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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焦點

2018 年 APEC 礦業部長會議
之議題思維與期許
張博欽

本期重要內容
APEC 的主要目標在於透過促進區域內的
貿易與投資自由化、 商業便捷化及經濟暨技術
合作等方式， 維持區域經濟的成長與發展。 礦
業對於 APEC 區域內的經濟成長與繁榮有著重
要的影響力， 係因 APEC 區域是全球礦物資源
最大的生產地與消費地， 區域內生產的和消費
的礦物與金屬， 約各占全世界總產量和總消費
量的 70%； 甚至有諸多經濟體的國內經濟成長
動力， 係來自於礦產與金屬的貿易與投資， 尤
其 APEC 經濟體之間的採礦與礦產品交易活絡，
長期來對亞太區域整體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
貢獻。

◎ 2018年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

議題思維與期許

◎ 國際合作有助於發展有效的虛擬貨幣

國際法規架構
◎ Facing a “New Norm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in the Asia-Pacific

◎ 遠端醫療的發展與經濟效益以

硅谷JOINWELL醫療項目為例
◎ 公私民合作 強化優勢 扭轉劣勢

促進台灣經濟成長(下)
◎ APEC降低糧損高階政策對話介紹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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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最佳做法、自願技術轉移以及礦業永續發展
方面的建設。
採礦係為滿足社會對於礦產、 金屬和能源
產品的需求，礦業各項活動必須對於社會、經濟
和環境負責，企業利益必須反映出與相關社區分
享的各種價值是透明、公平、社會認同的。因此，
本文建議 APEC 提升區域資源（ 礦業 ） 發展及
管理的指導原則，著重在以下幾項層面的發展：
一、礦業的企業社會責任
採礦企業應提高礦區居民生活水準、 參與
礦區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教育文化與醫療衛生發
展、提供當地就業機會、協助礦區居民基於當地
優勢發展相關產業。
二、礦業 4.0 的發展
大量運用自動化機器人、 感測器物聯網、
供應鏈互聯網、銷售及生產大數據分析，以人機
APEC 礦業部長會議是亞太區域內聚集高

2

協作方式提升礦業價值鏈之生產力及品質。

階層官員， 針對亞太區域礦業發展之政策規劃

三、礦業環境保護

進 行 對 話 之 重 要 平 台， 於 2004 年 由 智 利 召 開

事前鼓勵研發與推廣採用不排放與低排放

第一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 爾後分別由韓國

污染物的生產技術；事後積極展開綠化與復育活

（2005）、 澳洲（2007）、 俄羅斯（2012） 及

動；發展循環經濟，對於廢棄物進行科學處理，

中國大陸（2014）召開總共 5 次礦業部長會議，

並加以循環利用， 實現廢棄物的減量化、 無害

皆對於礦業相關貿易投資自由化、 礦物的探勘

化、資源化。

與開發、 礦業活動永續與創新發展、 環境保護

四、礦業安全與健康

與社會責任等議題有所貢獻。 今（2018） 年在

以保障人權為目的之勞動安全， 保障工作

巴布亞紐幾內亞召開的第六屆 APEC 礦業部長

場所勞動安全與健康，事前控制工作風險、事後

會議（MRM6），主題定為「於數位時代奉行包

實行責任歸屬制度。

容及永續的礦業與發展」（Embracing Inclusive

五、績效評量的面向

and Sustainable M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對於礦業管理、 能源利用、 社區認同、 環

