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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遭受重創,馬英九打兩岸牌,來扭轉台灣頹勢。雖然投
資人歡欣鼓舞,可是反對人士警告恐喪失台灣經濟的主控權。

記者 William M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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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於上海市中心區
的中國旺旺公司
總部，朱紀文暫

且停下總掌這家台灣食品
公司財務的工作，細說歷
史捉弄人的奇妙境遇。
六十年前，朱紀文的父親
還是蔣介石麾下的一個軍
官，是國共內戰中敗退的
一方。當蔣介石退到最
後固守地台灣，朱紀文
的父親仍和1萬國軍身陷
大陸，最後負傷，和殘
餘部隊退入緬、泰、寮
邊區，不少人淪為買賣海洛
因的角色。朱紀文說，「若
我父親還留在那裡，我就會
是一個毒品販子。」Taipei 101, in Taiwan’s biggest city, is 

the world’s second-tallest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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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父親選擇撤往台灣，成家立業。如

今，44歲的兒子當了旺旺的財務總監，在父

親當初逃離的土地上生活工作。由台灣富商

蔡衍明主掌的旺旺已茁壯成為全球最大的米

果製造商，旗下有34座工廠，年營收15.3億

美元逾九成靠大陸事業。朱紀文說：「我

們同文同語言同祖先，只要政治局勢保

持友好，我們有機會成為全球第一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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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馬英九安慰莫拉
克颱風的災民。下圖: 
受莫拉克颱風衝擊,台
東金帥飯店倒塌。

品及飲料公司。」

馬英九總統正推動讓兩岸關係更為緊

密。他放寬投資和旅遊限制，便利旺旺在

內10萬家台商。反對人士則稱他便宜了中

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台灣1988年解除民眾

前往大陸的限制至今，台商對大陸投資已

多達2000億美元。馬英九2008年5月上台

後，進一步開放三通，並放寬兩岸投資銀

行、保險、證券業。北京方面也相對開放

對台的投資和旅遊。

 

