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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欽

我國與APEC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
基於國別與產業之分析 (下 )

 知識密集型製造業 -電腦、電
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

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係我國最重

要的出口產業。由表 2綜觀我國電腦、電子及

光學產品總出口值中，最終產品的本國附加價值

(DVA)比重逐年遞減，由 2000年 21.65%，減少

至 2014年 9.99%；反之，中間財的本國附加價

值比重逐年增加，由 2000年 29.70%，上升至

2014年達 50.17%，顯見我國電腦、電子及光

學產品製造業從最終產品與中間財兼具的角色，

本期重要內容

◎ 我國與APEC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
基於國別與產業之分析(下)

◎ 前瞻市場觀察─越南

產業
見解

已轉換成以生產中間財創造附加價值為主。而歷

年來國外所貢獻的附加價值 (FVA)則處於下降趨

勢，顯見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自上

游國家進口的依賴關係逐年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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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要出口對象國家或地區觀察，從表 3

得知，在 2000年時，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

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場依序為美國 (27.36%)、歐

洲 (21.34%)、日本 (12.74%)，出口至中國的比

重僅佔 8.02%。自 2003年起，中國超越美、歐、

日，一躍成為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的最大

出口市場，當年度出口比重為 27.26%。至 2014

年時，出口至中國的比重已高達 48.87%；相對

地，美、歐、日則分別萎縮至 5.99%、6.79%、

6.22%。

進一步根據出口的目標市場，詳細分析電

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出口，其最終產品、

中間財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以及外國附加價

值的歷年變化情形。

1、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最終產品
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

如表 4所示，就 DVA總值而言，我國

電腦、電子及光學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本國附

加價值，自 2000年 153億美元，至 2011

年 204億達到高峰，回落至 2014年為 138

億美元。其中，我國出口最終產品至中國，

國內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占比，於 2000年

僅 4.67%；然而，在 2004年比重增加為

33.48%，轉而超越出口到美國所創造附

加價值的比重 20.47%，至 2014年更高達

54.67%。相較於美、歐、日等出口市場，

我國所能獲取的最終產品附加價值的比重大

幅萎縮，中國儼然已成為我國電腦、電子及

光學最終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及附加價值的

創造來源。

2、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中間產品
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

中間財出口的的本國附加價值，反映我國

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生產關係。由前述

表 2已知，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中間財的本

國附加價值比重至 2014年已高達該產業總出

口值的 50.17%，足見其對於國內經濟的貢獻

程度。就表 5觀察，2000年時，我國電腦、電

子及光學製造業所生產的中間財，出口美、歐

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比重最高，分別為 20.68%

與 19.89%， 其 次 為 日 本 (10.40%) 與 中 國

(10.57%)。但自 2001年起，我國出口中間財獲

得的附加價值來源比重，中國 (14.25%)已

超越美國 (13.50%)與日本 (8.17%)，

自 2002年起中國比重 (20.69%)亦

超越歐洲 (15.48%)，2014年更高達

47.88%。此外，我國中間財出口韓

國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比重大抵呈現穩

定上升趨勢。整體看來，我國電腦、

電子及光學製造業中間產品的出口，

與美、歐、日的全球價值鏈上游生產

關係日趨薄弱；反之，對中國、韓國

的上游生產提供則處於上升與穩定的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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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總出口值與出口對象國比重

表 4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5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中間財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3、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產品出口
中的國外附加價值

出口中的國外附加價值，是我國利用進口

的中間財進行生產，產品出口中包含國外創造的

附加價值，反映我國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

生產關係。

就表 6分析，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

製造業早期主要依賴美、歐、日進口關鍵零組件

等中間財進行生產與加工，在 2002年，歸屬於

美、歐、日所創造的國外附加價值 (FVA)比重分

別仍有 25.70%、19.63%、10.63%。然而，自

2003年起，我國出口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中，

中國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比重為 24.85%，超過美

國 20.36%、歐洲 18.74%、日本 9.30%，成為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進口原物料、中間財

的主要來源，2014年比重高達 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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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表 4、5、6的結論，約略可