the digital age），除了接續審視 2014 年「更緊

境保護、危機管理等要素衡量礦業企業自身管理

密的合作達到成長」的主題之外，主軸著重於因

的品質與穩健性。

應數位時代，促進中小型企業（SMEs）與礦業

全球經濟開始步入復甦期， 各重要礦業資

供應鏈中，當地企業的參與；透過永續機制，深

源國對於探勘開發出現回升跡象。 為促使國家

化區域合作，對所有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

礦業發展、 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許多國家積極

帶來長期效益， 同時確保對於環境與民眾的保

調整財政、 稅收和投資政策， 採取修訂礦業法

護。因此，焦點在於面臨創新的數位時代下，遵

規、 調整礦業租稅、 制定投資優惠政策等積極

行包容與永續成長的原則，除了獲得經濟效益之

措施，通過體制創新引導、促進礦產勘查開發，

外，同時需保護環境與民眾，達到礦業的長遠發

實現政府和企業之間互利共贏。在此趨勢之下，

展。 探討焦點實充分延續去（2017） 年 APEC

我國需要思考礦業政策的制定思維， 積極應對

部長會議聯合聲明所揭櫫之精神，基於礦業的永

全球礦業政策調整， 注重政府的職能， 充分利

續發展、使用與貿易對於社會與經濟效益的重要

用市場機制促進國際多邊合作， 達到互利共贏

性，APEC 將持續執行「礦業政策綱領」（APEC

的目標。

Mining Policy Principles）， 並鼓勵分享管理方

(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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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科技

國際合作有助於發展有效的
虛擬貨幣國際法規架構
余慕薌

今（2018）年 3 月 19 － 20 日於阿根廷舉辦
G20 高峰會議中，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ies）

可由多種方法取得虛擬貨幣， 具有難以追蹤的
特性。

也成為各個領袖代表們討論的焦點之一，特別是

這些由私人自行發行的加密或是虛擬貨幣，

在日本的建議，大多數的 G20 成員期望透過各國

一旦普遍被使用，未來有可能（或應該）取代國

的討論進而創造出一個全球性的法規架構，以減

家法定貨幣嗎 ? 以下， 分別就理論與歷史、 法

少加密貨幣成為有心人士作為洗錢的工具，同時

律和經濟觀點三面向觀察：

也給消費者帶來保護。不過，G20 各國領袖大多

首先就理論和歷史觀察， 公部門規範的貨

認為，在透過法規維持國際金融穩定的同時，法

幣體制是優於一個具有競爭性的私人體系。尤其

規架構不宜過於嚴格，以妨礙創新。而國際貨幣

是在金融危機發生出現系統性的流動性短缺問題

基金（IMF） 也宣稱， 將持續推動包括加密貨幣

時，公部門體系運作功能勝於私部門，且有必要

在內的各種虛擬貨幣（virtual currencies） 之監

扮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

管，而分散式帳本可透過降低成本和更長期的金
融包容來改變金融機構。

先進經濟體內許多央行最早也是私人銀行，
但在經濟面臨系統廣泛性的流動性短缺時，私人
資金並無法發揮最佳效果。歷史經驗顯示，為有

法定貨幣面臨挑戰

必要作為一個值得信賴的機構－扮演最後貸款者
角色和管理各銀行的經營，各國政府認為有必要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 的研究， 虛擬

建立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央行，特別是面臨全球金

貨幣其實涵括網路上可使用的各種貨幣（ 例

融危機發生時，央行有必要扮演成一個可信賴的

如，網路折價券和飛行哩程等等），由現有的

最後貸款者角色。

具體資產或是國家貨幣和發行者的信用擔保；

就法律觀點言，貨幣的法律概念與主權力相

但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並非法定貨幣結

關，擁有主權可以建立央行發行紙鈔和硬幣的法

算， 而有自己的記帳單位， 主要包括兩項要

律架構；金錢的法律概念也植基於國家擁有規範

素： 可在各方間轉換的貨幣和支付與清算機

貨幣體系的權力。儘管私人銀行和央行可以創造

制，包括分散式帳本體系可做不同程度的轉換

金錢，但必須由具有主權的當局發行計價貨幣，

至實體經濟中的財貨，服務和國家貨幣或其他

且必須有意圖作為其國內普為接受的交易媒介。

虛擬貨幣。

就經濟觀點言， 有鑑於虛擬貨幣的價格波

分散式的虛擬貨幣計畫因使用密碼學技術

動幅度遠大於法定貨幣，限制其作為一個可靠的

來運作，因而別稱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價值儲存。此外，目前虛擬貨幣每日交易量仍難

在分散式系統中， 由主管系統運作的內部協定

以與最大的全球信用卡供應商相比，明顯也限制

（protocol）架構來運作，並由系統參與者本身

其作為一個交易的媒介；再者，大部份的零售商

自行驗證交易。 加密貨幣目前正挑戰法定貨幣

收到比特幣後會立即轉換成法定貨幣，也限制其

（ 具有央行和政府信用背書 ） 的標準概念， 且

作為記帳單位的角色。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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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分散式的帳本概念仍給分散式的虛
擬貨幣帶來有力支撐。 例如， 比特幣背後的區

