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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個海島國家，四面環海，地理位置重要，對外貿易依存度

高，表示對外貿易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經濟發展來源。根據國貿

局統計，2019年我國出口全球統計值高達3457億美元其中我國對

中國大陸出口值高達1514億美元，出口貿易過度集中中國大陸的

問題，成為國家及經濟穩定發展的潛在風險。 

同時東南亞及南亞的國家經濟發展迅速，消費力大幅提升，已成

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亮點。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多數國家、企

業都邁向國際市場，而台灣更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所以

尋求各國間的經貿合作也就更為重要。 

研究背景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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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於2016年提出〈新南向政策綱領〉，依據該綱領正式提出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期望能與東南亞，南亞及紐澳等國家

創造互惠的永續合作方式來增強雙方互動。 

台馬兩國互為對方重要經貿投資夥伴。馬來西亞是台灣的第7大

貿易夥伴，台灣與馬來西亞2017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75.6億美元，

較2016年成長24.6%。2018年雙邊貿易額創歷史新高達198.6億

美元，是台灣與新南向國家中貿易額增加最多的國家 

研究背景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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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方法 

1. 評估新南向政策實施後台灣是否對於馬來西亞出口值的影響。

我們必須評估實際受到新南向政策影響的出口值與未受新南向政

策影響的模擬出口值作比較才能證實此政策之效果。 

2.本研究採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以下簡稱SCM)，
去模擬合成無新南向政策影響的出口值，與現實有受新南向政策

影響的實際出口值作比較，去驗證台灣在新南向政策實施後對馬

來西亞出口值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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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台灣與新南國家進出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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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新南國家出口總額 
·新南向國家總共包括18國，分別為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    

    越南、緬甸、柬埔寨、寮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不丹、 

    澳大利亞以及紐西蘭。 

·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在2017年出口成長13.3%(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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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出口總值(億美元) 進口總值(億美元) GDP(2019) 貿易依存度(%) 平均國民所得(美元) 

汶萊 0.11877 1.56433 134.69 91% 27,871 
柬埔寨 7.19191 1.06978 268 130% 1523 
泰國 55.1771 42.53398 5,368 90% 7608 
馬來西亞 93.9984 103.65562 3,473.18 126% 11,484 
菲律賓 61.56565 21.14208 3,568 50% 3300 
越南 107.71752 52.81778 2,616.4 197% 3468 
新加坡 181.8398 79.22364 3,767.57 201% 59,960 
寮國 0.10112 0.13084 181 58% 2646 
緬甸 2.42112 0.70455 659 53% 1408 
印尼 29.21604 46.81096 11,030 31% 3911.7 
紐西蘭 4.79581 8.39583 2,043 40% 41,205 
澳大利亞 32.36588 100.17262 13,352 36% 53,559 
印度 32.81844 25.1457 29,570 29% 1700 
不丹 0.00087 0.0004 28 60% 3423 
巴基斯坦 6.26354 1.01475 2842 30% 1527 
尼泊爾 0.10716 0.01544 306.41 43% 1084 
孟加拉 11.67746 0.9639 2,862.75 39% 1909 
斯里蘭卡 3.7399 0.57943 840.92 37% 3,852 

台灣與新南向國家經貿關係-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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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台灣與新南向國家進口值(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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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五大進口國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台灣2015-2019前五大進口國 

1.澳大利亞    2.馬來西亞    3.新加坡    4.泰國    5.越南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11 



台灣與新南向國家出口值(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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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五大出口國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台灣2015-2019前五大出口國 

1.新加坡    2.越南   3.馬來西亞    4.菲律賓    5.泰國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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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表現-台灣對新南國家主要出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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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向國家雖然高達18國，不過我國出口以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的金額較大。
2019年對新加坡、越南出口達百億美元以上，對馬來西亞出口曾達百億美元，但2019
年金額大幅下滑，降至94億美元（見圖2）。總計對新南向國家前八大出口國合計金
額可達94.2%，其餘10國與我國的貿易關係相對薄弱(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 



經貿表現-台灣在新南國家進口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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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各國海關資料來看，除了新加坡以外，其餘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以
及泰國，中國大陸產品多占有1/5以上的進口市場。我國產品的進口市占率多未達
10%，2019年以在新加坡的9.0%最高，其次為馬來西亞，再次為菲律賓、泰國與
印尼。若與新南向政策推動前的2016年市占率比較，發現我國產品市占率除了在
新加坡提高1個百分點，在馬來西亞微幅上升0.7個百分點外，在泰國與菲律賓分
別下滑0.3個百分點與2個百分點。在市占率下滑2個百分點的菲律賓市場，主要競
爭對手中國大陸的市占率則提高4.4個百分點、韓國也微幅提高1.1個百分點，呈現
我國市占率提升不易的困境(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 



