250 938,500 3,754 

印尼與台灣已簽屬協定：投資保障協定、避

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杜防逃稅協定、農業合作備

忘錄、海洋及漁業合作備忘錄、證券業合作備忘

錄、招募及仲介勞工瞭解備忘錄。 

印尼與台灣貿易關係：根據印尼投資協調委

員會之統計台灣至 2013 年投資印尼累積投資件

數為 1,605 件，金額為 153 億 6539 萬美元，為印

尼外商投資排名第 9 名，貿易方面因印尼經濟成

長趨緩及印尼盾貶值，使台灣對印尼出口金額不

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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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k)：越南(Vietnam)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河內(Hanoi) 越盾(VND)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93.42 176,000 1,960 

 

越南與台灣已簽屬協定：目前越南與台灣的

所簽定的合作相當多元，包括有：通航協定、相

互設處協定、投資保障協定、家庭計畫合作備忘

錄、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暨防杜逃稅協定、勞務

合作協定、農漁業合作協定、防癆交流合作備忘

錄、符合性評估結果相互承認合作協定、貿易協

定、越南 WTO 入會台越雙邊協議、標準化、度

量衡及符合性評估瞭解備忘錄、醫療衛生合作協

定、金融監理資訊換文、台越禽流感疫情合作瞭

解備忘錄、海關情資交流備忘錄、台越貨品暫准

通關證協定、台越雙方證券交易所簽署雙邊合作

備忘錄、台越財政合作備忘錄、台越關務行政互

助協定、台越觀光合作備忘錄、台越合作預防及

打擊犯罪協定、台越移民事務合作協定。 

越南與台灣貿易關係：自 1988 年到 2012 年

比，台商在越南投資累計案件數達 2,249 件，投

資金額逾 273 億美元，在越南投資國家排名第二

名，2012 年越南核准外商投資案件共 1,101 件，

金額為 78.58 億美元，而台灣投資件數有 53 件排

名第 5，投資金額為 1.96 億美元排名第 7 名。 

表 1(l)：菲律賓(Philippines)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馬尼拉(Manila) 披索(PESO)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107.66 266,900 2,572 

菲律賓與台灣已簽屬協定：中菲投資保證協

定、WTO 入會案台菲雙邊議定書、台菲貨品暫准

通關證協定執行議定書5、台菲避免雙重課稅暨防

杜逃稅協定6、貿易推廣及工業發展合作備忘錄、

台菲關務互助協定、農漁業合作瞭解備忘錄、台

菲經濟走廊瞭解備忘錄、標準化及符合性評估領

域合作瞭解備忘錄、台菲銀行監理合作備忘錄、

台菲中小企業合作備忘錄、跨境資訊交換計畫備

忘錄、工業技術合作備忘錄、台菲貨品暫准通關

證協定執行議定書、台菲貿易促進合作意向書、

台菲科技化服務合作意向書補充文件。 

菲律賓與台灣貿易關係：台灣對菲律賓的主

要出口產品有石油類產品、積體電路，而台灣自

菲律賓進口的主要產品有機體電路、自動資料處

理機及其附屬單元，2013 年的貿易額為 119 億

7220 萬較 2012 年 109 億 7634 萬成長了 9.07%。

                                                 
5台菲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執行議定書尚未正式實施 
6台菲避免雙重課稅暨防杜逃稅協定尚未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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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m)：緬甸(Myanmar)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納比都(Nay Pyi Taw) 基雅特 (KYAT)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55.75 59,430 1,700 

緬甸與台灣已簽屬協定：無。 

緬甸與台灣貿易關係：自 2011 年 3 月緬甸政

府宣示政經改革開放以來，台灣政府已多次要求

緬甸政府解除對台灣直接貿易及直接投資之限制，

在2013年1月獲得緬甸政府已解除對台灣廠商經

商相關限制。 

表 1(n)：寮國(Laos)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永真(Vientiane) 基普(KIP)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6.8 2,078 3,100 