國際合作才有可能發展有效的
國際法規架構

塊鏈（blockchain） 科技， 使得交易記錄無法
竄改， 也無需向中央登記。 各種分散式帳本技

制定相關的法規可因應風險的發生， 但

術藉由降低成本和考慮到更多的金融包容性，

不應阻礙創新。 法規也應維持彈性， 適用於

也具有改變財政的潛力， 並可應用在任何需要

虛擬貨幣版圖的變動； 此外， 還要考慮規範

快速、 正確和安全的記錄保存之領域， 例如，

虛擬貨幣市場的其他參與者（ 例如， 除虛擬

土地和信用登記等。

貨幣交易平台外， 還有虛擬貨幣包的供應商

推出採用區塊鏈（Blockchain）的證券交易

等 ）； 法規必須解決不只是洗錢或資恐， 同

平台和全球性的銀行， 也因此發起共同倡議：

時也要建立虛擬貨幣媒介的金融健全性， 謹

發 展 分 散 式 帳 本 技 術 之 共 通 標 準（R3）， 用

慎考慮傳統金融體系與虛擬貨幣市場之間的

於全球金融市場。 因為， 分散式帳本科技可降

整合度。

低國際匯款的成本－ 200 美元的小額匯款， 比

最後， 誠如 IMF 總裁 Christine Lagarde 所

特幣約只要 1%； 遠低於全球小額匯款成本達

言， 金融機構較薄弱或國家貨幣較不穩定的國

7.7%~10%。證券交易的時間也因區塊鏈科技而

家，將可能會直接接受虛擬貨幣，而不是採用另

相對縮短，證券交易之後勤部門功能和透明度亦

一個國家的貨幣，如美元。而未來將看到這些國

因此改善。

家使用越來越多的虛擬貨幣，中央銀行最好的策
略是繼續經營有效的貨幣政策， 隨著經濟的發

法規與政策也面臨挑戰

展，開放新的想法和新的需求。國際間應做更多
的努力，以有助於發展有效的虛擬貨幣之國際法

各國政府即使是在相同的管轄權內， 要對

規架構。

前述之加密貨幣或是虛擬貨幣做一致性的分類

(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

其實有其困難。 例如， 美國稅務局為課徵聯邦
稅， 被分類為「 財產 」； 財政部為反資恐 ／ 反
洗錢， 分類為「 價值 」。 政府在執法時， 由於
虛擬貨幣的匿名性與跨界交易， 很難追蹤其交

各國對虛擬貨幣的政策因應
情況

易情況與行徑是否適用反洗錢和反資恐規範。
實際上若要在創新與因應風險之間尋求平衡，
是需要國際間更多的合作， 且需時間發展國際
標準和最佳範例。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 因虛擬貨幣法規的不
確定性和缺乏透明性，消費者實際上很難受到保
護。而虛擬貨幣交換平台和服務供應商與支付處
理業者等相關風險，會使得相關交易錯誤面臨無
法回復以及詐欺等相關風險。
就課稅面而言，加密貨幣極可能被作為逃稅
工具。無論是被視為價值儲存或只是交易中介，
都具有課稅意義被視為資產或貨幣，有利得與虧

4

損； 還包括透過挖礦取得新的虛擬貨幣課稅問

圖片參考來源：BLOOMBERG, MARCH 20, 2018

題，以及虛擬貨幣附加價值稅和銷售稅等議題，

資料參考來源：

以不同價格多次交易虛擬貨幣，也會使課稅記錄

"Virtual Currencies and Beyond: Initial Considerations" IMF, Jan,

保存更複雜化。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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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
應變

Facing a “New Norm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in the Asia-Pacific
Linda Liu

I n l a t e F e b r u a r y o f t h i s y e a r, t h e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of communities,

highlands of Papua New Guinea (PNG), the

business investments and the global value

host economy of APEC 2018, were rocked

chain. The APEC DRR framework is composed

by a magnitude 7.5 earthquake and several

of four pillars －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ftershocks, which together claimed more tha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rehabilitation

120 lives. Just a few weeks later, two other

and "build back better" － which together

earthquakes of magnitudes 6.9 and 6.3 struck

encapsulate current global trends in disaster

PNG's New Britain Island and highland regions,

management and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s

respectively. These events reﬂect the constant

laid out in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threat of natural disasters faced by the Asia-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Within these