經貿表現-台灣對新南向國家主要出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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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出口新南向國家最大宗的產品，以電子零組件為主，2019年占比達35.7%，
其次為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占比約為10%上下；而礦產品過去向為我出口次大項產
品，近年來占比由2012年的20.1%大幅降至2019年的7.7%，已成為第四大出口產品。
其餘產品以化學品、塑膠、橡膠及其製品、紡織品、機械、資通與視聽產品的占比
較高（見表1），總計前八大出口產品占我國出口新南向國家近9成，顯示我國出口
新南向國家的產品相當集中(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 



 馬來西亞： 
 機器及機械用具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礦產品 
 塑膠、橡膠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經貿表現-台灣對新南向國家主要出口產品 

 新加坡： 
 機器及機械用具 
 礦產品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塑膠、橡膠 

 越南： 
 機器及機械用具精煉石油產
品黃金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塑膠、橡膠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泰國： 
 機器及機械用具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塑膠、橡膠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菲律賓： 
 機器及機械用具 
 礦產品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塑膠、橡膠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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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經貿表現-台灣對新南向國家出口產品占比40%以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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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新南向八國出口中，我國有部分產品特別集中的現象，以財政部的主要貨品分類
來看，例如2019年我國對泰國出口活動物；動物產品的占比達53.3%，而毛皮及其製品、
紡織品、鞋、帽及其他飾品、光學及精密儀器則以出口越南為主，分別占76.6%、63.4%、
42.6%、40.6%，至於珠寶及貴金屬製品、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聽產品則以出口新加坡
為主，分別占62.0%、54.2%，以及46.4%(中華經濟研究院，2020)。 



經貿表現-台灣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產品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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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與新南向前八大國家的出進口比率指數（出口金額/進口金額）觀察我國該商
品的競爭力強弱，以瞭解我國與該國的產業內鏈結關係。一般而言，出進口比率指數
小於0.1為強入超品；介於0.1至0.5之間為準入超品；介於0.5與2之間為水平貿易品，代
表兩國貿易可視為平衡貿易；介於2與10之間為準出超品；大於10，為強出超品(中華
經濟研究院，2020)。 

從資料中發現我國相對於泰
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
產品整體屬於水平貿易品；
相對於菲律賓、新加坡、越
南產品屬於準出超品，相對
於澳大利亞產品則屬於準入
超品。 



經貿表現-台灣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產品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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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主要貨品來看，我國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以水平貿易品類較多，對泰
國只有3類準出超品，卻有4類屬於強入超品與3類準入超品。我國與馬來西
亞、印尼的貿易情況類似於泰國，也以入超產品類多於出超產品類，出超品
各分別僅5類與4類。 

 我國與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亞則出超品類多於入超品類，顯示針對這些國
家，我有相當多具相對優勢產品。其中，我國對澳大利亞出超品類雖遠多於
入超品類，但澳大利亞卻是我國的準入超國，主要是我國大量由澳洲進口煤
礦產品，其金額達我國整體出口澳洲金額的2.5倍，即便我國相對於澳大利
亞有高達10類的強出超品，5類準出超品，仍無法抵銷煤礦品的進口金額。
可見相對於澳大利亞，我國在出超品上仍有努力拓展的空間，應強化彼此之
間的產業鏈結，以發揮我國產品優勢並降低入超。 

 至於與菲律賓的貿易，我國以水平貿易品與出超品為主，與印度的貿易則入
超品類、水平貿易品類與出超品類數目相對平均。強化我國與印度彼此間的
貿易，將有利於兩國生產者根據自己的相對比較利益進行高效率的專業生產。 



經貿表現-台灣與前八大新南向國家的強出超品 

20 

我國相對於各國的強出超品究竟
有哪些？ 
 菲律賓來看，我國的強出超品

包括礦產品、紡織品，以及非
金屬礦物製品。 

 新加坡則以植物產品、毛皮及
其製品、木及木製品、鞋、帽
及其他飾品、家用電器等。 

 越南，則僅有動植物油脂、塑
膠、橡膠及其製品2類； 

 澳大利亞，10類強出超品包括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鞋、帽
及其他飾品、非金屬礦物製品、
電子零組件、機械、電機產品、
資通與視聽產品、家用電器、
運輸工具等。 



