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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PECC 新加坡國際研討會
會議紀實

許峻賓、蔡靜怡

本期重要內容

◎ PECC新加坡國際研討會會議紀實

◎ 2015年APEC城鎮化議題趨勢與發展

2015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PECC新加坡委員會近年來均於每年第一
季召開一場國際研討會，主題均以當年度 APEC
的主題相連結，希望藉由 PECC會員經濟體與
各界專家、學者的討論，提供具體建議予 APEC
主辦經濟體，作為後續推動 APEC年度工作的
參考，藉此突顯 PECC對 APEC的具體貢獻與
重要角色。

本次新加坡會議設定的主題為：「於新常態

時代中邁向包容性經濟成長」，聚焦探討包容性

成長的相關議題。本會由洪德生董事長率領本會

許峻賓副研究員、蔡靜怡助理研究員共同與會。

會中專家們對於包容性成長的挑戰多聚焦於現階

段經濟發展的挑戰因素，包括：油價漲跌問題、

能源供需穩定問題、氣候變遷問題、人力資本的

強化等，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以下為本次會議

各場次的重點摘要，提供給各位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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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Speech：
●主 持 人：澳洲 PECC 委員會主席 Mr. Ian 

Buchaman
●演 講 人：2015年 APEC資深官員會議主

席 Ambassador Laura Q. Del 
Rosario
菲律賓國家經濟暨發展署國家發

展政策與計畫辦公室副司長 Mr. 
Emmanuel F. Esguerra 

APEC 資深官員會議主席 Ambassador 
Laura Q. Del Rosario首先提出包容性成長的重
要，近 20年來，許多國家皆面臨所得分配逐漸

惡化的現象，世界經濟與產業結構改變，各國更

加體認所得分配不均對經濟成長的影響，遂推動

包容性成長 (inclusive growth)的相關政策措施，

以維繫經濟的持續穩定。接著強調包容性成長是

菲律賓今年主辦 APEC的主要目標，並舉出亞

太地區確保包容性成長的四個面向，包括經濟整

合，人力資本發展，必須提升教育制度。鼓勵中

小型企業及永續發展。強化貿易及投資，確保人

民及企業感受到經濟的利益。發展基礎建設、運

輸系統及新科技並且建立永續、具韌性之社群。

Emmanuel F. Esguerra副處長表示菲律賓
為今年 APEC主辦國，面對新常態 (new normal)
之挑戰，亦即經濟增長緩慢、高度不平等與緩慢

的就業創造，提出四個優先議題加強區域經濟整

合及多邊貿易體系 (enhanc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提升中小企業在區域及全球市場之
參 與 (mainstreaming SME’s i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y)、投資人力資本發展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與建立永續且具
韌 性 之 社 群 (building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接著分享菲律賓達成包容性成長
的過程與經驗，菲律賓政府透過下列的政策措施

促成包容性成長：大舉投資於基礎建設及人力資

本發展、促進和平與人類安全、有效率的法規系

統及執行與災難預防管理與社會保護。

Session I :「全球改變中的亞
太經濟合作：風險與機會」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主   持   人：智利 PECC 委員會主席 Dr. 
Manfred Wilhelmy

●主要與談人：泰國 PECC委員會主席、泰
國能源部長 Dr. Narongchai 
Akrasanee

●與   談   人：韓國 PECC委員會主席、韓國
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Dr. Il 
Houng Lee

DBS銀行首席經濟學者、管理
主任 Mr. David Carbon

技術研究計畫公司（TPRC）
主任 Dr. Peter Lovelock

本場會議主要探討，在全球與區域快速變
動的情勢下，全球經濟情勢的大變化與經濟互動
與交流更加快速，例如：油價在近三個月內快速
的下跌、收入不平均所產生的風險、貿易保護主
義風險持續存在，而在區域新興經濟體中，中產
階級消費狀況、快速技術增長對未來經濟成長的
影響存有機會與風險。

主要與談人 Dr. Narongchai Akrasanee表
示，面對低成長的經濟型態趨勢，過去已開發
經濟體的發展經驗給予開發中經濟體可以學習
的模範，現今世界上的許多新興發展趨勢對全
球經濟均有不小之影響，例如：新興市場的技術
創新發展、物聯網的新興發展、數位經濟與網
路世界等，都對現在的經濟發展有所影響。Dr. 
Narongchai Akrasanee也提到幾項影響全球經
濟發展趨勢的要素，尤其是能源部分：油價漲跌
對經濟的衝擊、美國頁岩油氣的開發對全球能源
市場的影響、能源地緣政治的發展、中俄關係、

東協對於節約能源與新興能源開發的努力、新興
電力的開發等，上述這些要素都會對亞太區域的
經濟發展情勢與能源安全及穩定產生影響。

韓國 PECC主席 Dr. Il Houng Lee表示，

新興市場正被全球期待持續的成長，藉此讓更多
人民脫離貧窮、有更高的生活水準。因此，「新
常態」將會持續發展近 20年。在生產分配畫與
全球貿易暨投資的盛行下，已開發經濟體及低度
開發經濟體間的交流更為密切。Dr. Lee也提到
全球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氣候變遷問題，他認為
這是現階段經濟發展最重要的風險因素。

DBS銀行首席經濟學者、管理主任 Mr. 
David Carbon則從幾項要素分析現行經濟狀況，

包括：全球供需狀況的變化、亞洲市場的快速發
展、美國油頁岩的開發可能並未能如預期填補化
石能源的逐漸減少，而且油價的下跌對於經濟發
展並非完全是正面助益的，對部分亞洲石油生產
國而言，油價下跌反而會衝擊其經濟發展。

技術研究計畫公司（TPRC）主任 Dr. Peter 
Lovelock則從科技革新的角度來分享其觀點。

渠認為，科技革新讓全球各國得以參與全球價值
鏈與生產鏈，讓世界經濟與產業發展得以連結，

面對未來的經濟發展風險，如何以科技創造且增
進產業價值鏈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Session II: 「包容性成長：個
人與社群層次的能力建構」
(Inclusive Growth: Building 
Capacity at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Levels)

●主   持   人：紐西蘭 PECC 主席 Mr. Denis 
McNa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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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與談人：2015年 APEC資深官員會議主
席 Ambassador Laura Q. Del 
Rosario

●與   談   人：印尼 PECC 主席 Dr. Dj isman 
Simandjuntak

菲律賓阿爾拜省 (Albay) 省長
Mr. Joey Salceda

2010年 APEC領袖認可成長策略，作為區

域內長期全面性促進高品質經濟成長的架構。

成長策略聚焦於五大包括五大成長面向：平衡成

長、包容成長、綠色成長、知識基礎成長、安

全成長。2010年迄今 APEC成長策略的成果為
何 ?APEC如何確保未來成長策略的品質 ?

