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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經濟新形勢下的市場

東協（ASEAN）成員包括泰、星、馬、菲、印

尼、越、緬、寮國、汶萊、柬埔寨等10國，預計

2012年將納入新東帝汶，成為東協11國。東協具

有北連中國大陸，西臨印度，與全球兩大經濟成長

引擎相鄰的地理優勢。渡過1997亞洲金融風暴衝

擊後，這次東協雖不能倖免於全球金融海嘯侵襲，

但在對抗經濟衰退表現不錯，已展現復甦跡象，

IMF預期，未來3年東協的經濟前景較其他新興市

場光明，而東協目前也被喻為繼東亞的中國大陸、

南亞的印度之外的「亞洲第三個高成長區」，今年

經濟成長率可望達6.7%。

東協成立40多年來一直在追求建立統一大市

場，目前本身已成立自由貿易區，2015年將建

立經濟共同體。對外則先後與中、韓、日、澳

紐、印度、美、俄發展出「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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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東協本身內需市場來說，東協的GDP總值1兆

4793億美元，比印度約多出20%；人口結構則比

中國大陸年輕，消費市場具有爆發力。尤其當地

3000萬華人屬於中高階層，更促使東協躋身亞洲

（接下頁）

■ 吳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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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內需市場之一。近年來東協的中產階層人口大

幅增加，已形成一股對抗經濟衰退之重要力量，而

東協的消費市場也隨著中產階層崛起而大幅擴張。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試算，到2020年東協的消

費市場規模將達到25兆2200億美元，比2008年約

擴張2.6倍，是龐大商機之所在；日本通商白皮書

也認為，東協的中產階層人口總數超過2億，是東

協擴大內需市場的重要牽引力。

而就東協本身的對外拓展能量與前景而言，近

來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上漲，人民幣升值聲浪不

斷，許多日本和歐美企業（包括台商）紛紛把在中

國大陸的工廠轉移到勞動力廉價的東協國家，東協

已逐漸承接中國的「世界工廠」角色。而為推動東

協加N模式的經濟整合，東協國家正積極建設國際

機場、高速鐵路、發電廠、城市週邊開發區、下水

道、廢棄物處理設施等，已提供龐大的進口需求。

更可期待的是，今年東協分別與中國大陸、印度實

現自由貿易區，東協儼然已成為泛亞洲兩個巨大市

場的中介。目前東協、中國大陸和印度是全球經濟

發展的三座引擎，東協也將成為拓銷中印市場的中

介。

印尼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群島國家。人口約2.4億，在

全球排名第四，其中約87%信奉伊斯蘭教，又是

全球伊斯蘭人口最多國家。印尼被公認是東協老大

哥，東協秘書處即永久設在雅加達。

從1997年金融危機谷底翻身之後，這一波全球

金融海嘯下，印尼是少數經濟正成長（6%）國

家，近來也出席G20領袖高峰會，經濟外交成果輝

煌。近5年印尼經濟成長率在4.5%~6.3%之間，正

緊接中國大陸之後邁向經濟大國之路。日本經濟新

聞形容這是「印尼飛躍時刻」，彷彿印尼國徽金色

飛鷹開始振翅高飛一般，而日本 BRICs經濟研究

所也看好印尼的經濟發展，把她與越南、南非、

土耳其和阿根廷並列閃亮五國「VISTA」。無論從

GDP成長、發展潛力，或從股票市場表現來看，

印尼相對巴西和俄羅斯毫不遜色。尤其印尼內需堅

實，私人消費占GDP的61%，完全有理由加入成

為「金磚四國」新成員。

印尼天然資源豐富，和巴西一樣，都是原物料

出口大國，其中棕櫚油和天然橡膠產量世界排名

一、二，而石油、天然氣、煤、錫、鎳、銅等礦產

蘊藏可觀。同時印尼也擁有豐沛年輕勞動力，近年

來並積極改善基礎建設，爭取外資投資，智庫EIU

把她和哥倫比亞、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並列

為新興市場的「靈貓（CIVETS）」。

兩年前印尼每人平均GDP超過2000美元這條名

牌和耐久財等消費品普及化的臨界線；現在印尼人

均GDP更已達2345美元，其消費能力大幅提高。

過去印尼民眾更因收入低，壓抑對家電、汽車和化

妝品等選擇性消費品的需求。如今印尼人口15%

屬中產階層，偏愛節能家電（空調、彩色冰箱和液

晶電視）、手機、健康食品和美容品，市場需求

旺盛。印尼政府2011年將擴增資本開支，發展交

通、建屋、水源等領域，相關機具五金產品和零配

件，對於台商來說，印尼旺盛的消費需求，正是台

商良好的出口機會。

菲律賓

菲律賓人口9220萬，在東協排名第二。去年全球

金融海嘯席捲，其經濟正成長0.9%，預期今年將成

長5%，主因是私人消費占GDP的70%以上，減低海

外需求衰退的衝擊。菲律賓經濟具有強大潛力，海

外勞工匯款逐年增加，人口眾多帶動國內消費市場

蓬勃，以及服務業迅速成長，因此被高盛集團經濟

學家Jim O’Nell 選為金鑽11國（Next 11）之一。

此外，菲律賓是唯一能在4小時內抵達亞洲各主要都

市的國家（與台灣又特別近），所以一直以來都是

亞洲地區的貿易中心。目前東協正邁向經濟整合，

提前佈局菲國市場，將來即可輻射整個東協。

菲律賓是一個較少依賴出口的國家，出口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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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GDP三成，所以出口衰退導致失業的情況相對

