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牛議題了解我國經貿狀況
國際教育
課程主題

全球議題-合作與競爭
透過既有課程第 17 章基本概念了解之後，進一步應用並討
論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經濟事件及問題。藉由近日媒體如火如荼
報導的美牛瘦肉精事件，帶領學生從國際經貿角度來了解該事件
前因後果。
經濟發展(簽訂 FTA)與民生健康(瘦肉精)兩難議題，我們在
面臨美國壓力與國內民生壓力同時，身為 21 世紀未來的公民我

設計理念

們，如何看待此事件。希望學生透過了解台灣經濟困境和人民健
康問題同時，進行反思，若身為政府決策當局，學生會如何做出
最有利的決策及因應方式，來解決此問題。
過去和我國並列亞洲四小龍的韓國，也同樣有美牛問題，但
卻順利和美國與歐盟簽訂 FTA，涵蓋韓國貿易金額的 22%，成就
現今韓國經濟成長原因之一，我們可參考韓國例子。綜合考量
下，讓學生了解經濟及民生議題外，思考體會此事件背後真相，
具備身為現代公民應具備素養和態度。

設計者

振聲高中 江翠玲

教學時數

5 節課（250 分鐘)

年級
融入領域/類科

二年級
經濟學
第 17 章國際貿易與與國際金融

國際教育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3-1-1 認識全球競爭與合作的
現象

1.了解國際貿易意義、發生原因及好處
2.能分辦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的差別與優缺點
3.能說出保護貿易的措施有那些?(為競爭生存)
4.了解有那些國際經貿組織與區域經濟整合組
織,其目的與影響為何?(合作)

3-3-1 分析我國在全球競爭與
合作關係中的地位

1.了解台灣對外貿易現況
2.能說出我國目前參與的國際或區域整合組織
有那些?
3.了解瘦肉精美牛事件對台灣國際經濟貿易的
影響

4-1-2 瞭解並體會國際弱勢者
的現象與處境

1.了解其他各國(韓國)對美牛事件回應及結果
2.對我國而言，讓學生對該事件如何因應模擬做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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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活動架構

從美牛議題了解我國經貿狀況
五節課 (共 250 分鐘)

活動一：國際貿易與組織

活動二：美牛事件對我國

活動三：韓國例子做為台

(100 分鐘)

經貿影響(50 分鐘)