主要與談人資深官員會議主席 Laura Q. 
Rossario表示面對不平等現象，各經濟體應防

範金融外部衝擊，利用分配政策促進長期的成

長，推動國內金融市場的反壟斷措施，投資於技

術性的人力資源，並且留意各項政策間的配套與

綜效。除了經濟面向外，我們也處於由科技創新

與氣候變遷所驅動的環境中。因此，在人力資本

發展方面，應加強人力資本在創新與管理的相關

領域；在適應氣候變遷方面，針對緊急應變的計

畫與永續性，發展新的服務產業與增加就業機

會。同時，培養環境服務與技術相關的專家。

Dr. Djisman Simandjuntak表示隨著經濟環
境改變，對於經濟成長的定義與以往不同，當我

們討論包容性成長時，涉及如何降低人民在經

濟發展的排他性並提高包容性成長速度。根據許

多國家經濟發展經驗來看，發展人力資本為帶動

經濟繁榮的驅動引擎，尤其應當重視企業 (特別
是中小企業 )提升人力資本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
色。菲律賓藉由今年主辦 APEC的機會，特別

重視發展人力資本，倘 APEC經濟體能共同發
揮，提出 APEC人力資本發展的最佳範例，將

國內層次的人力資本政策擴大至 APEC區域，

也是提升包容性成長的具體貢獻。

Joey Salceda省長分享阿爾拜 (Albay)省為
建構永續且韌性的社區所作的災難預防與管理的

經驗，特別是災後重建的工作。因為災難不僅影

響商業、經濟及生計，還奪走許多人的性命，阿

爾拜省為菲律賓境內受天災衝擊最嚴重的地區。

為了改善居民生活條件，首先進行土地規劃，

特別是易受天災衝擊的區域，與政府、企業其

NGOs共同合作完成社區改造。引進相關的偵測

設備，以建構天災預警系統。教育民眾相關防災

知識與演習，從小開始培養正確防災觀念，從災

難預防、災難管理到災後重建所有居民皆具備相

關防災標準作業流程概念。

Session III :「連結性與區域經
濟整合：獲得經濟整合的效益」
(Connec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aping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主    持    人：馬來西亞 PECC主席 Tan Sri 
Rastam Mohd Isa

●主要與談人：菲律賓貿工部次長 Mr. Adrian 
Cristobal Jr.

●與   談   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Dr. Mari 
Pangestu

中國發展銀行首席國際商業顧
問 Mr. Li Shan

加拿大 PECC 副主席、加拿
大亞太基金會執行 Mr. Hugh 
Stephens

2013年 APEC領袖們宣布，無縫隙的實體

的、制度性的、人與人的相互連結是達成 APEC
社群展望的重要要素。藉由連結，推動太平洋區

域與跨區域之已開發與新興成長中心的發展。在

2014年，APEC領導人們通過詳細的連結性藍
圖，而 APEC應該如何採取實質性的行動落實
此一藍圖？

菲律賓貿工部次長 Mr. Adrian Cristobal Jr. 
首先比較 2013年與 1989年 APEC剛成立時的
貿易發展狀況，其中貨物貿易值占區域 GDP從
23.1%上升至 42.8%，服務業貿易占 GDP比例
從 4.8%上升至 8.4%。現階段的區域內貿易也

較 1995年時成長許多。APEC的任務目標是永
續發展與繁榮，因此，所推動的工作包括：供應

鏈連結的提升、經商便利度的提升、積極推動

成長策略、實踐茂物目標、執行 APEC連結性
藍圖。APEC連結性藍圖包括實體連結、制度連

結、人與人間的連結等三大領域工作。為了推動

達成連結性藍圖工作，菲律賓 2015年度的預計
工作包括：簡化市場進入的程序，希望藉此協助

中小企業消除進入障礙；強化貿易資訊的透明化；

確保供應鏈安全並強化整合度，如推動 AEO計
畫；強化法規品質與改革之能力，如服務業合作

架構。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Dr. Mari Pangestu針
對連結性藍圖發表看法，渠以觀光議題為例，認

為觀光議題對亞太區域間的交流與連結具有相當

大的效益。以東協為例，東協在觀光議題上推動

「單一窗口化」計畫，這強化且加速了東協區域

人民間的往來，而且觀光可以帶動許多服務產業

的發展，可以讓連結性的計畫效益加速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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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銀行首席國際商業顧問 Mr. Li 
Shan從實體連結議題切入，並以中國大陸的發

展歷程為例，說明連結性議題的重要性。Mr. Li 
Shan表示，中國大陸在 1980及 1990年代的經
濟發展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為政策的主軸，希望

藉此爭取外資進入中國大陸來發展中國大陸的基

礎建設；然而，在 200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經

濟快速發展讓國家有豐厚的資本，也因此，中國

大陸現在的政策是要對區域及全球做出貢獻，例

如 AIIB、一帶一路等計畫，都是希望能夠把中

國大陸的資源與成果分享給其他需要的國家，並

藉此創造包容性成長。

加拿大 PECC副主席 Mr. Hugh Stephens
先從近期的能源價格分析亞太區域的經濟發展

現況，渠認為近期石油價格的快速下跌其實對

亞太區域各國的經濟發展有利有弊，尤其對產

石油、仰賴石油出口的國家來說，會衝擊其經

濟發展。渠認為強化基礎建設發展，包括：實

體面、制度面、人與人等連結式可以減少風險

與衝擊的發生。渠認為可以切入的實質議題包

括：基礎建設計畫、教育與職業訓練計畫、生

態環境保護計畫等。

Session IV :「金融包容性成長」
(Financing Inclusive Growth)

●主  持  人：APEC 秘書處執行長 Dr. Alan 
Bollard

●主要與談人：世界銀行新加坡基礎建設中心主

任 Mr. Cledan Mandri-Perrott
●與  談  人：資誠 (PwC)新加坡合夥人 Mr. 