不嚴重，有助零售市場穩定。這種經濟模式，使得

菲國內銷市場龐大，零售業通路成熟。菲國擁有

1500萬中產階層強大的消費層，加上青年人口不

斷成長，收入持續上升，對流行時裝、電子產品的

需求大幅攀升，各國優質品牌商品很受歡迎。菲國

民眾有83%信奉天主教，重視家庭和節日，間接帶

動對家用品、禮品和玩具的需求；主要都會區都開

設有不同層次和規模的購物商場，為外國商品提供

便捷又合適的分銷管道。

菲律賓國民識字率高達95%，擁有龐大廉價而

受過教育又懂英語的勞動力，在東協國家名列前

茅，吸引大量跨國公司把業務移轉到菲國，其服務

流程外包業務（BPO）收入超過60億美元。服務

流程外包業務的蒸蒸日上，也帶動辦公大樓和基礎

建設需求急增，建材、機具、五金、資訊通訊等需

求旺盛。加上新任總統阿基諾三世積極推動經建，

未來市場商機可期。

越南

越南的國土狹長，呈大「S」型，海岸線之長

在全球各國名列前茅，也是面向南海的重要海權

國家。過去越南因越戰受創，長期處在貧窮、飢

餓、流行疾病、教育落後困境。過去10年內，在

越南政府的經濟體制改革下，越南GDP平均成長

7.2%，基本上讓3500萬人口擺脫了貧困，並朝向

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奠定堅實基礎。現今的越南人口

8610多萬，人口結構很年輕，20~40歲人口占總

人口的58%，近幾年隨著勞動薪資逐步上揚，也帶

動消費慾望。

越南政府積極改善貿易環境，降低關稅，海

關程序便捷化，吸引外資，擴大出口，增加外匯

存底。2006年越南加入WTO後，推動市場自由

化，共產黨執政團隊也支持經濟改革，擴大私部

門投資，在擁有經濟地緣戰略優勢，並享有東協

+N區域經濟整合利益的有利條件下，越南被跨國

企業評選為亞洲優先選擇投資樂園。2009年受到

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儘管越南的經濟成長回跌到

5.3%，仍被高盛集團選入全球成長最快的11國集

團（N-11）和金鑽國家之一。

就越南本身內需市場來說，近2年理想的經濟表

現，使得越南中產階層不斷迅速壯大，相對地對

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提升，各種名牌商品

進駐，中高檔購物商場和連鎖店紛紛出現。目前

越南已成為亞洲最富吸引力的消費市場之一。

除了消費市場具有發展潛力之外，越南對於

在中國投資設廠的港台企業而言，更是一個新興

生產基地。在中國大陸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的壓力

下，越南的年輕勞動力豐沛，勞動成本較低，已

提供港台企業「南移」的有利條件。而就越南本

身的地理區位來說，越南北方與中國西南部的

「兩廊一圈」，已隨著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實

現，成為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等經濟圈之後

「中國第四個經濟圈」，提供了更廣泛的越中跨

境市場機遇；越南也與南方的柬埔寨、寮國在湄

公河區域形成「三角成長區（CLV）」，目前因

為泰國和寮國的東西國際大橋已經開通，該三角

區域經濟產業資源更具市場開發希望，越南的市

場輻射戰略地位也相對突出。

為了在未來10年實現永續發展目標，越南政府

已提出2011~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草案，強

調每年將達到7%~8%的經濟成長速度。越南未來

加速發展的黃金10年，應該也是台商拓銷當地市

場的另一個黃金10年。台商與越南的經貿往來，

在進出口商品與產業分工需求早有脈絡可循，未

來要進一步拓銷當地市場，最重要的是必須掌握

東協對內、對外經濟整合趨勢，以及越南政府黃

金10年發展計畫方向，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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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GDP總值1915億美元，在東協排

名第三，僅次於印尼和泰國。但每人平均GDP為

6970美元，則遠高於印尼和泰國。此一指標也意

味著馬國民眾的收入較高，相對地具有較高的市場

消費能力。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馬國已呈現出

口依賴（電氣、電子）的經濟結構之脆弱性，幸而

內需市場相對堅實，國民所得持續擴大。在新的國

家發展計畫推動過程中，預期機械、電子、電機、

化學品和運輸設備等，仍將是進口主流。

馬來西亞的資源豐富，是全球第二大棕櫚油及

相關製品生產國，第三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也是

第三大天然橡膠生產國和出口國。其他資源還有石

油、可可、木材和胡椒，在全球原物料資源戰略地

位突出。 

人口2700多萬的馬來西亞，是多元種族國家，

馬來人占66%，華人占25%，印度人占7.5%，還

有其他一些種族。伊斯蘭教是馬國的國教，還有佛

教、印度教、基督教、錫克教，因此當地市場需求

也呈現多元現象。做為伊斯蘭教國家，馬來西亞

清真食品（Halal Food）市場廣大，在馬國取得哈

拉認證，即能搶攻全球伊斯蘭教世界16億人口、

5880億美元市場商機。若加上哈拉認證藥品、化

妝品和初級原料市場，更可擴大到2兆3500億美元

商機。

馬來西亞長期深度參與東協區域經濟整合，是

進入東協市場的橋梁；同時因地理位置關係，也是

連結紐、澳市場的前沿；特別是馬國奉行較溫和的

伊斯蘭教義（遜尼派），其市場幅射的範圍更可達

中東地區。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不景

氣，馬來西亞政府已提出第十個國家發展計畫，涵

蓋118項發展計畫和35項商機，希望創造20萬個就

業機會，以及1560億美元的經濟貢獻，末來五年

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達6%，以及到2020年進入高

收入先進國家行列，GDP總值從現有的1870億美

元攀升約3倍到5040億美元。外界形容，上述國家

發展計畫一旦完全實現，將促使馬國的經濟「大躍

進」，並成為東協經濟的「領跑者」。 

泰國

泰國的經濟地緣戰略位置具有優勢，不但位居

中南半島中心，又是連貫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橋樑，

東西南北都與鄰國相連，更藉由南北、東西和南部

等三條經濟走廊，成為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計畫的

核心國家，而泰國也是全球最能吸引外資的新興市

場之一，擁有包括基礎建設條件較好，海陸空運輸

便捷；市場潛力較大，經濟成長前景良好；工資成

本遠低於先進國家；貿易自由化程度較高，經商環

境在全球排名第15等多項競爭優勢。

就泰國本身的市場條件而言，泰國人口6776

萬，每人平均GDP為3894美元，在東協排名第

四。但泰國中產階層占總人口一半（約3634萬

人），每戶可支配的所得約在5001~3萬5000美元

以下，加上人口結構以青壯年為多數，在在提供消

費市場強有力支撐。泰國的經濟並未因紅衫軍動

亂而衰退，反而帶動電子商務發展，預計將比去

年成長10~20%。目前網上購物成為風潮，時尚商

品、化妝品、珠寶、電腦、電子及電器等銷售正

夯，也吸引外國相關商品打進網購平台。泰國官方

預測，今年的GDP可望成長5%，也因此，汽車和

零配件、電腦資訊、生活用品、醫療器械和保健產

品、防老化和美白的機能性化妝品、品牌服飾和鞋

類等，都成為市場熱門商品，預估將有新一波的銷

售潮。

泰國對外推動自由貿易協定（FTA）戰略顯已

奏效，除本身參與東協區域經濟整合，還先後與

澳洲、紐西蘭、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等簽署

FTA，並靈活運用FTA強化出口，同時也成為吸引

外來投資的誘因。此外，東協10國加日、中、韓、

印度、紐、澳的東亞高峰會已做出決定，將投入

2000億美元來推動「亞洲綜合開發計畫」，其中包

括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IMT」經濟圈、泰國-柬

埔寨跨湄公河橋樑，屆時將帶動泰國經濟進一步發

展。目前日商即通過泰國管道來拓展東協市場，以

及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南亞新興潛在市場。

據統計，泰國已成為印度在東協的最大進口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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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儼然成為外商轉進其他新興市場的重要據點。