灣借鏡(50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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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綜合活動(50 分鐘)
分組簡報-模擬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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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組同學假設自己為政府當局，面對台灣美牛
事件如何做最好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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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活動
【活動一】國際貿易與組織
國際貿易與政策
一、 引起動機：10 分鐘
(一)教師詢問學生何謂『國際貿易』？詢問 3 位同學後，將學生提出概念組合。國
際貿易有三要素：第一、「國際」：指國與國之間；第二、「貿易」：交易買賣
行為；第三、標的物：有形商品及無形勞務。另請學生舉例每天都發生很多
國際貿易案例，請每位同學舉 2~3 個例子並填寫在學習單上（附件一）
。請 3
位學生說一說自己所寫例子。
(二)區別有無國際貿易對生活影響：15 分鐘
1.讓學生看「浩劫重生」(cast away)（2000 年上映 TOM HANKS 主演）影片
約 5 分鐘。假設湯姆漢克斯在原來生活的世界是有國際貿易的國家;而在飛
機墜落進入南太平洋無人小荒島時是沒有國際貿易國家，請判斷那些東西
或事物是在有國際貿易的國家才會出現；那些東西是在無國際貿易就會有
的？各請 3 位學生說說看。
2.從影片中讓學生討論出有無國際貿易對人們的影響?好處或壞處?並從這些
影響推論出國際貿易發生原因。
二、介紹國際貿易政策:20 分鐘
(一)自由貿易 VS 保護貿易，使學生能分辦二者差別，有那些措施?
(二)讓學生了解大部分國家都使用保護貿易較多的理由？從開放大陸大學生來台工
作例子，對我們台灣大學生有何影響層面來詢問學生？因為會造成國內產業衝
擊。
三、歸納統整：5 分鐘
透過影片讓學生感受國際貿易重要性，了解國際貿易概念及政策對我們生活影響。
國際貿易組織
一、引起動機：5 分鐘
(一)詢問學生是否知道我國參與的國際組織有那些？WTO、OPEC 這些組織團體
在做些什麼?WTO:世界貿易組織；O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二、介紹國際經濟與區域經濟整合組織
(一)比較二者差異? 以規模、區域、會員數、目的 來作區分。
(二)介紹國際組織 WTO、OECD、APEC
(三)介紹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常見以 FTA 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較多，
EU（歐盟）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FTAA（中美自由貿易協定）
、ASEAN
（東協自由貿易協定）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都屬於 FTA。
(四)區域組織 EU、NAFTA、FTAA、ASEAN，其目的與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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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美牛事件對我國經貿影響(附件二)
一、 引起動機:15 分鐘
(一)讓學生在觀賞瘦肉精和狂牛症影片後，寫出瘦肉精狂牛症是什麼？對人體有那
些影響及危害？觀看影片約 8 分鐘後,再詢問 2 位學生寫出結果。
(二)教師準備一包牛肉乾，說明此為美國牛肉所製作而成，讓學生實際體驗選擇吃或
不吃，並在學習單上寫下為何吃或不吃的理由與感想，請 2 位學生說說自己寫出
感想。
(三)提問與引導:含瘦肉精的美牛既然有如此可能危害,但為何政府還要開放進口原
因?了解學生回答後，引導學生從思考國際貿易關係點來討論。利益交換及美國
為我國第三大貿易對手國
二、講述法:30 分鐘(利用簡報)
(一)介紹台灣對外貿易現況以及我國和這些國家洽簽 FTA 情形。我國前三大貿易夥伴
依序為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目前僅有中國大陸與我國有簽定 ECFA，已於 2010
年 9 月 12 日生效，ECFA 生效為我國帶來效益，由早收清單已見有成效，也使我
國廠商在大陸能和日本韓國歐洲等國一起有公平競爭機會，使出口增加、吸引日
本至我國投資設廠等效益，也吸引日本等其他國家也想和我國洽簽 FTA，可見 FTA
效益，身為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美國，且為世界領導地位，和美國洽簽 FTA 勢再
必行，但卻因狂牛瘦肉精事件，我國和美國持續多年 TIFA 對話平台(為 FTA 重要
推手)暫停，如此局勢，可能會加深我對大陸貿易依賴。
(三)介紹簽 ECFA 意義及好處－讓學生看三個簡短影片（約 2 分鐘)，說說看影片中這
些廠商覺得 ECFA 帶給他們什麼好處。並寫在學習單上。
(四)從簽 ECFA 好處來推論未來若我國與美國洽簽 TIFA 也會有類似效益，加上美國為
世界大國又為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但因美牛事件的影響，美牛進口量銳減，而
引起美國注意，特別是美國國會議員包克斯，素有美牛總司令之稱，也是美牛最
佳推銷員，曾寫信給馬總統若不進口美牛，則台美之間 TIFA 談判將出現嚴重負
面後果。
(五)介紹 TIFA 為何？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臺美雙方目前最重要之雙邊經貿高層諮商管道，同時也是解決雙方貿易爭議、
推動貿易及投資合作最主要的平臺，
 透過此平台我國與美國從 1994 年開始已進行七次對話談判
 從 2008 年迄今，臺美 TIFA 會議因美牛肉議題而停開
 利用 TIFA 架構與美方研析洽簽 FTA 相關章節之可能性
(六)我國目前所參與國際組織除了 WTO、APEC 以外，還有那些國家？show 出我國和
各國洽簽 FTA 狀況圖片，讓學生填入學習單表格中第四大題。請３位學生說說自
己所整理表格內容。
三、歸納統整:5 分鐘
詢問學生為何我國要加入或洽簽 FTA 呢?請 2 位學生回答。是的，當國際間國家
都在積極加入或洽簽時，這些國家之間無關稅或貿易障礙，若我國沒加入，就失
去和他國公平競爭，而遭致邊緣化。參與這些國際組織，共同點好處是除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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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國與國之間合作與友好關係外，因為降低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使得我
國出口至他國產品競爭力提高；進口成本降低；消費者也能購買較便宜產品而受
惠，使我國長久以出口導向國家能繼續保有經濟成長與優勢，而不致於被邊緣
化，而遭淘汰。請同學想一想我們是不是我們可以不用理會美國，直接禁止美牛
進口？請 3 位學生說說自己寫出感想? (回家作業)學習單可帶回家當作業，回家
上網再查詢更詳細資料，明天交。