Mark Rathbone

香港智定銀行 (Banco Security)
行長 Mr. Mario Artaza

中國大陸財政部亞太財經與發展

中心副主任 Mr. Zhou Qiangwu

自 2010年起 APEC在討論區域經濟整合
議題時，開始納入包容性成長的思維，特別強調

經濟整合的成果應擴及更多參與者。挑戰來自許

多面向，包括缺乏連結二級與三級城市的基礎建

設、教育制度改革與提供永續性的社會安全網

等。然而，本場次特別針對包容性成長策略中金

融的面向進行討論。

主要與談人 Mr. Cledan Mandri-Perrott主
任表示近年來各經濟體執行的基礎建設計畫數量

與規模皆不斷擴大，尤其 APEC區域內基礎建
設計畫成長相當顯著，顯示基礎建設對於經濟發

展的重要性大幅提高，其中智利、墨西哥與秘魯

在基礎建設方面公私部門合作的比例很高。優良

的基礎建設計畫從先期資金投入，計劃擬定到執

行驗收須依照相關準則與許多專業人士投入。尤

其是資金方面，大部分的基礎建設計畫從開始到

完工啟動要花很久的時間，這過程可能因為資金

斷炊而宣告中斷或失敗。APEC區域內包括東協
成員、加拿大與澳洲等皆有執行基礎建設計畫的

豐富經驗，應強化這方面的經驗分享與交流。

資 誠 (PwC) 新 加 坡 合 夥 人 Mr. Mark 
Rathbone觀察基礎建設計畫未來成長規模擴
大，估計至 2025年全球基礎建設規模將達 78
兆美元。倘以亞洲地區每年成長 7%至 8%的速
度，2025年亞洲地區基處建設規模將達 5.3兆
美元。亞洲基礎建設投資主要集中在五大領域，

分別是對新交通建設與基礎建設的需求、學校、

公衛設施與老年照護、無線網路建設、都市化與

有助私部門發展的相關建設。成功的基礎建設計

畫運作模式需要兼顧資金層面、社會因素與環境

影響才能增進社會福祉帶來經濟成長。

中國大陸財政部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副主

任 Mr. Zhou Qiangwu說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 (AIIB)進展，目前已有 27個國家表示要成為
創始成員國，3月底前加入都可以成為創始成
員國。就歐洲等區域外國家的加入問題，先等

AIIB成立後再正式討論相關看法。AIIB的資本
為 1千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中國大陸負擔，

AIIB的成立並非與 ADB或WB競爭，而是希望

能與 ADB或WB此類的開發銀行共同合作，也

與 ADB及WB主席討論合作計畫。今年 6月可
能提出 AIIB的協定條款，通過後於 2015年底
開始實施。AIIB將朝向高標準與開放的銀行，

相較於其他以減貧為目標的開發銀行，AIIB現
階段聚焦於基礎建設計畫，其政策設計將「遵循

國際慣例」，並重視對環境的影響，同時也包括

保障措施，解決貪腐問題。

Session V：「讓區域經濟整合
更具包容性」
(Mak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ore Inclusive)

●主   持   人：中國大陸 PECC委員會主席唐國強
●主要與談人：S. Rajaratnam國際研究學院執

行副主席 Ong Keng Yong大使
●與   談   人：CTPECC主席、台灣經濟研究院

院長洪德生

澳洲 PECC委員會副主席、澳洲

阿德雷德大學教授 Christopher 
Findley

本場次探討的主題是，區域經濟整合倡議

正在逐漸推動與實踐中。東協經濟共同體正致力

於 2015年末達成目標，RCEP也有機會於今年
底完成談判，TPP則可能在歐巴馬總統取得貿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2 0 1 5年 3月號 5