以得出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

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基本結構，亦

即我國自中國、歐洲、美國、日本等

國家或地區，進口電腦、電子及光學

產品製造業所需之原物料商品、甚至

技術等 (表 6所呈現 )，所生產出的中

間財，則出口提供中國、歐洲、美國、

日本、韓國等國家或地區，進一步加

工生產使用 (表 5所呈現 )；所生產出

的最終產品，則主要供應中國、美國、

歐洲龐大的消費市場 (表 4所呈現 )。

 資本密集型製造業 -食品、飲
料、菸草產品製造業

由表 7綜觀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總

出口值中，最終產品的本國附加價值 (DVA)比

重歷年大抵維持在 60%以上；中間財的本國附

加價值比重僅約在 8%~12%之間，顯見我國食

品、飲料、菸草產品製造業以生產最終產品的角

色為主。而歷年來國外所貢獻的附加價值 (FVA)

則處於上升趨勢，表示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

品製造業相當程度地仰賴上游國家的進口供應。

就主要出口對象國家或地區觀察，從表 8

得知，在 2000年時，我國食品、飲料、菸草

產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場為日本，出口比重高達

54.57%，2014年比重雖滑落至 27.04%，仍遙

遙領先中國 (17.70%)與美國 (9.54%)。除了出

口中國市場的比重由 2000年 2.87%，大幅成長

至 2014年 17.70%之外，我國食品、飲料、菸

草產品對於出口韓國的比重，亦呈現穩定成長的

形勢。

進一步根據出口的目標市場，分析食品、

飲料、菸草產品製造業出口，其最終產品、中間

財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以及外國附加價值的

歷年變化情形。

如表 9~11所示，就 DVA總值而言，無論

是以最終產品或中間財的型態出口，甚至是進口

原物料的依賴關係，我國食品、飲料、菸草製造

業的主要目標市場與進口來源係以日本為首，美

表 6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出口中的外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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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總出口值與出口對象國比重

表 9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10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中間財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11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出口中的外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國居次，互相形成一個完整的價值鏈。中國的地

位，在進口我國的最終產品方面，除了 2011年

以後，大抵是居於日本、美國以外的第三消費市

場；在進口我國的中間財，以及成為我國原物料

供應國兩方面亦是如此。

 勞動密集型製造業 -紡織品、
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

由表 12綜觀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

關產品總出口值中，最終產品的本國附加價值

(DVA)比重逐年遞減，由 2000年 25.93%，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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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至 2014年 14.33%；反之，中間財的本國附

加價值比重逐年增加，由 2000年 42.37%，上

升至 2014年達 46.32%，顯見我國紡織品、成

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始終均以生產中間財

創造附加價值為主要獲利方式，生產最終產品創

造附加價值的地位愈加低落。而歷年來國外所貢

獻的附加價值 (FVA)則處於不斷上升趨勢，顯見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對於

上游國家的依存度愈加提高。

就主要出口對象國家或地區觀察，從表 13

得知，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出口

市場的變化，依舊呈現美歐消、中國長的局面，

日韓則呈現穩定成長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我

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對於出口金磚

三國 (巴西、俄羅斯、印度 )的比重，於 2000

年僅 1.67%，2011年曾達 7.93%，已與 2005

年之後歐洲的比重相仿。對於我國紡織品、成

衣、皮革和相關產品的拓銷與往來，是值得密切

注意的新興市場。

進一步根據出口的目標市場，分析紡織品、

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出口，其最終產

品、中間財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以及外國附

加價值的歷年變化情形。

如表 14所示，在美國市場中，我國出口

最終產品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一支獨秀，

比重雖然自 2000 年 61.13%，滑落至 2014

年 42.08%，依然遠高於歐洲 12.22%、日本

9.55%、中國 9.11%。至於金磚三國，自 2010

年 11.97%、2011年 19.93%，至 2014年仍有

7.96%的最終產品消費比重，則是值得政府與

企業密切注意的。

此外，表 15顯示，我國出口中間財所創造的

本國附加價值，在中國市場所獲得的利潤最高，

自 2000年比重 24.79%，逐年成長至 2014年

40.47%；美國則以 8.03%的比重居次。

另由表 16觀察，2014年我國紡織品、成

衣、皮革和相關產品出口中包含國外創造的附

加價值，主要依續以中國 28.04%最高、美國

19.35%居次，歐洲 8.46%第三，在此顯示出我

國紡織業自上游國家進口的依賴關係。

依照表 14、15、16的結論，約略可以

得出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業參與全球價

值鏈的清晰結構，亦即我國自中國、美國、

歐洲等國家或地區，進口紡織品、成衣、

皮革業所需之原物料商品、甚至技術等 (表

16所呈現 )，所生產出的中間財，主要出口

提供中國，進一步加工生產使用 (表 15所

呈現 )；所生產出的最終產品，則主要供應

美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其次依序為歐洲、日

本與中國 (表 14所呈現 )。

表 13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總出口值與出口對象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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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我國與 APEC及主要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生