寮國與台灣已簽屬協定：無。 

寮國與台灣貿易關係：雙方雖然為 WTO 會

員國可是，寮國因中國的關係，跟台灣貿易關係

總保持保守緊戒，並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未來

寮國將會是 RCEP 的成員，所以台灣須努力爭取

與寮國貿易的機會。 

表 1(o)：柬埔寨(Kingdom of cambodia)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金邊市(Phnom Penh) 里耳(RIEL)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14.94 7,291 1,036 

柬埔寨與台灣已簽屬協定：無。 

柬埔寨與台灣貿易關係：根據柬埔寨投資委

員會統計，台灣自 1994 年至 2013 年再柬埔寨頭

數總共 314 件，金額為十億兩千萬美元，台灣主

要出口至柬埔寨產品為針織品及人造纖維棉等成

衣原料，而台灣與柬埔寨同屬 WTO 會員國產業

關係互補，雙邊貿易具有潛力。 

表 1(p)：汶萊(Brunei Darussalam)經濟概況 

首都 幣制 
Bandar Seri Begawan（斯里百加灣市） 汶幣 

人口數(百萬人) 國內生產毛額（百萬美元） 每人平均所得（美元） 
422,675 16,560 54,800 

汶萊與台灣已簽屬協定：交換航權協定。 

汶萊與台灣貿易關係：投資統計台灣對汶萊

投資累計案件 48 件，金額 7,236 萬美元，而同期

汶萊對台灣投資累計案件 93 件，金額 22,987 萬

美元；2013 年台灣出口至汶萊金額為 31 百萬美

元，在東協排名第九名，2013 年台灣對汶萊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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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61 百萬美元，同樣在東協排名第九名。 

4.2 台灣對RCEP貿易額之統計:短期分析 
2013 年台灣對中國的貿易金額較 2012 年金

額有所回升，兩岸貿易總額 1243.7 億美元，較

2012 年增加了 2.2%持續排名第一。近年，日本

從 2008 年的金融海嘯接著 2011 年 311 大地震及

2012 歐美經濟的惡化衝擊，面對許多重創經濟問

題，因此2013年金額較2012年金額下滑了6.2%，

但還是保持第二名。其他 RCEP 各國之 2013 年貿

易額及全球排名請參閱表 2。 

表 2：台灣與 RCEP 會員國貿易額及其全球排名 

國家 全球名次 總貿易額單位：美元 

中國大陸 1 124,376,057,324

日本 2 62,383,169,174

新加坡 5 28,060,466,220

韓國 6 27,845,358,747

馬來西亞 8 16,308,080,723

印尼 10 12,299,446,111

菲律賓 11 11,972,195,465

澳大利亞 12 11,665,714,871

越南 13 11,548,328,924

泰國 14 10,088,560,246

印度 19 6,174,260,002

紐西蘭 38 1,310,844,209

柬埔寨 51 705,952,407

緬甸 69 281,469,241

汶萊 99 92,297,030

寮國 134 16,941,029

東協十國與我國貿易高達金額 913.7 億美元，

較 2012 年成長了 3.7%。由圖 1可知在 RCEP 裡的

中國跟我們的貿易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國

一國就佔了我國貿易額 22%，而東協十國分開來

看貿易額都不算多，但十國加起來的貿易金額也

是相當的可觀，東協十國占了 16%，對於我們台

灣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組織，再看到紐西蘭跟印度，

比例是非常少，若我國能參與 RCEP，相信這兩國

的貿易金額會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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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台灣與全球的貿易分配圖 

 

進一步探討台灣與東協十國的貿易額，圖 2
顯示，與我國貿易情況特別突出的是新加坡貿易

金額為 280 億美元，再來馬來西亞、印尼、菲律

賓、越南、泰國跟我國貿易金額都蠻平均的，可

惜在柬埔寨、緬甸、汶萊、寮國這四個國家貿易

金額就少了許多，有相當大的進展空間。 

 

圖 2：台灣與東協各國之貿易額 

 