新加坡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只有707多平方公里，人口只

有474萬，其中華人占75%，在東協是人口第二少

的國家，僅比汶萊的40萬人多，屬於迷你型城市

國家。

新加坡的經濟外向型程度高，屬於外貿驅動型

模式，高度仰賴美、日、歐，以及印度、中國、東

協、紐澳等週邊國家市場，也因此奉行高度開放的

貿易政策，發展出多角化推動FTA戰略，堪稱為全

球貿易最自由國家，約有95%的商品可以自由進入

星國。其對外貿易額占GDP比率高達360%，更位

居全球之首。

新加坡的對外貿易角色重要，儘管國內市場胃

納量有限，但是位於麻六甲海峽的地理優勢，反而

在轉口貿易和第三國貿易有很大發展空間，以星國

為中心的7小時飛行圈覆蓋亞洲各主要城市，幾乎

輻射亞洲28億人口市場，使得新加坡成為各國貿

易轉運的中心，以及各國外商蒐集週邊區域商情的

基地。許多外商即把星國視為轉進東協和印度市場

的「gate way」。

新加坡天然資源短缺，主要工業設備和原料、

生活必需品都必須仰賴進口。其進口項目按金額排

序為：非石油製品、機械和輸送用機械、礦物性燃

料（石油製品）、原料別製品、其他工業製品、化

學品等。產業重點則以發展電子、石油化工、生物

製藥、交通工程、精密工程、運輸倉儲、金融服務

和旅遊等產業為主，迄今仍缺乏大規模高檔消費品

製造業，除少數奢侈品和珠寶的設計環節自行完

成，大都是舶來品。除此之外，旅遊業也是新加坡

重點發展產業之一，前五大客源分別來自印尼、中

國、澳洲、印度和馬來西亞，觀光客在星國市場大

多外食，並購買服飾、手袋、皮具、美容保健商

品、珠寶類、電腦、相機等商品，以及鐘錶和菸酒

等。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8.1%，超

過金磚大國中國、印度和巴西，成為全球經濟最熱

國家。目前星國每人平均GDP高達3萬7370美元，

為東協最高的國家，並達到先進國家之水準，更有

11.4%的家庭擁有百萬美元資產，其百萬富翁人口

比例全球最高，在高檔商品的消費能力龐大，加上

每年進出星國的外國商人和遊客數以百萬人計，流

行品牌高檔消費品從珠寶、腕錶、服飾、化妝品到

超級跑車，銷售市場火紅，星國已成為「東協奢侈

品消費天堂」。

汶萊

汶萊全稱「汶萊達魯薩蘭國」，意為「生活在

和平之邦的海上貿易者」，但事實上汶萊卻以石油

天然氣為產業支柱，工業基礎薄弱，經濟結構單

一，對外貿易在東協區域或全球市場所占比重微乎

其微。 

汶萊國土面積5765平方公里，與馬來西亞的

沙勞越州接壤，濱南中國海；人口總數只有40萬

6000人，每人平均GDP則高達2萬6365美元，躋

身全球前10大最高所得國家，堪稱是生活富裕的

「小國寡民」。 

汶萊的石油蘊藏量14億桶，日產16萬8000桶，

是東協地區第三大產油國。天然氣蘊藏量3200億

立方米，年產114億立方米，是全球第四大液化天

然氣（LNG）出口國。有人羨慕形容坐在油井上

的汶萊人：「富到漏油」。 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帶

給汶萊財富，維持其全球高所得生活水準，但近幾

年全球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國際油價下滑，也對過

度依賴油氣出口的汶萊經濟造成負面影響。2008

年和2009年汶萊的經濟都呈現負成長。 

汶萊的國家財政預算盈餘在全球競爭力排名第

四，其宏觀經濟穩定性更高居第一名。由於汶萊國

民的高所得，消費能力驚人，對進口商品需求強

勁，特別偏愛有品牌的汽車、家電、電子產品、建

材、照明、農漁食品、醫療品等。 

汶萊為擺脫對油氣資源的過度依賴，已開始推

動經濟多元化政策，包括發展甲醇、尿素等油氣下

游產業，發展工業，加大農漁牧業投資，推動觀光

旅遊業，以及建立國際金融中心，這過程將帶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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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相關機具設備和材料之商機。 

緬甸

緬甸的國土面積67萬6500平方公里，西部與南

亞的印度和孟加拉接壤，東北部與東亞的中國為

鄰，與兩大金磚國家緊靠；加上緬甸本身屬於東協

成員體，隨著東協區域經濟深度整合，其經濟地理

優勢相當看好。 

緬甸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蘊藏豐富，已有澳、

英、印度、中國、俄羅斯、韓國、加拿大等國參與

開發計畫。還有各類寶石、銅、鉛、鎳、鐵、金等

礦產，以及珍貴林木如柚木，還有多元漁水產和海

洋資源，未來均具發展遠景。 

緬甸總人口有500萬人，平均每人GDP只有551

美元，是所有東協國家水準最低的國家，也是全球

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主要是因為緬甸軍政府專制

統治，對外開放程度不足，導致整體市場消費水平

低落。 

近幾年緬甸政府壓制人權，引發歐美國家的經

濟制裁。但因緬甸已通過新憲法，開始建立市場經

濟，鼓勵發展私人企業，積極引進外資，基本上未

來經濟發展具有成長性，連帶地消費市場也可期

待。 

目前緬甸的商業資訊不暢，外商要取得具體商

情有困難，但從緬甸中央統計局公佈的資料，其主

要進口項目有工業原料、機械設備、發電機、零配

件、五金產品，以及各類食用油和調味、精油、塑

膠、醫藥、紙等消費品。 

今年11月緬甸將舉行20年來第一次總選舉，將

是民主化過程很重要的一步。總選舉之後，緬甸的

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將更有揮灑空間，國民的實質收

入也可望大幅提高，這也是外國商品攻占緬甸市場

的大好機遇。 

柬埔寨

柬埔寨人口有六成屬於15~64歲生產年齡層，勞

動力成本相當低廉（每個月70美元），加上柬埔

寨實施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所有行業都對外開

放，且不斷改善投資環境，日益受到國際投資者的

青睞。

柬埔寨的天然資源相當豐富，石油蘊藏約20億

桶，還有金、鐵、鋁土等礦產，並盛產珍貴柚木、

鐵木和紫檀，尤其洞里薩湖為東協最大淡水湖，

素有「魚湖」之稱。這些都是柬埔寨經濟發展的本

錢。

柬埔寨因工業體系單一，以紡織製衣業為主，

欠缺具自主研發和製造能力的產業，因此國內需求

嚴重依賴進口。主要進口有石油產品、建材、汽車

和電腦、紙製品、香菸、白糖、日常用品等，主要

進口國為鄰近國家和港台等地。

柬埔寨的國民所得低，低檔家電、縫紉車、醫

療和生活用品較受歡迎，但隨著經濟成長，消費水

平也逐漸提高。特別是近年來建築業快速發展，帶

動鋼材、水泥等建材，以及小五金的進口需求。另

外，摩托車的市場需求也很大。

寮國

寮國是東協唯一的內陸國，實施社會主義制

度，但國民大都信仰佛教。寮國人口只有632萬，

每人平均GDP為886美元，也是全球最不發達國家

之一。但寮國的泰語意思則為「自由之國」，令人

很難把它聯想到窮國。

寮國的天然資源豐富，擁有錫、鉛、鉀、銅、

鐵、石膏、金、煤、鹽等礦產，還有900萬公頃森

林，盛產柚木、紫檀等名貴木材。由於湄公河流

經1900公里，水力資源驚人，從不缺電，而獲得

「亞洲的蓄電池」美譽。

寮國基本上屬於資源型國家，經濟產業各領域

正在起步，發展前景相對比較大。其中的「東南亞

電力供應基地」戰略，正在爭取外資投入。寮國的

產業主要是農業、採礦業、旅遊業、食品飲料業和

電力行業，其工業根基相當單薄，沒有重工業，

只有小型輕工業。在寮國政府的努力下，每年的

GDP成長率都保持在8%。寮國的每人平均GDP雖

偏低，但實質購買力卻不亞於泰國、越南等中等收

入國家。

寮國主要的進口項目，90%以上是燃料、縫製

用原材料、汽車及零配件、工業用材料、加工製成

品、建材、日用品及食品、家電等。近來因發展電

訊通訊，手機市場需求有潛力。上述多元進口項

目，可供外商拓銷寮國市場參考。

近年來，寮國政府積極發展經濟，以在2020年

走出全球最不發達國家行列，平均每人GDP不少

於1000美元為目標。目前隨著東協與中國實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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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易區，寮國挾其與中國大陸接壤之優勢，將可