產網絡關係相當緊密，文獻中已早有許多探討，

惟多數文獻仍採用傳統的貿易統計資料進行分

析，致有將中間財因跨越邊界多次而重複計算的

問題，進而產生偏誤之全球價值鏈分析結果。本

文採用世界投入產出資料庫中的相關資料，並以

產品附加價值分解方法，針對出口對象國家或地

區整體及個別產業部門進行分析，出口支柱產

表 14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最終產品出口中
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15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中間財出口中的
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16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出口中的外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業的選擇亦具有代表性與經濟影響力。所得結果

不僅刻劃出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及變

化，並清晰描繪出單一產業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基

本結構。藉由國別與產業的細部分析，對於我國

政府單位在進行區域經貿策略部署、企業在進行

產業策略調整，本研究結果均得以作為制定相關

的戰略規劃參考。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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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市場觀察―越南

黃一展

新興
市場

2008年金融海嘯後，越南經濟發展十分搶

眼，2007年至 2017年間 GDP平均成長幅度

為 6% (如圖一 )，通貨膨脹則在 7%左右，該

國貨幣越南盾的貶值幅度，相較其他東協國家

如馬拉西亞、印尼、菲律賓等表現更穩定。而

在經商環境方面，根據 2017年世界銀行公布的

經商環境評估報告，越南綜合排名第 82名，同

比印尼為 91、菲律賓為 99、柬埔寨為 131、寮

國為 139、緬甸為 170，雖稱不上是前段班的表

現，不過在東協諸國中，越南還具備一項優勢，

那就是同時與多個主要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

議，例如東協本身既有的「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越南 -韓國 FTA(2015)、越南−歐亞經

濟聯盟（EAEU；成員：俄羅斯、白俄羅斯、哈

薩克、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FTA、越南 -

歐盟 FTA(2016)、越南 -以色列 FTA，以及跨

太平洋全面進步夥伴協定 (CPTPP)等，這也是

被媒體大肆報導的成就：越南是目前世界上參

與自由貿易協定 (FTAs)最多的國家之一，截至

2018年底，已經簽署了 17個 FTA，幫助越南

的出口總額從2007年僅485億6千1百萬美元，

到 2017年時已增長到 2141億美元。在全球化

貿易的趨動下，隨著各 FTAs的落實，有助於平

衡貿易逆差，創造出口及就業機會，甚至在近

圖一：越南 GDP成長 (2007 - 2017)

Referenc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17&locations=VN&start=2007&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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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高品質」FTAs內容中，強調公平競爭與降

低非關稅貿易障礙等，亦促成越南吸引更多外

國資金注入，加速改革與國內產業升級。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部的狹長地帶，人口約

9千多萬，平均國民所得僅 2343.12美元 (2018

年 )。歷史與文化上長年受到北邊中國的影響，

近代則是在地緣政治與外交關係中，密集與歐美

列強有所互動。1970年代越戰結束後，由北越

統一全國並實施共產主義制度，到了 1986年開

始推行改革開放，採取市場經濟並在外交上積極

改善與各國關係，先後於 1995年加入東南亞國

協 (ASEAN)、1998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及 2007年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等。

