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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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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鄧嘉宏

本期重要內容

◎ CPTPP vs. 美國優先

◎ APEC後2020願景的啟動與挑戰

◎ 亞太地區的成長、全球化及跨世代議題-
太平洋貿易發展會議紀實

◎ 聯合國維和部隊與所在國的經濟影響

◎ 公私民合作 強化優勢 扭轉劣勢 
促進台灣經濟成長(上)

CPTPP vs. 美國優先

3月 30日，靜宜大學國際企業系鄧嘉宏教

授邀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邱達生秘書長，前往靜宜大學討論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是否將對

川普政策產生影響。一起參與討論的靜宜大學老

師還包括國際企業系詹秋貴教授、林俊偉教授，

以及財務金融系林卓民系主任與陳明麗教授。大

家針對即將落實的 CPTPP與美國川普總統的美

國優先政策，進行辯論式的討論。結論摘要如下：

CPTPP現有的 11國成員國，將去年初宣

布退出並採貿易保護主義的川普晾在一旁，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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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 8日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舉行簽字

儀式。有外部分析認為 CPTPP這 11國的舉措，

是對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送出一個訊息，或甚至

認為是打臉川普。

CPTPP 的前身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而 TPP在美國仍是成員國的談判

期間，歐巴馬政府極盡所能的強勢主導，逼迫

其他的 11國成員同意就範美國希望的諸多議

題。當初歐巴馬最主要的目的在建構一個 TPP

價值供應鏈，為亞太地區設立美國主導的貿易

規則。因此 2015年 10月於美國亞特蘭大會

議完成談判的 TPP，其實已然是一個美國優先

協定。

但是為什麼川普上台後不要 TPP，因為川

普期待的美國優先，超乎歐巴馬談成的 TPP所

能夠換取的美國利益。所以退出 TPP的動機是

要爭取美國更大的利益，而因為川普認為雙邊談

判逼迫貿易對手就範的效果更佳顯著，並且可以

避免多邊談判時立場相近的國家聯合起來一起對

抗美國的施壓。

CPTPP完成簽署後，接下來將由 CPTPP

成員國進行各自的國內審議程序，6個成員

國通知完成簽署後的 60天開始生效。不同於

TPP，CPTPP凍結了當初美國極力爭取的條

文，這些條文將待美國考慮重新加入再恢復。

因為川普於 2018年 1月出席瑞士達沃斯世界

經濟論壇時，曾公開表示美國願意在 TPP達成

更好的協議的情況下，重新考慮加入。川普的

發言再次引發各界想像，認為美國可能會加入

CPTPP。

問題是川普貿易政策的核心是美國優先精

神下的公平貿易，而非 CPTPP訴求的自由貿

易。自由貿易是去除貿易障礙後，成員國間的

比較利益競賽。既然是競賽，自然會有贏家與

輸家。以美國而言，贏家是具備比較利益的產

業，包括占美國出口近五成的資本財如民用航

空飛機、車輛、電腦、資通信設備等等，這一

部份川普希望繼續維持美國優勢，所以在 2017

年 8月啟動對中國的「301調查」，調查是否

有侵犯美國相關產業的智慧財產權，甚或強制

技術移轉情況。

至於自由貿易下，美國可能的輸家則是技

術差異性不高、比較利益不突出的產業，包括鋼

材、中間財零組件、紡織成品及其他傳統產業。

這些競賽下的輸家受到進口廉價產品的衝擊，而

失去工作機會。然而為美國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是川普競選主軸，因此川普團隊認為自由貿易的

競賽規則對提升美國國家利益不夠全面。而公平

貿易則是藉由雙邊談判，要求美國貿易對手不得

進行國營補貼、低價傾銷，或採購美國產品、降

低對美國貿易順差。

同樣的 CPTPP將使得美國可能的輸家，繼

續在自由貿易的比較利益遊戲中落敗。雖說「美

國願意在 TPP達成更好的協議的情況下重新考

慮加入」，然而 CPTPP相較於 TPP並不是對

美國更好的協議，因此只要川普繼續執政，美國

不可能回心轉意。

川普執政元年的 2017年，美國對外貿易

赤字擴增 12.1%至 5,660億美元，創下 2008

年以來最高水位。因此川普政府在 2017年即

啟動的 232條款、201條款、301條款調查，

一旦調查報告出爐，川普隨即將調查報告視為

手中籌碼，在適當時機公布美國的單邊措施，

包括提升關稅、進口限制或要求對美國利益損

害賠償。

近期美國決定對進口鋼、鋁分別課徵 25%

與 10%的報復性關稅，即是根據 1962年美國

貿易法的 232條款，調查目的是特定產品進口

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由於美國此項關稅措

施，受傷較重的是加拿大。因此川普也宣布鋼、

鋁提高關稅後，也表示只要加拿大願意在「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重新談判中妥協，

加拿大出口至美國的鋼、鋁可以豁免受到高關稅

報復。由此可知，川普的貿易戰是為了給予貿易

對手壓力，擴大談判戰果、完成「比 NAFTA更

好的協議」。

在堅持美國優先前提下，美國對貿易夥伴的

貿易戰已然啟動，只是目前無從得知戰事將擴大

到什麼地步。立場偏向鷹派的那瓦羅也已經取代

主張自由貿易的科恩，成為川普的最重要幕僚，

主導美國對外的貿易政策。CPTPP的簽署，可

能是對川普送出強烈的訊息，但在川普的美國優

先公平貿易信念下，這個訊息不會對川普造成任

何影響。

( 作者為靜宜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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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的成長、
全球化及跨世代議題 -