03 台灣-新南向國
家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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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南向國家區位圖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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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馬來西亞雙邊經貿關係 

馬來西亞為臺第7大貿易夥伴 

馬來西亞為臺第8大出口國 
• 占我總出口 2.86% 

• 占我總貿易額3.22% 

               2360萬                               人口                                 3,268萬人 

             6693億美元                        GDP                                3,473.億美元 

                3.11%                           經濟成長率                              4.3% 

             3452億美元                      出口總額                           2,360億美元 

             2865億美元                      進口總額                           2,031億美元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             主要進口國                中國大陸、新加坡、美國 

中國大陸、美國、香港             主要出口國                中國大陸、新加坡、美國 

馬來西亞為臺第5大進口國 
• 占我總進口 3.63%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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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基本資料 

重要產業 
• 服務業57.08％ 
• 製造業38.70％ 
• 農業、礦業7.30% 

市場特性 
• 城鄉購買力差異大(吉隆坡、檳城、馬六) 
• 品牌效應(嬰孩相關產品、美容保健產品、通訊產品等) 
• 量販店、超市發展蓬勃（Aeon、Tesco特易購等） 
• 消費注重品質，休閒市場大 
• 電子商務市場6(3％人口為35歲以下壯年) 

主要城市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金融
首都與最大城市，布城是
聯邦行政首都 
 

 
 
 
 
 
 
 
 
 
 
 
 
 
 

氣候 
地理位置接近赤道，其氣
候於亞洲熱帶型雨林氣候 

宗教 
屬於伊斯蘭教國 
馬來人信奉伊斯蘭教 
華人一般信奉佛教與道教
印度人則篤信印度教 

種族 
     多元種族組成之國家 
       土著（含馬來人）
69.3％、華人22.8％、 
印度人6.9% 

政治體制 
經貿、金融、法律制度一

般均承襲英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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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環境概述 

25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8年8月【馬來西亞投資環境簡介】，農科院產發中心整理(2020/08) 



馬來西亞-發展機會 

• 馬來西亞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不但有石油、天然氣，因天候條件適合，係全

球棕櫚油及橡膠生產大國，橡膠木料則可供家具及木製品生產，使馬來西亞位

居全球第8大木製家具出口國。由於棕櫚、橡膠係經濟作物，故馬來西亞主要

耕地多用於種植該等作物，其他農業規模較小，因此稻米、蔬菜及水果等仍需

仰賴進口。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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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政治法律環境 

27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104年8月【馬來西亞投資環境簡介】，農科院產發中心整理(2016/04) 



馬來西亞-投資優勢及風險 

 馬來西亞投資優勢 

1. 經濟領域表現穩定(2019年經濟成長率為4.3

％) 

2. 積極推動綠色產業發展(減少40％碳排放量) 

3. 清真食品市場看俏(出口額能達500億目標) 

4. 運輸便利 

5. 投資優惠奬勵-抵稅獎勵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28 

 

 馬來西亞投資環境之風險 

1. 行政效率有待提昇 

2. 市埸資訊蒐集不易 

3. 放帳風盛 

4. 聘用外籍勞工政策嚴格 
 



馬來西亞-投資環境 
馬國近期亦提出「第 12 期大馬計畫」，專注促進包括航太、先進電子電機、清

真、創意產業、智慧農業等，創造高附加價值及綠色永續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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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乾淨、綠色及有彈性
的發展來提高環境的永續性 

（五）提升運輸系統的效率，朝向
以人為本、高效和多產方向發展 

（三）發展包容社會以確保社會
公義及改善人民福祉 

（二）採用科技與創新來促進 
經濟增長 （一）提升價值鏈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10年 



馬來西亞-臺商主要投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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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州（Kedah）： 
1.  電子電機   2.  金屬 
3.  木製品       4.  傢俱 
5..  化學 

資料來源:KPMG馬來西亞投資手冊,109年 

霹靂州（Perak）： 
1.  電子電機     2.  木製品 
3.  塑膠              4.  金屬 
5.  紙 
代表臺商企業 
環泰企業(食品加工製造) 
 

檳城州（Penang）： 
1.  電子電機   2.   機械 
3.  金屬           4.   化學 
5.  塑膠           6.    紙         
7.  紡織品 
代表臺商企業 
原相科技(IC 設計) 