在 2013年後，更積極融入國際經貿合作與區域

經濟整合潮流，例如早期由美國主導的 TPP，

以及東協的 RCEP和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等，

雖在主權議題上與鄰國時有爭端 (例如中越南海

糾紛 )，但普遍而言，越南在經貿外交 (特別是

經貿方面 )大抵維持著與各方交好，國家利益優

先的態度。

早期的越南深受越戰和共產黨思維的影響，

近代有一段時間採取「以華為師」的國家策略，

特別是 1990到 2006期間，中越交流互動頻繁。

不過在意識到國際局勢變化、中國崛起威脅之

下，越南也在加入WTO之後，逐漸調整以往以

意識形態為主的外交路線，轉而提倡「獨立自

主」、「全方位」及「平衡外交」等發展路線。

例如，一方面持續與中國保持友好，另一方面又

連結美國前總統歐巴馬「重返亞太」戰略，扮演

美國在亞太地區重要的結盟對象，當時的美國甚

至不惜做出讓步 (例如取消鞋類進口 10%關稅，

此舉視為對勞動力密集產業的巨大優惠 )，希望

吸引越南等亞太發展中國家對 TPP的支持。

除了近代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根據經濟學

人智庫機構 (EIU)最新公布的國家分析報告，越

南由於經濟成長強勁，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穩固，

對外關係與經貿政策應當維持穩定，並將持續深

化與區域及國際強權的雙邊關係，諸如日本、中

國、印度、美國等。而為了能進一步融入全球貿

易體系，越南政府在 2019年到 2023年加大市

場自由化的力道，其中又以重整國營企業、開放

更多投資優惠為關鍵。EIU預估，面對中美貿易

戰陷入僵持的情況下，越南可望成為亞洲地區最

大的受益國，有可能接收因「中國製造」成本高

漲而轉移到越南的製造業訂單。

圖二：經濟學人預估越南未來 4年表現

Referenc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 Vietna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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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出於經濟表現不錯，亦或是在國際政

治場域裡左右逢源，連美國總統川普與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會，都選擇在越南首都河內

舉辦。因此，西方媒體也以「越南奇蹟」及「美

國有意引導北韓走向市場開放路線」等標題作為

主軸來報導，甚至在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局勢下，

不少評論亦大膽認為越南及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中

國，變成「世界工廠」云云。這樣的說法自然不

是空穴來風，例如亞洲地區的主要跨國企業早在

幾年前已把部分工廠遷址越南，像是韓國的三星

及現代、 日本的豐田、 英特爾及富士康等。此

外，中小型紡織、家電、機械及零組件等企業，

也陸續把生產線轉移到越南。這些都有助於推升

越南在吸納海外直接投資 (FDI)的優勢，特別是

在與幾個主要經濟體落實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之

後，普遍預測未來幾年越南在投資、進出口、內

需、政府支出等幾個主要指標，將呈現成長趨勢。

看似一片欣欣向榮的越南，追根究底，除

了一如其他開發中國家政府大力主導的優惠措施

與投資獎勵政策之外，低廉的勞動成本恐怕才是

越南能夠吸引外資的主因。數據顯示，越南全國

人口年齡中位數僅 31歲，平均月薪約 230美元

(2019年初調查 )，人口紅利加上內需旺盛，確

實看來有那麼點「十幾年前中國」的味道。

然而，若以人口總數來看，有機會成為「下

一個中國」，在亞洲區大概也只有印度，不過

印度的聯邦體制在本質上更接近歐盟市場，故暫

且不去深論。越南除了政治體制與中國相似 (以

黨領國 )，從 GDP數值來看，當今的越南近似

於 2006年時的中國，似乎有可能承擔因貿易戰

或成本考量而轉移的製造業。不過，若從人力資

源的角度來看，越南強化經濟實力的路途可能

還有一段距離。例如中國在近 20年來的「工程

師紅利」，並未反映在越南的人口紅利。教育水

準低落，讓越南很難走出代工與外銷模式的瓶

頸。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的報告，越

南在全球教育指數排名僅 117，大學生比例不到

20%，科研能力不足，缺乏自主研發，缺乏自己

佈建上下游供應鏈的實力，在國際貿易體系中，

過度仰賴國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由出口組成

來看，以手機零組件加工、紡織及鞋類為主，若

再從各國的區位比較優勢分析，越南仍以咖啡、

橡膠、食品等為較具有競爭優勢的出口產品。因

此，有鑒於越南節節高昇的人力成本 (從 2013

到 2018 年 最 低

工資已成長近一

倍 )，未來是否還

能持續維持競爭

力並吸引投資，

仍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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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說，越南的製造業深度與細度不足，

相關配套規劃有限，人力資源素質仍差強人意

(同時也有語言和文化的隔閡 )，上述皆為目前

面臨的挑戰，越南至多成為全球生產環節中的一

個輸出角色，無論供應鏈與貿易結構如何變化，

越南能夠做的是去「分擔」而非「主導」全球貿

易，更遑論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若從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來看，越南與過