太平洋貿易發展會議紀實

會議
紀實

蔡靜怡

第 39屆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Forum, PAFTAD) 於

2018年 1月 31日至 2月 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

PAFTAD秘書處設立在澳洲國立大學，今年的

協辦單位為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CER）與東

協及東亞經濟研究院 (ERIA)。本屆 PAFTAD

會議與會者總共約 60人，包括來自日本、澳

洲、美國、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印度、印尼、

香港、中國大陸、泰國、韓國、菲律賓、紐西

蘭及我國等共 15個經濟體之專家與會，盛況

空前。

本 屆 PAFTAD 會 議 主 題 為：「 亞 太 地

區的成長、全球化及跨世代議題」(Growth, 

global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issues in the 

Asia Pacific)，所討論方向存於：連結跨世代流

動與包容性成長，首先將平等的經濟發展機會作

為達成「包容性成長」的途徑，可分為兩大面向，

一是提供平等的機會以提高效率及生產力；二是

聚焦在降低因不平等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第一場次主題「包容性成長與社會流動

性 的 重 要 」（The importance of inclusive 

growth and social mobility）的發表中，美國

紐約市立大學 Miles Corak教授首先從社會經

濟的角度來定義包容性成長，比較美國及加

拿大之間社會流動性情形，本文首先將平等

的經濟發展機會作為達成「包容性成長」的

途徑，可分為兩大面向，一是提供平等的機

會以提高效率及生產力；二是聚焦在降低不

平等的影響。Miles Corak教授以跨世代間的

流動性來檢視包容性或不平等的情況，藉由

所得收入、社經地位及向上流動性來檢視跨

世代間的流動性。

最後在政策面向上，提出幾個思考面向，

包括：跨世代流動並非以國家疆界為劃分基礎；

國家所施行的政策對於跨世代流動是加分還是阻

擾；要促進跨世代流動首要為解決世代間的僵固

性，諸多的問題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在開放討論中，香港大學 Lin Chen教授認

為，社會向上流動性與政治穩定度及社會菁英

如何產生的關聯性很高。渠特別強調中國社會

自古以來的科舉制度，是社會階層流動性的主

要途徑。接著強調金融市場越開放及解除管制，

對於促進經濟成長及改善社會流動性有相當助

益，包括提高薪資所得與就業率，可大幅改善

不平等。香港大學 Yue-Chim教授認為，改善

跨世代流動性的關鍵之一為人力資源發展，應

投入更多的資源用以提升競爭力。尤其應結合

私部門的力量共同營造高品質的職場。另外，

Yue-Chim教授亦認可金融市場的開放及人民

所具備的金融智識，對於促進跨世代流動性的

重要性。台灣經濟研究院林建甫院長表示，除

了更開放的金融法規外，針對新創公司應提供

更便利的融資環境與優惠條件。此外，營造有

助發展平台經濟的環境，可顛覆傳統產業與職

場生態，為企業及個人帶來新機會，有助於包

容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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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場 次 Kevin J Mumford 教 授 的

論文「衡量財富：對永續發展的影響」

（Measuring wealth: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主要檢視各國福利測量的方式以

及對於永續發展的啟示、政策建議與改革。國內

生產毛額 (GDP)與家戶所得提供非常寶貴的經

濟指標，但仍有其侷限性。例如，我們無法從中

得知經濟活動對永續性的影響。另外，Kevin J 

Mumford教授提出包容性福利可與永續性結合，

作為衡量下世代福利的指標。包容性福利提升意

味著未來世代獲得更多的經濟成長機會，並且對

於未來整體經濟福利是樂觀的。最後總結建議

是，各國應將福利指標做為衡量經濟成長的補充

指標定期檢視，可降低某些國家過於偏重 GDP

成長數據而忽略了投資在環境永續及教育資源的

重要性。

該場次的與談人 ZhongXiang Zhang教授

表示，已有不少學者專家指出，GDP指標無法

涵蓋、反映真實經濟狀況，因其幾乎忽略了環

境、社會福利等外部成本，在資源快速耗竭的

今日，我們是否該換個角度思考，不再純粹追求

GDP，而是重新看待環境資源的管理與分配。

Jungsoo Park教授則提出其他可能影響跨世代

福利的因素，包括福利及所得分配情形、環境汙

染的外部性、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差異性應納入考

量。台經院林建甫院長表示，根據世界銀行的報

告指出人力資本是總體福利最大的組成分，藉由

建立與培育人力資本和天然資本，各國就能提高

福利與競爭力。

第三場次的講題為「亞太地區的自動化，工

作和收入不均的未來」（Automation, future of 

work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主講人 Dr. Yixiao Zhou檢視在技術