吉隆坡市、雪蘭莪州、森美蘭州： 
1.  電子電機    2.  金屬 
3.  傢俱             4.  化學 
5.  橡膠             6.  運輸設備 
7.  機械             8.  紡織 
代表臺商企業東台精機集團;永
信藥品控股 
 

柔佛州（Johor）： 
1.  石化  2.  化學       3.  陶瓷 
4.  傢俱  5.  木製品   6.  紡織 
7.  金屬  8.  機械       9.  橡膠 
代表臺商企業 
全宇生技控股(有機肥料) 
 
 

馬六甲州（Malacca）： 
1.  鋼鐵              2.  太陽能 
3.  金屬              4.  石化 
5.  電子電機     6.  傢俱 
7.  紙 
代表臺商企業 
中鋼集團;友達集團 

東馬沙巴州、砂拉越州： 
1.  木製品     2.  化學 
3.  橡膠          4.  紙 



臺灣-泰國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為泰國第12大貿易夥伴 

我國為泰國第12大出口國 
• 占我總出口 1.68% 

• 占我總貿易額1.59% 

               2360萬                               人口                                 6,991 萬人 

             6693億美元                        GDP                                3,473.億美元 

                3.11%                           經濟成長率                              2.4 % 

             3452億美元                      出口總額                           40.11億美元 

             2865億美元                      進口總額                           2,366億美元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             主要進口國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 

中國大陸、美國、香港             主要出口國                 中國大陸、美國、日本 

我國為泰國第15大進口國 
• 占我總進口 1.49%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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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基本資料 

重要產業 
• 製造業 
• 電子電機產業 
• 家用電器產業 
• 零組件產業 

市場特性 
• 有非常成熟的零售通路經營模式 
• 消費者講求便利及品質 
• 電子商務市場 
• 發展數位經濟 

主要城市 
曼谷（BANGKOK）是泰
國首都，及第一大都市 
清邁（Chiang Mai）則是
泰國北部工商業中心，是
全國第二大城市 

 
 
 
 
 
 
 
 
 
 
 
 
 
 

氣候 
泰國大部分地區屬於熱帶
季風氣候。常年溫度不下
攝氏18℃，平均年降水量
約1000毫米。 

宗教 
以佛教為主，寺廟四處可
見，人民由於從小受佛教
信仰薰陶。 

種族 
80％是由中國大陸南部移
民到東南亞後的泰族人，
華僑約超過1,000萬人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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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在泰國當地經營現況  

臺商在泰國投資除了電子、橡膠、鋼鐵及石化等投資金額較大之產業外，其他大

部分均為傳統中小企業之製造業，投資項目包含甚廣，從魚蝦養殖、紡織、機械、

進出口、珠寶、農產品加工、運動器材、家具，到陶瓷、建材、人力仲介、房地

產開發、證券、保全、珍珠奶茶及旅行社等。目前投資行業已由早期農產品、紡

織、化學材料、非金屬礦物製品及金屬製品，轉向電子及金融服務等產業。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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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在泰國當地經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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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卡府（Songkhla） 

          綠河（木材加工業） 

2. 佛統府（Nakhon Pathom） 

           統一（食品加工業） 

3. 叻丕府（Ratchaburi） 

            南僑（食品加工業） 

4. 龍仔厝府（Samut Sakhon） 

           泰金寶（電子製造業） 

           泰鼎（電子製造業） 

           日成珠寶（珠寶加工業） 

5. 大城府（Ayutthaya） 

            競國泰國廠（電子製造業） 

6. 巴吞他尼府（Pathum Thani） 

敬鵬泰國廠（電子製造業） 

宏全泰國廠（瓶蓋製造業） 

 

7. 北欖府（Samut Prakan） 

泰達電（電子製造業） 

華豐橡膠（橡膠加工業） 

怡利電子（電子製造業） 

經寶精密（金屬加工業） 

8. 北柳府（Chachoengsao） 

群光（電子製造業） 

9. 春武里府（Chonburi） 

廣達（電子製造業） 

大同（電機機械業） 

泰金（家飾鑄件業） 

10. 羅永府（Rayong） 

新纖泰國廠（石化加工業） 

泰聚亨（鋼鐵業） 

正新輪胎（橡膠加工業） 

致伸（電子製造業） 

資料來源:KPMG泰國投資手冊,109年 



泰國-投資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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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4.0 」在 2016 年提出，為泰國外資政策與產業規劃方案的統稱，系統性地擘畫
出未來的發展目標、重點投放領域，希望將泰國從「1.0」的農業，「2.0」的輕工業，
「3.0」的重工製造業，再進一步推升為「4.0」的創新導向製造業（目前重點包括生產
自動化、生技與數位經濟等等）。讓地區分區量身規劃，各有發展目標 