去的韓國有些雷同。越南在 2018年的貿易依存

度是 GDP的兩倍 (200%)，貿易順差為 72億美

金 (出口 2447億 - 進口 2375多億 )。而韓國同

樣以外貿與出口立國，在過去 1970年代亞洲四

小龍時期，韓國政府不斷祭出出口導向的策略拉

升經濟成長，一度貿易依存度也超過 100%，爾

後則維持在 70%左右。加上兩國同樣具有海運

優勢，也緊鄰中國這個龐大市場，理論上越南

應該可以仿效韓國，成為亞洲新興的強盛經濟

體。然而，如同上述，越南在教育及研發表現相

對落後，政府除了不斷推出經貿優惠與加強基礎

建設等硬實力政策之外，對軟實力的著墨並沒

有以相同的比重增加。反觀韓國，早在金大中

主政時期，便著手進行產業轉型，加強知識及

技術為主的創新模式，並在 2004年開始研發投

入，超過該年GDP的 2.5%，2010年更超過 4% 

(經 PPP加權計算後 )，在研發創新的表現屬於

OECD國家中的前段班。同年越南僅投入 0.21% 

，足見差距。雖然，越南政府確實也有努力增

加投入在研發與教育的經費，例如 2015年越南

R&D佔 GDP比例上升到 0.44% (同年韓國已超

過 4.21%)，不過仍屬差強人意。

越南大量的製造業，受制於產業配套不足

的因素，需進口大量零組件與半成品，組裝成

為成品 /半成品後再出口他國。而這樣的模式受

惠於 FTA的簽訂，可以把進出口總額拉抬的很

高，但實際留給越南的利潤和貿易加值不一定很

高。尤其，我們觀察近期全球產業發展的趨勢，

當年韓國及台灣靠代工與出口崛起的「亞洲四小

龍模式」，其實很難在現今的經貿環境複製。根

據麥肯錫顧問公司針對 2007到 2017全球貿易

所做的調查，發現有形的商品貿易正逐漸萎縮，

取而代之的是服務貿易以及知識密集工業的高速

成長，包含品牌、智慧財產及創新模式等無形資

產，所締造的效益已成為企業主要營收，進而成

為 GDP成長的驅動力。越南至今仍不具有上述

優勢，雖然能在美、中、日、韓、俄羅斯、印度

及歐盟等強權中積極爭取利益，但若自身欠缺堅

強實力，隨時可能在變化莫測的國際貿易中，遭

到更具成本優勢的國家所挑戰。

越南在這幾年確實受惠於經濟高速成長，

從股市到房地產，資金不斷湧入，同時搭上區域

經濟整合的風潮，從自由貿易協定到區域整合，

越南都努力想證明可以擠身於已開發國家之列。

但一如經濟學家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當

國家人口基數大，工資隨著被吹捧的經濟而不斷

上漲，到達某一個程度之後，若未能繼續發展高

附加價值的產業，很容易造成所得成長停滯，無

1    參考：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research_and_development_s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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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進一步成為已開發國家。過去南非、巴西、俄

羅斯及中國曾一度被譽為「金磚四國」，擁有超

亮眼的經濟表現和外貿成績，卻無法持續向上提

升，達到美歐的經濟水準。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越南高速成長的背後，也有著相似的隱憂。

誠然，越南在亞洲主要經濟體中，市場開放

時間相對較晚，臨近的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

早已走向產業轉型、確立知識及資訊密集為主的

路徑，而越南大部分的經濟成長，來自於外國投

資，值得注意的是，外資對越南的投入，有很強

的地域性，像是河內、胡志明市、峴港等吸引超

過 60%的外資，代表著尚有龐大的區域尚待開

發。越南政府近期企圖打造全球電子產業的製造

中心，想必也是意識到了光靠便宜勞動力優勢，

無法長久支撐成長，加上缺乏管理和技術人才，

越南經濟若想要「脫胎換骨」，勢必得在人才教

育、科研與研發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提出更

完善與符合「新經濟」的發展策略。

(作者為聯合國資訊科技部門顧問 /菁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

圖四：越南與韓國研發佔 GDP的比重

Reference: 世界銀行數據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GB.XPD.RSDV.GD.ZS?end=2015&locations=
VN&start=2004&view=ch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