就出口+復出口總額而言7，圖 3 顯示，中國

仍然為我國最重要的出口貿易國，占了超過我國

出口貿易額的 1/4，而中國已經連續多年為我國

出口國家排名第一，且為我國重要的出超國家。

2013 年出口至日本 305.4 億美元較 2012 年的出

口金額 301.1 億美元成長了 1.2%。2013 年出口至

東協十國金額為587.6億美元較2012年出口金額

565.4 億美元成長了 3.9%，且東協十國為我國第

二出超國家，出超金額增加至 261.6 億美元,近年

來出超金額持續的增加從2009年出超107.6億美

元增加至 2013 年的 261.6 億美元,看出東協十國

                                                 
7復出口：是指外國商口進口以後未經加工製造又出口，

也稱再出口。 

對於我國出口也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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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台灣與全球的出口貿易分配圖

進一步探討台灣與東協十國的出口，由圖 4

可看可出，新加坡排名第一名，出口金額也高達

191 億美元，較其他國家的金額相差懸殊，圖五

中也可以知道我國出口至其他九國的金額都需要

在加油，尤其在柬埔寨、緬甸、汶萊、寮國多多

進行貿易。 

 

圖 4：台灣與東協十國的出口總額 

就進口+復進口總額而言8，圖 5 可以清楚的

看到，中國跟日本進口的比例相當，面前中國持

續成長，而日本些許的下滑，但東協、中國、日

本對於我國來說都是有個密切的進口關係，在

RCEP 裡的韓國、澳洲、印度、紐西蘭，進口金額

一樣沒有特別突出，盼望以後能與這些國家的貿

易能有所增加。

                                                 
8復進口：是指本國商品輸往國外，未經加工又輸入國

內，也稱再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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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與全球的進口貿易分配圖 

進一步探討台灣與東協十國的進口，由圖 6

可看出，馬來西亞及印尼在我國對東協進口的國

家當中分別排名第二跟第三名，而排名第一的一

樣為新加坡。而菲律賓、越南、泰國金額期望能

持續的增加，而同樣地，柬埔寨、緬甸、汶萊、

寮國需要多多爭取跟他們的貿易機會，假如這四

國的貿易機會增加，相信對我國的貿易情況會更

好。 

 

圖 6：台灣與東協十國的進口總額 

4.3 RCEP會員國貿易成長率:長期分析 
由表3來觀察，近年中國大陸與我國的貿易頻

繁從 2003 年的 67,025,011 千美元到 2013 年的

165,613,353千美元，這十年來中國大陸與台灣的

累計貿易額成長了147.09%，而在2008年的次貸

風暴導致2009年的貿易金額大幅下降，不過在

2010年貿易金額開始慢慢的回升。 

表 3顯示，日本與台灣的貿易額成長了

38.17%，在2008年金融海嘯爆發，導致2009年貿

易金額大幅下滑，在2010年回升,但不幸的在2011
年時發生了311大地震、海嘯、還有福島核能外漏

及2012年的歐債危機，連續的事件接連重創日本

的經濟，使得貿易額又逐漸的下滑，盼望2013年
安倍經濟學的三隻箭包括第一支箭：大膽的貨幣

寬鬆政策，第二支箭：積極的財政刺激政策，第

三隻箭：鼓勵民間投資的新成長戰略，盼望可以

讓日本的經濟慢慢復甦。 

近十年來韓國與台灣的貿易額從2003年的

13,448,255到2013年的27,845,358，累計成長了

107.06%，在2008年的金融海嘯迫使2009年與我

國的貿易額下滑了18.58%，不過在2010年時回升

了以往的水準，但後來又因歐債危機再度使得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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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額下滑了近11%，而在2013年貿易額才又慢慢

的回升。 

表3可看出，澳洲與台灣近十年的貿易額自

2003年的4,631,788千美元到2013年的11,665,714
千美元，累計成長了151.86%，而在2008年金融

風暴讓澳洲與我國貿易金額衰退了近30%，但在

2010年貿易金額回升且再上漲，但因澳幣升值，

高價位成本開銷迫使我國所需要的原物料得與其

他國家交易，所以貿易金額才會漸漸下滑。 

近十年來印度與台灣的貿易額從2003年的

1,401,268千美元到2013年的6,174,260千美元，累

計成長了340.62%，而印度在蓬勃發展但在2008
年的金融海嘯，重創了印度的貿易金額，但2010
年貿易金額回復後並持續的成長，然而在2011年
時受到了歐債危機且盧幣貶值跟高通膨的關係使