易談判授權（TPA）後，完成談判。這些經濟整

合倡議的推動可能對經濟成長有所貢獻，而其最

大的挑戰是，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實質貢

獻為何？

Ong Keng Yong大使報告目前東協經濟共同
體的發展進度與瓶頸。渠表示，東協經濟共同體

的目的在於推動東協各國經濟體的不同體系與政

策能夠獲得整合的機會，使各國的發展在區域層

面能得以更為廣泛、並具有效度與效率。目前，

東協經濟共同體藍圖的實踐率高達 80%。東協經

濟共同體的內涵包括：貨品貿易的自由流動與零

關稅、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強化外資對東協的投

資信心、發展更具恢復力以應對全球經濟危機，

東協將因此較過去的發展更為緊密連結。Ong 
Keng Yong大使分析了東協的優點、弱點、機

會與挑戰。東協區域的優點來自於廣大的人民、

豐富的天然資源、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與薪資水

準；弱點則包括：會員國間的發展落差、緩慢的

國內改革、私部門的低效率、人民年齡偏高、弱

化的制度化能力；東協的機會則包括：積極推動

區域經濟整合、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在連結性與

基礎建設的投資、崛起中的中產階級、具競爭力

的私部門；挑戰則包括：主要的政治意志、強化

東協制度化、強化人力資本的能力、改善政府部

門的協調力、改善公私部門間的互動與合作。

渠認為，2016年以後，東協將邁入更自由

化的貨物與服務貿易、更具可移動性的企業與技

術人力、持續推動 2015年以後的願景與計畫、

落實 RCEP、落實東協旗艦計畫。

CTPECC主席、台灣經濟研究院洪德生院

長從中小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分析中小

企業的重要性。洪主席先以多項數據呈現亞太區

域各國與全球價值鏈的密切關係，也從經濟數據

呈現小型經濟體對附加價值的貢獻度雖然少於大

型經濟體，但是卻因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重要角

色而享有高度的經濟成長率。洪主席也說明中小

企業與全球價值鏈的連結關係，以我國的政策推

動為例，說明我國政策如何支持中小企業充分參

與全球價值鏈。最後，洪主席表示，全球價值鏈

的革新意謂著全球經濟再度增長的機會，中小企

業在製造業與服務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驅動著一

個經濟體充分參與全球價值鏈。

澳洲 PECC委員會副主席 Prof. Christopher 
Findley表示，區域經濟整合倡議對於全球價值

鏈增長的貢獻度應該是持續增加的，因為經濟整

合倡議的目的是在於增進技術、資本、人力資本

等議題間的相互連結。渠亦表示，服務業對全球

價值鏈的貢獻度更勝於製造業，因此，如何強化

服務業的發展、如何讓製造業與服務業得以緊密

連結，是一重要課題。渠認為，全球價值鏈並非

現階段全球貿易發展的全部問題所在，而是應該

關注在，如何透過對全球價值鏈的研究，了解並

找出提升貿易的問題所在，並試圖從中找出解決

政策。

歐洲中央銀行研究部資深顧問 Dr. Filippo di 
Mauro則是分享歐洲發展的經驗。渠藉由歐洲

經貿流動的情形說明歐盟各國在產業上對全球價

值鏈的連結情形，由於歐盟間的整合度高、產業

合作深化，對於區域內的全球價值鏈貢獻度極

高、價值鏈的連結緊密度也高。

與會觀察與心得

1、本次會議討論的是今年度菲律賓主辦 APEC
會議的重要議題內涵，而最重要的是探討如

何在全球與區域經濟發展新常態狀況下，

APEC應該如何調適，並且促進企業，尤其

是中小企業，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並且從中

獲得企業利益。多位與會專家表示，APEC
應該重視成長策略中的包容性成長議題，重

視勞工與人力資本發展問題、中小企業充分

參與並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問題。

2、面對經濟發展上的風險問題，如油價過度

下跌或漲跌過度大幅震盪、氣候變遷問題

等，對亞太區域的發展都會有負面影響。

各經濟體應該重視這些風險問題，儘早提

出因應策略。APEC成長策略中所提的創
新成長、包容性成長等政策方向，均應當

持續落實並讓APEC各會員體們相互合作，

進行能力建構。

3、對我國而言，中小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

重要基礎，在亞太區域的發展中，我國中小

企業的發展政策與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以

現階段來說，我國中小企業在區域及全球產

業鏈與價值鏈的環節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我國產業發展雖然處於轉型的階段，但

過去的經驗與現階段極力推動創新政策，是

亞太各國可以相互學習的對象。建議我國政

府相關單位可以在 APEC中對於中小企業
參與全球價值鏈的議題，多加關注，並在相

關工作小組中推動計畫或與其他國家相互合

作，突顯我國在中小企業與產業發展的貢

獻。以現階段備受全球關注的物聯網發展議

題為例，在我國科技資訊業具有雄厚根基

上，進一步推動物聯網的相關產業發展具有

高度的利基，可以藉由物聯網產業連結與合

作的推動過程中，及早且進一步地將我國物

聯網產業與全球連結，扮演帶動全球物聯網

發展的動力來源，亦可藉此提升與改革我國

的產業結構。

（作者為 CTPECC 副研究員與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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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APEC城鎮化
議題趨勢與發展

鍾佳容

 2014年，城鎮化議題首度受到APEC重視，

中國大陸提出「透過亞太夥伴關係形塑城鎮化
與永續城市發展的未來」倡議，並公布「透過城
鎮化與永續城市的亞太夥伴關係形塑未來」概念
書，隨後成立 SOM-Level城鎮化主席之友會議。

同時，中國大陸提出「APEC創新發展、經濟
改革與成長協定」(APEC Accord 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
城鎮化議題被納入該協定一併討論。此外，2014
年領袖宣言亦指示發展新型態的城鎮化與永續城
市發展目標，並鼓勵各經濟體邁向綠色、節能、

低碳與人際導向的永續城市發展。

一、2015年城鎮化議題之發展
2015年，延續去年城鎮化議題，中國大陸

提出「共同打造亞太城鎮化夥伴關係之 APEC合
作」文件，並依此訂定行動計劃，重要行動包括：

1、提升永續城市發展交換計劃：建立 APEC經
濟體內永續城市網絡，舉辦政策對話及論壇。

2、考慮請 PSU回顧永續城鎮相關研究及文獻，

臚列重要工作，包括能源效率、綠色運輸等。

3、善用現有資源推動研究，以及能力建構，並
鼓勵經濟體捐助成立資金贊助。

4、鼓勵經濟體或次級論壇透過計劃，提升永續
城鎮化目標

5、推動SOM-Level城鎮化相關議題之主席之友。

6、「城鎮化主席之友會議的職權範圍」(FoTC 
on Urbanization Terms of Reference)：

7、強調透過整合途徑達成永續城市發展與城鎮
化對 APEC永續環境與包容性成長之目標。

議程主要針對城鎮化主席之友之設置原則與
「城鎮化主席之友會議的職權範圍」文件
(FoTC on Urbanization Terms of Reference)
進行討論。

若就新版「城鎮化主席之友會議的職權範
圍」(TOR)觀察，TOR提供幾項討論點，提供
資深官員參考。新版的 TOR重新定義城鎮化主
席之友為諮詢團體 (an advisory group)與發展
永續城市發展的工具 (means)，並提出工作組
合作事宜，推薦由 CD、OFWG、SME、以及
PPSTI合作，作為未來發展城鎮化議題之相關
工作小組。在網絡合作方面，希望尋求透過網
絡發展城市夥伴，並作為建立永續智慧健康城
市的指導方針。政策論壇方面，將在今年舉辦
Technology and Partnership Solutions Forum，

希望發展為長期區域網絡。最後，中國大陸計畫
建立次基金，提升公私部門在創新科技投資，並
強化區域城鎮化夥伴關係。

二、我國相關智慧城市活動

自 2010年起我國推動「APEC能源智慧城
市知識分享平台」(ESCI-KSP)，藉由最佳範例
分享及能力等活動，協助 APEC經濟體推動智慧
電網、智慧運輸、智慧建築與智慧就業等。2015
年起，將利用對話管道與分享平台，強化會員體
間交流；分享有效的財務政策提高產業參與誘因；

建立能源智慧社區相關產品的共通性標準等。

此外，高雄正推動「港口城市論壇」計畫，

規劃利用論壇形式，邀請國外海港城市，廣泛討
論城鎮化相關議題，拓展城市外交，提升產業
發展，以及貿易與投資活動。該計畫的目的為善
用高雄港都特性，促成城市合作，強化城市競爭
力，以連結全球港口城市資源，強化港口城市競
爭力。而實行計畫方式，目前規劃包括籌組聯
盟；籌辦論壇；規劃周邊活動，例如城市特展、

青年城市規畫競賽等。預計邀請參加的對象包括
OECD重要港口城市、大都會港口城市、高雄
友好城市 (如釜山、西雅圖、布里斯本等 )、台
灣經貿合作夥伴、以及世界貨運大港。

討論主題將著重於濱水區發展，包括港口
建設、港務發展、以及特區經濟。此外，也希望
兼顧永續環境發展議題，重視再生能源、生態平
衡、綠色經濟、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目標發展的
產業將不限於傳統產業，也將包含產業群聚與新
興產業，並強化公私部門合作關係。預期效應將
透過全球港口都市的資源互享交流，全球港都產
業之國際合作與媒合，提升高雄港都規劃與產業
發展。 