高報酬也高風險 

對馬英九而言，西進大陸是個高風險也

高報酬的策略。他寄望搭上全球經濟成長

最快經濟體的順風車，讓台灣能擺脫衰

退。反對他的人則表示，大陸領導人可能

利用經濟整合，達到在大陸統治下的最後

目的。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去年重挫46%，不過

今年到9月29日已經大漲62%，優於恆生

指數46%的漲幅。今年到9月29日為止，外

資買超台股110億美元，相較於去年外資賣

超144億美元。 

台資企業投資大陸上限40%取消後，台

資企業回台上市櫃。中國旺旺的台灣存

託憑證4月27日掛牌，到9月29日，大漲

39%，相較於同期中國旺旺在香港股價上漲

17%。巨騰台灣存託憑證5月掛牌以來，漲

169%，相較於同期在香港股價漲34%。

Thornburg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 基

金經理人王磊（Wang Lei）說：「兩岸關

係加溫，對台灣企業有利，因為可以進一

步打入大陸市場。」 

走了60年才有今天 

兩岸走到今天這一步，整整走了60年。才

不過90哩的台灣海峽，過去59年間，一直處

於敵對狀態，雙方靠演習較勁。1971年，大

陸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台灣被迫走下

國際政治舞台。1979年，美國轉而承認北

京。當年的馬英九，服役時還曾乘船巡

弋台灣海峽。如今他選擇認同一個中國

原則：兩岸都接受只有一個中國，但各

自表述。這一招到目前已讓北京暫時放

下給台灣的威脅。 

馬英九上台後，大陸釋出善意，開

放讓大陸企業來台投資，改變原本只有台

灣企業投資大陸的單方往來。北京也開放

至台灣的旅遊限制，至今已有35萬人次赴

台旅遊。 

馬英九表示，大陸已快速崛起，將成

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台灣生存的

機會。反對馬英九的人表示，他的開

放政策將使台灣被吞沒，而且北京方面仍

有1,000枚短中程飛彈對準台灣。 

民進黨的國際關係主任蕭美琴表示，馬英

九開放得太快了。

大陸的一石二鳥之計 

胡錦濤在經濟上讓步，以取得政治利

益。大陸國台辦特聘研究員孫哲表示，這

策略算得上是一石二鳥。第一是能贏得台

灣的民心，第二是讓經濟與大陸掛鉤，台

灣想獨立就難了。 

台灣現為史上最嚴重的不景氣所苦，大陸

正提供了潛力無窮的未來。在經濟不佳的

今年，又逢颱風重創，有人開始批評馬英九

過份重視兩岸，忽略了人民。馬英九7月還

自信滿滿地條列他的大陸政策，短短兩周後

卻不得不在記者會上鞠躬道歉足足7秒。 

民進黨抓住機會要讓馬英九難堪，邀請

北京最討厭的達賴喇嘛來台，為莫拉克颱

風災民祈福。馬英九同意讓達賴來台，但

婉拒接見。9月7日，劉兆玄院長行政團隊

總辭，為處理風災不當負起責任。馬英

九任命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擔任閣揆。 

民進黨倒是自己也挨了一記悶棍。前總

統陳水扁9月因為貪污案，被判處無期徒

刑。 

馬英九表示，他也了解大陸經濟會吃下整

個台灣的疑慮，因此政府會小心開放，並限

制大陸在台灣電信、半導體等重要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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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他說任內不會討論統一的議題；大

陸飛彈瞄準台灣，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會

和大陸和談。他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要把

威脅降到最低，把機會擴大到最大。」 

台灣經驗 

其實，台灣過去已掌握機會。50年來，台

灣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為7.4%，外匯存底

3254億美元，全球第四高。國民所得17,000

美元，是大陸的5倍多。 

這些年來，台灣從傳統產業轉型為科技

島。全球兩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聯電都

在台灣。廣達電腦是全球最大筆記型電腦

生產商，宏碁是世界第3大電腦製造商，還

有鴻海替頻果iPhone、惠普、諾基亞代工。 

宏碁創辦人施振榮說，美國發明電腦，但

是台灣讓電腦更為普及。 

人口260萬的台北已越來越國際化，也漸

漸少了蔣介石的神化。2006年，當時執政的

民進黨重新命名機場，拿掉「中正」，至

今馬英九未恢復原名。而紀念蔣介石的「中

正紀念堂」被民進黨改成「台灣民主紀念

館」後，今年政府又改回原來名稱。即使

如此，中正紀念堂已不再是台北最醒目的

地標。2004年後，台北101已取而代之，也

成了目前全球次高的建築。 

大陸的成長更快速。根據聯合國資料，過

去30年來，大陸每年GDP平均成長率達

10%，脫離貧窮的人口超過3億人。 

倫敦Trusted Sources Ltd.中國研究主

任、即「中國現代史」（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作者范畢（Jonathan 

Fenby）表示，可以說雙方都成了贏家。 

大陸的境外科技中心 

台灣最終的命運何去何從，對全球影響深

遠。台灣是美國的關鍵盟友，美國根據

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承諾賣武器供台灣

自保。馬英九說，台灣海峽是東亞最危險的

地方，比朝鮮半島更危險。 

剛接任台灣國防部次長的楊念祖表示，台

灣制衡大陸在太平洋地區的武力擴張，也

扮演關鍵角色。他說，如果台灣與北京聯

手，美國60年來建立由韓國、日本、台

灣、延伸至菲律賓的安全傘，便失去效

力。他認為這樣的情況短期內不會發生。 

亨茂投資集團行政總裁薛文熹（Hugh 

S imon）指出，台灣作為科技中心的優

勢，會賦予大陸發展上的一個絕佳且有

利的地位。他說：「就像香港成為大陸

的境外金融中心，台灣可以成為境外科

技中心。」 

要達到這個目標，得依賴像是台積電創

辦人及董事長張忠謀這類人物。現年78歲

的張忠謀，親身經歷了大陸及台灣的政權

興替。他1932年出生在寧波，當時正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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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動盪不安之際，距離孫中山推翻滿清不

