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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辦企業經商台灣，便利度大幅提升
由世界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 ( In te rna t iona l 

Finance Corporation)聯合編撰，向為國際投資人
與一般投資者重要參考的《2011經商環境報告》
(Doing Business 2011)評比結果顯示，台灣經商
便利度在全球排名第33，比去年的46名上升許
多，也是我國歷年來的最佳成績。有鑑於「開辦企

業」是我國的重點改善項目之一，本期特別摘錄今

(2010)年10月5至6日，由經建會舉辦之「APEC提
升經商便利度國際研討會」中，我國官方與實業界

權威人士針對此一項目的報告，期能讓讀者更加了

解我國在開辦企業上的進步與展望。

經濟部商業司葉雲龍司長：簡化
辦法，急起直追；法規鬆綁，吸
引外資
經濟部商業司葉雲龍司長表示，2008年世界銀

行的開辦公司評比排行中，我國是119名，因此開
辦企業成為2009年推動法規改革的優先要項，由
經建會、經濟部、勞委會、衛生署聯合檢討相關法

規措施，組成「精簡文件，簡化相關程序」與「公

本期重要內容

◎ 開辦企業經商台灣，便利度大幅提升

◎ 信用貸款與金融體系：日台經驗與進展

◎ 前瞻印尼市場

◎ REDD機制初探

◎ 日本參與TPP加速環太平洋的經濟整合

◎ 論G-20首爾峰會政經意涵

◎ 中國經濟崛起對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
（LAC）的影響

司驗資辦法簡化」等兩個專門工作小組，將相關程

序精簡，兩年後終於看到一些具體成果，排名大幅

提升。今年我國的開辦公司排行已進步到29名，
表現很好。

在台灣，開辦企業包含線上搜尋保留公司名

稱，申請經濟部許可，刻公司章，請會計師驗資，

（接下頁）

■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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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更不能只局限於管理或服務，還要創造價

值，並營造共識及參與。幾年前，我國啟用「政府

服務平台」，用數位黏膠把大家黏在一起，並重視

績效報告，每個企業都有一個金鑰。中程上，電子

化政府要做到雲端，這樣中央或地方政府就不需

要自己的資料庫。此外還要進行「服務2.0」，發
展物件導向的服務，提升經商便利度。i-政府工作
的長期願景是要降低紙本的使用，一步一步減量。

過去企業在政府規範下，每年都要交很多形式化的

報告，現在必須要簡化，做很多水平和垂直的整合

因此我們提出企業的e化服務，將前台後台的服務
整合，提供企業最好的服務，目前的服務已超過

220項，研考會並與經濟部一起設計和維持企業服
務網，讓公文的交換和政府公告都數位化。舉例來

說，如果失業了，要看有沒有保險，幾周內就可以

設計一個入口網站，將系統上線，但後續的統整和

創意，則是問題的關鍵。

「越少越好」是電子化政府最終指導原則：除

了降低政府網頁的數目之外，也要強調接續，聯結

產官學。在政府部會中央和政府加起來有七千多個

的狀況下，「精簡」是要達成的最終目標，但做起

來並不容易，非常需要合作和溝通，使政府的組織

文化提升，成為一整個服務團隊。e-化政府不是萬
能的，必須有領導人和政治人物的支持，發展新的

管理人力，用新的方法解決新的問題。不論是精簡

或合作，都要重新劃分工作內容。我國希望對未來

有所影響，需要想像力，也希望與各位學習和分

享。目前我國政府雖然不敢說做得很成功，但是有

很多獨特的經驗，也不斷在改變當中。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蔡朝安律
師：政府需要進一步鬆綁，讓環
境更加友善法治化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的蔡朝安律師，則分四部

申請勞保勞退等步驟。2009年企業開辦原本需要
48天，現在只需要23天的時間。
經濟部在這兩年內做了一些努力。搜尋保留公

司名稱是首要步驟，公司名稱沒有獲得核可，就不

能進行後續程序，所以這很重要。台灣有發達的資

訊科技，凡是跟公司名稱、營業範圍的查詢及保留

都可以在線上完成。所需的時間縮為一天就可以完

成。

透過e化服務，公司名稱、營業範圍的查詢及保
留都可以在線上完成，政府分五個階段陸續完成這

個線上的服務設置。2007年開辦線上申請服務。
2008年開放企業名稱和營業範圍線上搜尋系統並
簡化公司名稱搜尋與保留程序。2009年發送e化收
據。2010年發送線上核可函系統。只要完成公司
名稱，保留線上核准相關程序，我們就會製作電子

簽章和文件格式，寄回核可函。

以葉司長個人參與公司登記資本登記法規的修

法過程為例，根據規定，修改後，原本會計師驗資

必須在申請時附上，現在因為能後補，所以登記時

間可以在一天內完成，經濟部將公司登記所需的時

間從三天縮為一天，另外也修正申請商業執照及稅

籍編號的相關法規，在2009年廢止營利事業登記
證。此後，公司登記獲核准，就可以得稅籍編號，

經濟部會將文件發送稅捐單位，這樣開辦企業的時

間就縮減了七天。此外，公司名稱核准費用、原有

最低資本額限制，以及公司法100條及156條下的
股份和有限公司的資本限制，都在2008年一月開
始取消，公司法第7條與第10條也在立法院研擬修
並等候通過中，讓驗資報告可以在公司登記後補繳

即可。葉司長表示，目前還有很多有待努力的工

作，會持續檢討法規程序，繼續努力。

研考會資訊管理處何全德處長：
「越少越好」是電子化政府最終
指導原則
研考會資訊管理處何全德處長表示，資訊產業

可以推動經濟成長，現在和未來都是如此。資訊科

技已成為很重要的平台，因為有科技，二十年的工

作可能在兩年內就能完成，並且節省成本和時間，

讓更多人使用。

我國希望透過資訊科技在全球更有競爭力，並

有下列目標：一、繼續推動金融法規鬆綁。二、為

中小企業營造好的環境，尤其是輔導新創企業和女

性開辦的企業。鑑於將性別納入主流的重要性，所

以政府將特別輔導女企業主。

儘管電子化政府與網際網路並非萬能，但是電

子化服務可以讓服務和變革更簡單更有效，改變人

民企業和政府的互動關係。根據世界銀行研究，開

辦企業時需要名稱登記與稅籍登記等電子服務，去

年我國公司報稅已有67%於線上完成，個人線上報
稅的比率也已達80%以上。
目前政府正進行具有「智慧、創意和立即性」

的「i-政府工作」。開辦企業不僅是讓時間縮短，

經濟部商業司葉雲龍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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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報告開辦公司的實務層面：第一，政府在開辦企