發揮產業鏈分工，以及創造貿易之機會。

東帝汶

2002年才脫離印尼統治、宣布獨立的東帝汶，

是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根據東帝汶與東協的協

商，2012年東帝汶可望獲准加入東協，全面參與

東協區域深度的經濟整合。也因此，未來的東協

10國將變成11國。

東帝汶人口約110萬人，國土面積只有1萬4900

平方公里，因為地處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之間，西部

與印尼相接，南隔帝汶海與澳洲相望，而成為印尼

和澳洲的戰略緩衝區。目前澳、紐和日本都提供東

帝汶各項經貿優惠待遇。

東帝汶獨立後因發生動亂，百廢待興，現在各

種經濟活動已逐漸恢復，但因每人平均GDP只有

454美元，被列為全球20個最貧窮國家之一。目前

東帝汶政府積極推動本國發展成為全球稅負最低國

家，希望藉以擴大爭取外資。 

東帝汶的產業係以農業為主，經濟作物有咖

啡、橡膠和椰子，咖啡是主要出口產品。近來因外

國人員和物資援助不斷湧進，相關服務業獲得較快

發展。特別是東帝汶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項目陸續

推出，已成為國家財政最大的支撐。2009年，東

帝汶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4%，並未受到全球經濟衰

退之衝擊，但也因為經濟規模太小，許多工業產品

和民生用品都要靠進口。主要的進口項目有：電氣

機械、汽車和零配件、其他機械類和穀物等。 

東帝汶的人口太少，使得國內市場需求有限，

但澳洲、紐西蘭、日本、歐盟都對東帝汶產品提供

免關稅和配額待遇，加上東帝汶又是全球葡萄牙語

國家共同體和多個區域組織成員，其幅射市場範圍

則相當可觀。 

拓銷東協市場策略建議

東協是亞洲第三個經濟高成長區域，也緊接中

國和印度，形成所謂「第三個亞洲內需市場」。為

建構2015年區域共同體，東協各國正積極推動相

關實體建設和法律體系；特別是東協加日中韓、紐

澳和印度的「10+6」，也推出「亞洲綜合開發計

畫」，其中多項計畫即在東協各次區域。目前東協

多個次區域發展計畫已如火如荼展開，大湄公河開

發的「東西和南部經濟走廊」、越北和中國邊境的

「兩廊一圈」、中國南寧到新加坡的「南新走廊」

等開發計畫，都將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台商應有新

的認識和拓銷策略。

在內需方面，由於東協各主要國家的中產階層

大幅增加，消費能力龐大，已形成「新內需」市

場；瞄準「新內需」市場，鎖定中產階層消費特

色，才能攫取商機。就特定族群來說，東協總人

口約6億，存在龐大華人市場，總計約3000萬的華

人，大都屬中高收入階層，受過較高教育，其消費

都有一定水平。台商與東協各國華人圈都已有傳統

的商業網絡，今後因應東協加N趨勢，必須提升攜

手合作策略。華人市場之外，東協的印尼是世界伊

斯蘭教徒最多的國家，馬來西亞則以伊斯蘭教為國

教，在泰國南部也有部分伊斯蘭教徒，這之間又形

成另一個特殊的市場。台商相關產品應設法先取得

清真哈拉認證，即可搶攻東協、甚至全球伊斯蘭市

場。

目前東協市場因為東協分別與中、印、日、韓

等國家實現FTA，並相互撤銷關稅，對台灣產品拓

銷當地市場形成替代威脅，今後台商拓銷東協市場

策略，理應連結到中印兩國市場，注意產業鏈分工

格局，做好出口產品定位，提高競爭力，也應運用

未來的台星FTA，作為轉進東協市場，甚至擴大市

場占有率的平台。而面對東協本身經濟深度整合的

趨勢，台商更可考慮利用兩岸ECFA合作機制，建

立兩岸與東協的產業鏈之互補與分工，繞開關稅壁

壘，享受東協-中國FTA區域內的零關稅優勢，並

發揮與大陸和東協台商「三合一」市場競爭優勢。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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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策略

■ 許峻賓

我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的策略思維

我國的對外經貿與兩岸關係相輔

相成

自兩岸ECFA簽訂之後，我國人便轉而注意下

一個與台灣簽署「經濟合作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是哪一個國家？

這個答案在8月5日正式公布，答案就是「新加

坡」。其實這是有跡可尋的。2008年5月6日，新

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受中央社專訪時曾表示：「新

加坡與台灣的關係不能快過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

係，這是新加坡的立場，一旦兩岸關係改善，台星

討論簽署FTA將不成問題」。自馬英九總統上台以

來，台星雙方即在上述之前提架構下進行交往。很

明顯地，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台星關係是否能夠更為

密切的指標。

李光耀資政亦曾在2008年的專訪中提及：「如果

台灣能回到早年不對外宣傳的作法，台星的互動將會

無聲無息，但會更有成果。」可見星國對我國之外交

政策是採「務實、低調」之作法，星國雖仍宣示抱持

「一個中國原則」，但只要兩岸關係和緩，星國亦願

意在「兩岸先行」的前提下，推動台星關係之密切發

展。再者，新加坡曾經扮演兩岸和平交流的中間人角

色，熟悉「九二共識」之發展過程與意涵，因此，只

要在主權議題上不逼迫星國選邊站，星國實有意願優

先考慮加強與我國的合作關係。

馬政府上台後所採取「活路外交」的意涵實際

上非常之廣泛，既包含過去的「務實外交」作法，

也採取「彈性外交」的作為，最重要的是「因國、

因地制宜」，而「低調、不扭曲事實、不擴大解

釋」則是現階段對外交往最基本且必要的態度。其

實這也是建構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營造兩岸信心建

構紛圍的最好作法。

中國大陸的態度與反應

台星自今年8月5日正式對外聲明啟動ECA談判

開始，各方即特別關注中國大陸之反應。但自兩岸

ECFA簽署完畢之後，中國大陸對我方日後對外經

貿政策的態度即有相當程度的改變。中國大陸與他

國對我洽簽FTA之態度整理如下表：

中國大陸外交部6月3
日記者會

「中國大陸對其邦交國同台灣開展民間經貿往來不持異議，但堅決反對同台灣發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

（2010/6/29）
「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只要兩岸保持良性互動，不斷增進互信，對於台灣與其他國家商簽FTA的
希望，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之道。」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姜

增偉

「對台灣對外洽簽FTA，在不違反92共識前提下，大陸可以務實，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ECFA不僅是兩岸
互相減稅的貿易促進，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兩岸產業整合的效應，也就是：兩岸聯手賺世界的錢。」

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

於7月20日接受台灣聯
合報系採訪團的專訪

「在兩岸洽簽經濟協議(ECFA)之後，北京方面理解台灣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願望，
希望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合情合理處理這項問題。陳德銘補充說，有關台灣對外洽簽FTA等議
題，不會透過兩岸即將成立的經濟合作委員會來處理。」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

虎城於7/26記者會

「ECFA是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兩岸在貿易方面的優惠安排，並不涉及到主權國家當中的自由貿易協定方面
的安排。中國政府堅持一貫立場，反對任何涉及主權的貿易伙伴與台灣商洽FTA的行為。」「中國反對任何
有主權性質的、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與台灣商談FTA。」
大陸官方網站公布的高虎城的回答文字內容是：「中國兩岸最近簽署的ECFA的協議安排是兩岸當中貿易的
優惠安排，這對促進兩岸經濟的發展，進一步造福於兩岸人民的福祉是一個非常好的優惠安排，也得到了兩