【活動三】: 行動劇－韓國例子(50 分鐘)(附件三)
一、引起動機:10 分鐘
(一)播放 YOUTUB 影片- Democracy on the Street of South Korea (U.S. beef)
關於 2008 年韓國政府為了與美國展開貿易談判而開放美牛進口消息，引起韓
國人民展開夜夜大規模示威遊行，每天約有 9000 以上人民走上街頭，介紹事件
經過。
 二○○八年，韓國總統李明博為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接受
美國的要求，於四月十九日宣布恢復美國牛肉進口。
 十天後，韓國最大電視台 MBC 的時事節目《PD 手冊》指稱「韓國人染狂牛病的
機率為英美人的兩、三倍。」透過手機與網路傳播，同一時間，各式抗議活動
鋪天蓋地而來。率先發難的是青少年。
 五月二日，一萬多人在首爾舉行燭光示威，之後，各社團、宗教組織也加入，
夜夜集會。
 儘管韓國政府再三強調美國牛肉是安全的，李明博也在電視上向國民道歉，強
調 FTA 對韓國經濟的重要性。但韓國人民並不接受，一百多萬人上網連署，要
求彈劾李明博，國會也停擺。
 六月十日，累積的民怨終於一發不可收拾，上百萬韓國人齊聚總統府前，高唱
《大韓民國憲法第一條》，怒吼「李明博下台。」
 這是自一九八七年韓國為總統直選而爆發民主抗爭後，再次有百萬人上街頭，
李明博緊急由內閣總辭負責。
 三天後，韓美談判代表在華盛頓磋商，接著進行補充談判。
二、 角色扮演:30 分鐘
(一)讓學生做角色扮演，在了解整個事件發生經過，試著去揣摸不同角色的態度心
境。分班分六組，由每組同學自行分派角色扮演韓國、美國政府官員、警察、
農民、青少年及一般民眾等各不同身份對該事件的態度與作法，每組 5 分鐘。
(二)請學生將行動劇表演後感想寫在學習單上。
(三)韓國抗議後結果：
 美方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李明博政權，做出了讓步。
 禁止出口三十個月齡以上（有狂牛症發病紀錄）的牛肉到韓國，三十個月齡以
下的牛肉，也要去除牛腦、牛脊髓等內臟，韓方並有權利檢驗美國牛肉屠宰
加工的過程（主動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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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配套措施:
生產面:對ＦＴＡ簽訂後農民生計與農業結構性調整提出配套政策。韓國用對
非食品、民生用品開徵特別稅來籌措財源。這筆約等於台灣農委會卅
年總預算的錢，成功地消弭國內反對聲浪，讓ＦＴＡ談判順利。
例如南韓提供收購保證，並補貼每頭牛約一千美元；每頭豬約九十美
元。也以獎勵的方式讓ＦＴＡ簽訂後所帶來的工作機會能惠及受影響
的農家子弟。
銷售面:產地認證標示清楚，韓牛比美牛貴３倍，韓牛有身分證，也就是生產
履歷，韓國民眾大多以吃韓牛為主。
三、歸納統整：韓國案例後續發展結果介紹。韓國例子可做為我們借鏡參考，人民心聲
表達適時展現民主引導政府決策，也讓美國備感壓力，做了退讓，韓國
政府積極作為 5 年的談判，終於在 2012 年 3 月 15 日美韓自由貿協協定
（FTA）成功生效，除了相關配套措施使人民放心，政府也同時兼顧未來
經貿發展。