 泰國東部／東北部的邊境經濟
特區，就借重寮國、柬埔寨的
廉價勞工，發展農業，食品加
工的聚落 

 西部與緬甸接壤的區域，則是
打造物流中心與重工業 

 中部由於長年外資進駐的關係，
以電子產業、零組件加工出口 

 南部與馬來半島銜接的地段，
則發展漁業、魚產加工和橡膠 

 曼谷首都圈一直延伸到的東部
區域，一直都是日資汽車廠與
相關加工廠的深耕區域，被視
為重點發展的「東部經濟走廊」 



泰國-投資環境優勢及風險 

 投資環境之優勢 

1. 地理條件優勢 

2. 低廉土地和勞務成本 

3. 優秀勞動力素質 
 

 投資環境之風險 

1. 政局不穩定 

2.  財務金融受政治所影響 

3.  缺工問題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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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越南雙邊經貿關係 

越南為臺第8大貿易夥伴 

越南為臺第7大出口國 
• 占我總出口 3.27% 

• 占我總貿易額2.61% 

               2360萬                               人口                                 9,549萬人 

             6693億美元                        GDP                                2,616.4億美元 

                3.11%                           經濟成長率                              7.02%  

             3452億美元                      出口總額                           2,641.9億元 

             2865億美元                      進口總額                           2,616.4億美元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             主要進口國                  中國大陸、南韓、日本 

中國大陸、美國、香港             主要出口國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 

越南為臺第11大進口國 
• 占我總進口 1.85%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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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基本資料 

重要產業 
• 工業及營建業 
• 服務業 
• 農林漁業 

市場特性 
• 政治及社會環境穩定 
• 經濟展望良好且可享有各國之關稅優惠 
• 貿易開放活絡消費市場 

主要城市 
最大城市胡志明市 
首都河內是全國人口第一、
第二大市 

 
 
 
 
 
 
 
 
 
 
 
 
 
 

氣候 
氣候屬熱帶季風氣候，北
部四季分明，多數地區年
平均氣溫為23℃-25℃。 

宗教 
佛教：越南最大的宗教 
天主教、基督教、高台教 
和好教、伊斯蘭教 

種族 
京族（也稱越族）為主要
民族，占總人口86.2%，
華裔人口約占總人口的

1%左右。 

政治體制 
越南共產黨是越南唯一的
執政黨，對越南行政、立
法、司法各個部門的機構
直接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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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投資環境 
臺商自1990年代初期即開始在越南投資，遍及越南各地，主要投資地點集中於

胡志明市及鄰近之同奈省、平陽省等地，約占臺商總投資額之70至80％，另北

部地區之河內市、海防市以及鄰近省份約占10至15％。臺商在越投資初期以傳

統製造業為主，其中以紡織成衣、食品及農林水產、機械、橡膠、木製傢俱以

及製鞋業最多。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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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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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越 

中越 

南越 

主要投資地點: 

河內市、海防市、海陽省、永福省 

主要投資產業: 

產業以資訊電 子、水泥、製鞋、 

金屬加工等為主。 

主要投資地點: 

河靜省 

主要投資產業: 

以台塑靜省鋼鐵廠最具代表性， 

其餘為食品及電位於河子等。 

主要投資地點: 

胡志明市、同奈省、平

陽省、平福省、巴地頭

頓省、隆安省 

主要投資產業: 

業別多元性 高，包括紡

織、成衣、製鞋、汽機

車零組件、鋼鐵、食品

加 工、石化、輪胎及金

融等。 



越南-投資環境優劣勢 

 投資環境之優勢 

1. 經濟展望良好且可享有各國之關稅優惠 

2. 政治及社會環境穩定 

3. 歡迎外資並提供諸多獎勵 

4. 臺越地理位置及文化相近 

5. 人力素質佳 

 