除了高雄港灣計畫外，新北市在智慧城市
發展也多有表現。國際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公布 2015全球智慧
城市，新北市入選全球七大智慧城市獎，得獎
原因除了都市網路涵蓋率超過百分之八十七外，

對於那些無法取得數位機會的市民，政府提供
資源幫助降低數位落差。在政府協助下，已幫
助約 42萬市民取得數位機會。此外，因為智慧
城市的發展，在汐止，已吸引 2,300個商業機
會，並創造約 80,000個就業機會 1。基於此，

我國將視 PSU之需求提供新北市在智慧城市發
展之數據資料，作為 PSU在 2015年「亞太區
域城市永續發展夥伴關係」研究之個案研究。

( 本篇作者為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

資料來源 : 
1、New Taipei City, Taiwan (2015) Top 7 Intelligent Community of 2015.   
<http://www.intelligentcommunity.org/index.php?src=news&refno=1599&c
ategory=Community&prid=1599
2、APEC SOM 1, “Friends of the Chair(FoTC) on Urbanization Terms of 
Reference(TOR)＂< http://mddb.apec.org/Pages/default.aspx >

城鎮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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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黃暖婷

2015年全球經濟與政治發展存在許多變
動，為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與淡江大學東南亞國協研究中心合

作，共同召開本（2015）年度第一場「太平洋企

業論壇」，以「東協經濟共同體對亞太區域發展

之影響」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參與

討論，希望藉此讓與會者瞭解現階段國際與亞太

區域政經情勢，共同探討對我國的機會與挑戰。

會議首先邀請淡江大學葛煥昭、戴萬欽兩位

副校長致詞。葛副校長表示近來東亞區域迭有重

大政經發展，期許東協研究中心能分析東協的外

交、經濟政策，進而協助政府，促進台灣與東協

國家可簽訂 FTA，甚至加入 RCEP與 TPP，並
且多多舉辦論壇、研討會，提升學術聲望，與企

業共同推動產學合作。戴副校長則在致辭中比較

了美中兩強近來與東協的互動，觀察到相較於中

國大陸的動作頻頻，美國近來與東協的互動較為

稀少。此外，戴副校長也重申台灣參與 APEC、

與東協互動的重要性，簡要回顧了淡江大學的國

際交流與合作，並祝福本次論壇順利成功。

印尼駐台代表艾立富（Arief Fadillah）大使
則祝福本次論壇順利成功，並強調東協與台灣在

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以及台灣在諸如印尼、馬

來西亞等東協國家之投資，期許雙方的交流合作

持續加強。

場次一：2015東協經濟共同
體的發展及東協在亞太地區的
參與

外交部高英茂前次長：東協成為共同
體仍需進一步整合

外交部高英茂前次長

首先概觀東協的地理位置

及人口的重要性，接著以

「One vision, one identity, 
one commmunity」 的 角

度，檢視現行東協架構下，

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

安全三大共同體的發展，

認為東協的連結鬆散，但具

備有一套多層次、多面向的整合藍圖。高前次長

接著把東協的整合拿來與歐盟的整合相互比較：

經濟上，歐盟有共同市場，文化社會上有促進了

解與整合的 Erasmus計畫，政治上則有類似於

一國行政立法的相關單位，並有專屬官僚。東協

方面的互動則根據以下指導方針進行：

● 彼此尊重各自之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

成與國家地位。

● 東協各國皆有權利維持其國家存在，免於外

來干涉、顛覆與強迫。

● 不干涉各國內部事務。

● 以和平方式解決歧異或衝突。

● 拒絕武力之威脅或使用。

● 有效的區域合作。

然而，高前次長認為上述方式相較於歐洲，

仍缺乏強制力與共同行動，這或許是由於東協尚

未整合出真正的共同利益，各方需要耐性彼此磨

合，而東協想邁入亞太整合，除了內部問題之

外，也需面對美中兩強，是很大的挑戰。

方外智庫詹滿容創辦人：東協共同體、
AIIB與 RCEP的前景及對台灣的啟示

詹創辦人的演講聚焦

於 三 方 面： 一、2015 年
後，東協共同體的發展；

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

行（AIIB）及其未來對東協
發展的影響，以及三、台

灣參考香港的案例，可得

到的加入 RCEP之啟示。

首先詹創辦人針對 2015年後東協共同體的
發展，提出了關鍵問題：按照時間表，東協共同

體將在 2015年年底成為更加緊密整合的經濟共
同體與單一關稅同盟，之後其他國家對東協談判

FTA只要面對單一實體，但是目前新加坡採行零

關稅，但東協其他國家則各有3-8%左右的關稅，

未來東協將採取的關稅標準會是仍然各為其政？

或是採行單一關稅？抑或是將目前已是零關稅的

新加坡排除在外？值得持續觀察。

有關 AIIB，詹創辦人認為這不僅是東協各國
持續發展的契機，也是中國海上絲路計畫的一部

分，它是否會成功？值得持續觀察。此外，越南

亞太
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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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加坡將是 AIIB的創始成員，而澳洲、南韓，

以及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也將加入，相

對於台灣目前只是 ADB會員的狀況，AIIB是否
是新的機會？

至於香港加入 RCEP帶給台灣的啟示，詹

創辦人表示：香港與中國大陸的 CEPA關係，使

得香港加入RCEP具有許多超越新加坡的利益，

也導致新加坡不願見到香港加入 RCEP，因此詹
創辦人覺得服貿之於台灣，具有 CEPA之於香港
的重要意義。最後詹創辦人重新提醒大家注意：

1、2015年後東協共同體演進的樣態會是一個帶
有例外條款的 FTA ？還是一個關稅同盟或較

為純粹的 FTA ？

2、AIIB將會很活躍，而中國大陸也會藉此大大

發揮影響力。

3、如果台灣要加入 RCEP，那我們的策略是什
麼？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
陳一新教授：台灣在
東亞經濟整合過程中
的出路