Paciﬁc region, which in just the ﬁrst quarter of

frameworks, the role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this year experienced major earthquakes in

in disaster response, including private sector

Taiwan, Japan and Indonesia － each of which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s

border the Paciﬁc Ring of Fire (RoF). For areas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along the ring, tectonic tremors have added to

Reduction (UNISDR) has pointed out, in mos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increasingly frequent

of the world's economies, private sector activity

and severe weather events caused by climate

accounts for at least three quarters of overall

change. These natural disasters, together with

domestic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therefore

the damage they inflict on economic activity

bears the most direct economic impacts of

and social stability, have shaped a "new

a natural disaster, with small and medium-

normal" in the Asia-Paciﬁc region that demands

sized enterprises tending to suffer the most

effective response strategies.

1

in such scenarios. 2 Additionally, growth in

Having recognized the potential economic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y has given rise to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is "new normal,"

tightly-knit global supply chains that enjoy

the APEC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the advantage of specialization, yet remain

Group (EPWG) in 2015 proposed the APEC

relatively more vulnerable to the potenti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 Framework

economic losses inﬂi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s a collaborative platform to assist APEC

It is thus crucial to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economies in enhancing the economic and

to disaster response that involves the private

1 APEC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 (2017) Strategic Planning 2017-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pec.org/
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Emergency-Preparedness
2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rivate Sector Partnership Post 2015
Framework - Private Sector Blueprint Five Private Sector Visions for a Resilient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isdr.org/we/
inform/publications/4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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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 and encourages the private sector to

implementing disaster monitoring systems.

incorporate disaster prevention, preparedness

As part of ongoing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in business operation

EPWG will release a case book later this

and management.

year on "build back better," which is itself

Forging stro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 product of a 2016 project to strengthen

in this field, as EPWG has worked to do

the disaster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recent years, can facilitate better use

through effectiv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coordination of resources for disaster

and is promoting a toolkit of "Plant Back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The private sector

Better (PBB)" initiatives to bolster disaster

can leverage its experience and targeted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in the

expertise to support local and national

APEC region.4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efforts in disaster

To better meet the priorities identified

relief and preven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APEC DRR Framework, collaboration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with actors across

with other APEC sub-fora as well as with the

the supply chain can shape sustainabl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reby

has become an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of

fostering a more resilient society in the face of

work by EPWG this year.5 This collaboration

this "new normal." In addition to broadening

can be furthered by inviting to EPWG

social awareness of disaster risk, public-

events co-chairs from other fora engaged

private partnerships at the local level can

with issues related to disaster prevention

also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ommunities

and response. In 2018, EPWG will hold the

to mitigate this risk. For instance, private

APEC PBB Summit with ABAC and other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fora, including th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of crowdsourc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 o o p e r a t i o n Wo r k i n g G r o u p ( AT C W G ) ,

smartphone apps and open-source online

Policy Partnership on Food Security (PPFS),

platforms, has dramatically accelerated disaster

a n d P o l i c y P a r t n e r s h i p o n Wo m e n a n d

response efforts by both central governments

the Economy (PPWE). These joint efforts

and local communities.

not only follow the current APEC trend of

Aside from coope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trengthening cross-fora collaboration, they

sector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disaster

also enhance APEC member economies'

reduction and response, another main

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intricate challenges

task for economies across the Asia-Pacific

and effects of the "new normal" of natural

region i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sast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

disaster monitoring and alert systems, for

recognized in EPWG's Strategic Planning

which capacity-building in information and

from 2017 to 2020, these collaborations ar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top

expected to deepen partnerships between

3

government priority. This capacity-building

public and private stakeholders across

effort will require further exchanges of best

different sectors.6

practices, lessons learned and technical

(Linda Liu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approaches among APEC economies in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3 APEC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 (2018) "APEC Enhances Warning Systems as Disaster Records Shat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18/0304_epwg
4 APEC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 (2018)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s Proposed Work Plan for 2018,
APEC Meeting Document Database.
5 Ibid.
6 APEC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 (2017) Strategic Planning 2017-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pec.org/
Groups/SOM-Steering-Committee-on-Economic-and-Technical-Cooperation/Working-Groups/Emergency-Prepa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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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科技