過22年。繼任的蔣中正當時還在與當地軍

閥及共產黨搏鬥，爭奪中國主權。而台灣

則是日本殖民地。 

張忠謀的歸鄉路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張忠謀一家人

逃到香港，沒過多久，1941年12月，珍

珠港事件爆發後隔日，日本又攻打香

港。1945年日本戰敗，張家人搬回中國。國

共內戰期間，張家再度前往香港避難，之

後他們便前往美國。 

1985年，蔣經國政府力邀在美國德州儀器

管理全球半導體部門的張忠謀，回台接掌台

灣工業研究院。 

張忠謀後來創立台灣積體電路公司，草創

時期員工人數僅120人。 

張忠謀在台積電總部接受訪問時表示，他

認為馬英九搭建兩岸交流橋樑是正確的

做法。 

台積電目前在大陸有一座工廠，但只能生

產8吋晶圓，因為台灣政府還未開放在大陸

生產12吋晶圓。今年6月，馬英九表示，台

灣還在考慮開放12吋晶圓廠登陸。 

張忠謀說，他已經準備好，等待馬英九

執政下可能出現的任何機會。 

台積電為美國高通等半導體大廠代工生產

晶圓。張忠謀認為，將來大陸沒有自己晶

圓廠的半導體業者，也會需要台積電協助

代工。 

投資衝在最前線 

儘管科技業尚未完全開放，台灣其他如銀

行、航空、食品等產業都已經大舉將資源投

入大陸。 

台灣最大航空公司中華航空董事長魏幸

雄略估，在全球航空業普遍不景氣的情況

下，他是個異數，是少數業績還有成長的

航空業者。 

台北到上海原本只要90分鐘的飛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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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台灣

2009年第2季GDP成長率 7.9% -7.54%

人口 14億 2300萬

2008年GDP規模 4.4 兆美元 3910億美元

國民平均所得 3,300美元 17,000美元

外匯存底 2.1兆美元 3254億美元

股票市值 3兆美元 6220億美元 

(到9月14日) 資料來源:彭博、IMF、台灣政府 

台灣和大陸經濟比較
台灣經濟遭到重創,馬英九加強
兩岸關係,拉抬台灣景氣。

台股今年表現優於港股
受到旺旺等台商回台上市櫃帶動,台股今年表現優於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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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但在台灣政府去年開放兩岸直航以

前，兩地往來卻得折騰一整天的時間，經

由香港、首爾等其他城市轉飛。 

去年華航虧損323.5億台幣(將近10億美

元)。但在馬政府開放直航後，今年第二季

華航出現七季以來首見獲利1800萬美元。 

除了現有的七條航線外，華航還將增

加六條新航線。魏幸雄表示，華航現在實

際上是處於擴張成長狀態，他對未來成長非

常樂觀。 

另外，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已經取得中

國福建廈門商銀20%股權。 

過去廈門是兩岸軍事對峙時期的最前

線，現在卻成為富邦金總經理龔天行口中

的「兩岸和平前線」，對待台灣情同手足。 

擁抱故土 

另一方面，兩岸關係改善也反映在台灣

和大陸互贈絨毛動物。大陸贈送台灣兩隻

熊貓，台灣則回贈一對梅花鹿和台灣山羊。 

以前大陸極力阻擋台灣爭取國際地位，但

今年大陸並未投票否決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

灣以觀察員身分與會。 

如果蔣介石在世，會如何看待兩岸關係改

善？馬英九認為，蔣介石會支持這個改變。 

他說，蔣介石輸掉內戰後，重建了中華民

國，「可是我們建立全面的民主，這是他無

法做的。」 

如今，馬英九必須重振經濟成長，找

回當初讓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成長動

能。他鼓勵旺旺的朱紀文等企業家擁抱

他們的父執輩失掉的土地。這是他的一

場豪賭，一面要鞏固兩岸經濟關係，一

面也要避免落入對岸的政治掌握。 

William Mellor is a senior writer at Bloomberg News in 
Hong Kong. wmellor@bloomberg.net. With assistance 
from Tim Culpan, Weiyi Lim, Janet Ong and Chinmei 
Sung in Taipei and Stephen Engle and Dune Lawrence in 
Beiji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issue of 
Bloomberg Markets magazine. For more articles, type 
MAG <GO>.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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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的財務總監朱紀文和旺旺董事
長愛犬的畫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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