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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發展為亞太營運
樞紐的契機與挑戰

蔡宏明
全國工業總會副秘書長

長期以來，在臺商和外商經營大陸與亞太市場時，臺北市被選擇作為營運總部與樞紐之最
大優勢在於科學技術創新、通訊網路基礎設施以及地理區位。展望未來，由於松山機場在與上
海虹橋對飛、東北亞黃金航圈形成，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簽署，臺商和外
商企業將更積極規劃出可行性的大陸與亞太市場經營策略，而臺北市發展為亞太營運樞紐的定
位，也可進一步提升。

臺北市發展為亞太營運樞紐的優勢

基

本上，相對於其他亞太城市，臺北市的競

Commerce Index™） ，臺北市在200年首度納

爭優勢包括：ICT基礎建設普及、薪資成

入比較即有不凡的表現，在全球個城市中，

本較低、高技術人力充足、資金成本低、辦公

排名第22名，在亞洲區名列第七名，而在經濟
穩定性指標上，更位居第二（表1所示），僅次

室租金較便宜、生活成本較低、空氣品質佳。

於新加坡，顯示臺北市在GDP的成長、匯率穩
根據萬事達卡國際組織所完成之「全球商

定性及通膨的控制上，皆優於其他亞洲城市，

業樞紐指數」（MasterCard Worldwide Centers of

為臺北市發展為亞太營運樞紐的優勢。

表1 臺北市在亞太前15大商業指數城市之排名
排名

法律及政治體系

經濟穩定性

金融市場

商業中心

知識創新及資
訊流通

居住環境

1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首爾

香港

東京

東京

2

東京

臺北

香港

東京

新加坡

首爾

雪梨

3

大阪

東京

雪梨

孟買

上海

大阪

墨爾本

4

雪梨

大阪

墨爾本

上海

杜拜

新加坡

大阪

5

墨爾本

雪梨

東京

新加坡

東京

臺北

新加坡

6

香港

墨爾本

大阪

香港

首爾

香港

香港

7

杜拜

首爾

吉隆坡

雪梨

曼谷

雪梨

約翰尼斯堡

8

利雅德

曼谷

特拉維夫

臺北

臺北

墨爾本

特拉維夫

9

首爾

特拉維夫

曼谷

約翰尼斯堡

北京

首爾

首爾

10

臺北

香港

首爾

曼谷

大阪

北京

臺北

11

曼谷

貝魯特

約翰尼斯堡

杜拜

雪梨

吉隆坡

吉隆坡

12

上海

吉隆坡

臺北

吉隆坡

深圳

杜拜

杜拜

13

北京

孟買

上海

深圳

孟買

馬尼拉

馬尼拉

14

深圳

新德里

北京

大阪

吉隆坡

曼谷

曼谷

15

成都

班加羅爾

杜拜

雅加達

雅加達

上海

上海

資料來源：萬事達卡國際組織

24

經商環境

同時，強大的產業網絡是城市在爭取產業
進駐、營運及研發中心的首要條件。其中，臺
北市在不動產業、能源礦業、藝文及運動服務
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專門設計服務業、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等六個產業，無論在家數規
模指標值、銷售規模指標值均有優異的成長表
現。特別是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業、住宿餐
飲業等產業就占了四成以上的就業人口。這些
產業發展，以及所形成的強大產業網絡，將使
臺北市在爭取產業進駐、營運及研發中心具備
優勢條件。
特別是會議展覽產業會議（Meeting）、
獎勵旅遊（Incentive）、大型國際會議
（Convention），以及展覽（Exhibition）的合

蔡宏明副祕書長認為，簽署ECFA
將促使臺北市成為亞太營運樞紐

稱，又稱為MICE產業）也是臺北市的強項。
根據國際會議協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