業方面的成就和排名。第二，台灣開辦企業的流

程，目前主要的規範和政府管理，有些適用所有投

資人，但對外資和陸資有另外規定。第三，近年來

的法規鬆綁。第四，結論。

台灣是好地方，是跨國公司很好的跳板，與亞

洲國家相比是有利商業發展的經濟體。政府做很多

努力來提升台灣的競爭力。首先：兩岸直航，過去

業界要到對岸去很麻煩，從台北到上海要五個小

時，很浪費時間。跨國公司若在兩岸都有企業，就

不會在台灣設總部，新政策下有直航將能改善現

況。

過去有產業升級條例，提供很多租稅優惠。現

在被廢除，新法規強調台灣科技創新，營利事業所

得也降到所得的17%，過去比香港高，雖然可以透
過產業升級條例抵銷一部分，但是政府發現過高之

後，就將之從25%降低到17%，以提升台灣競爭實
力。兩岸都是WTO的會員，ECFA的簽訂讓兩岸經
濟關係正常化，帶來更多機會。

政府設置了投資台灣服務中心，希望以此吸引

外資投資。這是單一窗口服務，讓企業跟相關主管

機關溝通，讓開辦企業便利化，更方便外資投資。

今年，台灣的整個商業環境排名提升，這些都是排

名進步的證據。

在開辦企業的程序方面，台灣長久以來歡迎外

資，外資也是台灣資本市場的重要來源，但還是需

要政府核准。核准過程有兩個重點，第一確定是不

是陸資，第二是不是在限制或禁止投資項目內。其

他就跟台資規定一樣。過去會計師扮演重要角色，

要按相關法規檢查，進行簽證證明資本已經實付，

但現在不需要這個步驟了。

近年來政府不斷鬆綁相關法規，雖然外資還是

需要形式上審核，但已經精簡許多。公司和企業執

照廢除和營業所得稅降低，讓整體環境好很多。

有關陸資限制方面，過去陸資或大陸企業過去

不能在台投資，但去年部分解禁，政府開放204個
項目。開放三種投資，第一，大陸公司，第二，

非陸資公司但有30%陸資，第三，非陸資外國公
司，但由陸資控股。現在經濟部通常在陸資公司要

45天以上審核時間。要如何更有效率，還是政府
的考驗。

在廢除最低資本要求方面，過去必須有真正的

資本投入，行之有年，到最近才廢除。2009年最
低資本額已廢除。雖然廢除限制，但是主管機關還

是要求有真正實付資本來支付開辦費用。廢除資本

要求有助於精簡化，但可能造成空殼公司，也不一

定能保護債權人。為避免這樣的狀況，可能要提升

大眾對此議題的認識。

有關會計師驗證報告，過去會計師的驗證報告

在申請時就要付上，確定有足夠資本支付開辦費

用。會計師報告在一些國家不需要當附件呈上，因

為可能會讓沒有深入了解公司的投資人太依賴報

告，所以沒有這份報告會刺激股東更主動深入了

解。

政府不能核可的公司名稱，包括已經有人用的

名稱。未來，是不是沒有營運的公司，在一定時間

後可釋出名稱呢？現在商業名稱沒有包含在公司名

稱的搜尋系統裡，所以還要調整。

企業效率很重要，但環保也很重要，才能吸引

更多外資。最近我國法院曾有一判例，禁止一間重

要的高科技公司的重大投資案，且要求必須重新進

行環境評估。

報告末尾，蔡律師認為，為了吸引更多外資，

政府已設立了投資台灣中心，但是要和其他亞洲國

家競爭，政府還需要更進一步鬆綁，讓環境更法治

化，更友善。

研考會資訊管理處何全德處長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蔡朝安主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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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貸款與金融體系：
        日台經驗與進展

金融
發展

■ 編輯部

資金是企業營運的血脈；血脈是否健康暢通，

賴於金融體系的延伸與監理。本期特別刊出今

(2010)年10月5至6日，由經建會舉辦之「APEC提

升經商便利度國際研討會」中，日本與台灣金融界

專業人士針對兩國中小企業之信用貸款取得、信用

評等機構之定義、功能與營運，以及我國金融體系

發展概況的相關報告，希望能讓讀者更加理解日台

金融體系的現況與發展。

日本三菱東京UFJ銀行：推動動
產抵押貸款，鑑價處分仍待努力

日本三菱東京UFJ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宿輪純一先

生表示，過去十年日本GDP增長的數字顯示經濟

狀況很不好，而這十年也被稱為日本「失落的十

年」，但一系列的改革計畫已在施行，其中很多是

針對中小企業提供支援。

目前日本已經在施行銀行推動法，包括為中小

企業設計的動產擔保。2007年也開始實施銀行關

係促進法，希望強化新創企業的支援，與客戶支援

的功能，以刺激中小企業融資計畫，此外也積極活

化企業和活動，開發各樣的體制向客戶解釋如何取

得信貸並強化諮詢和處理客訴的功能，並開發相關

人力資源。開發融資計畫的同時，日本銀行每年也

要就此接受相關檢查。

最重要的變革是增加貸款，但不過度仰賴抵押

品。2005年日本修改動產擔保利益登記法，過去

日本銀行只相信不動產做為抵押品，擔保就是人來

作保，但是修法後諸如食品的部分，例如肉類、加

工水產品等等，以及存貨和工廠設備(電廠，機械

設備和工具)，專利及智慧財產權都可抵押，而且

未來會越來越重要。這是很大的改變，但「難以監

控鑑價」與「抵押品處分問題」仍待解決，尤其在

抵押品處分方面，由於過去銀行不知道怎麼處分動

產，企業主也排斥使用動產進行抵押處分，但動產

抵押卻是協助中小企業的好方法。每一個銀行的標

準不盡相同，要合作才可能成功。

現在日本動產抵押貸款的數量有所增加，但是

總量並不太大，成長相當緩慢。另外，日本的金管

會也不斷監控案件的數量，每年根據法規檢視。總

的來講，日本動產擔保趨勢是跟著美國走，未來希

望能達到美國的規模。美國做得到，日本應該也可

以跟上，且日本的中小企業以後應該會多多利用動

產融資。

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規
實質上已完備，放款占GDP額度
高，特案幫助中小企業取得信貸

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桂先農局長表

示，台灣目前有3682家銀行分行，有一定的外資

銀行，其中也有1300多億的營業額，總共本地銀

行放款金額6200億美元，也提供動產不動產的放

款。目前我國的放款占GDP達140%，其中中小企

東京三菱UFJ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宿輪純一先生 金管會銀行局桂先農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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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放款佔90%以上，所以政府成立信保基金幫中小

企業取得資金，金管會也從1994年起，即特別幫

助中小企業取得信貸。

金管會銀行局劉燕玲科長則就我國在世銀報告

中，取得信貸項目下有關法定權力的排名、我國金

融體系的深度與相關監理法規，以及我國動產擔保

交易法和實質上銀行業如何幫助中小企業取得信貸

等層面，進行報告。

依照世銀評比的結果來看，國家擔保利的優先

權佔GDP的比例似乎是越高越好，在這點上可證

明我國的金融市場非常活躍，私部門仰賴銀行信

貸。取得信貸的指標有「法定權力」與「信用資

訊」等兩個次指標。我國在法定權力方面的缺陷總

共有六個項目，問題主要落在「浮動擔保」與「法

庭外協議制度」上。然而從法律角度來看，有關浮

動擔保不足方面，一來世界銀行採用的融資評比方

式可能不適用於我國的體制。再者就信用資訊而

言，儘管我國沒有統一的動產登記制度，但由於我

國最常見的動產擔保是車輛，而目前交通部有專門

的車輛登記資料庫，所以我國仍然可以說是有實質

上單一集中的動產登記制度。有關「法庭外協議制

度」方面，雖然目前我國並無明文允許雙方在法院

外達成協議，但是在目前的動產擔保法律內，卻有

實質上可在法院外達成協議的規定。

在管理擔保利益的相關法規方面，我國主要以

民法和動產擔保交易法規範。我國的動產擔保交易

法是第一個把海洋法引進大陸法體系的法規，施行

已經有四十年。為保護交易安全和適應工商業資金

融通的需要，動產擔保交易法的抵押與國際貿易融

資類似，而與民法的抵押不同，其特性有三：一、

幾乎所有動產都可以列入標的物，二、動產不移轉

抵押，三、所有權和支付的款項有一定相關。擔保

利益則在民法和動產擔保交易法裡都有規範，分為

contribute、joined、mixed等三種成品，擔保權力

亦衍伸及於這三類。

劉科長並具體說明信貸的取得與使用：就用個

人資產取得信貸方面，一般消費者常使用動產抵

押。銀行要貸款給A可以用車輛做擔保品，又取得

抵押的錢，這就是常用的附條件交易，但有時這類

規定不一定真的行得通。如果取得貸款購買原料，

就可以使用信託佔有，債權人取得這些信託動產的

佔有權，將資金提供給債務人。原料可以用來融

資，但是銀行還是可以取回標的物，這類機制有些

像美國普通法的浮動擔保。動產擔保交易的統計數

字是跟交通部取得。案例中，動產抵押大多牽涉到

汽車。設備原料部分要跟中央主管機關就是經濟部

進行登錄。如果位於高雄市，就跟高雄市政府登

記，因為高雄市有出口交通區，所以信託佔有是最

好的方法，件數很多。在台北，動產抵押是最常見

的動產擔保交易。金額來說動產抵押最多，倒是信

託占有在台北件數不多。

登記制度則類似美國的完備制度，不過我國目

前係根據動產類型資產類別分開登記，登記機關則

由行政院來訂定資產類別和地點登記，一旦登記就

可以透過公告讓外界知道，沒有統一的名冊。有關

執法程序部分，雖然世界銀行認為我國沒有法庭外

的和解程序，但是實際上我國法庭外的協議程序係

以強制執行法為根據。

準此，我國動產抵押動產交易法已經非常完

備，金融環境非常好，取得信貸相對容易。

我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風險分析
部：信用機構應該善盡保護責
任，教育各金融機構與消費者