遠端醫療的發展與
經濟效益以硅谷 JOINWELL
醫療項目為例
黃一展

遠端醫療概況

過多方協作， 資訊交換， 遠端遙控等方式， 完
成部分或全部的醫療服務， 進而幫助患者改善

遠 端 醫 療 服 務（telemedical） 伴 隨 著 互 聯

狀況， 便可稱為遠端醫療。 而遠端醫療服務，

網的進展， 一直是醫界雄心勃勃打算發展的領

也可稱作「數位健康」（e-Health），「遠距診

域，特別是 4G 網速，頻寬增加，視頻，串流與

療 」（tele-treatment） 抖， 這股科技結合醫療

API 技術的日益精進， 將 IT 科技融合醫療服務

的風潮， 也開始從已開發國家吹向世界其他地

變得越來越可行，花費也逐漸成為一般大眾可負

方， 特別是對於醫療不發達的開發中國家， 或

擔的成本。 當電腦與手持智慧裝置功能日益強

是偏遠地區的居民， 若能讓越多的診治透過遠

大，螢幕，鏡頭解析度也都不斷在提升，讓醫護

距遙控， 給予適當的處理， 相信會讓更多的人

人員與患者不必再面對面接觸問診，也逐漸成為

因此得到即時的幫助。

趨勢。

而在台灣，行政院在 2014 年曾召開跨部會

而若從醫療經濟的角度析之， 在醫療產業

會議，其中便有針對遠距醫療照護的討論。不過

上，一般來說病患為消費者，醫療機構所提供的

由於現行的醫師法規範，醫生與護理人員必須親

服務則為供應方，兩者間存在著需求價格彈性較

自對患者進行診療，否則不能提供診斷報告，醫

低，定價權多半操縱在供應方的現象，也因此，

療行為，或是開立處方簽等，因此所謂「視訊看

消費者在有限的時間，金錢等資源下，必須購買

診」目前在台灣仍屬法律禁止的行為，在遠端醫

最適合的「商品」，才能夠達到最大程度的滿足。

療領域，台灣目前僅開放可以從事藥事管理，例

換言之，患者付出合理的代價，得到最適當的醫

如在網路上販售，教導如何使用部分低風險的醫

療服務，醫療勞務提供方也基於有限的資源與優

療器材（例如繃帶）。不過，若是同樣在醫療機

先順序，評估各種「要素組合」，進而提供最佳

構內部，使用智慧行動裝置與遠距離判讀及操作

的醫療服務，這樣的分析，便是把經濟學的概念

等行為則可以被接受，例如醫生即時透過手機收

應用在實際醫療產業上，希望能夠促成資源的最

到病患的即時 CT 影像報告，如此透過先進的資

適配置。

訊科技輔助，不僅是發展趨勢，更有助於有效降

根據統計， 光是 2015 年就有超過 1500 萬

低醫療資源成本。

名的美國人， 使用了廣義上的遠端醫療服務，

隨 著 科 技 進 步， 遠 端 醫 療 將 被 視 為 對 患

而美國遠距醫療協會（ATA）也估計，未來每年

者 的 重 大 福 音， 像 是 在 美 國， 仁 惠 醫 療 體 系

都將可望有兩位數比例的成長， 所謂的遠端醫

（Mercy Health System） 便 已 經 可 以 做 到

療，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下， 包含所有急難

「 虛擬照顧中心 」（virtual care center） 以及

救助， 健康照護， 或著預防保健等諸多領域，

「 遠端加護病房 」（Tele-ICU）， 讓專業的醫

舉凡使用了通訊與遠端電子設備， 讓患者與醫

療團隊可以在中央控制室內， 透過高解析度的

療人員不必親自面對面進行診治， 而是允許透

屏幕， 以及各種監控系統即時回報的數據， 直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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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服務更多， 且被安置在不同院所的患者。 畢