得2012年的貿易金額下滑，印度因貶值跟高通膨，

使得印度經濟復甦沒有很明顯。 

依據表3可看出，這十年紐西蘭與台灣的貿易

額 從 2003 年 的 679,739 千 美 元 到 2013 年 的

1,310,844千美元累計成長了92.85%，同樣在2008
年因為金融海嘯史的貿易金額劇烈的下滑，在

2010年開始復生，但2010年9月的基督城大地震及

全球經濟的不安定，使得上漲程度逐漸平緩。 

這十年來東協與台灣的加總貿易額從2003年
的35,671,857千美元到2013年的91,373,737千美元

成長了156.15%，而每年平均的成長率為10.96%，

其中因2008年全球金融海嘯影響，讓貿易額下降

外，東協十國跟我國的貿易逐漸頻繁，使貿易金

額逐年增加。 

表 3：歷年貿易額與成長率總表 

單位：千美元 

國家 
(年成長) 

2003 年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2011 年 2012 年 2013 年

中國 

大陸 

67,025,011 88,696,335 100,237,776 116,139,937 130,642,313 132,890,050 109,557,179 152,632,897 169,546,957 162,388,783 165,613,353

(-) (32.33%) (13.01%) (15.86%) (12.49%) (1.72%) (-17.56%) (39.32%) (11.08%) (-4.22%) (1.99%)

日本 45,148,473 57,523,360 61,163,120 62,583,675 61,869,378 64,062,925 50,721,322 69,922,362 70,426,886 66,561,464 62,383,169

(-) (27.41%) (6.33%) (2.32%) (-1.14%) (3.55%) (-20.83%) (37.86%) (0.72%) (-5.49%) (-6.28%)

新加

坡 

9,153,424 11,077,792 13,002,680 14,384,946 15,292,871 16,500,678 13,422,758 19,732,230 24,832,630 28,196,383 28,060,466

(-) (21.02%) (17.38%) (10.63%) (6.31%) (7.90%) (-18.65%) (47.01%) (25.85%) (13.55%) (-0.48%)

韓國 13,448,255 17,291,627 19,116,319 22,153,550 22,952,181 21,873,951 17,809,142 26,740,136 30,238,272 26,915,434 27,845,358

(-) (28.58%) (10.55%) (15.89%) (3.60%) (-4.70%) (-18.58%) (50.15%) (13.08%) (-10.99%) (3.45%)

馬來 

西亞 

7,939,057 9,643,130 9,499,691 10,992,851 11,582,397 12,276,312 8,612,606 13,642,831 15,493,126 14,398,911 16,308,080

(-) (21.46%) (-1.49%) (15.72%) (5.36%) (5.99%) (-29.84%) (58.41%) (13.56%) (-7.06%) (13.26%)

印尼 4,455,066 6,010,212 6,901,416 7,703,676 8,686,619 10,854,838 8,409,810 10,529,625 12,264,690 12,514,991 12,299,446

(-) (34.91%) (14.83%) (11.62%) (12.76%) (24.96%) (-22.52%) (25.21%) (16.48%) (2.04%) (-1.72%)

菲律

賓 

5,588,396 7,099,205 7,119,602 7,259,856 7,199,105 7,020,629 6,046,343 8,301,833 9,378,069 10,976,340 11,972,195

(-) (27.03%) (0.29%) (1.97%) (-0.84%) (-2.48%) (-13.88%) (37.30%) (12.96%) (17.04%) (9.07%)

澳大 

利亞 

4,631,788 5,698,048 7,118,923 8,072,351 9,355,323 11,757,128 8,319,172 12,053,342 14,559,778 12,940,805 11,665,714

(-) (23.02%) (24.94%) (13.39%) (15.89%) (25.67%) (-29.24%) (44.89%) (20.79%) (-11.12%) (-9.85%)

越南 3,141,325 4,060,449 4,803,576 5,719,163 7,902,621 9,159,070 6,908,436 8,815,880 10,871,451 10,726,622 11,548,328

(-) (29.26%) (18.30%) (19.06%) (38.18%) (15.90%) (-24.57%) (27.61%) (23.32%) (-1.33%) (7.66%)