岸相關的企業和業界的廣泛歡迎。這是在一個中國和『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兩岸在貿易方面的優惠安排，

並不涉及到主權國家當中的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的安排。」

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發言人
「相信新加坡會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大陸方面並希望台灣維護兩岸業已形成的共同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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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之言論分析如下：

1.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態度仍屬保守，與涉台機關

及商務部仍有認知差異。

2. 中國大陸認同「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意

涵在中國大陸內部似有正在進行「化學變化」

之跡象。

3. 在兩岸持續和平發展的基礎上，我國可與他國

發展不涉及「主權解釋」的各種活動與關係。

兩岸的主權詮釋權在兩岸政府手上，他國無置

喙之餘地。

4. 若我國與他國洽簽 FTA，可以從「兩岸聯手賺

世界的錢」的角度思考，也就是從「經濟」（非

政治）與「合作」（非競爭）的層面去推動，將

更能減少中國大陸的阻礙。

因此，在台星雙方的共同聲明稿中，即開宗明

義明言：「台澎金馬關稅領域（中華台北）與新加

坡⋯」以及「經濟合作協議」，以為兩國未來的名

稱定調，無任何模糊空間，不僅確保中星關係，也

保護兩岸間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與互信。

兩岸ECFA加上「台星ECA」的簽署與展開談

判，已對我國雙邊經貿政策的推動產生正面的效

果。台日雙方正針對「投資保障協定」進行協商，

台美也積極研究恢復TIFA會議的時機。此外，菲

律賓的態度也很明顯轉變。菲國官方在今年6月公

開發言表示，台菲現階段的商務關係僅透過「台菲

經濟聯席會議」進行；8月時，官方再度表示，可

以考慮將「蘇比克灣與高雄經濟走廊」計畫提升為

國家層級，並表示在台星的經濟合作協議宣布之

後，菲律賓願意積極考慮台菲洽簽的可能性；九月

初，菲律賓便對媒體公開表示盼能在一年內與我國

進行FTA的談判。由此可見，我國對外洽簽FTA已

非我方或中方說了算，第三國的意願也是很大的影

響因素。

我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的策略思維

近年來，星國的部分製造業亦已快速增長且極

具全球競爭力，我方政府在談判時應注意我國可調

降關稅之產品項目，以免我國廠商屆時因星國產業

大舉進口而受創，甚至休業。由於我國在短時間內

要進行ECFA與「台星ECA」之談判，我國產業是

否能面臨此極大之衝擊，仍應注意。

以台灣本身弱勢產業為例，台灣生產「塑化產

品安定劑」之業者約10家，大部分均以內銷為

主，其次則是銷往中國大陸。在ECFA早收清單

中，中國大陸的此產品業者於明年進口台灣時之關

稅降為2.5%，後年降為0%。但我國安定劑產品出

口至大陸卻未列為早收清單，仍須被課以6.5%的

關稅，再加上中國大陸17%的增值稅，我國廠商

將更無競爭力，且面臨中國大陸廠商進入台灣市場

的競爭壓力。再者，因新加坡亦有兩家生產大廠，

「台星ECA」一旦洽簽完成且正式實施，星國廠

商再以零關稅進口台灣，將使我國業者更加雪上加

霜。因此，我政府應對此類的廠商多予關注，可

考慮在下波ECFA早收清單時爭取列入該產品，抑

或在「台星ECA」洽商時，將該產品列為敏感商

品，暫不開放。

一般均衡的經濟模型多以前一年的經貿數據進

行預測分析，以ECFA為例，早收清單於2010年正

式實施，最新的貿易數據在實施之後才能統計而顯

現實際效果，但台星的經濟合作協議卻現在就進行

研究與談判，這將可能使得我國部分廠商在ECFA

中就已受到傷害，待台星ECA實施之後，更有倒

閉或出走的風險。因此政府相關單位不應僅關注

ECFA或一兩項FTA單獨可能造成的傷害，應思考

如何在靜態的經濟模型分析中，建立動態（包括時

序要素）的分析途徑，多方、多面向的探討各種陸

續出現的FTA對我國產業發展的利與弊，並據以制

訂短中長期的FTA談判策略規劃。

此外，我國也應思考如何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基

礎上，創造有利於他國、區域與全球繁榮的經貿

環境。例如，在ECFA與台星FTA的架構下，台、

中、星三方可進行區域連結與合作，創造三贏之機

會與局面。台星雙方廠商均已在中國平潭島投資與

開發，三方政府應更積極的思考如何在此基礎上，

創造更有力的經濟發展機會，三方可從此區域擴大

至全海西經濟區的發展。另一途徑，則是以北部灣

為基礎，加強新加坡裕廊港與高雄港的合作，建立

東南亞的運輸網絡，如此不僅台、中、星三方受

益，我國廠商亦有機會可以進入東協市場。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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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總理官邸、並導致曼谷兩處國際機場因此而封

閉。此事件對泰國的經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不僅沉重地打擊泰國經濟支柱的觀光業，也嚇跑了

原本許多欲投資泰國的外資，而使其轉往其他鄰近

國家。由此可見，地主國的政治穩定度與其是否能

持續吸引外資息息相關。在此方面，APEC在2007

年通過的「投資便捷化行動計畫」(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 IFAP)中，明確地強調了

提升投資環境穩定的重要性應為全體APEC會員體

所應遵守及秉持的原則。為探討非經濟因素之政治

風險(political risk)對外來直接投資的影響，與此因

素對APEC各會員體在提升經商與投資環境所可能

造成的阻礙，本文特此介紹目前在國際學界上針

對跨國投資之政治風險評估的相關概念，並分析

APEC在致力於改善投資環境和降低政治風險上所

作的努力，最後闡述APEC各會員體在此議題上所

面臨的挑戰。

商業投資觀點之政治風險評估

就國際投資而言，政治風險一詞，意指影響外

來投資之商業運作的負面政治因素。學者們使用不

同的詞彙，包括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政治動盪

(political instability)、政治衝突(political conflict)、

政治危險(political hazard)等來指涉大致相同的

概念。政治風險的意涵也因此呈現百家爭鳴的局

面。例如，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教授Henisz定義

political hazard為「政治或政治人物對企業資產價

值、成本、及營收所造成負面影響的威脅。」另

外，此領域研究先驅的Kobrin教授，界定政治風險

為「因政治事件或過程所引發而造成企業管理的

意外事件(managerial contingencies)。」他更進

一步地細分政治風險為兩大領域，首先是政府干

預(governmental interference)商業運行，例如施

加於企業的政治作為及限制。其次則是特殊事件

前言

在過去數十年來，亞太地區已逐漸發展成為全

球經濟的重心之一，其蓬勃的商業活動顯現於龐

大的外來直接投資(FDI)之湧入及眾多跨國公司

(MNCs)的進駐此區域。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大海

嘯的影響，儘管亞太區域的外資流量在2009年呈

現下跌的趨勢，但外資流入的存量仍續上漲。根

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的預測，在

2011-2012年，流入APEC區域的外資可望強勁反

彈，甚至突破一兆三千至二兆美元。此一樂觀的

看法顯示APEC作為帶領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仍可

望繼續維持。倘若此區域的亞太國家能持續致力

於改善總體經商環境，並堅持APEC關於「投資

自由化和便捷化」(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的改革力道，則APEC在2020年期望達