200年的第32名向上躍進，而臺北在亞洲的排

Conference Association, ICCA，以下簡稱ICCA）

名高居第，一舉超越上海、東京等國際大城。

最新出爐的200年全球會議場次排名，臺灣世

為許多國家爭相舉辦的「國際龍獎IDA年會」，

界排名為32，較200年的排名3，往前推進3

於200年月日至日在臺北市舉辦，共吸引

名；另外，以城市別來看，我國會展的標竿城

,000人參與盛會，其中國際人士約,000人，為

市－臺北市，200年世界排名為2，更是較

一成功的企業型會議案例。

東北亞黃金航圈的樞紐地位
臺北松山機場與上海虹橋機場的對飛航線

際機場建成之前，一直是大陸最繁忙的機場之

於今年月1日啟航，每周多達2個航班天天

一，200年時，旅客吞吐量就達到2,23萬人

往返臺北、上海，2分鐘可達臺商聚集的上海

次，在中國國內民用機場中，居第3位，貨郵吞

西部，與過去須經由中正與浦東機場通航，再

吐量約達1.萬噸，居第位，起降約1.萬架

轉乘其他交通工具相比，省下至少1小時的交

次，居第位，目前主要承擔大陸國內出發、到

通時間，幾乎是從臺北到高雄的交通距離，由

達及備降國際航班的功能，日均起降航班約0

於不少臺商很早就進入大陸市場卡位，聚集在

架次。

上海的臺商人口號稱多達百萬，但多數仍居
住在上海西部，包括古北、徐家匯，以及鄰近

200年開始，虹橋機場二號航站樓，作為

的昆山、吳江、蘇州等長三角太湖流域城市，

虹橋交通樞紐計畫的一部分進行建設，工程進

企業、工廠也多設在浦西，尤其是虹橋周邊區

度按照計畫要求，於2010年上海世博會前建

域，虹橋機場距上海市中心約13公里，到上海

成，並在今年3月1日啟用。虹橋機場第二航站

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只要分鐘，在上海浦東國

啟用後，讓虹橋交通樞紐中的飛航交通如虎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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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虹橋年旅客輸送量在200年的基礎上增加1

發布的東亞地區半年評估報告預測，東亞新興

倍，已到達3,000萬人次，虹橋對於上海預定在

經濟市場2010年經濟增長將會達到.%，遠高

2020年前建成國際航運中心的目標，肩負著重

於.1%的全球增長預期，區域經濟增長前景樂

要任務。

觀。200年，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額已占全球的

虹橋機場的對飛將成為在臺灣之企業藉由
上海輻射全國的重要通道，在1個半小時的時間
就能從臺北到上海，且虹橋綜合交通樞紐區完
成後，還能連通江蘇、浙江兩省腹地，不僅臺
商生態將起巨大改變，若再轉搭虹橋機場國內
航班，就能走遍大陸各地。

0%，外匯儲備超過全球總量的0%，區域內貿
易的比重達到一半以上。根據不久前韓國現代
經濟研究院的預計，2010年東亞經濟規模將達
到12.萬億美元，超過歐元區12.萬億美元的
水準，201年東亞經濟規模更是可能達到1.3
萬億美元，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並駕齊
驅。歐美國家著眼於亞洲廣大市場商機，基於

此外，目前通往虹橋機場第二航站的地鐵

強化與亞洲連結的誘因，將尋求與亞洲國家間

2號線已開通，加上2號線向西直達浦東國際機

之合作，因而跨區域經濟整合也將增加。以地

場，虹橋樞紐成為連通浦西、浦東的重要建

理位置來說，位於亞洲中心的臺北市正被高度

設，未來更有京滬高速鐵路、滬杭磁懸浮、浦

期待能成為中國大陸及亞洲市場物流、商流的

東磁懸浮與多條軌道交通線等現代化的交通匯

集散中心，其重要性與日俱增。

集，成為連接北京、南京、杭州與其他長三角
城市的交通樞紐。其中，京滬高速鐵路縮短北

臺北市一向是臺商和外商經營大陸與亞太

京到上海的交通時間至小時以內，拉近了上海

市場的營運樞紐，截至200年12月，已核准及

與環渤海經濟圈的距離。

曾經核准符合設立營運總部的企業共計21家，
其中以臺北市最多，計203家，約占三分之一

松山機場在與上海虹橋對飛之後，十月卅
一日也將與日本東京羽田機場對飛，每周雙方
各飛廿八班；目前則正與韓方洽談修約，再闢
直飛南韓首爾金浦機場的新航線。

電子資訊類比重最大，共計家（例如明基、
仁寶、倫飛、大眾電腦等），此與內湖科學園
區以及南港軟體園區的產業群聚效應有密切相

由於松山機場目前已有國內和兩岸航班，

關。民生化工類居次，共計家，金屬機電類

未來對飛虹橋、羽田和金浦機場的三條航線，

所占家數2家，居第三名，前三大產業類別皆

全是東北亞主要大都市的首都機場，未來松山

為製造業，可見臺北市雖然因土地價格高，不

串連上述黃金三角，將可望打造出東北亞黃金

適工業發展，但因為臺北市的經濟中心地位，

航圈。特別是因為目前全球最大市場是大陸，

卻吸引製造業持續以臺北市為決策中心。至於

臺灣正好位在東亞中心，跟所有主要國家城

批發零售業及技術服務業也占不小的比重，如

市、首都的平均距離，不論空運或海運都是最

特力、麗嬰房、增你強等，技術服務業則有神

短地區，飛航時間不用四小時，將可以對東北

通、遠傳、精誠資訊等企業總部。

亞提供大臺北地區快遞貨運及商務航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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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臺北縣121家次之。臺北市營運總部中，