 投資環境之劣勢 

1. 行政效率不足，政治色彩濃厚 

2. 基礎建設落後 

3. 環保意識日益提高 

4. 近年工資上漲快速、勞力不足及罷工事件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41 



臺灣-菲律賓雙邊經貿關係 

非律賓為臺第14大貿易夥伴 

菲律賓為臺第10大出口國 
• 占我總出口 1.87% 

• 占我總貿易額1.35% 

               2360萬                               人口                                 2,564萬人 

             6693億美元                         GDP                             1兆4855億美元 

                3.11%                           經濟成長率                              2.2%  

             3452億美元                      出口總額                           2,722億元 

             2865億美元                      進口總額                           2,138億美元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             主要進口國                  中國大陸、美國、日本 

中國大陸、美國、香港             主要出口國                  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菲律賓為臺第21大進口國 
• 占我總進口 0.74%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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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基本資料 

重要產業 
• 農業漁業 
• 工業 
• 服務業 

市場特性 
• 購買力強 
• 消費者支出增加 
• 消費者越來越重視健康意識 
• 電子商務逐漸受歡迎  

主要城市 
前三大城市奎松市、 
馬尼拉市、加洛坎市 

 
 
 
 
 
 
 
 
 
 
 
 
 
 

氣候 
菲律賓北部屬海洋性熱帶
季風氣候，南部屬熱帶雨
林氣候，全國各地普遍炎
熱、潮濕 

宗教 
基督新教：信徒佔人口的
9%，乃是菲律賓信徒人
口成長率最高的宗教。 

種族 
菲律賓華人，幾乎遍布全
菲各地。據統計，目前在
菲律賓人口的華人約有百
萬 

政治體制 
菲律賓實行三權分立的總
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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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社會文化環境 

44 資料來源：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農科院整理(2020/11) 



菲律賓-投資優勢 

 菲律賓投資優勢 

1. 市場具開發潛力 

2. 農業合作發展空間大 

3. 勞力資源充足 

4.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 

5. 基礎建設漸次改善 

6. 經貿政策持續改革 

7. 投資優惠奬勵 

8. 美國普遍化優惠關稅計畫（GSP） 

      及歐盟GSP plus之免稅待遇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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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投資風險 

 菲律賓投資風險 

比起中國大陸、越南，菲律賓有一大優勢為不易

遭到美國反傾銷待遇。菲國整體投資環境與東南

亞鄰國相較，由於政治不定、產業群聚不足、

電費高昂、工資及公共費率偏高，對臺商投資

吸引力明顯較低。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與經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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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合成控制法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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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控制法-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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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假設我們想要評估A國推行政策，對於該國經濟

體的表現是否有正面幫助，由於我們只能觀測到A國推行政策後

的實際表現，然而A國就算不推行政策，經濟表現或許還是可以

很好，因此到底是不是因為推行政策而導致經濟變好，這一點

我們無法得知。 

       這時候有經濟學家想出合成控制法，目的是想要合成一個

虛擬的A國，也就是未推行政策的A國，來和現實世界我們可以

觀察到的A國經濟體做比較，驗證兩者的表現是否有顯著差別。 



合成控制方法的優點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1. 通過數據驅動確定權重，減少了主觀選擇的誤差，避免了政

策內生性問題 

2. 通過對多個控制對象加權來模擬目標對象政策實施前的情況，

可以清晰地反映每個控制對像對“反事實”事件的貢獻 

3. 可以對每一個研究個體提供與之對應的合成控制對象，不至

於因各國政策實施時間不同而影響政策評估結果，避免了主

觀選擇造成的偏差 

49 



05 合成控制法
stata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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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控煙案例 

 背景：1988年11月美國加州通過了當代美國最大規模的控煙法（anti-tobacco 

legislation），並於1989年1月開始生效。該法將加州的香煙消費稅（cigarette 

excise tax）提高了每包25美分，將所得收入專項用於控煙的媒體宣傳，並衍生

了一系列關於室內空氣的立法（local clean indoor- air ordinances），比如在餐館、

封閉工作場所等禁煙。Abadie et al. (2010)根據美國1970-2000年的州數據，採用

合成控制法研究美國加州1988年第99號控煙法（Proposition 99）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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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A輸入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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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表 

由Table2可知，大多數州的權重為0，
而只有以下五個州的權重為正，即 

 Colorado (0.161) 

 Connecticut (0.068) 

 Montana (0.201) 

 Nevada (0.235) 

 Utah (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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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比較 