泰國 5,018,866 6,102,382 6,707,244 7,893,893 8,812,879 8,157,842 6,508,332 9,117,223 10,532,934 10,262,495 10,088,560

(-) (21.59%) (9.91%) (17.69%) (11.64%) (-7.43%) (-20.22%) (40.09%) (15.53%) (-2.57%) (-1.69%)

印度 1,401,268 1,945,061 2,442,424 2,716,335 4,879,231 5,340,185 4,154,578 6,465,831 7,563,843 6,008,166 6,174,260

(-) (38.81%) (25.57%) (11.21%) (79.63%) (9.45%) (-22.20%) (55.63%) (16.98%) (-20.57%) (2.76%)

紐西

蘭 

679,739 865,889 970,423 886,654 1,112,243 1,208,331 756,698 1,083,500 1,164,718 1,213,785 1,310,844

(-) (27.39%) (12.07%) (-8.63%) (25.44%) (8.64%) (-37.38%) (43.19%) (7.50%) (4.21%) (8.00%)

柬埔

寨 

212,704 278,206 338,723 466,302 437,925 423,857 335,876 487,244 664,002 698,208 705,952

(-) (30.79%) (21.75%) (37.66%) (-6.09%) (-3.21%) (-20.76%) (45.07%) (36.28%) (5.15%) (1.11%)

緬甸 147,157 105,865 131,190 116,813 130,983 162,477 136,581 170,797 207,022 221,797 281,469

(-) (-28.06%) (23.92%) (-10.96%) (12.13%) (24.04%) (-15.94%) (25.05%) (21.21%) (7.14%) (26.90%)

汶萊 12,375 15,441 18,308 15,922 17,568 28,703 30,721 36,527 79,495 71,136 92,297

(-) (24.78%) (18.57%) (-13.03%) (10.34%) (63.38%) (7.03%) (18.90%) (117.63%) (-10.52%) (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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寮國 3,482 8,727 11,110 42,030 26,766 19,997 9,188 10,917 13,497 11,022 16,941

(-) (150.63%) (27.31%) (278.31%) (-36.32%) (-25.29%) (-54.05%) (18.82%) (23.63%) (-18.34%) (53.70%)