對於選擇臺北市作為經營大陸與亞太市場

對歐美企業而言，臺北市可作為其切入東

營運總部與樞紐之臺商和外商而言，兩岸簽署

亞地區的「門戶」，2010年月21日世界銀行

ECFA，對外商企業而言，藉由與臺灣互助或結

盟以建構中國大陸市場策略方式，逐漸受到重
視，將加重臺北市在外商、臺灣、中國大陸三
角關係中的樞紐角色。

兩岸簽署ECFA之後，在臺外商企業將可規
劃積極的大陸市場經營策略，其機會包括：
1. ECFA簽署後，外商企業在臺灣投資製造之產

美國商會在TAIWAN BUSINESS TOPICS 雜

品輸出大陸，可享「零關稅」待遇，加上兩

誌 月號，以社論重申支持兩岸簽署ECFA。美

岸直航所創造之物流效率，人員往來時間縮

國商會引述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麥可．波特最

短的效益，可能衍生臺灣與外資企業增加中

近的言論指出，當規模不同的經濟體簽訂自由

間產品或零組件外銷大陸之誘因。

貿易協定時，小國往往獲益更大，因為小國將
取得進入更大市場的利益。兩岸簽署ECFA後，
臺灣商品出口至中國市場的關稅將降低，讓臺
灣更有機會成為經營中國市場的策略據點，也
更能充分發揮兩岸三通的運能。
同時，外商在臺北市的營運，其產業、產
品、服務供給區域，將更加擴大。根據野村總
合研究所臺北分公司「在臺日商之事業活動相
關問卷調查」之分析，日本企業在臺灣的目
的，主要著眼於臺灣市場，在臺擁有「研究開
發」事業活動之企業，有.%企業認為優點為

2. 兩岸簽署ECFA之後，大陸對臺灣開放配銷服
務業、民用航空器維修業、貨運代理服務業
等將促成兩岸海空運業者，以及港口、機場
營運合作；可能形成外商與臺商合作佈局大
陸物流市場的新經營模式。
3. 兩岸簽署ECFA之後，大陸對臺灣開放金融服
務業，將進一步帶動臺灣金融服務業與大陸
合作，參與大陸銀行與資本市場營運的新營
運模式，進而提供外商與臺商佈局大陸市場
的機會。

「可以臺灣為目標市場進行商品開發」；在臺

. ECFA簽署後，促成兩岸在重要產業上進行合

擁有「生產」事業活動之企業，有.1%企業認

作研發，發展共同品牌，制訂產業標準等之

為主要優點是「靠近市場進行生產」。在臺擁

「兩岸產業交流搭橋計畫」，將更加積極發

有「研究開發」事業活動之企業，有31.%企業

展。除了將增加在臺外商兩岸佈局的合作空

認為「可以包含中國大陸的亞洲市場為目標進

間外，藉由「兩岸產業交流搭橋計畫」舉辦

行商品開發」；在臺從事「行銷、販賣」事業

之會展活動，將可以為臺北市帶動旅館、航

活動之企業有2.%企業認為臺灣具有包含中國

空、餐飲、公關廣告、旅遊業等周邊產業注

大陸等亞洲地區市場測試的經濟角色。

入可觀之商機，進而提供外商與臺商在相關
產業之合作機會。

積極面對挑戰
由於松山機場在與上海虹橋對飛、東北亞黃金航圈形成，以及ECFA之簽署，臺北市
發展為亞太營運樞紐的的可能性提高。
然而，根據《200年僑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及對我國經濟發展貢獻分析報
告》，僑外投資事業希望政府積極「提升政府效率」、「生活環境國際化與優質化」與
「法規鬆綁以提升自由化」，這些卻是臺北市發展為亞太營運樞紐有待克服的障礙，尤
其須要政府積極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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