成茂物目標(the Bogor Goals)之亞太地區的自由開

放之貿易與投資，將是指日可待。

然而，影響外資否能持續流向亞太區域，除了

國際經濟結構與區域生產競爭力等因素外，地主

國(host country)政經環境是否穩定而適宜企業設

廠投資，亦是跨國企業在決定其投資地點的重要考

量因素之一。例如幾年前在泰國引發軒然大坡的

紅衫軍(Red-Shirts)事件，其示威民眾包圍泰國國

區域
經貿

論政治風險評估與亞太區域
投資環境之改善

■ 邱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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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events)對經商的影響。學者Root進一步

闡釋政治風險為，在國內或國外之任何可能發生而

對國際商業運作造成獲利或資產損失的政治事件

(例如戰爭、革命、政變、匯率限制、及進口管制

等)。換言之，政治事件如未能對投資環境造成負

面影響，則不算是政治風險。因此，未改變商業環

境的政治波動(political fluctuation)並不對國際商業

造成風險。所以，僅有對經商環境造成負面衝擊的

政治事件或政治動盪才對跨國企業的投資形成風

險。如前所述，泰國在2006年由軍方將領罷黜當

時總理塔克辛(Thaksin)所引發的軍事政變即為一

例。該事件對不僅造成之後泰國政局的連年動盪，

也連帶引發跨國企業對泰國政局不穩而可能導致經

濟發展停滯的疑慮，並進而影響其投資意願。

目前學界關於政治風險因素對外來投資的影

響，大多數抱持負面的看法，認為地主國政治風險

的增加將減少外資的進入。然而，仍有少數的研究

指出外資的多寡和地主國的政治因素並不具統計上

的顯著相關。此外，亦有少數的個案顯示，某些跨

國企業竟然無懼於地主國處於武力衝突下的不穩定

狀態，而仍願意於該地設廠投資。鑑於跨國企業之

產業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造成政治風險的多種

不同因素，兩者間可能產生強度不一的相關性。因

此，就個別產業對政治風險之脆弱性(vulnerability)

與敏感性(sensitivity)的深入探究，則成為進一步

釐清兩者間關係的未來研究方向。另外，就實務上

的投資決策而言，跨國公司在對可能的投資國進行

是否投資的決策考量時，其所進行的政治風險評

估(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可能出現繁簡不一的

極大差距。取決於企業經營的規模、投資案的金額

大小、及其對政治風險的重視程度，某些企業可能

委託專門政治風險顧問公司進行個案評估，或購

買專業的政治風險評估報告(如The 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提供的報告)，抑或僅是簡單地在企

業內部召集少數員工組成任務小組，依靠報章雜

誌、個人經驗、或網路公開資訊所作的粗略評估。

也因此，不同企業對政治風險的反應與應變處理能

力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由於政治風險評估本身是

一項對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進行預測

的工作，因而誤算只可能儘量減少而無法完全避

免，此也致使跨國公司在地主國的投資因政治因素

而導致其蒙受鉅額損失的情事時有所聞。

APEC改善投資環境之努力與挑戰
由上可知，非經濟因素的政治風險對跨國企業

是否願意進入地主國投資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而

地主國的政治風險之高低，除上述討論的因素外，

相當程度上也與地主國的政治民主之成熟度與法治

建制化(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的發展有相當的關

聯。因為成熟的民主制度將確保穩定的政治環境和

平順的權力交替，而法制建制化則使得私有財產權

的保障與法令的一致性能夠持續。此外，地主國如

有族裔衝突(racial conflict)、宗教或地域的社會撕

裂(religion or regional social cleavages)、分離主

義運動(secessionist movement)、或恐怖主義攻

擊(terrorist attack)等活動，皆可能大幅地提高該

地主國的政治風險評等，而致使跨國公司對該地的

投資意願減弱。因此，欲提振外來投資與改善經商

環境，地主國政府在政策面所採取的獎勵外資政策

與在制度面上所必須作的制度性變革，兩者缺一不

可。

無疑地，APEC各會員體多年來在此兩方面作出

了不少努力。1994年APEC為改善經商環境及提振

外資，通過了「非拘束性投資原則」(Non-Binding 

Investment Principle)，確立了透明化、非歧視原

則、及國民待遇等原則。1995年的大阪行動綱領

(Osaka Action Plan)確認了投資為APEC各會員

體必須達成之目標的十五項領域之一。2007年的

「投資便捷化行動計畫」，APEC所擬訂的八項原

則中，除致力於減少政策性的投資障礙及增加外資

政策的透明度外，更多的部分是著眼於提升投資環

境之穩定、財產權的維繫及保護、與相關投資政策

的一致性等制度面上的改進。由此可見，APEC各

會員體在促進外資的作法上，從以往提供短期誘因

的外資獎勵政策，逐漸朝向制度面上的投資環境之

改善來吸引外資。

儘管APEC各會員體在改善個別投資環境與增

進亞太總體區域投資氣候上下了不少功夫，但由

於各會員體間的政經發展程度不一、異質性極

大，各自面對內部不同的政經社會問題及挑戰，

而致使各會員體在促進穩定的投資環境與降低

政治風險上表現不一。根據經濟學人智庫(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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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發表的政治不穩定

指標(Political Instability Index)，針對2009-10期

間的165個經濟體所作的研究顯示，APEC會員體

中有七個國家是高風險(祕魯、泰國、印尼、菲律

賓、馬來西亞，俄羅斯、及墨西哥)，僅有四個已

開發國家是屬於低風險(日本、澳洲、紐西蘭、加

拿大)，其他包括美國、智利、南韓、中國大陸、

新加坡、我國、及香港則屬於中度風險國家。該指

標主要對政府潛在脆弱性(underlying vulnerability)