【活動四】綜合活動:簡報-模擬決策(50 分鐘)-附件四
一、引起動機:5 分鐘
（一）題目：假設你們是政府當局，對於美牛事件的民生健康問題與台灣未來經貿
發展，該如何做出最好的決策？決策做了之後，要如何處理受害一方，所帶
來後續問題，以期得到較圓滿的結果。 6 組，每組 5 分鐘。（提早告知學生
題目準備）
二、小組簡報進行：30 分鐘
（一）請各位同學仔細聆聽六組同學的簡報，並為每一組評分，試著寫出每一組的優
缺點各一個？
（二）了解美牛議題的課程後，請學生反思身在台灣的你現在會如何看待此事件，你
覺得你能為這個事件做些什麼？請寫在學習單上。（可帶回家繼續寫）
三、歸納統整：做決策是因難的，特別是當兩難時刻，不知同學有無這種感覺？身為現
代公民我們應該了解事實真相，不隨著媒體起舞，擁有自我價值判斷，
體會不同立場便有不同觀點，培養公民素養和應有態度風度，以更成熟
的想法面對社會上發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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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評量
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1.了解國際貿易意義、發生原因及好處
2.能分辦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的差別與
優缺點
3.能說出保護貿易的措施有那些?(為競
爭生存)

學習單、口頭評量、筆試評量

4.了解有那些國際經貿組織與區域經濟
整合組織,其目的與影響為何?(合作)

口頭評量、筆試評量

5.了解台灣對外貿易現況

學習單、口頭評量

6.能說出我國目前參與的國際或區域整
合組織有那些?
7.了解瘦肉精美牛事件對台灣國際經濟
貿易的影響
8.了解其他各國(韓國)對美牛事件回應

學習單、行動劇成果評量（小組合作學

及結果

習－口語表達、資訊蒐集、創意能力、
談判技巧及團隊合作）

9.對我國而言，讓學生對該事件如何因

學習單、簡報成果評量（小組合作學習

應模擬做決策

－學生進行深度思考能力）

肆、 教學建議
一、該議題一直都在發展中，資料收蒐具有階段性。另該議題資料龐雜，該如何引
導學生從不同立場思考，課前需要多閱讀相關資料，讓自己能夠客觀分析。
二、學生在簡報工具使用能力雖然不錯，但是在簡報的表達能力與內容編排技巧上
能力較為缺乏，建議事先給予學生簡報內容編排及表達能力訓練，成品會更有說
服力與專業度。
三、從學生學習單及筆試評量中發現很有趣現象，當學生轉換立場為政府時，贊成
開放美牛進口；但轉換為自己百姓角色時，變成不贊成開放。建議後續可再發展
一堂課，將這些學生寫出感想，在班級上做進一步討論，為何會有此不同？讓學
生在達到共識角度上，加深學生尊重彼此不同看法及不同立場思維。
伍、 教學資源
一、參考書籍
(一)商業周刊 Nov 15,2009，完整揭露美國牛真相
(二)商業周刊 1269 3/19-3/25,2012 不只瘦肉精，美牛根本是合成怪物 Page 122~127
(三)商業周刊 1270 3/26-4/1,2012 日本錢來了!NO.1 技術了! Page 110~144
(四)天下雜誌 3/21-4/3,2012 一塊牛排背後的秘密,Page 97~115
(五)天下雜誌 2/8-2/21,2012 愛吃美國牛，又怕瘦肉精 Page 44~45
(六)遠見雜誌 2012 年 5 月韓國憑什麼贏?簽下歐美 FTA，人均所得上看 6.5 萬美元，
Page 18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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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翠玲、陳英純、陳惠玲等。經濟學 II。旗立出版社
二、網站資料
(一)美牛事件對台灣對外貿易的影響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3/6957
(二)瘦肉精與美國牛肉引起之問題與對策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2/10445
(三)施顏祥：美牛不解決 TIFA 協商無法啟動
取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0673/112012030700529.html
(四)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洪德欽。台美重啟 TIFA 協商及洽簽 FTA 之分析。取自
http://www.pf.org.tw:8080/FCKM/DownloadFileService?file_id=1312&user_id=
hyweb&passwd=Qe567tB9&STATUS=0&ERRCODE=00
(五)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TIFA 談判與美國牛肉進口政策 。
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3/6677
(六)經濟部國貿局網站。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現況。2011 年 12 月
(七)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從美國牛肉進口看簽訂 ECFA 後的台灣 。
取自:http://www.npf.org.tw/post/1/6880
(八) 經濟部。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歷屆會議書面報告。 2012.03.13
取自 http://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wHandMenuFile.ashx?menu_id=5445
(九)美韓 FTA 將於本（101）年 3 月 15 日生效，對我總體經濟與進出口造成影響
取自 http://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29&pid=342139
(十)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欣之。臺美重啟 TIFA 協商之可能性與未來發展。
取自 http://www.pf.org.tw:8080/FCKM/DownloadFileService?file_id=
1290&user_id=hyweb&passwd=Qe567tB9&STATUS=0&ERRCODE=00
三、參考影片
(一)「浩劫重生」(Ｃast away)
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Jvosb4UCLs
(二)瘦肉精及狂牛症
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v3CqqjUYPw&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Z9_AHmWvYc&feature=related
(三)ECFA 產業動態及效益
取自 http://www.ecfa.org.tw/WebadList.aspx?pid=8&cid=20
(四)韓國美牛事件例子
Democracy on the Street of South Korea (U.S. beef)
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WG24KntFdQ&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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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國際貿易概念學習單【活動一】
一、何謂『國際貿易』，請同學用已學知識想
一想？