我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風險分析部林思惟代經

理則就聯徵中心的功能與評等方式，進行簡介。做

為提供金融資訊給金融機關的單位，金融市場的信

用資訊機構是協助借方更了解貸方的重要角色，使

金管會銀行局劉燕玲科長 聯徵中心風險分析部林思惟代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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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關能在對的時候找到對的客戶，做放款決

策、風險定價、客戶管理時能夠更有效率。根據

IFC的調查，信用機關能降低30%到40%的交易成

本，在信心市場發揮重要的作用。

信用機構有公營和私營兩種，私營的與借方密

切合作。很多國家雖然雙方並未聯繫得很好，但是

資料整合能夠創造相當多的利益，讓借方取得單一

窗口的服務。法金和個金的整合更重要，要有足夠

資料才知道風險的大小。台灣聯徵中心資訊非常充

足，中小企業和個人的評等分數資料都很有系統地

儲存，方便取得與使用。

信用評等分數是將貸方資料提供給借方最好最

快的方法。舉例來說，聯徵中心評比分數的資料包

括公司的基本資料，登記字號公司類型，產業別，

以及信用資料，查詢狀況，信用類型等等，並可能

納入財務報表、週轉率現金流、非銀行借貸資訊

（如收入與各項繳款的記錄），以及業主的信譽等

等。根據這些資料，聯徵中心用科學的方式做統計

分析，化成一個分數，分數高表示風險低，很容易

了解，運作下來也比較便宜省事。

金融危機之後，信用機構受到很大的挑戰，要

不斷回答各界各式各樣的問題，會員的要求也越來

越多元。儘管傳統的認知上，信用機構是在幕後監

視大家的老大哥，但其實不然。信用機構應該善盡

保護責任，教育各金融機構不應該忘記風險，借錢

給不該借的人，也要教導消費者。

我國銀行公會：資訊系統管理與
分析應更上一層樓，建立完備金
融制度

我國銀行公會楊枏秘書長回顧了台灣金融市場
的競爭力和發展，以及個人和企業取得融資的狀

況。過去台灣多數銀行是公營銀行，政府在放款

市場的市佔率超過60%，有單一定價能力，報酬

也很高。1991年起，台灣面臨一個銀行的競爭時

代，開放新銀行設立，到了1993至2010年，民營

銀行增加，競爭激烈，報酬率急速降低，2002、

2006、2008年的銀行報酬率甚至是負的。由於我

國仰賴出口及製造業，所以金融服務本來主要提供

給中型企業，後來政府發現中小企業扮演重要的經

濟角色，遂於1974和1984年創立中小企業基金，

之後又成立金管會，主要鼓勵本地銀行放款給中小

企業。這樣實施下來，台灣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的

金額和比例增加許多。隨著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累

積財富越來越多，因此消費金融的獲利越來越好，

銀行針對個人放款也逐年增加，整體而言，在我國

取得信貸越來越容易。

好的信用資訊系統可以降低銀行風險。有關我

國的信用資訊與評等系統方面，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成立已久，因此累積了很好的資料，有量

化的工具有效提供最新和最正確的數據和資料，此

外由於系統封閉，安全性很高。我國也有私營的信

用資訊組織TEJ，分析產業界的資訊，給予上市公

司信用評分。有關信用資訊指數方面，在我國體系

內，由於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受的監理不同，所

以資訊如果互通，可能造成監理的困難，以及個人

資料外洩的問題。

在預防中小企業信保制度遭濫用的方面，我國

的制度主要是透過商業銀行中小企業基金的合作。

中小企業要借錢，透過信保基金借錢，就要找商業

銀行提出申請，達到信保基金的各項要求，商業銀

行根據這些標準審查貸款申請案，如果中小企業獲

得核可，商業銀行就會把資料送給信保基金，後者

做複查後若的確符合，才能得到貸款。如果借款沒

有成功，產生的損失由商業銀行和信保基金來共同

承擔。這是很嚴格篩選的制度，目前的狀況也很

好。

楊秘書長並提出幾個建議：我國金融市場成

熟，因此中小企業容易取得信貸。聯徵中心應該維

持目前制度，或學習日本，以加強對個人和企業金

融資訊的保護。聯徵中心應該逐步引導銀行以電子

檔案方式提供客戶資訊。聯徵中心也可以提供銀行

最好的資訊來做信用分析，作法還須更多討論。此

外，信貸評分應該考量其他因素，例如中小企業取

得信貸的制度，無形資產的交易平台等等，讓評分

更為客觀。最後要加強個人和企業獲得信貸的關

鍵，就是建立完備的金融制度，將Basel III列入我

國的監理規定中。

銀行公會楊枏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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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印尼市場國際
經貿

東南亞地區成長前景最為看好的
國家

印尼是全球最大群島國家，人口約2.4億，全球
排名第四，其中約87%人口信奉伊斯蘭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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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天然資源豐

富，棕櫚油和天然橡膠產量世界排名第一、第二，

石油、天然氣、煤、錫、鎳、銅等礦產蘊藏可觀。

由於印尼和巴西一樣，都是原物料出口大國；加上

擁有豐沛年輕勞動力，積極改善基礎建設，爭取外

資投資，因此日本BRICs 經濟研究所看好印尼經
濟發展，把她與越南、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並列

閃亮五國“VISTA”。另外，國際著名智庫EIU更
把印尼和哥倫比亞、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並

列為新興市場的「靈貓(CIVETS)」，成為國際投
資人的投資標的之一。

目前印尼是東協10國最大經濟體，近5年來其經
濟成長率都在4.5%~6.3% 之間，2010年預計將有
6.3%的水準，是東南亞地區成長前景最為看好的
國家。在這一波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下，印尼則是

少數經濟正成長(6%)的國家，因為其人口規模大
的「人口紅利」和強勁的內需是經濟持續成長的主

要動力。印尼政府為了推進產業振興，已在全國各

地區規劃6個經濟走廊，並且已規劃明(2011)年擴
大基礎建設支出20億美元，推行利用優化天然資
源，減少過份依賴石油，並增強市場競爭能力，帶

動經濟進一步成長。

消費者信心指數居全球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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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內需市場龐大堅實，民間私人消費又占GDP
的61%，未來市場發展潛力龐大，因而又被視為
繼「金磚四國(BRICs)」之後的第五塊金磚國家。
特別是，印尼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谷底翻身，

又安然渡過這一波全球金融海嘯侵襲，近來更參與

世界二十大國家(G20)領袖高峰會，2013年還將主
辦亞太經合會(APEC)年會暨領袖高峰會，國際經
濟地位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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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從市場面來看，過去印尼民眾收入低，壓抑

對家電、汽車和化妝品等重要消費品的需求。兩年

前印尼每人平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此為名牌
和耐久財等消費品普及化的臨界線。現在印尼人均

GDP已超過3000美元，預估到2014年將達4000美
元，屆時已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堪稱是「中產國