這十年來，台灣與東協各成員國的貿易成長

情形，可由表 3 進一步得知，分析如下： 

新加坡與台灣的貿易額從 2003 年的

9,153,424千美元到2013年的28,060,466千美元，

成長了 206.56%，在 2008 年因為金融風暴，使得

2009 年的貿易金額下降，而在 2010 年新加坡成

立了一個經濟戰略委員會，主要提高生產力，讓

經濟每年能成長 2%～3%的目標，並且運用資通

訊科技增強經濟生產力及經貿活動的效益。 

馬來西亞與台灣的貿易額從 2003 年的

7,939,057 千美元到 2013 年的 7,939,057 千美元，

累計成長了105.42%，我國與馬來西亞貿易平平，

不過在 2008 年時，因為金融風暴導致 2009 年的

貿易額下滑，在 2010 年時慢慢復甦，不過在 2012
年時馬來西亞對我國的鋼鐵、塑膠品進行反傾銷

調查，因此調查讓貿易額稍微下滑了一點點。 

印尼與台灣的貿易額從 2003 年的 4,455,066
千美元到 2013 年的 12,299,446 千美元，累計成長

了 176.08%，然而在 2008 年時發生的金融海嘯，

讓 2009 年的貿易額下降，但在 2010 年時有回升

了，但在 2013 年受到美國 QE 規模縮減跟印尼盾

貶值，使得貿易金額稍稍下滑了，在 2014 年印尼

將實施出口的管制及全球經濟並未好轉，在 2014
年可能會像 2013 年一樣貿易成長幅度不會很

大。 

菲律賓與台灣的貿易額從 2003 年的

5,588,396千美元到2013年的11,972,195千美元，

累計成長了 114.23%，菲律賓與我國的貿易都是

平平的，所以在 2008 年時的金融風暴，下降的幅

度與他國比較就沒有很明顯了，而在 2010 年的時

候，菲律賓的發展，使得貿易金額每年都有 10%
的成長，雖然面對美國寬鬆政策退場，很有可能

讓菲律賓的利率上升，但投資的機會跟空間並不

會動搖投資者們的信心。 

越南與台灣的貿易額從 2003 年的 3,141,325
千美元到 2013 的 11,548,328 千美元，累計成長了

267.63%，但在 2008 年時受到了金融風暴的關係，

讓貿易金額下滑了近 25%，2010 年貿易金額慢慢

復甦，在 2011 年時越南政府因實施了緊縮貨幣、

減少公共投資、降低財政赤字，使得 2012 年經濟

發展緩慢，讓貿易額小幅下降了，在 2013 年經濟

情勢有改善，貿易額有上升。 

泰國與台灣的貿易額從 2003 年的 5,018,866

千美元到 2013 年的 10,088,560 千美元，累計成長

了 101.01%，經過 2008 年的金融風暴讓泰國與我

國的貿易額下降，在 2010 年貿易金額慢慢回升，

但在 2012 年泰國國內需求減少及出口衰退讓貿

易額漸漸下滑。 

柬埔寨與台灣的貿易額從 2003 年的 212,704
千美元到 2013 年的 705,952 千美元，累計成長了

231.89%，金融風暴導致 2009 年的貿易額下滑，

不過在 2010 年貿易額漸漸的回升，2013 年經濟

穩定漸漸平緩下來。 

緬甸與台灣的貿易額 2003 年的 147,157 千美

元到 2013 年的 281,469 千美元，累計成長了

91.27%，緬甸以前都是自己自足的國家，貿易金

額沒有特別突出，在 2011 年時經濟改革開放，我

國政府多次要求對我國貿易的限制，2012 年時新

外人投資法並在 2013 年實施「特別經濟區法」，

吸引更多貿易機會。 

汶萊與台灣的貿易額 2003 年的 12,375 千美

元到 2013 年的 92,297 千美元，累計成長了

645.83%，而每年平均的成長率為 26.68%，汶萊

是少數幾個在金融風暴中沒有受到太大衝擊的國

家，在 2006 年到 2010 年汶萊實施 5 年計劃，而

在 2010 年後汶萊以靠能源的貿易增加貿易金

額。 

寮國與台灣的貿易額 2003 年的 3,482 千美元

到2013年的16,941千美元，累計成長了386.53%，
寮國在 2001 年到 2005 年經濟發展快速，經過 5
年的發展在 2006 年時貿易快速上升，但在後幾年

需求不再，導致貿易額減少，但在寮國家進 WTO
後貿易活絡，讓貿易額在次上升。 

5.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台灣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各會員國的經貿關係。在短期分析中顯示，

RCEP 占我國貿易額的 57%，具有很大的比例，

而東協十國短期貿易額以新加坡的貿易額最為突

出，其次為馬來西亞、印尼、菲律賓、泰國，可

惜的是柬埔寨、緬甸、汶萊、寮國四國的貿易額

較為不理想。 

在長期趨勢圖中發現 RCEP 會員國皆有受到

金融海嘯跟歐債危機等金融事件始的貿易額下滑，

但在後幾年貿易額都有回生並有持續增加貿易額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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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大部份的企業

都是以國際貿易為生存之道，而 RCEP 之間可以

免關稅的自由貿易 ，且 RCEP 以建立一個穩定、

繁榮與高度競爭經濟區，讓商品、服務、投資及

資本可以自由流動，經過這次研究的報告看出我

國跟 RCEP 會員國間還有很多貿易的空間，尤其

是東協中較未發展的國家，例如緬甸、汶萊…等

國，當前各該國的經濟正快速成長中，其需求也

會增加，這正是我國與其貿易的機會所在。反觀，

有些 RCEP 會員國跟台灣產業很接近，很有可能

因為 RCEP 的關係，會員國會彼此間尋更便宜的

進出口商品，來降低成本，如果台灣未參與其中，

或許原本與我國貿易頻繁的國家，貿易金額會慢

慢減少，會讓我國在國際貿易上變得更加吃力，

若能加入整合性的貿易組織，會讓我國在國際上

有機會與更多國家進行貿易。 

本研究透過以上的分析，期盼能藉此提供台

灣在國際經貿舞台上當前及未來之經濟發展情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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