與經濟艱困(economic distress)兩項類別進行評

估。前者包含了對貪污、動亂歷史、種族歧異度、

所得差異等、少數族裔、政體類型等指標進行評

估。後者則對所得成長、失業率、及個人所得水平

作評鑑。兩大類的評分加總平均後而成為政治不穩

定指標。儘管此指標只是眾多政治風險評估的指標

之一，但其對APEC各會員體所作的評鑑仍具相當

代表性，該評鑑的結果也凸顯了APEC各會員體在

強化個別投資環境及降低外資的政治風險上，仍有

許多空間需要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亞太區域各會員體在改

善經商環境與吸引外資上面臨著許多不同的挑戰。

許多的這些挑戰來自非經濟因素的政府作為或引發

政治風險之顧慮的事件。例如，自今年年初，西方

媒體接連報導中國大陸商業保護主義抬頭，對外資

的管制也日趨嚴格。另外，中國大陸法制化成效不

彰的議題，也影響著外資的持續投資之意願。泰國

連年的紅黃衫軍之政治惡鬥，造成了其經濟前景不

明的窘境。墨西哥政府與毒梟間的鬥爭亦日益激烈

而尚未平息。菲律賓治安敗壞與貪污橫行的問題，

同樣引發投資人對人身安全保障的顧慮。而少數宗

教極端主義者所可能發動的恐怖攻擊行動，則為亞

太區域之投資環境的穩定造成一共同的威脅。以上

所述的現象，並非僅是所列舉當地國的問題，而是

所有APEC會員體所共同面臨的挑戰，因為亞太區

域各會員體間的經貿緊密往來程度，已使得各會員

體的經濟發展更加脣齒相依而相互連動。這些議

題也凸顯APEC在今後致力於結構改革(structural 

reform)與各會員體國境內(behind-the-border)改

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小結

過去數十年來亞太區域憑藉著其極具競爭力的

生產稟賦優勢，一躍而成為全球外來直接投資最蓬

勃成長的地區。然而，由於國際政經環境的變遷

與產業結構的激烈變動，APEC各會員體所在的亞

太地區是否能持續維持其吸引外資的動能，則不

無疑問。隨著APEC各會員體有志一同地揚棄過去

盲目追求GDP的經濟成長，而改弦易轍地以新的

五大成長策略(Growth Strategies)作為APEC所致

力的目標。 APEC的投資便捷化行動計畫也象徵著

APEC各會員體在改進投資環境上，從以往在政策

面上提供激勵誘因來吸引外資，進展到在制度面上

強化外資之保障與增加相關法令之透明化與一致

性，而藉由經商環境與投資氣候的提升來爭取外

資。無庸置疑地，政治風險的考量，不僅對跨國公

司的投資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也是地主國是

否能達成其投資環境改善的重要指標之一。本文

分析指出，APEC各會員體在降低其政治風險與增

進投資環境上，顯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今後，

APEC各會員體如何深化其先前揭櫫的結構改革與

徹底落實投資便捷化行動計畫，並將此改革力道擴

大並深入至各會員體的其他之政治、經濟、社會領

域，以謀求投資環境的長期穩定及外資的持續注

入，則成為APEC各會員體亟待努力的課題。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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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經濟

■ 花佳正

美國推動出口戰略初步
成果之研析

前言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已超過800萬人失去

工作，還有數百萬人的就業並不充分。為此，美國

總統歐巴馬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首次宣佈了

國家出口促進戰略，將動用美國政府的全部資源，

在今後五年內將美國的出口增加一倍，並由此新增

20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政府將成立一個出口促進

內閣，負責策劃及統籌「國家出口倡議」的實施，

由美國國務卿、財長、農業部長、貿易部長、勞工

部長、貿易代表、中小企業署署長、進出口銀行行

長及其他與貿易有關的高級官員組成；此外，還

成立了總統出口促進顧問委員會，由波音總裁邁克

納尼擔任委員會主席，施樂公司總裁伯恩斯擔任副

主席。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辦事處擬推行多項市場

開拓計劃，並運用各種貿易執法工具來達到這個目

標，但沒有就美國與哥倫比亞、巴拿馬和南韓何時

實施自由貿易協定設下限期，且美國政府有意改善

貿易優惠計劃，讓貧窮國家能獲得更多裨益。

美國「國家出口倡議(Progress 
Report on the 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的主要政策

1. 美國將支持並鞏固以法規為本的貿易制度，包

括訂立進取平衡的杜哈回合協議，以放寬農

業、產品及服務這三項核心領域的市場准入。

歐巴馬政府認為，必須提高中國、印度、巴西

及其他先進發展中國家放寬市場准入的透明

度，及確保杜哈回合的結果能為美國企業和工

人帶來市場機會。

2. 在以法規為本的貿易制度下行使美國的權益，

方法包括加強監察和執法，必要時向世貿提出

申訴，集中處理妨礙美國出口的非關稅壁壘，

及全面行使貿易協議中的勞工及環境權益。歐

巴馬政府並希望與主要貿易夥伴，包括中國在

內，來定期進行高層次對話。

3. 強調美國和主要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內地)及長

期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關係，並與區內國家積

極交往(特別是通過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藉此推動美國經濟成長、創造就業並鼓勵創

新。美國貿易代表指出，未來亞太區將於美國

貿易及全球經濟活動擔當更重要角色，美國貿

易代表辦事處會推行多項計劃，務求擴大美國

在該區的商機。

4. 歐巴馬政府將持續諮詢國會、公眾和有關國

家，以處理關於美國與巴拿馬、哥倫比亞及南

韓自由貿易協定的未解決事項；並且鞏固與現

有貿易夥伴如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歐盟的

關係；以及謀求增加現有協議可為美國帶來的

經濟機會和利益。

5. 歐巴馬政府將與願意合作的貿易夥伴採取行

動，通過削減關稅，放寬有利減緩氣候變遷的

創新產品和服務貿易，讓美國能盡快達至節能

減排及環保目標。

6. 鞏固與發展中及貧窮國家的夥伴關係，方法包

括提供技術支援、協助進行以市場及法治為本

的改革等，藉此擴大貿易機會和現有利益。

此外，美國對於金融海嘯後，和中國在貿易衝

突上日益增多，今年美國國會和政府似乎準備對中

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美國一些議員和政府官員認

為，中國千方百計規避國際貿易責任及採取以出口

帶動經濟成長的政策，包括向中國公司提供補貼及

採取有利於中國公司和產品的產業政策，允許人民

幣對美元價值偏低，重視銷路和利潤甚於食品及產

品安全，以及未能有效地保護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

等，對此日益不滿，尤其是由中國的貨幣政策，更

是美中經貿關係的爭執點。

美國政府和業界認為中國在知識產權、產業

政策、貿易權及分銷服務、農業及服務上，仍未

全面履行重要承諾，在另一些範疇則未完全符合

世貿規定及原則，這些問題源自中國採取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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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倚賴過量和扭曲貿易的政府干預以促進或