家」，其消費能力將大幅提高。國際著名消費者行

為研究機構Nielsen Media Research的調查指稱，
2009年印尼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居全球榜首，由於
印尼是一個內需導向大過外銷導向的國家，但印尼

的製造業尚未能完全滿足內需，相當有利於外國商

品拓銷當地市場。加上印尼境內零售市場正在蓬勃

發展，更加速推動進口需求，也提供台灣商品拓銷

的機會和市場標的。

龐大中產階層帶動內需商機

    印尼人口的15%屬中產階層，約在8000萬到1
億人之間，龐大中產階級帶動內需商機。印尼的中

產階層偏愛節能家電（如電風扇、冰櫃、空調、彩

色冰箱、洗衣機、液晶電視）、汽機車、資通訊產

品、手機、無線電設備、流行電子電氣產品、生技

產品、健康食品、美容和化妝品、文具和禮品等，

相關商品的市場需求旺盛，眾多現代化購物商場在

各大都會區湧現。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政府自2011年起將擴大資
本開支，發展交通運輸、建築、都市發展、節能減

碳、水資源維護等，因此相關設備機具、建材五

金、塑膠產品、節能和汙染防治設備產品、生技技

術和服務、汽機車零配件等都有很大需求，台商可

積極去拓銷當地市場。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

最近我國經濟部長施顏祥率領百位產官學代表團，赴印尼進行招商，並考察當地投資環境和市場機

會。由於印尼在這一波全球金融危機下屹立不搖，加上其2億4000萬人口的龐大內需市場，支撐著其

經濟不斷成長，並被視為第五塊「金磚」國家。本刊特地刊登「前瞻印尼市場」一文，以饗讀者。

－編按

■ 吳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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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毀林及森林破壞造成的
溫室氣體排放(REDD)」機制初探

環保
焦點

■ 陳威仲

Defores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D)案，
要求UNFCCC的減碳補償機制，必須包含森林保
育工作減少的碳排，並提供適當的經濟誘因，以鼓

勵保育活動與即時的減緩行動，避免各國因森林保

育工作未納入現有之減排計算，而漠視相關工作的

重要性，這項倡議獲得學術界及許多與會國家的支

持。

2006年，巴西在羅馬召開的研討會提出「自願
性REDD基金」案，進一步要求UNFCCC不應因
發展中國家加入REDD而增加其未來的減碳責任。
經「附屬科學技術諮詢機構(SBSTA)」研議及兩次
高階研討會後，第13屆締約國大會(2007)所公佈的
峇里島路線圖，成為UNFCCC第一次納入REDD
的官方文件。

去年所公佈的哥本哈根宣言更重視REDD，並具
有兩項特點。首先，哥本哈根宣言所稱之REDD指
的是較巴里島路線圖更積極、完整的REDD-plus。
再者，相較於宣言中其他概念性的論述，REDD-
plus是更為具體的減緩方案，這顯示REDD-plus在
目前發展「後2012國際氣候協議」的進程中，已
取得廣泛的共識，並將在未來減碳計算及財務機制

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REDD與REDD-plus的理念與意
涵

REDD意指將森林保育工作納入全球氣候減緩行
動的市場機制。因此，REDD的興起正標示了全球
碳經濟時代的來臨。

1 碳匯意指具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功能的物體。
2 預防人類活動危害氣候系統⋯並確保糧食生產(第二條，UNFCCC)。

近年來，保存森林逐漸受到重視，尤其是針對

熱帶雨林及植被的保育工作，已成為全球性氣候變

化減緩行動中，刻不容緩項目之一。熱帶雨林面對

的首要威脅即是快速興起的工業化及全球經貿活動

所引發的開發行為，包括砍伐原木、廣闢耕地以

及道路修築等，皆造成森林大規模的消失。對全

球減碳工作而言，森林破壞最直接的影響是碳排

放的增加，以及碳吸存量(Carbon Stock)的降低。
IPCC(2007)表示，森林相關的經濟活動(17.4%)已
成為能源供應(25.9%)及產業部門(19.4%)之外，全
球第三大的碳排放來源。

此外，森林的消失及破壞也造成環境功能的流

失，例如生物棲地、水土保持，以及氣候調節作

用，威脅當地社群及原民部落的生存條件。因此，

Ross Andrew Clarke (2010)認為，根據UNFCCC
對碳匯(Carbon Sink)1的既有定義，保存森林不

只是消極的保育工作，更應被視為削減碳排放源

(Source)、增加全球碳吸存量等減緩行動的積極
作為，REDD的倡議代表著國際社會將森林保育工
作，納入全球氣候治理框架的具體訴求及行動。

從RED到REDD-plus
雖然京都議定書對於森林保育，以及碳排放部

門補貼訂有相關規定及說明，但最終REDD並未納
入。2005年，在第11屆締約國大會上，巴布亞紐
幾內亞與哥斯大黎加代表雨林國家聯盟(Coalition 
for Rainforest Nations)提出「減少發展中國家毀
林的溫室氣體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去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在哥本哈根召開第15屆締約國大會，會後只公佈具共識
性的哥本哈根宣言(Copenhagen Accord)，並未達成具約束性的決議或行動計畫，但即使如此，建立
後2012氣候變化法律框架依然是各國努力的方向將於11月29日在墨西哥坎昆召開的UNFCCC第16屆
締約國大會，也同樣希望在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到期前，制訂後京都時代的全球氣候行動。在氣候
變遷的討論及行動當中，哥本哈根宣言中曾三次提及的「減少毀林及森林破壞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機制，正預告著此一市場機
制將在後2012全球氣候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為瞭解REDD在全球氣候治理發展中的角色及影響，本文將針對REDD進行初步的探討，分析其功

能、規劃設計、及對全球氣候治理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外，希望本文也為國內「碳中和」工作，提供

不一樣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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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及早因應及行動、減緩森林快速的流

失，並達到UNFCCC減緩氣候暖化的目標2，學術

界及許多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即不斷強調，保存森

林以及避免森林破壞的成效必須列為氣候減緩行動

的項目，尤其在計算碳排放時，應加計森林保育所

貢獻的減碳效益，避免因氣候碳排放公式設計的不

周全，降低氣候減緩行動的成效，此概念逐漸演變

成今日的REDD。簡言之，REDD主張減碳量的計
算不應只包括經濟活動(工業、能源)的減排，也應
加計未砍伐森林的減碳量。

REDD-plus在REDD的基礎上，將認許範圍
進一步擴大，納入森林的永續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s)以及森林碳存量的提
升(Enhancement of Forest Carbon Stocks)兩
項工作。換言之，透過森林的永續管理、復育

(Restoration)及造林(Reforestation)所「增加的」
碳匯量，亦應視為減碳作為，併入減碳量計算。

REDD-plus主張保育森林應具有「減排」及「增加
碳匯量」雙重效益。

REDD在UNFCCC中被廣為接受，除顯示市場
機制在未來氣候減緩及適應行動的重要性之外，

至少還具有三項重要意涵。首先，REDD跨接全球
氣候討論中的兩大陣營，意即在全球政經體制下的

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南方陣營，以及工業化國家(北
方)；在UNFCCC下則可概分為附錄一及非附錄一
國家。對於全球氣候談判而言，最大的癥結點之

一，即為兩大陣營的立場及價值不同。北方強調自

由市場機制以及國家安全，不願見到減碳目標以

歷史責任訂定，損及現有的經濟繁榮；南方則強

調減碳目標必須符合公平及正義原則，氣候減緩

行動不應限制開發較遲之地區的經濟發展(Chen, 
2010)，南-北雙方的折衝則形成今日的「共同
但具差異的責任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則。