變遷下，自動化生產不斷成長，對區域內的就業

市場以及所得分配所造成的影響。未來人類產業

技術提升的主要趨動力來自：工業 4.0、精密機

器人、大數據分析以及人工智慧，並且以極快的

速度增長。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預見高科技佔

總體生產要素比重增加，短期內將帶來嚴重的失

業問題。技術進步確實會損害某些產業的就業，

但長期來看就業率會隨著技術提升而帶動生產率

提高而釋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在此篇論文的開放討論中，Robert Scollay

教授認為在新科技的帶動下，確實完全改變

了目前的就業生態與人力需求，不僅是製造

業，未來的服務業或新興產業皆會有新的面

貌，讓我們對於工作賦予新的定義。Somkiat 

Tangkitvanich博士則提出幾點觀察：未來掌握

大數據是迎接工業 4.0時代的最佳利器，但是

誰有權力握有大數據以及是否會造成不公平競

爭 ? 目前的競爭政策如何回應 ?另外，針對製

造業服務化的重要性不斷提升，代表數位貿易

將扮演重要角色，需要發展出一套可執行且兼

顧隱私權保護的途徑。

第四場次 Dr. David Dollar的論文「全球

化、技術進步、以市場為導向的放鬆管制以及

加劇亞洲的不均：政策影響」（Globaliz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rket-oriented 

deregulation,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Asia: 

Policy implications）則聚焦在全球化對經濟

成長與所得不平等的影響。由於全球化、技術

升級與市場導向的改革，對於亞洲地區的經濟

成長與降低貧窮的確貢獻良多，但同時也加劇

了金融、所得與人力資源的不平等現象。為了

消弭經濟發展伴隨的不平等，許多的政策制訂

者投入雙倍的努力以提供更多且公平的就業機

會、教育及健康服務。最後，Dr. David Dollar

認為廣義的包容性成長是指成長與平等機會並

列，從政策建議的角度出發，渠建議需要三個

支柱以達成包容性成長。分別是 :藉由永續成

長以創造普惠大眾的就業機會；社會包容性以

確保平等的機會；社會安全網以照顧貧窮線以

下的人民。

與談人 Dr. Francis Hutchinson建議應深入

探討不平等的現象，造成不平等現象的原因很

多，也常常因地因人而異。我們藉由很多數據來

檢視，倘要更具體的深入瞭解仍需要更細微的指

標來說明。最後強調政府的角色，應消弭金融不

平等以及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以解決不同程度的

不平等。Dr. Chul Chung認為消弭不平等，提

升包容性成長短時間內無法解決，有必要採取更

細微的指標與更明確的定義。在降低不平等的同

時，不要忽略投資所能帶來的經濟成長動能，尤

其外國投資往往優於本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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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場次中，Yao Yang教授論述「歷

史回歸：1930-2010年中國教育的跨世代流動」

（History Return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1930-2010）分析中

國大陸從 1930年到 2010年，跨世代間的教

育狀況與政策，對於未來的教育政策提出建

議。自 1930年中國大陸教育普及化以來，提

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同時也提高了跨世代教

育的流動率。長期以來，偏遠郊區教育條件與

資源的不平等，成了跨世代教育流動的最大的

阻礙。主要原因在於，大部分偏遠鄉鎮的子女

在國民義務教育後是否繼續進入高等教育取決

於家庭，偏遠鄉鎮地區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成本

高於都會區域。楊教授最後提出建議延長國民

義務教育由 9年至 12年與恢復高等教育的回

歸學費制度。

與談人 Dr. Roy Chun Lee則表示，中國大

陸高等教育的發展經驗，的確可以作為借鏡，但

仍要收集足夠的國家案例才能提供更完整的圖

像。以台灣為例，藉由多元入學管道，接受來自

不同背景的學生，從入學制度提供平等的就學機

會。Fukunari Kimura教授表示，提高教育的品

質以及提供偏鄉地區就學的誘因機制，以達到供

給與需求面的平衡。台灣經濟研究院林建甫院長

表示，過去台灣的技職教育體系健全，造就許多

技術人才，然而因為教育政策轉向，幾乎破壞先

前的技職教育基礎。應回歸原先的體制，讓理論

導向與技術掛帥能並行。

第六場次Sumio Saruyama先生的論文「長

壽下的跨代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under increasing longevity）主要探討日本人口