JOINWELL 從早期的「 醫療視訊 」，「 遠

竟在美國的許多州， 偏遠地區的小型醫院無法

端 問 診 」 等 服 務 起 家， 主 要 服 務 在 美 國 的 客

負擔 24 小時的急診室醫師輪班。 更有甚者，

戶。2017 年 開 始， 推 出 更 廣 泛 的 遠 程 醫 療 平

在國際救難領域， 例如無國界醫師所派駐的戰

台， 利用區塊鏈技術傳輸並保存數據， 並使用

亂地區， 像是蘇丹， 剛果， 索馬利亞等， 往往

基 於 乙 太 坊 的 智 能 合 約（smart contract） 來

也會藉由網路與身在美國， 歐洲醫學中心的顧

解決給附問題， 讓用戶可以在任何時後、 任何

問， 探討特別難以處理的個案， 並尋求支援。

地點， 充分享有世界一流的醫療團隊服務。 其

目前在美國境內比較大的遠距醫療服務提供

他像是克里夫蘭醫學中心（Cleveland Clinic）

機 構， 主 要 有：Teladoc，Doctor on Demand

所推出的「 雲端克里夫蘭 」 計畫， 也提供類似

等， 另 外 值 這 注 意 的 是， 於 2015 年 成 立 於

JOINWELL 的遠端醫療服務， 讓病患無須親自

加 州 的 JOINWELL， 則 是 結 合 新 興 的 區 塊 鏈

到醫學中心就診， 並結合地方藥局、 影響醫學

（blockchain）技術，以分散式資訊儲存系統，

實驗室、 檢驗單位等， 在安全隱私的前提下共

並改善醫療效率， 線上付費機制， 以及確保訊

享患者數據， 以達到最有效率的資源使用與完

息的準確度的醫療科技公司， 旨在為全球的消

善的健康照護。

費者提供有品質的醫療服務。
圖一：JOINWELL 平台

JOINWELL 與普惠醫療
在 金 融 領 域， 近 幾 年 來， 以 聯 合 國 為
主 的 國 際 社 會 推 出「 普 惠 金 融 」（Financial
Inclusiveness） 的概念， 所謂普惠金融， 是指
任何人無論貧富，都應享有最基本的金融服務，
像是貸款， 保險， 以及金融帶來的便利等， 特
別是對於弱勢群體，農村居民，微型企業主等，
特別需要正確， 有效的金融理財觀念， 以及能
夠從機構取得相當的服務與保障。這樣的概念，
其實也可以運用在醫療體系， 提倡所謂的「 普

Source: JOINWELL 官網：https://joinwell.io/

惠醫療 」 原則， 便是希望讓更多的人都能夠使
用經濟上可負擔且高水準高效率的及時診斷與

2017 年底已經是加州最大的治療人員網絡 ，

諮詢。
醫療資源是屬於相對稀缺且分佈不均的資

光 在 加 州 就 為 超 過 2000 名 病 患 提 供 1 萬 5

源， 特別是當人口老齡化， 慢性病診治需求增

千多次的遠距離會診 ， 與傳統面對面看診相

加， 實現「 精準診斷 」 和「 普惠醫治 」 的目標

較 ， 客戶需要負擔的費用相對低廉 ， 頻繁迴

變得越來越重要。在中國 2018 年的兩會上，騰

診的比例也大幅下降 49% ， 在來由於新版平

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也提出「 以數位技術驅動

台增設了與言服務與第三方即時翻譯的功能 ，

健康醫療事業 」 的建議， 提議在移動互聯網，

支 援 英 語、 中 文、 西 班 牙 文、 韓 文、 日 文、

大數據， 物聯網，5G， 人工智能， 區塊鏈等技

希伯來文等 ， 更能夠廣泛的服務來自不同國

術突破之下， 能夠進一步建構全國範圍內的遠

家的患者 ，使其得到最佳且迅速的專業建議 。

端醫療系統。 而來自美國的 JOINWELL， 則是

幾 本 來 說 ， WELL 平 台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可 以 有

已在美國線下落地， 與加州數百間醫療機構完

效解決以下問題 ：

成合作， 提供全球的使用者快速初步的醫療診

2018年 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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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WELL 平 台 所 成 立 於 2015 年 ， 到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處，全天候皆可透過網路與訊系統，連