REDD的演進、倡議及近年來所受到支持的歷程
顯示，REDD是在強調的北方以及主張經濟應持續
發展的南方之間，利益轉趨一致的共識基礎，也形

成將來國際間協商的起點之一。此外，REDD所指
的森林多分布於赤道附近，大部分屬於發展中國家

或未開發區域，當REDD將土地利用議題與全球氣
候框架連接的同時，一個南北雙方發展技術及對話

的平台也逐漸浮現。

其二，REDD彰顯環境保育的經濟價值，其深層
意涵在於挑戰傳統經濟指標的秩序在面對氣候變遷

的有效性。並試圖為全球氣候變遷所提出的問題--
「如果今日的經濟發展將導致災難與毀滅，則經濟

秩序該如何重建?」--提出可能的答案。
REDD主張溫室氣體的控管之效用及於人類全

體，故全球社會皆有建立法規與協議，實現相關

行為之市場價值的責任。REDD因此成為建立全球
碳經濟秩序的關鍵，也代表後者與傳統經濟模式

的差異。在發展市場機制的同時，REDD也與其
他碳市場的設計連結，例如潔淨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及限量管制與
交易(Cap and Trade)等，共同營造出多層次的碳
市場結構。

第三，REDD揭示未來氣候減緩科技的一大方
向。市場機制的導入將具有指導技術研發及應用、

建立新興氣候產業、促進既有產業轉型等功能。同

時由於REDD計畫要求公、私部門及NGO間的協
同合作，因此將提供地方發展所欠缺的政策及財務

誘因。REDD將直接挹注的技術領域包括：監測計
算、農業種植、森林復育、土地利用等，並將擴及

其他的周邊領域，包括：風險監控及管理、新金融

商品、碳權交易及市場等。

爭議
REDD(及REDD-plus)的設計雖具有上述三項開

創性的意義，但REDD計畫仍存有相當爭議性，現
有的問題包含：1)度量方法及定義的不足；2)法規
保障待提升；3)當地社群參與及社會包容性的強
化；以及，4)貪汙惡化問題。
首先，在推行REDD計畫時有許多技術問題尚

待克服，尤其是必須大幅提升森林流失及破壞狀

況的監測技術。此外，REDD背後意涵為環境品
質可以貨幣計價，也就是採取了所謂的人類中心

(Anthropocentrism)或經濟中心(Econocentrism)立
場，因此無可避免的，將直接面對反對功利主義的

批判論述，例如生物中心(Biocentrism)學派。
簡單來說，許多環保學家認為人類長期以來

過度強調市場運作，才是在成今日經濟活動不永

續的主因，僅計算環境的利用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將忽略環境無法被量化的外部效益，無助
於阻止人類步向滅亡。REDD試圖利用看不見的手
(市場機制)消除踐踏大地的腳印(碳足跡)，無異緣
木求魚，甚至將加速人類社會對環境的剝削。

REDD主張用碳吸存量做為森林的訂價，則其
他的環境價值，例如生物多樣性將被忽略，森林

涵養水土的功能因與排碳無關而被漠視，原生林

(Primary Forest)更可能因碳吸存量較低，而於碳
價格上揚之際，被人造林快速取代。森林也由於

REDD的「訂價」效果，成為可與其他經濟選項
(例如耕地與廠房)比較的「商品」，砍伐林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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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能受到商業考量而日趨嚴重。如何將外部環

境效益的內部化，已成為發展REDD機制的一大挑
戰。

法規的不確定性是推動REDD的另一隱憂。
Clarke 回顧印尼的Ulu Masen計畫後表示，由於與
許多碳交易機制掛勾，所以REDD的發展急需法規
制度對碳財產權(Carbon Property Rights)以及土
地權(Land Tenure)的定義及保護。然而相關法規
工作的訂定，除了因為許多目標國家的法規制度並

不完備外，碳排與其他財產型態不同更加深立法的

困難，再加上REDD兼具國際及國內性質，如何加
速國內及國際間的立法配合以保護碳財產所有權

(Ownership)、後續衍生的交易行為及市場機制，
是未來推動REDD的重點觀察。
誰的森林？誰的碳？以及誰的錢?是REDD的

第三項爭議。「國家」是目前UNFCCC認定參與
REDD的基本主體，而非地方政府、生態區域或
當地的社區/群。因此對於碳補償款項的歸屬與利
用，以及土地管理的決策過程，必須要進行更廣

泛的討論。尤其在某些國家，因民主化的進程差

異，當地社群，尤其是原住民部落與弱勢族群，

常常被排除在政策制定過程之外，伴隨REDD而來
的商業利益可能加深「鄰避 (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及「地方上不喜之土地利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 LULU)」現象、惡化族群對
立，甚或導致社會不安與衝突。由此可知，REDD
不只是經濟問題，在推行的同時也必須兼顧相關政

策及計畫的社會包容性，保障當地社區及弱勢族群

的權益，計畫的執行細節及訂定也必須保持透明，

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也必須能合理地提供當地土地利

用及經濟活動。

同時，REDD計畫往往涉及鉅額的商業利益，例
如挪威政府每年投入六億美元支持REDD倡議。有
鑑於此，REDD-Monitor組織提出警告，在REDD
提供大量的金錢及商業利益之際，某些區域及國家

可能因貪污橫行以及法規不完備，衝擊當地的傳統

社會並惡化官僚制度的貪腐程度。Brown(2010)更
認為，能否成功降低REDD中的貪污誘因，將是未
來國際社會順利推動REDD的關鍵。

結語
展開氣候減緩及適應行動是人類社會之所必

需，而REDD等市場機制必將在後2010年全球
氣候秩序佔有一席之地，我們面臨的不是要不要

REDD的選擇，而是「該如何？」以及「如何儘快
推展？」的難題。綜上所述可知，推動REDD工
作，除了追求市場機制的建立，更要兼顧社會包容

性及生態永續性，並且必須盡力避免碳源及碳匯錯

置(Dislocation) 的情況發生。
何謂錯置？日前，筆者參加了碳管理經驗交流

研討會，協辦單位宣佈其辦公場所已於今年達成碳

中和目標。然而，這些在台北都會區所產生的二氧

化碳，於碳排量計算完畢後，卻因為國內欠缺相關

法規及機制，無法尋得國內的碳權進行補償，最後

只能購買巴西的碳信用來達到碳中和目標。這個案

例顯示，私部門及公民社會的環境行動，仰賴政府

及早建立相關機制及法律框架，同時政府亦應藉

「碳」所衍生的財務誘因推動產業轉型，刺激綠色

產業的成長，創造雙贏。否則，在喊得震天價響的

節能減碳口號聲中，在台灣排碳，在巴西種樹的矛

盾場景，將不斷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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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參與TPP加速環太平洋的經濟整合
多數民眾受惠 達成協議須彈性