老化與跨世代平等的面向，以及面對人口老化所

應採行的政治經濟改革。Sumio Saruyama先生

以 1950、1980及 2010年代出生的人口進行分

析，對於越年輕的世代而言，未來的負擔越大，

倘人口老化的情況越嚴重。老齡人口若能投入

職場，成為勞動力的來源之一，可以改善財政平

衡，甚至可以平衡世代差距減少不平等。

Dr. Shiro Armstrong表示延長退休年齡或者

鼓勵老年人口投入勞動市場是一個選項，不過仍

要考慮到如何確保老年人口的健康，或者還有多

少健康的老年人口能投入就業市場，以及這些老

年人口是否有投入職場的意願。Naohiro Yashiro

教授則認為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應是穩定的人口結

構，或許可藉由引進外來勞動人口來改善或減輕

年青世代的負擔。

第七場次由 Dr. Himanshu發表「印度的不均

和跨世代流動」（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india），表示雖然印度的經濟成長呈

現趨緩，但仍維持在高成長的程度，讓我們可以

思考印度的經濟成長是否為永續成長的體質。過

去 30年印度的不平衡由於勞工所得增加而改善許

多，但也伴隨著不平等現象，例如：政府財政赤

字龐大，經濟結構不佳造成的就業問題，基礎建

設不足，以及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為謀印度

經濟發長期發展，並基於社會公平性考量，印度

政府應積極推動農村發展，提升基礎教育水準，

以改善其國內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

與談人 Prof. Stephen Howes表示，倘能解

決種姓制度的問題，可在根本上消弭社會的種種

不平等，不論是實質上的不平等對待或是觀念上

的歧視。印度在面對教育普及、經濟發展、社會

進步帶給種姓制度的衝擊與因應方式，將是未來

發展所必須面臨的難題。

第 八 場 次 由 Lisa Cameron 教 授 發 表

「印尼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為什麼會步履蹣

圖一、CTPECC 林建甫董事長與 PAFTAD 主席 Wendy Dobso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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跚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Indonesia: Why has it stallerd?）主要檢

視印尼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情形以及為何過

去 20年女性勞動市場呈現僵化的原因。Lisa 

Cameron教授從女性生命周期效果來分析，

女性不同的人生階段改變對於其加入勞動市場

的影響。過去 20年社會文化變遷，鼓勵女性

參與勞動，然而新增的投入勞動力卻因為產業

變遷而抵消。最後，建議應鼓勵婦女二度就

業，並且建構一個友善環境讓婦女能安心投入

職場。

與談人 Vivi Alatas博士則從供給面與需

求面提出看法，就供給面而言，較高教育程度

的女性投入職場意願較高，印尼人口出生率降

低，尤其是都會地區；就需求面而言，雖然就

業市場提供較多機會給男性，但印尼女性多半

從事服務業。低階的服務業工作多由年輕的女

性人口擔任。Nobuko Nagase教授分享日本

女性就業情形，日本女性婚後便離開職場，

近年來日本政府及企業釋出多項優惠政策與

工作機會，鼓勵女性二度就業。但女性晉升為

管理階級為少數，且兩性工資差異很大。根據

OECD研究，生育率高的國家通常是女性可

兼顧職場與家庭，且男性願意分擔家庭責任的

環境。

第九場次 Dr Juzhong Zhuang的論文「東

南亞的開放和包容性成長」（Openness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southeast Asia）指出開放進

出口市場對於不平衡會帶來反效果，而提倡出

口政策可確保包容性成長。金融自由化與解除管

制可減少不平等與提高包容性成長。同時，藉由

跨境的資本移動可降低貧窮。James Riedel教

授認為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條件差異性很大，無法

適用同一準則。或者將發展經驗類似的國家在分

組，以避免失誤。Shekhar Shah博士認為東南

亞國家享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也是市場開放與金

融改革的成果，但隨之而來的是貧富差距與社會

不平等，建議本篇論文應羅列或摘要東南亞各別

國家所面臨的挑戰與如何解決經濟繁榮所帶來的

問題。

就會議所發表的論文觀察，跨世代流動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可藉由許多面向

呈現，例如教育、社會階級、以及最常見的

跨世代所得流動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跨世代的長期均衡所得，將受到以下

因素的影響：市場與自身機運、父母所得與稟

賦受到子女繼承的程度、以及子女世代所得到

的上代教育投資。

為避免 M型化社會的加深所造成的經濟與

社會問題，「機會平等」應是政府所需創造的職

場條件，薪資所得排名在各個階層的子女世代能

夠脫離父母世代的背景影響，依照自身的努力程

度走向不同階層的人生，這樣的激勵效果，有助

於降低貧富差距，穩定社會情勢，最終共享經濟

成長的結果。

當前全球普遍面臨各種不平等的現象，尤

其經濟成長帶來許多的財富與福祉，但也加劇

世代間的不平等及阻擋社會階級流動性。我們

將包容性成長視為因應策略之一，針對不同發

展階段的經濟體以及個人，創造具有均等發展

機會的經濟成長環境。同時，採取漸進且務實

的途徑，現階段應注重消弭跨世代不平等與社

會及經濟地位上升的流動性。除了投入更多的

教育、人力發展資源與金融服務外，針對新創

企業應挹注更多金融財務協助，並且讓平台經

濟發展更加普及化，在發展新經濟模式與追求

包容性成長間取得平衡。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圖二、CTPECC 林建甫董事長主持全球化政策意涵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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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後 2020 願景的
啟動與挑戰