陳教授首先簡要介紹

了 TPP、RCEP 與 TTIP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

伴協定），隨即切入台灣

是否應該加入 TPP。陳教授認為台灣做為美國
重要的安全與經濟夥伴，應該加入 TPP，然而
在 TIFA架構之下，美國對我方的要求會愈來愈

多，尤其是在美牛事件之後，美國將在諸如牛內

臟、其他農產品、藥物、美國豬肉等議題上有所

要求，台灣將難以應付。

接 著 陳 教 授 提 到 ASEAN+N、RCEP 與
FTAAP，以及兩岸 FTA在經濟規模上的差距等
四方面，都存在著大陸讓台灣加入的障礙，所以

陳教授表示：可能的解決之道，是簽訂兩岸和平

協定，或起碼在兩岸間建立和平架構。因此，陳

教授大膽提出建言，認為可以擱置 TIFA，轉而
加入第二波的 TPP的談判：TIFA是個政治性的
陷阱，不只讓台灣在與美方的眾多貿易談判間疲

於奔命，也弱化了台灣的內閣；解決之道，應是

致力於使台灣成為第二波TPP談判的目標之一，

也才能使台灣民眾能夠容忍所有美方在 TPP談
判中，施加於台灣的壓力。最後，陳教授再次強

調：在 TIFA令台灣治絲益棼，參加 RCEP又可
能付出重大政治代價的前提之下，加入第二波的

TPP談判，是台灣的唯一解套之道。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左正東教授：美國
與東協的往來與前瞻

左教授首先回顧美國與

東協來往的歷史：美國與東

協的對話關係，始自 1977
年，至今涵蓋領域廣泛，包

括政治與安全、經濟與貿

易、社會與文化及國際發

展合作等層面。2013年至
2014年，兩次的東協―美

國高峰會標誌著東協與美國

夥伴關係的進一步提昇和鞏固，美國也以 2014
年歐巴馬總統親自與會，來宣示美國在亞太地區

的策略再平衡，以及強調美國與東協國家包含經

濟、政治與安全、社會與文化面向的合作關係。

在貿易架構安排上，東協經濟部長與美國貿

易談判代表與東協經濟資深官員和美國助理貿易

談判代表等兩套對話機制已經透過 TIFA建立，

而雙方的經濟 /貿易部長也常有招商團往來。此

外，為拓展美國與東協的關係，2012年美國―

東協領袖會議中正式設立 E3架構，以拓展雙方

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其內容包括貿易便捷協定

（含單一海關程序與增進海關行政透明度）、資

通訊科技原則（規範跨國資訊流動、在地需求，

以及相關監理單位）、投資準則（包含投資政策

的必要原則、投資保障、透明與負責任的商業與

投資行為），以及發展與實做標準、中小企業和

貿易與環境等層面。在這套架構之下，美國與東

協之間興起許多倡議和活動，包括女性企業家網

絡、中小企業供應鏈，以及諸多與電子產品、醫

療衛生、糧食安全有關的倡議。

最後，左教授探討東協與美國之間簽訂

FTA的可能性，認為儘管美國與東協有相當深

厚多面向的合作關係，但彼此之間的行事方式有

相當大的差距；若美國採取分別與東協每個國家

談的方式，容易引發東協各國間的分歧，而東協

中的領導國家也對美國的用心有所懷疑，兼且美

國要求的高標準 FTA並不容易達到，所以未來

不是東協要經濟發展要去設法追上美國，就是美

國要降低與東協的談判標準，方能增進雙方簽訂

FTA的可能。

場次二：國際政經趨勢與現況

CTPECC邱達生秘書
長：國內外經濟情勢
簡析

邱秘書長表示，2015
年的全球經濟仍然走在復甦

的道路上，但步調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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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經濟仍將受到部分不確定因素的影響。

在正面因素部分，美國經濟持續改善，有利於世

界經濟維持成長，也有助於台灣相關產業出口表

現，其次是油價下跌，對台灣進口減少及民間消

費擴增將產生正面助益。在負面因素方面，美國

聯準會升息的時點與幅度，及其對金融市場衝擊

仍將是觀察重點；而歐元區經濟疲弱不振，通縮

疑慮籠罩，雖然歐洲央行提出量化寬鬆政策，但

對經濟實質成效仍待考驗，中國大陸經濟高速成

長不再，也可能對台灣貿易產生一定影響；最後，

國際油價在短期間暴跌，加劇石油出口國及新興

市場債信危機，加上希臘政治僵局、俄羅斯與西

方國家的對抗，以及中東緊張情勢等政治風險，

仍將持續影響2015年全球經濟。在此情勢之下，

邱秘書長針對台灣的應對之道，開出三劑藥方：

1、讓貿易管道暢通：擴大 FTA覆蓋率
2、讓投資管道暢通：解決境內（Behind the 

border）議題、法規解禁

3、設法解決產業結構問題：提昇我國在供應鏈

位置（過度倚賴上游關鍵零組件、受到中國

大陸進口替代衝擊）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邱建良院長：東協
共同體之改變及對區域經貿影響

邱院長點出東協的三個

改變：

1、十個國家，一個力量，

大國不敢亂翻臉：東協有

獨 特 的「 東 協 之 道 (The 
ASEAN Way)」決策機制，

亦即任何重大決策，都需要

十個會員國一致同意，才能

通過。在如今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下，「東協

之道」成為各會員國的防護罩，一來隔絕外

來的政治、外交干擾，專心「拚經濟」，二

來這種需要十國會員國同意的決策機制，也

使得東協各國在中、美兩強相爭亞太影響力

下，不但不會被迫「選邊站」，反而能左右

逢源，讓東協近年快速崛起。

2、外資帶動十國產業升級：一體化後，東協在

國際上擁有更大的吸引力和發言權，成為全

球最「吸金」的新興經濟體：(1)南東協轉型
高科技、服務業，脫離「中等收入陷阱」；

(2)東協新四國 (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

CLMV)，利用開放外資政策發展基礎建設，

衝高經濟成長和就業率；(3)馬來西亞提出
「經濟轉型計劃」，發展金融服務、電子製

造、觀光等 12大產業，減少不再有競爭力

的勞力密集產業，並且轉型有成，服務業成

功取代製造，帶動 2013年近 4.7%的經濟

成長率。

3、消失的國界，打通人流、金流：經濟一體化

之後東協各國邊界消失，會員國之間除了看

得到的關稅成本外，看不到的非關稅障礙大

幅降低，造就許多新城市的興起，也使各國

產業分工能順利進行，例如有意加速轉型高

科技產業延攬優秀人才的馬來西亞，以及看

見自己本國地狹人稠、成本高漲的新加坡，

兩國彼此互補，也加速星馬間「往來無國界」

的工作。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北東協以 CLMV
等國為主的基礎建設需求，在未來 5年高達 8
千億美元，相當於台灣 2年的 GNP，而中產階
級內需商機也正在蒸蒸日上，東協 6國（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越南）內