國際
政經

■ 翁淑婷編譯

11月13、14日於橫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領袖會議開幕前，菅直人政府的執

政黨民主黨內已針對加入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

（TPP）展開激烈討論。包括美國等太平洋兩岸9

個國家，部份已加入TPP，部份則仍在討論中，該

議題不僅對日本、對環太平洋區域，以及全世界都

有廣大的影響。

日本若能做出正面回應，美國將會相當歡迎。

1994年於印尼茂物舉行的APEC領袖會議上，各國

家／地區的領袖提出將真正地落實亞太經濟整合。

日本加入TPP的討論，可望對茂物宣言產生新的刺

激。

茂物的崇高歷史構想，光環至今仍未褪色。缺

乏亞太經濟的活力，將難以想像世界的和平與繁

榮，但在橫濱APEC領袖會議齊聚一堂的各國家／

地區的領導者，都感覺到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合作

較數年前更加困難。

其原因昭然若揭。包括全球金融危機後，已開

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角力關係的變化，以及近

來發生的政經齟齬。

亞太經濟整合有利於該區域所有的國家／地

區，並對防止亞太地區的分裂具有重要意義。重返

茂物構想，為經濟合作建構更穩定的機制，將是邁

向整合很好的開始。日本加入TPP應可成為助力。

參與TPP使日本FTA涵蓋率成長2
倍

加入TPP也關係著日本本身的經濟存亡。許多

國家比日本更早開始發展自由貿易協定（FTA），

如圖所示，日本已簽署或達成協議的FTA／EPA，

僅佔貿易額的17%，相對地，韓國不僅和亞洲各

國，甚至和美國或歐盟都已展開FTA談判。

若加入TPP，則FTA的涵蓋率將一口氣成長

2倍，達到35%。而當TPP逐漸發展成為包含

APEC 21個成員國家／地區的亞太自由貿易圈

（FTAAP），貿易涵蓋率更將在此過程中成長2

倍。不僅可促進日本的貿易與經濟成長，並可降低

面臨貿易摩擦與保護主義的風險。

TPP亦有促進世界貿易自由化的效果。由於世

界貿易組織多邊通商談判（杜哈回合）觸礁的結

果，數十年來國際貿易做為世界經濟的成長引擎，

將進入慘痛的自由化進程停滯時期。TPP對世界各

國而言，可成為全球或區域展開對應的全新誘因。

日本參與談判具有增加成員國的

效應

問題是TPP將如何達成以上的目標。TPP原係

於2006年由4個小國（汶萊、智利、紐西蘭與新加

坡）簽署的FTA，4國皆是APEC成員國，已全力

發展市場開放，其所強烈盼望的是將此協定擴大至

APEC全體成員。

4國的戰略在2008年有了結果，該年包括澳洲、

秘魯、美國與越南都表達了參與的意願，TPP將

擴大為8國，今年8月第9國的馬來西亞也將列入名

單。

若日本能加入談判，可望產生成員國漸增的

「雪球效應」，除了日本外，和現有參與國關係密

切的加拿大、韓國與墨西哥亦可能立即或在可見的

將來加入協定。

再者，若能得到13國的支持，則將APEC所有成

員國家／地區納入的目標也將可以預見。2006年

的APEC領袖會議上，確認了以FTAAP做為長期目

標，並指示行政單位找出實現FTAAP的方法。加

入TPP談判可使日本得以展現其具有的快速因應之

策。

「孤立中國的試探」是錯誤理解

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中國對於TPP仍靜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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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目前為止未表態批評或參與。然而，不論中國

國內或國外，肯定有人認為，中國缺席的TPP，係

對其孤立的試探。

這是基於錯誤的立場，所做出的錯誤解釋。事

實上，中國目前的體制仍無法承受嚴格的貿易規

則，因此若草率加入，恐將平白打亂談判或協議的

過程。許多中國的經濟學者也都認同這一點。

即便如此，少了中國便無法完成亞太的經濟整

合。中國在國際經濟整合中獲取了極大的利益，也

十分了解參與TPP的好處，但願中國不需數十年，

而能在數年內就加入，加入後應可成為TPP最大的

受益國。

另一方面，應盡最大努力消除對於TPP的疑

慮。此一協定的目的在於減少貿易的不確定性及對

立，因此，最終仍有必要承諾實現全面性的開放貿

易體制。

消除對於TPP疑慮的方法之一，就是保持透明

度，並且持續和未來的參與國對話。另外，係在協

定中制訂歡迎參與的相關條文，讓體制完備的國家

更易加入，其次是設定參加的基準，達到相當水

準，惟不應是亞洲新興國家所無法達到的程度。

無須贅言，日本帶出「雪球效應」的契機，當

然不僅為了其他國家，也須對日本有最直接的利

益。實際上，其所得到的效益應該相當可觀。內閣

府預估參與TPP的經濟效果每年約為3兆日圓，而

根據筆者等人的試算，若能擴大至FTAAP，其效

果將更為顯著。

此般計算背後的理論很清楚，對於以日本為首

的高度先進產業而言，低勞動成本的提供與高所得

的市場，皆係橫跨多國的製造鏈，如何建立良好關

係非常重要。TPP無疑將強化亞洲與北中南美洲的

連結。

日本關於TPP的討論中，令人憂心的是其始終

多圍繞在對農產品等傳統主要商品的影響。對我們

外國人而言，無法對此問題背景所在的政治情勢表

達意見，惟仍深切盼望圓滿解決。

解決之策應可在談判的過程中一一浮現。要促

成廣泛的自由化與政治因素例外的合作，並非完全

不可能。美國的研究學者向來主張，需要一定程度

的彈性以儘快達成協議。

其他的解決方法，則須各國在國內進行。必須

針對因參與TPP而恐蒙受損害的部份生產者，提供

足夠的支援。

儘管如此，大部份的日本國民仍將因參與TPP

而受惠，美日兩國必須發展未來型產業，以對應經

濟環境的變化。這類產業包括日本擅長的生物科

技、資訊技術、支援低碳社會的各種技術等。

參與TPP將遠較這些產業進入成熟階段前，更

早獲得利益。再度承諾亞太經濟整合，有助於提高

互信、促進投資，並由全球危機中回復。

（原文出自 Peter A. Petri，登載於 2010年 11月

8日《日本經濟新聞》。Peter A. Petri，專長國際

經濟，哈佛大學博士，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夏威夷東西中心高等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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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政經

■ 邱奕宏

美國全球經濟主導地位不再?
論G-20首爾峰會之政經意涵

前言
十一月中於南韓首爾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領

袖高峰會議，原被寄望能解決各國間日益升高的匯

率衝突及全球貿易失衡等問題，然而，G-20峰會
最後所達成的首爾宣言，卻未能就關鍵議題在峰會

中達成解決及作出具體行動。反而，此次峰會的過

程與達成之宣言相當程度地凸顯了全球經濟勢力之

消長，亦反映了新興國家勢力之崛起與美國全球經

濟主導地位之消退。但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帶

領全球經濟發展的美國真的喪失了其對全球經濟的

主導地位嗎?本文擬就此次峰會的召開與達成之結
果，以及其背後之政經意涵作一分析，以闡述美國

在此峰會之角色及其影響。

首爾峰會前的政經角力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由數個已開發國家及

發展中國家所組成的G-20，為處理2008所發生的
全球經濟危機，已經在過去兩年於華盛頓、倫敦、

匹茲堡及多倫多多次召開領袖峰會商討對策。今年

的G-20會議由南韓主辦，主要關切兩大議題：建
立一處理危機的全球金融體系及促進低度開發國家

的永續成長。第一項議題是為防範如2008年全球
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第二項則是南韓主力倡導的

議題，著眼於確立其作為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之中介地位角色。此外，該峰會也涵蓋其他重

要議題，諸如國際金融規範改革、國際金融機構

改革(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全球金融安全網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之建構及貿易、氣候變
遷與綠色成長等。

然而，上述議題的重要性被之前發生的各國相

競匯率貶值政策、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匯率爭議及美

國聯邦儲備理事會(the U.S. Federal Reserve)的第
二次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所造
成的爭議所掩蓋，使得媒體對G-20峰會所關注的
焦點大多僅侷限於該峰會是否有效地抑制了一觸即

發的匯率戰爭、美國是否成功地迫使中國大陸升值

人民幣、以及該峰會結論是否如美國財長蓋納(Tim 
Geithner)所提議，對國家之經常帳順逆差作出一
明確的數額限制。

事實上，在峰會召開之前，與會各國對於匯率

及貿易等具高度爭議性議題是否在峰會進行討論，

進行了多方角力。美國財長蓋納不僅在先前的IMF
年會公開地主張在G-20會議上討論人民幣低估及
其所造成的不公平貿易問題，也企圖透過積極遊說

歐盟、日本、巴西等國家來達成一致陣線，以遂行

其對中國大陸施壓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除

數次表示不會屈就於美國的壓力外，也積極運用外

交手段在歐洲進行合縱連橫。首先，中國大陸總理

溫家寶強調，人民幣匯率不應被政治化，美國高失

業率並非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所造成。其次，峰會

召開前夕，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歐洲之行

中，與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簽訂高達
二百億美元的商業契約。由於法國將是明年G-20
的輪值主席，需要中國大陸的支持，使得薩科奇在