亞太
願景

陳威仲

自去年越南主辦的 APEC2017 開始，

APEC後 2020願景（Post-200 Vision）的討論

工作正式展開，此議題也立刻成為 APEC各經

濟體矚目的焦點，本文即在探討當前的進展與面

臨的挑戰。

  後 2020願景深受矚目

APEC自從 1993年起每年辦理領袖峰會

後，其討論範圍及影響力不但已超越草創時期所

設定的經貿範疇，亞太各國也體認領袖聚首，會

後必須繳出更為宏觀、具深遠影響力，以及可

透視長遠發展的藍圖。因此在 1993年的首次峰

會後，APEC領袖即發表 2頁的「願景聲明」

（Vision Statement），以即將邁入 21世紀的

後冷戰時期為背景，強調亞太在全球事務具有重

要角色，並揭示未來在經貿自由及便捷化的工作

指示。

1994年所公布的茂物目標 (Bogor Goals)，

則為 APEC領袖第一個長期願景目標，其所訂

定的目標：已開發會員體將在 2010年，開發中

會員體在 2020年達到投資貿易自由與開放，也

是長久以來 APEC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的重要

目標。此外，推動實現茂物目標的各項倡議與工

作，包括釜山路徑圖、個別行動計畫（IAP）、

共同行動計畫（CAP）等，也加深茂物目標對

APEC內部及各經濟體的指導力道。

有鑑於後 2020願景上達領袖層面，深具策

略與政策意涵，且對 APEC工作影響深遠，當

1996年領袖提出在 2020年前 APEC需每年逐

步推動後2020願景之討論後，哪些議題應納入?

由誰參與討論 ?討論的程序為何 ?每項細節皆

獲得各經濟體的高度重視及嚴密檢視。

  討論後 2020願景之組織架構

越南作為啟動願景討論工作的第一棒，在

2017 SOM2期間舉辦多方關係人對話會議，並

提出未來討論願景的組織建議如表一。

在多方關係人對話會議中，雖然對於願景

之內涵的意見有所不同，但各方皆同意願景

必須深具抱負、策略性，並兼具務實與啟發

特質。願景也需與歷史相接，延續當前的工

作進展，並面對未來的重大挑戰，如此才得

以彰顯 APEC在推動亞太區域及全球經濟整

合的領導地位。為確保 2018-2020能有效率

的討論並擬定願景，越南建議成立 APEC願

景小組（APEC Vision Group, AVG），作為

願景的討論與諮詢機構。此外，也建議成立資

深官員會議指導小組（SOM Steering Group, 

SSG），依三駕馬車（troika）的方式，由

2016-2022各 APEC主辦經濟體組成，成員

包括秘魯、越南、巴紐、智利、馬來西亞、紐

西蘭，以及泰國，作為彙整資深官員工作以及

辦理會議等行政事項等的協調機構。越南的建

議獲得當年度的領袖認可，並在 APEC2018

開始實施。

  程序爭議不休拖延實質討論

按照既有的規畫，SOM1將通過 SSG以及

AVG的組織章程，SOM1後各經濟體將提報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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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AVG的代表，SOM2將召開第一次 AVG會

議，SOM3則將召開第二次 AVG會議，以及本

年度的多方關係人對話會議。

然而，SOM1前夕所舉辦的 SSG會議，

發生非 SSG成員欲進入參加會議，但被請出

會場之情事，SSG會議儼然成為小團體的閉

門會議，有違 APEC開放與共識決原則。數

天後所舉辦的 SOM1會議上，因此出現罕見

質疑會議的場面，許多包括我國在內的資深

官員，質疑 SSG所提交的章程草案，當中明

文禁止 7個成員以外的 APEC經濟體參與會

議，該作法違反 APEC一貫強調的透明、開

放、包容參與原則，因此要求 APEC檢討起

草 2020願景的程序，包括各經濟體參與 SSR

的形式、APEC Vision Group (AVG)的討論及

報告程序、SSR-AVG-SOM間的隸屬與指揮

程序等。眼見在程序延宕造成 APEC無法進

入實質討論，各項會議時程更顯急迫，越南、

日本、新加坡等經濟體接呼籲，針對願景內容

的討論應儘速展開，針對 SSG爭議，智利身

為 SSG成員，建議 SSG開放給所有經濟體

共同參與，此建議獲得在場眾多資深官員的支

持，雖然目前無法確定 SSG將如何轉向，但

面對中、菲、俄等經濟體的反對，甚至主張廢

除 SSG的立場，或許智利的主張才是釜底抽

薪的解決之道。

  AVG第一次會議料涉程序及
實質議題

SOM2前夕，將召開 AVG第一次會議，該

會不但是第一次實質討論願景內涵，這也將是各

經濟體代表第一次見面，此外，料將觸及 SOM1

期間尚未完成的組織與程序議題，包括未來如何

向 SOM報告，以及與多方關係人對話會議之間

之聯繫等等。

我國的 AVG代表為 AppWorks 之初創投創

始合夥人。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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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維和部隊與所在國的
經濟影響