• 考察加州與合成加州的預測變量是否接近： 

從上表Table1 可知，加州與合成加州的預測變量均十分接近，故合成加州可以很
好地複制加州的經濟特徵。然後比較二者的人均香煙消費量在1989 年前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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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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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通過菸草控制法案，降低菸的銷售量 

1989年政策實施後實驗
組的香菸銷售量低於合
成組的香菸銷售量 

圖表來源:Abadie, Diamond, & Hainmueller (2010) 



安慰劑檢驗 

56 

“安慰劑”（placebo）一詞來自醫學上的隨機實驗，比如要檢驗某種新藥的
療效。此時，可將參加實驗的人群隨機分為兩組，其中一組為實驗組，服用
真藥；而另一組為控制組，服用安慰劑（比如，無用的糖丸），並且不讓參
與者知道自己服用的究竟是真藥還是安慰劑，以避免由於主觀心理作用而影
響實驗效果，稱為“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 

為什麼叫安慰劑? 

Abadie et al. (2010)認為，在比較案例研究中，由於潛在的控制地區數目通常
並不多，故不適合使用大樣本理論進行統計推斷。為此，Abadie et al. (2010)
提出使用“安慰劑檢驗”（placebo test）來進行統計檢驗，這種方法類似於
統計學中的“排列檢驗”（permutation test），適用於任何樣本容量。 



安慰劑檢驗 

57 

以加州控煙法的案例，我們想知道，使用上述合成控制法所估計的控煙
效應，是否完全由偶然因素所驅動？換言之，如果從合成組中隨機抽取
一個州（而不是加州）進行合成控制估計，能否得到類似的效應？ 

為此，Abadie et al. (2010)進行了一系列的安慰劑檢驗，依次將donor pool中
的每個州作為假想的處理地區（假設也在1988年通過控煙法），而將加州
作為控制地區對待，然後使用合成控制法估計其“控煙效應”，也稱為
“安慰劑效應”。通過這一系列的安慰劑檢驗，即可得到安慰劑效應的
分佈，並將加州的處理效應與之對比。 



安慰劑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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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圖中，黑線表示加州的處理效應（即加州與合成加州的人均香煙消費之差），
而灰線表示其他個控制州的安慰劑效應（即這些州與其相應合成州的人均香煙消費
之差）。顯然，與其他州的安慰劑效應相比，加州的（負）處理效應顯得特別大。 

上圖藍色框分別為剔除誤差值過
大的線(20倍、5倍、2倍) 



06 合成控制法分析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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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實驗組政策實施前數據 實驗組政策實施後數據 

合成組模擬實驗組的相似數據 
合成組模擬實驗組未實施政策的

數據 

實
施
新
南
向
政
策
後 

分
析
比
較 

合成組(仿馬來西亞):未受到新南向政策或影
響較小的國家模擬合成出來 

實驗組:馬來西亞 

合成控制法-台灣實施新南向政策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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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新南向政策後以出口馬來西亞為例 

61 

實驗組：馬來西亞 

 

合成組(仿馬來西亞)：將未受到新南向政策(或影響較小)的其它40個

國家(中國、日本、韓國、印尼、菲律賓、緬甸、柬埔寨、印度、巴

基斯坦、斯里蘭卡、伊朗、以色列、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智利、德國、法國、荷

蘭、英國、俄羅斯、奧地利、比利時、匈牙利、義大利、波蘭、西班

牙、瑞典、瑞士、烏克蘭、埃及、南非、肯亞、奈及利亞、澳大利亞、

紐西蘭)數據做為合成組。 

編號:1為表示 

編號:2到41為表示 



出口影響實證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62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變數資料來源 

被解釋變數 

出口值 指在對外貿易中，實際離開一國港
口或邊境，直接出口或轉口的金額 財政部統計處 

解釋變數 

 
人均GDP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world bank世界銀行

資料庫 

各國進口物價指數 各國進口商品價格變動情形 world bank世界銀行
資料庫 

各國關稅一般平均值 各國關稅的平均稅率 world bank世界銀行
資料庫 

各國關稅加權平均值 
各國商品的關稅稅率在總進口額中
所占比重為權數進行加權計算 

 

world bank世界銀行
資料庫 

時間:2001年-2019年 



合成控制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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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Abadie(2010)假設      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𝑁𝑁= 𝛿𝛿𝑖𝑖 +𝜃𝜃𝑖𝑖𝑍𝑍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𝜇𝜇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考慮到這些因素
會有權重問題 