需消費年年成長，9年來增加近 2倍，由於東協

有 6億人口，且人口半數在 28歲以下，年輕消

費的幾何成長再加上每年人均所得剛跨過 3,000
美元門檻，未來東協的內需消費將進入快速成長

期，東協內需消費潛力無可限量。基礎建設和內

需消費兩大商機正在慢慢改寫東協投資版圖，使

得東協不再只是廉價生產基地和中轉站，而是具

有龐大規模和潛力的最終市場。

以往台商赴海外投資布局，多以降低生產

成本為主要考量，但在全球化趨勢下，如何擴

大市場銷售變得更為重要，尤其在區域經濟整

合愈來愈盛行的潮流下，選對地區更是成功的

關鍵。相較於中日韓，台灣企業在東協雖然也

早有投資，但是積極開拓的腳步卻晚了中日韓

一步，也因此面臨了前述三國企業的夾殺，然

而金融業逆勢突圍，近 3年各家台灣金控、銀

行勇闖東協各國拓點，台商科技大廠也開始關

注到東協的內需商機。

邱院長另外也分析了亞太地區經貿架構安

排的發展前景：長達 7年的WTO杜哈貿易談判
破裂，基於美國、中國大陸及印度在「特別防衛

機制」的歧見，最終宣告破局，導致全球貿易保

護興起，也致使各國自謀生路，積極進行談判

各區域之貿易協定，而在亞太地區，則以「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最受矚目；由美國催生的 TPP，主要
成員與入會磋商國大多由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組

成，同時對中國大陸產生排擠效應，而 TPP「圍
堵中國大陸」的態勢似乎要與大陸催生的「東協

加六（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印度）」RCEP抗衡，變成一場中美兩國拉攏亞

太經貿實體的角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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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蔡青龍教授：東
協 VIP受人矚目

蔡教授表示，東協最

大的特點就是 10個成員國
差異甚大，面臨許多困難與

挑戰，而其中以越南（Viet 
Nam）、印尼（Indonesia）
與菲律賓（Philippines）這
三個「VIP」國家最受矚目，

而這三個國家占東協 6億人
口的 3/4，生產力與購買力都相當驚人，人口結

構也相當年輕，尤其是印尼和菲律賓，其人口

紅利將相當有助於未來產業發展。蔡教授尤其

注意印尼：西元 2000年以後，印尼的經濟有很

大的改變，尤其是 2004至 2013年 Yudoyono
總統的 10年任期之內，印尼經濟成長率平均

為 6%，居東協各國中最高，而這樣的成就，與

Yudoyono總統 15年內提出全面加速經濟成長
計畫，企圖翻轉印尼經濟有相當的關係；2014
年 Jokowi當選印尼總統之後，則提出「海洋軸

心」發展概念，標定特定產業發展面向，由此可

見印尼經濟的高成長與高潛力，而印尼決定在數

年後停止輸出外勞的政策，則與印尼勞工在中東

和馬來西亞受到不公待遇相關。

回顧世界經濟發展歷史，過去有許多新興

市場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經濟發展小有所

成之後，國內政經改革如何跟上腳步，也是東南

亞國家面對的挑戰：相較於我國，東南亞國家面

對國民更加貧富不均，窮者更窮的挑戰，因此蔡

教授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對內硬體基礎建設固

然重要，但制度典章的軟體建設更為重要。其次

勞工的教育訓練也不容忽視，而這個問題仍然與

社會貧富不均和人民受教育機會相關，就此台灣

的相關經驗，可以提供東南亞國家參考借鏡，而

台灣的公共衛生、農業改良、水產養殖等技術，

也可提供東南亞國家參考。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林欽明教授：全
球政經趨勢總覽

林教授認為：全球經

濟除了非洲與東南亞少數國

家之外，從 2012年以來都
維持著平緩的成長態勢，金

融市場的波動不高，股價則

大多往上提升；許多企業

CEO都紛紛買回自己公司
的股票 (美國在 2014年中
時的年平均股票購回金額達

到 5,000億美元 )，而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企

業併購也在上升 (有些是為了節稅 )，其總金額
在 2014年達到 3兆美元，這些都預示著穩定將

在2015年終結，總體經濟環境的動盪將會發生，

而個體經濟的動盪是重要因素，例如今天全球持

有智慧手機的人口為 28億，到了 2016年底時
將會增至 45億，企業花在 IT上的金額有一半會
在雲端資料上，這表示許多工作會被淘汰，或被

替換—美國叫車 app Uber去年五月推出平價版
「菁英優步」，引起計程車的恐慌和抗議。此外，

數位革命的衝擊，使得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低廉勞

工的相對優勢減少，亦將面對趨緩的成長和強勢

的美元，並希望油價不要太快回升。

就貨幣前景而言，林教授認為，歐洲央行

和日本銀行在 2015都預期會持續採寬鬆貨幣政
策，而英美則已經準備要提升利率了。雙方成

長與利率的差距，將會促使美元升值，預期在

今年將會與歐元達到 1:1。全球股價一定也會受
此影響，股票購回和企業併購都會減少，金融

市場的動盪可期，投資客會因些微的壞消息而

採取大動作，而且各國競爭管制機構將不再對

企業那麼客氣了，尤其是針對那些因應數位革

命所採行的作法。

展望未來，林教授認為當美國開始升息，資

金將會回流，這對資金需求仍頗殷切的東亞國家

有何影響，以及歐元區的危機是否會趁機傳染至

東亞地區，值得持續觀察，而利率的落差亦是關

鍵，如何調整與因應則考驗著各國央行的智慧。

在區域整合方面，各國為了未雨綢繆，必須提升

整合的廣度與深度，此外也必須思慮科技進展的

影響。

場次三：APEC議題趨勢與分析

CTPECC許峻賓副研究員：由 APEC
趨勢看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可能發展

CTPECC 許 峻 賓

副研究員簡要回顧了

APEC的成立宗旨、目

標、議題支柱，以及發

展脈絡與趨勢，接著由

今 年 APEC 與 ASEAN
的主題與優先議題中，

分析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的可能發展：菲律賓於 2015年的工作，除了延

續 APEC長期目標外，也積極將菲國本身所重

視的國家發展政策納入到 APEC之中，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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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發展、人力資本發展、災害應變等，而這