國際貿易例子有那些？試舉２～３個例子

二、欣賞『浩劫重生』電影（湯姆漢克主演）
，說 有沒有這些東西或事件對我們生活有什麼影響？國
說看那些情境事件是在有國際貿易情況下才會發 際貿易有無好處呢？發生原因？
生？而那些是沒有國際貿易（自給自足）才會發
生？
好處:
發生原因:
1.
1.

三、國際貿易政策－包括自由或保護貿易
既然國際貿易有這麼多好處，促進分工、提
高效率、提升國民所得等，但現實上，各國
會考量自身利益，所以自由貿易實行上會有
困難，而施行保護貿易。

例子:
如果開放大陸生來台工作,身為未來大學畢業生
的你,贊成或不贊成嗎?為什麼?

四、保護貿易的理由？

2.

2.

3.

3.

4.

4.

何謂『自由貿易』？

何謂『保護貿易』

Hint:
開放就是一種自由貿易,沒有任何阻礙或干預，各國
為自身利益,皆採行保護貿易較多
1. 維持國內經濟獨立性與安定性

提出保護貿易的學者
目的是為了提升國內產業

2. 保護
國內尚處萌芽階段且無法與國外生產者競爭
3. 防止
以「
」生產成本或國內市場售價的價格,
將產品外銷至國外貿易行為,各國反擊方式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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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增加
五、常見保護貿措施?
1.
型貿易障礙
關稅(進口)：對一國出入其國境貨品課徵的稅

,以降低進口保護國內產業
：因為會課關稅

(1).從價稅：依進口品
，課徵持定百分比
的稅額，又稱比例稅。
例如進口德國賓士車一部 100 萬，課徵 18%從價稅，
政府向進口商課徾多少稅?計算方法：

(2).從量稅:按進口品
，課徵固定稅額，
又稱定額稅。
例如進口法國香穦紅酒 300 瓶，無論價格高低，每
瓶皆課徵 50 元的從量稅,政府向進口商課徵多少稅?
計算方法:

2

型貿易障礙

(1)
許可證(Import Licenses)：政
府有申請許可，才可進口
(2)
(Quota):政府規定最大進口數量（數
量管制）例如:2011 食米最大進口量為 50652 公噸
(3)
(Export Subsidy)：政府鼓勵出口對
廠商補貼,可降低成本