維和
經濟

黃一展

維和經濟 (peacekeeping economic) 是一

個較新的概念，同時也是近年探討維和行動，

外援成效，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簡

而論之，維和經濟主要關注聯合國維和部隊於

駐地國進行和平與安全相關任務時，因應行動

的需求的一系列「誘因」(incentive)和「投資」

(investment)，進而對當地經濟產生影響。其中，

最直接的效應便是由於聯合國部隊與國際組織人

員的駐紮，維護區域穩定與安全指數的提升，經

貿活動會變的更加順暢與熱絡，這包含國內貿易

與國際貿易，隨著經商友善程度的改善，國外廠

商也會有足夠的動力投資當地，並為當地人創造

工作機會。再者，透過像是聯合國這類國際機構

的投入，受助國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湧入的

資金，卻不容易造成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加上

組織職員的日常活動，單位採購，個人開銷等支

出，勢必為所在國社區注入活力，長遠來看，可

能有助於解決貧窮，基礎建設匱乏等問題。

維和行動的宗旨便是確保區域的和平與安

全，聯合國每年花費超過 80億美金的金費，用

以支持數萬名的機構職員以及武裝軍隊，分派於

全球 16個任務區 (2017年數據 )。在以往的學

術討論中，執行和平任務的評估與影響，多半被

歸類在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及

發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ies)的討論，純然

以經濟角度檢視維和行動的文獻並不多，同時對

於駐地國宏觀的經濟影響，也甚少有長期追蹤與

分析。誠然，直觀印象會認為區域穩定必然帶來

正面效益，促進投資與經貿發展。不過，因為數

千甚至數萬名外籍人士的日常活動，所相對造成

各種「需求」(demand)的增加，是否會間接改

變原有的經濟與社會結構 ?而舉凡物價，勞動市

場，供應鏈，及當地人原有生活方式的改變，都

與維和部隊直接或間接有關，除了正向影像諸如

就業機會增加，消費與金流促進經濟成長之外，

負面效果也可能產生，像是該國經濟過度仰賴外

來者的活動，為服務派駐人員而興起的性交易行

業 (公開或地下 )，社區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民

眾大量使用美金交易，將影響該國建立自己的貨

幣體制等，都是不利的社會影響。

維和部隊大多數的任務都與軍事和安全行

動有關，這些行動產生的影響，又可區分為直接

影響，與間接影響，以及物質相關，以及非與物

質相關 (例如生命的損失 )等。而是否能有效運

用這些資源，以達到對所駐地經濟及社會的正向

幫助，有賴於維和政策的執行，以及多國部隊與

當地社區所產生的互動模式。在學者 Vítězslav 

Raszka及 Miroslav Krč (n.d.)的討論中，與在

地經經有關的影響，很大程度的與維和行動駐紮

的時間長短，以及當地政府和民眾對國際組織的

接受度。一般來說，會需要維和部隊的地區，多

半正在遭逢，或是甫經歷嚴重的衝突 (conflict-

stricken)，社會經濟幾乎被毀壞殆盡，必須有外

來的支持，方能重建體制。而所謂的外來支持，

以金錢形式流入授助國的狀況最為普遍，在部隊

駐紮區，又以三種方式直接的對當地經濟造成影

響：多國籍工作者的私人開銷、組織機構索需的

日常用度、以及對當地居民的聘僱等，雖缺乏精

確的統計數據，但學者相信初始注入的各種變

量，將以乘數校應 (Keynesian multiplier)的方

式擴大最終對整體社會的影響。

不過，若回頭檢視聯合國總共投注在維和

事務方面的金費，會發現只有大概 10%實際直

接使用在駐紮地區，其餘占 90%大部分的「資

金」，則是被用以支付各層級的乘包商與進口

物資 (燃料、糧草、生活用品 )、國際級別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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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aff)的薪資與福利、以及運輸、

修繕、維護相關人員供作所需的設備等。停留

在派駐國境內剩下約莫 10%金費 (詳見表一 )，

超過一半被用作國際顧員的「特別加給」(Per 

diem)，主要補助租屋、伙食津貼以及醫療。大

概 25%被用於採購當地的貨品及服務，最後的

25%才是用來支付當地僱員的薪資，他們包含

清潔人員、翻譯、基層行政文員、保安、工匠與

雜工。言下之意，雖透過維和行動流入派駐國的

資金對該國造成巨大影響，但以實際額度和比例

來看，僅佔聯合國維和任務總預算不到一成。

表一：統計 2004 - 2005 年聯合國當年度花費

在各個任務的預算概覽 ( 單位：1000 USD)1 

Source: United Nation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project staff 

estimates, cited in Carnahan M., Durch W., and Gilmore S. (2006). 