些不僅是菲國的重要政策，也是東協國家長期以

來努力推動的工作項目之一。

東協除了 2015年需要達成「經濟共同體」

目標外，東協本身還有兩大支柱的建構工作需

要持續推動：「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與「東協

社會文化共同體」，此兩大支柱的時程目標設在

2020年，東協在持續推動工作的過程中，須要

注意到兩大問題：一是地緣政治環境與市民社會

發展，需要去關注如何維持穩定；二是東協各國

的個別行動與東協建制的集體行動必須要加以調

和。以東協為核心的 RCEP設定於 2015年底完
成談判，東協經濟共同體與 RCEP雖然非屬於
連結性的目標，但彼此之間仍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性。如果馬國能在其主辦 ASEAN期間完成兩大
工作任務，等於更穩固其在東協的領導地位。

在區域經濟整合方面，菲律賓主辦 APEC
期間將會延續 FTAAP的討論，由中、美兩國共

同主導 FTAAP共同策略研究工作。就 TPP方
面，日本安倍首相持續掌政，而歐巴馬政府在共

和黨主導參眾議院的政治生態下，美、日之間的

農業與汽車問題如何進展將是推進 TPP的最主
要動能；此外，在高品質的條件下，針對 TPP
中的智慧財產權、國營企業與競爭政策、投資者

與國家爭端解決機制、環境議題等具高度爭議之

議題，美國如何主導並獲得其他談判參與國的認

同，2015年上半年將會是關鍵性時程。RCEP
方面，經過 2014年 12月初於印度舉辦的談判
會議，印度在服務、投資等議題上有其政策上的

堅持，是否影響 2015年完成談判之目標，亦是

觀察的重點。由於 TPP與 RCEP均被 APEC設
定為邁向 FTAAP的重要路徑，因此菲、馬兩國

在 2015年期間的角色，應可加以觀察。

在中小企業方面，由於此議題在亞太區域具

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菲、馬兩國也都在 2015
年的 APEC與 ASEAN中設定為重要工作，我

們可以觀察並分析兩個組織未來在中小企業議題

上合作的可行性，作為日後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機

制發展研究的重要基礎議題。此外，由於「公

私部門夥伴關係合作」是近年 APEC與 ASEAN
均重視的主題，為了讓區域機制能發揮更有效的

功能，加強私部門的參與角色有其必要性。私部

門的參與不僅在議題討論上能有異於官方立場，

更符合商業發展利益外，在 APEC與 ASEAN
也都鼓勵私部門參與實質的建設工作，透過資

金、技術、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合作，有助於彌補

公部門推動區域繁榮與發展的不足。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王志發參事：APEC
議題趨勢與分析

王參事由 APEC的
四大目標與三大支柱出

發，闡述 APEC的工作
目標，並點明 2014年我
國在 APEC的貢獻包括
提出「APEC 數位機會
中心 (ADOC)」、「APEC
創業加速器網絡」、

「APEC女性創新經濟
發展多年期」等 3項重要

倡議，以及 5項我積極參與並做出具體貢獻之
議題，獲納入 AELM年度領袖宣言；另有 8項
倡議獲納入 AMM部長聯合聲明。

其次，王參事也說明，有鑑於東協 (ASEAN)
經濟共同體預計於 2015年底完成，菲國希望透

過推動中小企業與服務業自由化發展，加速產業

升級與轉型，提高在區域及東協內之競爭力，故

今年菲律賓設定主題之主要考量如下：

一、強化區域經濟整合：欲利用其人力資源輸出

優勢，加強區域內貿易合作，改善國內企

業體質。

二、投資於人力資源發展：吸引國外人才進入，

刺激國內創新人才發展，並藉由跨境教育

合作，尋求區域發展機會。

三、建立永續具韌性之社群：菲律賓天災頻率高，

故急需天災防治之能力建構，穩定社會發

展，強化國內中小企業永續經營能力。

四、強化中小企業區域及國際參與：菲律賓國內

財團壟斷情形嚴重，藉由幫助中小企業尋

求社會結構改革，可拓展中小企業與服務

業區域商機。

因此，2015年 2月在菲律賓 SOM 1會議
討論最重要的兩個議題為「服務業合作架構」

（APEC Service Cooperation Framework） 與

「中小企業行動計畫」（SME Action Plan），

盼藉由服務業合作架構確認 APEC區域內服務
業之構成要素、定義與強調服務業之議程和目

標，並在公私部門夥伴對話中推動服務業相關倡

議，討論服務業之優勢與障礙，期能建立「APEC
服務業知識中心」，為各會員體間服務業相關資

訊與最佳範例之分享平台；「中小企業行動計

畫」目標則是取消貨價 2000美元以下之原產地
證明要求，提供正確即時之關稅、貿易及企業營

運程序資訊，加強中小企業參與優質企業認證

(AEO)與信任貿易夥伴計畫，並以食品為先，建

立 APEC貨品標籤機制。其他重要議題尚包括：

1、網路經濟；2、都市化或稱城鎮化議題；3、
支持多邊貿易體系；4、全球價值鏈；5、綠色
供應鏈及示範電子化港口；6、全球資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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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箱

7、APEC貿易資料庫；8、APEC經濟法規報告；
9、宿霧行動計畫；10、有關連結性藍圖之後續
執行，以及 11、成長策略的達成。

學者回應：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陳一
新教授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吳玲君副研究員

陳一新教授認為目前

美國重視 APEC的程度有
待觀察，這或許與 APEC
本身不夠建制化，議題範

圍廣泛有關，而目前中國

大陸重視 RCEP，美國
重 視 TPP， 使 得 APEC
強調的 FTAAP似乎前景
不 甚 樂 觀， 而「APEC 

Way」促成 FTAAP的力道如何，陳教授也持保

留態度。政大國關中心吳玲君副研究員則認為：

APEC是否重要，有賴於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大

國態度、當年度主辦會員體自己的主觀意識，

以及時事的影響，是重要的影響因子。此外，

APEC不時提出新議題也相當重要，而亞太地區

區域整合的奇妙，在於每一波活動常有相同或相

似的名稱，但有不同的內容和標準，實際上的動

力則賴於各經濟體之間在小議題上彼此合作，促

成新的區域合作機制和基礎。另外，吳研究員認

為，ASEAN若要整合起來變成被正視的經濟體，

需要整體國力的提升以及一兩個強國來領導，但

由於東協各國各自與大國交往的策略不同，後

2015的 ASEAN何去何從，值得持續觀察。

（本文作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左一為 CTPECC邱達生秘書長、左六為外交部高英茂前次長、左七為印尼駐台代表艾立富（Arief Fadillah）大使、左八為淡江東協中心林
若雩主任；右一為方外智庫詹滿容總經理、右二為淡江大學陳一新教授、右三為淡江大學王高成教授、右五為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