保護中國本土產業，致使市場開放減慢，貿易制

度諸多掣肘。美國貿易代表表示，中國政府在

2009年已有這種傾向，包括對多類原材料實施

出口配額及出口稅、推行增值稅退稅措施以鼓

勵或不鼓勵某些產品出口、訂立及執行中國獨

有的國家標準、中國政府的採購手法、新郵政

法令本土快遞市場很大部分把外國供應商排除

在外、非正式限制新業者踏足中國基本電訊行

業、妨礙外商提供增值服務、持續限制外商在

中國的投資等。

歐巴馬政府表示，在2010年美國會致力減少

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為達到這個目標，會與

中國務實合作，並繼續通過美中商貿聯委會和策

略及經濟對話機制，推動貿易議程。此外，過去

美國曾透過世貿爭端解決機制，成功解決數宗重

大的雙邊爭議，歐巴馬政府有可能在2010年以

後對中國提出更多申訴案。

美國「國家出口倡議」進展成果

2010年7月7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發表「國家出

口倡議」進展報告，國家出口倡議旨在推動美國出

口增加一倍，藉此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報告中

指出，2010年的前4個月，美國出口較2009年同

期成長近17%，報告的要點尚包括：

1. 提供出口商更多支援

 美國政府正著手加強美國各地及駐海外美國大

使館和領事館中的企業援助中心，以協助美國

出口商，特別是小型企業在新興市場建立據點

並擴展業務。商務部組織了160多家公司共18個

商貿拓展團前往2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首

次內閣級商貿拓展團，於5月15至21日訪問香港

及中國內地，以促進清潔能源、能源效益、電

能儲存和輸送有關的先進技術出口，未來3個月

還會有另外8個商貿拓展團出國訪問。商務部的

拓展中心統計，共協助美國公司爭取國際合約

和其他出口機會，造就約70,000個職位。

2. 便利出口融資

 2010財政年度上半年，進出口銀行向美國出

口商提供的貸款，由59億美元擴增至132億美

元，是2009財政年度同期的一倍多，且向小企

業批核的款項由17億美元增至23億美元，而獲

得進出口銀行貸款支持的美國職位增加近倍，

由61,000個增至109,000個。

3. 消除貿易障礙

 中國自2009年4月起禁止進口美國豬肉和豬肉

產品，原因是擔心H1N1甲型流感病毒傳播，

但美國官員認為禁令缺乏科學根據，因美國和

中國今年在3月達成協議，中國重新開放市場讓

美國豬肉及豬肉產品進口。而歐巴馬政府也著

手處理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尚未解決的事項。此

外，美國貿易代表辦事處向業界發表兩份關於

衛生檢疫壁壘及技術壁壘的新報告，協助美國

出口商開拓新市場。

4. 出口管制改革

 繼續推行出口管制改革計劃，改革包括精簡出

口管制規定，有助加強美國主要製造行業的競

爭力。白宮也公布了一份聲明，說明美國出口

管制體系的四個組成部分都需要進行根本性改

革，應變革為「四個一」，即單一的管制清

單、單一的主要執法協調機構、單一的訊息技

術系統和單一的許可證發放機構。

5. 執行貿易法規

 最近世貿裁定，飛機生產商Airbus接受了歐洲

政府的非法補貼，製造大型民航飛機，預料這

項裁決有助保住美國航空業工人的職位。

6. 促進經濟成長

 美國與貿易夥伴合作，提倡有助經濟持續均衡

成長的政策。

此外，報告中亦說明美國仍著力於全球領

域推動W TO杜哈回合談判；在區域範圍亦積

極參與「泛太平洋夥伴會談」（Trans-Pacif 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期待在經濟活躍的亞

洲市場創造更多出口機會。 

評估今年美國經濟可能走向與成效

全球景氣逐漸回升，國際上幾個主要的經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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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單位也分別對2010與2011年的經濟成長率的最

出最新的調整。由下表的資料可以看出，這幾季來

經濟數據表現良好，各研究機構對於全球今年經濟

成長的預估已不若去年那般悲觀，紛紛上修今年的

預測數據，但受到日前歐洲債信風暴的影響，在情

況尚未明朗的情形下，也小幅修正了2011年的成

長預測。不過無論如何，全球景氣復甦大方向不

變，有助於美國調整國內產業結構、擴大出口。

各主要預測機構對經濟成長率之預測

過去美國以犧牲巨大經濟利益為代價，對中國

實行苛刻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是擔心出口產品和

技術提升中國的軍事實力，要維護所謂的美國國家

安全，但在提振出口擴張的壓力與看好中國市場的

前題下，未來美中仍需要在新能源、高科技、金融

及其他服務領域加強合作，實現優勢互補。而對歐

巴馬政府而言，如何整合美國國內各種不利於對中

國貿易的保護主義的聲音，以及放寬對高科技出口

的一些不合時宜管制，也將深刻地影響美今後對中

國出口市場的前景。

綜合而言，儘管全球景氣逐漸復甦，景氣不再

惡化，但支撐經濟的力道是金融面而非實質面，

這也意味著，美國可能正遭遇1991年以來的第三

度無就業復甦。美國最近一次經濟衰退在2001年

11月結束，失業率也在2003年6月上升到6.3％的

最高峰，但這次金融海嘯引起的工作流失，範圍可

能更廣、時間可能更久，顯示在經濟最終重回成長

軌道時，工作流失的情況將更難改善，加上歐洲的

債信風暴在全球的復甦之路上投下不穩定的因素，

雖然歐盟已經伸出援手，目前情況仍不夠明朗。美

國的「出口倍增計劃」政策雖已獲得初步的成效，

但面對下半年景氣復甦的普遍趨緩，美國的「出口

倍增計劃」還能帶來多大的效益，仍需視歐元能否

止跌、人民幣是否升值，以及亞洲市場的購買力能

否有效提升而定，只要歐洲債信風暴能獲得有效控

制，以及亞洲穩定的成長及新興市場的形成，相信

美國經濟可望在緩步中逐漸恢復。

參考資料網址

1. 香港貿發局，美國商情快訊http://www.hktdc.com

2. 鉅亨網新聞中心http://news.cnyes.com/

3. 財經日報，香港版http://www.businesstimes.com.hk

4. www.ifo.org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研二所副研究員）

IFO全球經濟調查結果    Climate (2005=100)
季/年 III/08 IV/08 I/09 II/09 III/09 IV/09 I/10 II/10 III/10

北美North America 59.4 51.0 46.0 66.9 78.7 85.4 90.4 95.4 88.7

西歐Western Europe 73.4 59.6 52.6 64.5 76.4 89.3 98.3 99.3 102.2

亞洲Asia 71.9 57.9 47.4 69.3 89.5 101.8 108.8 113.2 107.9

資料來源：www.i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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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箱

盟、印度完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交涉，明年也將開

始與中國大陸正式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所以非常明

顯的，韓國已與美國、歐盟、中國等三大世界經濟

中心洽簽自由貿易協定。若日本簽署FTA的步伐落

後於韓國，對於日本汽車、電子、機械等主要輸出

產業的打擊，將無法計算。

美國歐巴馬總統曾經表示：TPP將作為美國

「出口倍增策略」的工具，並且同時作為與中國

大陸自由貿易區分庭抗禮的「下一個世代之FTA模

型」，對於TPP可說態度十分積極，也有相當的期

望。因此，每日JP社論認為：就日本而言，加入

TPP可以改善對美關係，而且也將可強化與中國大

陸和歐盟的交涉，在馬來西亞、韓國、加拿大等多

數國家表明參加TPP談判的意願下，日本若錯過此

一機會，將可能在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中被邊緣化。

每日JP社論最後呼籲：今年11月，美國歐巴馬

總統將赴日參加日美領袖會議，而日本應該在此次

會議之前，整合政治意見，並掌握這次領袖會晤的

機會，表明參加TPP的意願。韓國可以做得到的政

治魄力，日本不應該做不到，而且日本的稻米生產

與美國、中國大陸相較，並不顯得遜色。日本若

繼續蹉跎光陰，繼續囿於農業問題而不參與TPP談

判，將無法強化未來的競爭力。

（改寫自 2010年 9月 21日每日 JP社論）

亞太
政經

■ 編輯部

日本新任經濟產業大臣大畠章宏在今（2010）

年9月19日的NHK節目中表示：「日本需要在跨太

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上邁出第一步。」

自由貿易協定（FTA）是「先下手為強」的制

度，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之貿易會擴大，未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則會陷入貿易困境，遭逢諸

如「一邊是零關稅，另一邊則需要10%的關稅」此

類的貿易障礙。

現今，「FTA競爭」正在上演，對於競爭者來

說，是順水推舟的好機會，不過事實上，日本相關

的努力十分緩慢，農業問題使日本深陷交涉的瓶

頸。雖然民主黨曾經表明會積極推動FTA，可是卻

在參議院選舉前便半途而廢。現在若不改變態勢，

重新反轉攻勢，或許將會留下遺憾。

新加坡、汶萊、紐西蘭、美國、澳洲、秘魯及

越南之間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

談判已經開始，日本對於參加與否也正在觀望中。

每日JP社論建議：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協啟動

自由貿易區，以及韓國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

背景下，日本政府應該緊隨此趨勢，表明即使有很

大的阻礙，也不會錯過參加TPP的機會，而且今年

秋天就是關鍵時刻。

每日JP社論進一步闡述：做為日本鄰國的韓

國，雖然同樣有開放農業部門與否的問題，但是韓

國卻更有政治魄力；現今韓國已陸續與美國、歐

環太平洋合作協定 
利用FTA反轉攻勢

1 請參閱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發表 Cornerstone: A Future Agenda for the U.S.-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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