權重W大於等於0，𝑤𝑤2 +……+𝑤𝑤41=1 

𝛿𝛿𝑡𝑡:存在於所有國家而未知的共同因素 
𝜃𝜃𝑡𝑡:為一特定時間參數矩陣 
𝑍𝑍𝑖𝑖:可觀察到而不受政策影響的自變數矩陣 
𝜆𝜆𝑡𝑡:無法觀察到的共同因子 
𝜇𝜇𝑖𝑖:為未知的因素 
殘差項𝜀𝜀𝑖𝑖𝑡𝑡:是平均值為零而且無法觀察到的短期衝擊 

合成控制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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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控制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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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控制法分析 



stata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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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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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 Synthetic Control

2016

深色線與灰色縣貼合，
表示模擬合成狀況良好 

深色線為實驗組(馬來西亞) 

2001年到2019年的數據 

灰色線為合成組(仿馬來西亞) 

2001年到2019年的數據 

紅色線為2016年 

實施新南向政策時間 

台灣對馬來西亞出口值的趨勢圖-實驗組與合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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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中國2001年到2019年 

數據遠高於其他國家 

深色線為馬來西亞 

2001年到2019年的數據 

紅色線為2016年 

實施新南向政策時間 

台灣對馬來西亞安慰劑檢測-其它出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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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本研究整理經貿及總體經濟變數資料，分析台灣與馬來西亞貿易協定與出口

值，再藉由合成控制法來分析新南向實施後對台灣出口馬來西亞所產生影響。 

 

 

2016年實施新南向政策後 
出口金額由2016年78億美元成長至2017年103億美元 

年份 台灣與馬來西亞簽訂簽訂條約 較去年相比成長金額 

2004年 台馬貨品暫准通關證制度執行議定書 成長11億美元 

2010年 台馬資通訊產業合作備忘錄、 
台馬APEC數位機會中心合作協定 成長11億美元 

2011年 台馬企業合作備忘錄 成長10億美元 

2018年 外貿協會與馬國貿工部對外貿易發展機構合作備忘錄、工研院與馬國貿工部投資發展局合作備忘錄 成長3億美元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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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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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巴基斯坦出口值的趨勢圖-實驗組與合成組 

2016年實施新南向政策後出口

有明顯上升，表示此政策對於

巴基斯坦有良好的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016年-2018年出口至巴基斯坦成長

最多產品為 

1.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2.礦產品 

3.紡織品 

2018年後出口至巴基斯坦下降最多

產品為 

1.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2.礦產品 

3.機械及電機設備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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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印度出口值的趨勢圖-實驗組與合成組 

2016年新南向政策實施後出口

有明顯上升，表示此政策對於

出口印度有良好的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016年-2018年台灣出口印度最多產

品為 

1.機械及電機設備 

2.塑膠橡膠及其製品 

3.化學品 

2018年後台灣出口印度下降最多產

品為 

1.機械及電機設備 

2.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3.化學品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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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澳洲出口值的趨勢圖-實驗組與合成組 

澳洲自1991年開始陸續與台灣簽訂相
關協定，至今已簽有40餘項合作協議，
蓋雙邊關係所有面向，如投資、貿易、
文化、旅遊、能源等，顯示臺澳實質
關係穩定成長。 
2016年實施新南向政策後台灣實際出
口澳洲的出口值低於合成組，表示新
南向政策對於出口澳洲無太大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017年-2018年出口至澳洲成長最多產

品為 

1.礦產品 

2.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3.化學品 

2018年後出口至澳洲下降最多產品為 

1.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2.機械及電機設備 

3.化學品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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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菲律賓出口值的趨勢圖-實驗組與合成組 

圖中可發現2016年實施新南向

政策後出口菲律賓有明顯上漲，

但在2018年後明顯下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016年出口菲律賓成長最多產品為 

1.機械及電機設備 

2.礦產品 

3.金本金屬及其製品 

2018年出口菲律賓下降最多產品為 

1.礦產品 

2.機械及電機設備 

3.運輸工具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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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看，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在2017年傳出佳績，惟因美中貿易紛爭自

2018年下半年開始，影響全球經濟動能，連帶影響我國與新南向國家的貿易往

來。不過，即便存在國際經濟變數，我國對新南向前八大出口國家的貿易產品，

相對於2016年新南向政策推動前，仍然提高了出口占比，顯示新南向政策仍具

一定成效。但因部分產品有過度集中於單一國家的現象，長期仍應思考分散市

場的可能性，以避免重蹈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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