Economic Impact of Peacekeeping Final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dgrr.buildingmarkets.org/sites/default/files/economic_

impact_of_un_peacekeeping_march_2006.pdf

1 當年度任務共有：UNMIK(柯索沃，已結束 )，UNTAET(東帝汶，已結束 )，UNAMSIL(獅子山共和國，已結束 )，UNMIL(賴比瑞亞，

進行中 )，ONUCI(象牙海岸，已結束 )，ONUB(蒲隆地，已結束 )，MONUC(剛果，目前仍進行中 )，MINUSTAH(海地，舊任務已結

束，新任務 MINUJUSTH於 2017年開始 )，UNTAC(柬埔寨，已結束 )。

平均來說，聯合國派駐維和區域的國際級

別顧員新資大約在 4000美金左右 (每月入帳新

資，不包含其他福利與加給 )，這樣的所得水平

衍伸出的個人開銷 (personal consumption)，勢

必對當地市場經濟、物價、通貨膨脹、供應鏈

結構，乃至宏觀的進出口貿易、經濟成長、社

會資源的重新分配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根據

觀察，國際部隊駐紮前與駐紮後，變動最大的

是當地房產租賃市場，由於大批國際組織人員

進駐而推升的居住需求，短期內確實能夠引導

「熱錢」湧入，促進市場經濟，同時推動周邊

相關產業的發展，例如運輸、裝修、傢俱、房

仲、律師、甚至居家服務等。但時間若拉長至

6個月以上，某些負面效便應開始出現，例如

由於對居住品質的高規格要求，以及大量突如

其來的租賃需求，租金與房價雙雙劇烈上漲，

這也很可能帶動其他商品價格的上升，特別是

維和行動任務總部一般設立在該國首都的精華

區，坐擁最好的區位條件：交通樞紐、經濟活

動聚集、鄰近行政機關、大使館區等，也因此

物價的上漲會對整個地區引起指標作用，並由

於大量高檔進口品引進當地市場，也有社會學

者認為這將多少改變在地居民的消費思維與生

活習慣。因此，維和部隊索在地區一般都有通

貨膨脹的顧慮，不過在 Carnahan，Durch和

Gilmore (2006)等人的研究中，發現通膨率相

較部隊駐紮前，並沒有預估中的嚴重，不過這

也很可能是因為該區域本就處於戰亂與民族衝

突之中，物價與各項經濟指標本就在相對惡劣

的情況，因而抵銷了部分國際組織顧員所帶來

的經濟衝擊。

另外，經濟問題同樣也很可能引發社會問

題。研究員 Vítězslav Raszka及 Miroslav Krč

透過長期的蹲點觀察發現，由於過際組織顧員

有能力負擔高於市場行情好幾倍的租金 (同時因

為需求大於供給導致定價權落在屋主這邊 )，不

少在地人會被「排擠」出自己原本居住，品質

較好位於市中心的房子，並將其高價租售，自

己與家人轉往其他條件較差的地方居住。而原

本住在較差環境的居民，則又因為整體的租金

上漲，再被「排擠」到更為惡劣的區域。社會

群落便形成以「高級外籍人士」為核心的階層，

所有的商品、服務、住房、交通等生活所需以

滿足「能出最高價者」為主，以及當地社區也

逐漸產生「買辦」，一如清朝末年在各個強權

租借區去致力服侍「外國人」，獲取可觀利潤

的本國人民。

除了住房市場與物價，在來同樣也被觀察

到的現象是因應「西式文化」而出現的娛樂場

所、餐館、超市、健身房與游泳池，甚至賭場。

當然，在所謂的維和任務區，這些旗幟鮮明專

門服務外籍人士的場所，多半有非常高規格的

安全護衛，或者根本坐落在安全區之中。而大

量這方面的需求也很容易衝擊該國原本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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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居民的消費習慣，以及有學者認為的「暴