批判中國大陸匯率操縱的立場上明顯較其他歐盟國

家溫和。而作為東道主的南韓，對於是否討論匯率

問題也曾一度猶豫不決，除深怕任何點名匯率操縱

國家的舉動可能得罪中國大陸外，也擔心外界過於

聚焦於匯率爭議將排擠並阻礙其積極倡導的全球金

融安全網與關注低度收入國家發展等倡議的達成。

另外，為此次G-20峰會投入另一重大的不確定
因素，則是美國聯準會為刺激國內經濟成長而挹

注六千億美元購買美國公債的第二次量化寬鬆政

策(QE2)。雖然該政策旨在提振美國經濟景氣及降
低中長期利率，但由於美元作為國際主要通貨的角

色，使得該政策將連帶導致美元的貶值。此結果除

了將使大量熱錢從美國流往其他具有較高利率的新

興國家如巴西等，亦將大幅減弱開發中國家出口產

品的市場競爭力。因而美國此一舉措引發了來自德

國總理與財長，及諸多開發中國家如巴西及中國大

陸的強烈批判，並進而減弱了美國指控中國大陸操

縱匯率的正當性。此外，非經濟面的政治因素，例

如峰會前日本與中國大陸在釣魚台的糾紛所引發的

後者對稀土之管制及日本與俄羅斯間重新點燃的領

土爭議等，皆為此次G-20峰會是否能順利進行籠
罩了一層陰霾。由於各國在匯率及貿易失衡等關鍵

議題上立場各異，使得各方在會前並不十分看好此

次峰會能在上述特定議題能達成具體共識與行動。

峰會的成就與美國的失落
與會的G-20各國領袖及官員在歷經二天的密集

諮商及談判後，於十二日下午發表長達二十二頁的

G-20首爾公報(the G-20 Seoul Communiqué)，分
為領袖宣言及首爾峰會文件。領袖宣言中除誓言達

成強健、永續及平衡的成長外，也啟動了「首爾

行動計畫」(the Seoul Action Plan)來確保成員間
堅定的合作承諾。在匯率議題上，該宣言表示，

G-20成員將朝向「以市場決定的匯率機制，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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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匯率彈性以反映其經濟基本面並節制競爭性的

貨幣貶值」。另外，該宣言表示將利用相互評鑑

機制(the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透過多邊
合作來減少過度失衡並讓經常帳失衡維持在可容

忍的範圍。此外，G-20也賦予IMF就貿易失衡的成
因及後果進行分析，並於明年法國峰會時提出報

告。再者，該宣言重申G-20對自由貿易與投資的
承諾、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及強調世界貿易組

織(WTO)對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儘速達成
結論的重要性。

此外，針對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因，
即對金融機構的規範上，該公報除對巴賽爾協定

(Basel III)背書外，並確認沒有企業能「(負債)大到
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需要用到納稅人稅金來
救援的原則。為避免類似的金融危機再次發生，

G-20特別對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與具全球系
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globally systemic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SIFIs)的風險承擔能力作出
特別嚴格的規範，以防止該類機構的破產對全球金

融體系所造成太大的衝擊。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

上，該公報除對同意先前的G-20財長會議所達成
之提高新興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在IMF配額之比重與
增加其在IMF執行董事會的席次外，也對世界銀行
增加發展中國家與轉型國家的投票權之改革表示歡

迎。

關於南韓所極力推動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及對

低度開發國家援助的發展議題上，首先，G-20
確認了IMF所提議，針對經濟基本面良好的國家
進行彈性信用額度(the Flexible Credit Line)及對
具中等脆弱性的國家採取另一警戒信用額度(the 
Precautionary Credit Line)的措施，以協助相關
國家因應劇烈資本流動所可能造成的金融動盪。

另外，G-20公報也提出了「分享成長的首爾發展
共識」(the Seoul Development Consensus for 
Shared Growth)，作為該成員國致力於縮小發展差
距、削減貧窮與促進低所得國家發展的共同原則。

綜觀上述公報要點，除了重申其支持自由貿易

的立場及在促進全球金融規範和相關機構改革跨出

重要一步外，前述外界所關切的三大焦點，包含匯

率戰爭、人民幣貶值及經常帳之限制，首爾宣言並

未對這些議題明確地提出解決之道，而美國則似乎

是此次峰會的輸家，因為其先前所提出的相關倡

議並未獲得多數與會國家的同意而體現於會議公

報中。亞洲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即以「(美國)在首爾
的窘境」(Embarrassment in Seoul)為題，批判美
國政策失當及其疲弱的經濟導致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H. Obama)在首爾峰會的目標無一達成。
然而，紐約時報的另一報導則提出較為持平的看

法。該報導指出，縱然峰會的結果遠不如美國官員

所預期，但該峰會顯示美國仍具備主導國際議題討

論的權力，特別是該峰會在改革國際金融規範及強

化對貧窮國家的發展援助上所作出的成就，不應被

漠視。

誠如斯言，縱然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及貿易失衡

等議題上未能達成其目的，但是首爾宣言卻往往直

接或間接地浮現美國倡議的影子。就貿易失衡問題

而言，試想在兩年前許多國家甚至不願意承認該議

題的存在，雖然美國未達成其提出將貿易順逆差限

制在一國國內生產毛額百分之四內的目標，但公報

將「減少貿易順差國家對外來需求的依賴及增加其

內需成長」列為是促進全球貿易均衡的改革方向之

一，無疑是對美國所認知的貿易失衡原因予以背

書。另外，首爾宣言在匯率議題上達成「以市場決

定之匯率機制與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亦是美國

財長蓋納在峰會前的倡議，也間接點出了中國大陸

力阻人民幣升值的不合理。再者，宣言中認可國際

金融機構改革方案所給予與新興國家及發展中國家

更大的發言權，這更是在美國力排歐盟國家疑慮下

所通過自二次大戰後對國際金融機構最大幅度的改

革。在國際金融規範改革上，首爾公報所揭櫫的精

神基本上是承襲美國在金融危機後為強化對大型金

融機構之監控而於今年七月所通過的Dodd-Frank
法案。換言之，儘管美國在此次峰會於限制經常帳

餘額的議題上與以出口為主的德國及日本發生齟

齬，而歐巴馬政府以擴大政府支出來刺激經濟成長

的作法也得不到英、法、德國的認同，聯準會的量

化寬鬆政策更是引發新興國家如巴西及中國大陸的

嚴詞批判，但從上述對首爾宣言所作的分析看來，

G-20的發展走向並未脫離美國的掌握，也透露了
美國在G-20峰會攸關全球經濟發展的議題討論上
仍具備舉足輕重的地位。

結語—美國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
褪色而非喪失
相較於先前的G-20峰會所展現各成員國在處理

金融危機的齊心協力，此次首爾峰會則凸顯了因各

國經濟復甦程度不一所導致在攸關全球經濟結構議

題上的立場分歧。誠然，美國在此次峰會已不復其

先前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協調各國政策的領導角
色，但美國在引導討論議題及擬訂國際規範來解決

其所認定的全球經濟問題之能力，仍是沒有國家可

以取代。這也使得美國能將其國內長期來因過度消

費所造成入不敷出之巨額赤字的結構性問題，轉化

為全球貿易失衡及匯率問題來訴諸國際解決。也由

於美國仍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及美元作為國際主要通

貨的關鍵地位，使得新興國家對美國以鄰為壑的量

化寬鬆政策縱然有所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這些因

素皆使得美國在引導全球經濟發展之G-20峰會上
的重要性，僅可能因新興國家擴大的發言權而褪

色，但卻不至於導致其議題主導地位的喪失。誠如

歐巴馬所言，美國雖未在此峰會擊出全壘打，但也

擊出了安打，而且還是不錯的安打。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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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崛起對拉丁美洲與