(4)
（Export Restraint）：政府提高出
口品國際價格或達到特定目的,限制該商品出口數
量，例如：阿拉伯不滿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聯合
暫停出口石油，使當時油價由每桶 3 美元漲到 13 美
元
(5)行政干預：政府採行政干預,例如訂定嚴格檢疫
標準或規定汽車零件自製率,來達到貿易管理
一般而言,溫和合理保護貿易政策有助於一國經濟發展穩定,但過度偏激的話容易招致他國報復，因
此政府必須根據經濟情況作適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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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牛事件對我國經貿影響學習單【活動二】
認識『瘦肉精』、『狂牛症』
瘦肉精

狂牛症

是什麼?

人體影
響
二、了解瘦肉精和狂牛症的風險後，老師準備一包美國牛肉製成的牛肉乾，請大家吃吃
看，請問你願意嚐嚐嗎？請你將願意或不願意的理由和感想寫下來。

三、我國貿易現況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情況(可避免加深對中國大陸之依賴)
貿易夥伴排名

國

家

比重

1

21.5%

2

13.3%

3

10.8%

簽定 FTA

FTA 名稱

我國目前洽簽 FTA 狀況
簽署狀況

國

家

效益

已簽署
已簽署
未簽署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五、台灣幅員小，國內市場有限資源欠缺，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的開拓關係密切。貿易
是台灣的生命線，短期內要改變以外銷為主的經濟型態並不容易，政府現在做的是分散
市場，讓我們和主要貿易夥伴維持緊密合作關係，所以洽簽這些貿易協定也就成為我國
與他國競爭時的保命符。因受美牛進口事件影響，我國和美國從 2008 年開始停止了Ｔ
ＩＦＡ談判機會，洽簽 FTA 機會更是渺茫。同學想一想我們可不可以不用理會美國,直
接禁止進口，那會造成什麼影響呢？試著寫出至少三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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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例子做為台灣借鏡活動學習單【活動三】
活動內容:
1. 全班分六組，各組以抽籤或自行決定扮演角色
2. 角色類型：
類
型
角色扮演內容
韓國政府官員
接受美國要求，開放美牛進口、強調美牛安全、道
歉、內閣辭職、和美國再度談判
美國政府官員
以ＦＴＡ要求韓國開放、知悉韓國抗議活動、讓步
韓國媒體
韓國人染狂牛病的機率為英美人的兩、三倍。透過
手機與網路傳播
警察
逮捕 200 位示威民眾，後來都幾乎釋放
農民
畜牧業為自己利益抗議
青少年
率先出來發聲抗議狂牛症
一般民眾
知道狂牛症危害憤怒抗議
3. 每組５分鐘上台做表演，呈現方式不拘，請各組同學儘量發揮想像力
4. 評分重點
 團隊合作：組內工作分配與士氣
 課堂報告：依創意和表現方式予以加減分
 綜合心得感想：至少 100 字以上
5. 工作分配表 －第
組
分工項目
負責人
分工項目
負責人
6. 心得感想：100 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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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牛○
事○
件
○

P.K. ○
我○
國○
經○
貿○
發○
展 學習單【活動四】

一、 請各組作簡報。題目：假設你們是政府當局，對於美牛事件的民生健康問
題與台灣未來經貿發展，該如果做出最好的決策？決策做了之後，要如何
處理受害一方，所帶來後續問題，以期得到較圓滿的結果。 請各位同學仔
細聆聽六組同學的簡報，並為每一組評分，試著寫出每一組的優缺點各一
個？

組別

分數

你覺得最棒的優點

改進一下就會很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二、請列出你們小組的工作分配及貢獻度分數：第

組

座號
工作分配
貢獻度分數
座號

自己( 號)

工作分配
貢獻度分數
三、了解美牛議題的課程後，請你想想身在台灣的你現在會如何看待此事
件，你覺得你能為這個事件做些什麼?(空白處不足可寫至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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