升 -暴跌效應」(rise-fall effect)。此效應主要描

述維和部隊一般有所謂的輪調任期，甚至是任

務本身也因為預算、國際政治等因素而結束，

當多國部隊駐紮在派駐國引起大量對消費品、

消費場所的需求時，當地如雨後春筍興起的商

店、餐館便也需要大量聘雇當地人力來服務顧

客，然而，當維何任務結束，大批國際顧員離

開，這些高消費場所不一定都能成功轉型去服

務當地居民，數據顯示，僅有非常少量的餐館

與商鋪能夠存活下來，依賴的可能還是因為安

全與基礎建設改善，西引來自歐美的觀光客。

不過當然，這些倖存商家也相當程度上扮演著

引進先進國家資本、資訊與技術的角色，對於

開發中國家常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可謂毫

無助益。

最後，探討到經濟影響，除了通膨外，就

業也是十分重要的議題。外來部隊與國際組織

工作者會激發聘雇當地人的需求，除了一般的

消費性場所、居家清潔與服務之外，組織與機

構本身，亦會需要任用當地居民，從事基層庶

務與勞力工作。聯合國作為「政治正確」又高

舉「勞工權益」的單位，自然在新資與福利方

面，相當程度的採取了當地水準與國際標準的

折衷做法。別忘了，從總預算來看，最後大約

有 2.5%是屬於付給當地顧員的薪資，以年度

金費大約 80億美金，將近 2億美金是付給當

地人的薪資，理論上這遠遠超出派駐國的平均

水平，也因此吸引許多超乎資格 (overqualified)

的應徵者，例如擁有大學畢業的當地人來應徵

國際組織的清潔工，擔任大材小用的職務。新

資誘因也會造成當地人才從私部門、政府單位

流向聯合國等機構，從事相對勞力取向的工作，

這不僅不利於人才本身的技能養成，更不利於

原本的在地企業、公部門單位發展自己的人力

資源，形成行政效率不彰、無法留住優秀人才

的問題。

誠然，維和部隊造成派駐國的經濟與社會

影響，無論從正面或是反面，都可以探討相對

應的案例，也仍還須更全面的資訊蒐集，以及

長時間的觀察分析，方能做出比較客觀的結論。

我們不否認，當一個地區變得更為穩定與和平，

勢必對經濟發展產生正向效果，基礎建設的建

構、貿易交流、乃至外資與觀光客的到來，都

很大程度上仰賴安全的環境、有效率的政府治

理、以及平穩的區域局勢。聯合國之所以向這

些為處非洲、中東的衝突區派遣多國部隊與國

際職員，便也是希望能重建和平，振興經濟。

不過，任何一個環境，若在極短時間內迎來大

量外部資源與人員，都一定會衝擊原本的社會

與經濟結構，從最直接的通貨膨脹、失業率，

到政府稅收、財政與貨幣政策等，甚至是社會

層面的影響，例如「新殖民主義」的疑慮、社

區階級與傳統文化的改變，維和部隊離開後，

是否能順利轉型成現代化國家、經濟會不會過

度仰賴外援和國際機構的支出等，都值得深入

研究，方能在佈署部隊、擬定國家發展計畫時，

更廣泛的考量到佈同面向。 

(作者任職於聯合國資訊與通訊科技辦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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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民合作 強化優勢 
扭轉劣勢 促進台灣經濟成長

( 上 )

公私
合營

陳翠華

2017年全球景氣進入上升循環週期，逐

漸擺脫成長停滯陰霾，經濟成長表現優於原

先預期。隨著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成長持

續改善，今 (2018)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期可進

一步復甦。然而，美國總統川普的經濟政策

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也一直被視為全球經濟

成長的隱憂。今年 3月 22日美國簽署對中國

進口產品課徵最高 25%懲罰性關稅，引爆全

球對「貿易戰爭」開打的憂慮。台大經濟學

系教授林惠玲於 2017年 12月 14日「2018

年台灣及主要國家經濟展望」財經論壇中曾

表示，無論國際經濟情勢如何變動，一個國

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要明瞭自身的優勢

與劣勢，以健全自身的經濟體質，才能因應

各種不同的挑戰。也就是說，台灣面對「貿

易戰爭」在短期中應有策略應對，然而更重

要的還是創建體質健全經濟環境的長期戰略。

而創建健全優良經濟環境，首先要明暸自身

發展經濟的優勢與劣勢。

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優勢與劣勢，林教授

分享了她的看法。她認為臺灣經濟成長的優勢，

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安定、良好的基礎建

設、低的通貨膨脹率、及低失業率、優質的勞動

力、豐富的金融資本、旺盛的企業精神及優質的

科技知識等。這些優勢使得我國具有極高的發展

機會，台灣可利用我們具有的優勢去發展附加價

值高、國際競爭力強、產業安全與就業量大的產

業或產品，包括生技新藥與醫療產業、半導體產

業、面板產業、機械產業、AI物聯網產業、綠

能產業及金融服務業等。

而台灣經濟成長的劣勢，包括經濟成長率

低、薪資成長率低、人口成長率低、少子化及高

齡化、外人投資少，對外投資多，資本淨流出，

兩岸關係不佳，政府政策不明確與不穩定，政治

紛擾，研發、製造、進出口貿易集中度高，學用

落差及青年失業率高等劣勢。這些劣勢成為經濟

成長發展的障礙或威脅，是必須去扭轉克服的挑

戰。所幸，我國的劣勢大都是可以克服的，並且

可以說我國的優勢遠大於劣勢，因此我國的經濟

未來發展仍具潛力。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下期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