加勒比海（LAC）的影響
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挾其廉價勞動力帶

來的快速經濟成長，強勢攻占全球商品市場佔有

率，此舉被認為嚴重衝擊到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

地區（LAC）的貿易、投資與就業人口。但經濟
學家Daniel Lederman, Olarreaga Marcelo and 
Guillermo Perry等人卻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中
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對於LAC來說並非零和遊戲，
反而使前者更帶動後者的經濟成長。

中國崛起對LAC並非零和遊戲
Lederman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的投資與

貿易成長不必然造成全球投資與貿易的移轉效果

（即是對投資LAC的排擠效果），更可為拉美帶
來出口成長的機會。他們認為，自1990年代中期
以來，LAC與中國大陸經濟景氣循環（business 
cycles）之間的相關性，有持續升高、且朝同步移
動（co-movement）的跡象（除了中美洲呈現降
低、墨西哥維持不變）。此一相關性可由中國大陸

對於商品需求的外部性（demand externality）造
成的需求外溢效果來解釋，且可部分地由中國大陸

景氣循環與世界商品價格之間的相關性來說明。

貿易
中國大陸出口至第三市場的成長，帶動了LAC

出口到這些市場的貿易，可見LAC與中國大陸
出口商品之間存在著需求的互補性（demand 
complementarities）。中國大陸出口到LAC的中
間財，可以促成LAC出口到第三地的競爭力；同樣
地，中國大陸對於原物料的需求，會帶動LAC自然
資源密集商品的出口，也促使國際原物料價格持續

攀升，而間接提振了以原物料出口為大宗之美洲國

家的比較利益，例如，智利的銅、巴西的大豆等。

其次，從自然資源的地理分佈來看，直接受惠於

中國大陸進口需求的拉美國家多位居於南美洲。數

據顯示，2004年中國大陸對進口商品需求的成長，
構成LAC總出口的7%，也占了LAC出口至中國
大陸的貿易成長量的74%（Lederman et.,2009：
14）。但中國大陸對LAC商品需求是不平均地分布
在LAC，其中以秘魯、智利、阿根廷與巴西所占的
比例較高。若從中國大陸工業生產對於國際商品價

格的提振效果來看，中國大陸崛起與國際金屬礦業

與原油的市場價格相關性最高。原油價格的相關度

從2000年的0.81被提高為2008年的1.88。

FDI與資金流動
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國際吸金效應與人

民幣的持續走強，已為中國大陸累積了大量的外

匯存底。今日的中國大陸，儼然成為世界主要的 

外人直接投資（FDI）、熱錢（portfolio）的來源國
與信貸的債權人。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大陸對
LAC的FDI為40億，同期累積存量達280億美元。
因此，經濟學者普遍同意中國大陸資金會促使國際

借貸成本降低，直接或間接地造福了第三世界國

家。

中國大陸崛起對LAC個別國家與
產業的衝擊

即便如此，過度認同中國大陸作為世界經濟引

擎的觀點，亦會忽略中國大陸帶來的負面衝擊。

Lederman等人採用Gravity model分析中國大陸製
造業的出口供給能力（export-supply capacity）對
阿根廷、巴西、智利與墨西哥等工業國家出口競爭

力的影響。他們將製造業的出口成長拆解為三個部

份：部門別出口供給能力的改變、貿易夥伴的進口

需求條件的改變、貿易成本與其他殘餘因素，並得

出下列結論：首先，中國大陸製造業的出口供給能

力（export-supply capacity）對拉美出口國的衝擊
中，拉美出口能力強的製造業商品，正好也是中

國大陸出口能力強的商品，這顯示中國大陸出口

會對該四國造成直接衝擊；其次，中國大陸出口

到第三地市場也會衝擊到第三地自拉美進口的需

求。中國大陸出口供給的成長，將造成目標市場

（destination market）進口價格的降低，並分散
從拉美進口的需求。

■ 黃富娟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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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衝擊的產業別來看，中國大陸出口對於

LAC的衝擊，主要集中於相似競爭產品的領域，其
中中國大陸出口對於墨西哥製造品出口的衝擊最

強，衝擊集中在紡織、電子電機設備、交通設備等

產業別。若從HS Code兩碼來看，97項產品的16
項將因為中國競爭而導致LAC出口第三市場的衰
退。

除此之外，對於中國大陸產品大量進口將衝擊 

就業市場的說法，他們持反對的態度。他們認為中

國大陸進口確實會衝擊LAC勞力密集製造業的就業
機會。但實證研究指出，若分析中國大陸進口滲透

率（import penetration）最高、且就業衝擊最大
的阿根廷，每增加1%的中國進口，只造成0.07%
勞動需求的下降。同期樣本亦顯示，進口滲透力造

成的失業僅占約20%，另外的80%是與其它因素有
關。阿根廷的出口沒有帶動勞動需求的增加是因為

出口伴隨著出口誘發的技術升級，後者有勞動節約

的傾向。兩者抵銷之下，就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因應中國大陸競爭與LAC分工模
式的調整
因應中國大陸在貿易市場的競爭，LAC無不致

力於調整分工模式（Specialization Patterns）以
茲因應。中美洲以壓低每單位出口價格來增加出口

量，而導致產品品質下降的現象。舉例來說，哥斯

大黎加、多明尼加與墨西哥利用加勒比海盆地與

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來增加區域內的出口
量。若以紡織產業為例，中美洲國家試圖在多種纖

維協定(MFA)配額限制取消之後，轉為發展 高價
位、高品質 的紡織商品。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

與宏都拉斯並未出現結構改革，反採保護主義與增

加出口量來因應；尼加拉瓜與海地則以低工資搶攻

低價商品市場。

LAC企業在面對中國大陸崛起與進口的衝擊
時，需調整資本、技術與非技術勞力等生產要素

來因應國際競爭。問題在於，調整所需的成本有

多高？若從企業如何調整生產要素短缺（factor 
shortage，指某部門在生產要素上，實際使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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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箱

預期使用量上的差距）來看企業的調整成本，

Lederman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國大陸進口僅小幅
增加了LAC企業的調整成本。這種落差可部分從自
中國大陸進口的波動來解釋。若進口波動過大（受

制於距離、文化差異等影響），企業將傾向不裁員

或增加雇員來因應進口威脅。

結論
總體來看，LAC與中國大陸經濟的景氣循環存

在高度相關性。此一相關性是來自於中國大陸需求

的外溢效果所促成，並可由中國大陸工業的產出與

國際商品價格來決定。此外，中國大陸的貿易與

FDI，皆與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LAC國家的經濟發
展存在相關性，或至少不存在負面影響。

若以衝擊的個別國家與產業來看，中國大陸崛

起對墨西哥的電子、電機設備，家具、紡織、交通

設備等產業，以及中美洲的衝擊最大。其他研究亦

結果顯示，中國大陸崛起衝擊到LAC出口至第三地
的市場占有率，主要原因在於LAC國內供給條件，
並非全然來自於與中國大陸出口競爭所致。其次，

為了因應中國大陸衝擊，LAC的生產模式將朝更高
的自然資源與知識密集的生產模式轉型。但個別國

家調整策略仍視其生產要素稟賦，以及其與中國大

陸的直接競爭來決定。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崛起對於LAC的衝擊，仍
須回歸到個別國家在產業分工與價值鏈中所占的結

構位置，以及產品的市場區隔性來思考。南美國家

因為有能力生產差異性的產品，而得以維繫既有國

際分工的位置；以勞力密集出口加工業為主的中美

洲小國，在沒有發展工業能力之下，只能採取更低

成本、低利潤的競爭策略。

（譯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資料

來 源：Daniel Lederman, Olarreaga Marcelo 
and Guillermo Perry, 2009. “Introduction” in 
China's and India's Challenge to Latin America: 
Opportunity or Threa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pp.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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