有機會能夠逐步取代傳統花費相對較高，等候時

結來自先進發達國家的治療師、醫療團

間相對較長的就醫行為。

隊、甚至是心理醫師。在現行的去中心

全球醫療保健的需求迅速增長， 加上人口

化商業模式下，少掉不必要的人事、行

老 齡 化、 醫 院 成 本 增 加 的 因 素， 在 2016 年 廣

政成本，加上免去偏遠地區患者的交通

義的遠距離醫療已超過 5 億美元的市場， 根據

花費， 醫般評估可以節省約莫 30% 的

Grand View Research 公司的報告， 遠端醫療

就醫費用。

服務將有每年 18% 的複合成長率， 以及連帶帶

2. 保險與跨境支付問題： 不僅是實體醫療

動周邊互連網產業、即時音頻與視訊傳輸技術、

機構， 遠距醫療服務供應方多半也會面

圖像與資訊保存等發展，讓大量的居民也能夠袃

臨支付與金流的挑戰， 特別是當服務範

可負擔的預算下，享受都市水準的醫療與諮詢服

圍橫跨全世界的用戶時， 跨境支付便可

務，大大提高健康品質和公平性。

能成為平障。 現行的遠距醫療平台結合

誠然， 現階段來說， 科技與醫術已不再是

區塊鏈技術， 將應付款轉入第三方託管

障礙， 然而， 建立民眾的信任以及正確的操作

帳戶， 同時利用智能合約解決訊息不對

並回報數據， 可能才是下一階段必須克服的問

稱和資訊不透明的問題， 讓醫療服務完

題。 在節省成本與規模經濟的考量下， 如何訓

成後， 收取合理的費用並即時到帳成為

練廣大的病患接受並使用遠距醫療平台， 以及

可能。

在供應者方面， 嚴格把關並確保醫療服務的品

3. 醫療品質參差不齊，紀錄的保存複雜性：

質與準確， 仍須一段時間。 最後， 繁瑣的法規

遠距醫療旨在串連全球範圍內擁有合格

與各國對醫療從業人員不同的規範， 也需要一

認證的團隊與顧問， 採取分散式點對點

定的努力來取得共識。 不過， 長遠來看， 遠距

的模式， 服務廣大的社群。 在開發中國

醫療的發展基礎已經日益完善， 偏鄉與廣大人

家， 甚至是已開發國家的偏遠地區， 不

群對醫療服務的需求， 加上頂尖醫療團隊亦可

見得能擁有 24 小時駐點的高品質醫療人

擴展對大數據的收集與研究， 擴大本身資源所

員， 而許多簡單的症狀往往因為缺乏即

能觸及到的服務對象， 種種優點都有助於提升

時諮詢（ 或舟車勞頓到大城市就診 ），

整體醫療效率， 省下可觀的直接與間接社會成

因而延誤讓病情加重。 再者， 醫療系統

本，最終朝向「普惠醫療」的目標。

與資訊保存的破碎化使得病患在轉診不

( 本文作者為聯合國資訊與通訊科技辦公事顧問 )

同機構之間增加溝通成本， 透過區塊鏈
平台的儲存技術， 以及大數據管理的開

圖二：遠距醫療平台串連起不同地區的醫生與病患

發， 一般相信能夠降低轉換的成本， 以
及避免錯誤訊息的風險。

小結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 遠端醫療服務可
以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同時兼顧醫護品質的
服務。特別是當資訊科技與遠端感應設備發展快
速，透過機器來偵測人體訊號，再而經過數據整
理後回報給醫療團隊作出判斷，已成為越來越普
及的趨勢。即便在一般的醫療機構，醫生問診也

Source: JOINWELL 官網：https://joinwell.io/

需要借助大量的輔助器材，以及資料庫中大量的

註：本文感謝 JOINWELL 醫療公司首席執行官 Ildar Fazulyanov

過往病例，方能作出適當的決策。也因此，成熟

先生，以及於加州執業的 Roque Espinal-Valdez 醫生給予諮詢與

的 IT 技術，規劃的平台完善，有效的對接機制，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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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
合營

公私民合作 強化優勢
扭轉劣勢 促進台灣經濟成長
(下)
陳翠華

( 續上期 )
林教授進一步提出對促進台灣經濟成長的

除了政府積極有效的作為， 廠商的決策亦

政策建議。她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創造一個

是重要因素。林教授認為廠商可以做下列的幾項

有利發展與投資的環境， 讓國內外企業願意投

努力：

資，讓外國人願意來台就業，讓人民願意工作且

1. 提升產品品質，提高附加價值。

安心工作，創造建構一個幼有所養、壯有所用、

2. 產口差異化、 多角化， 避免產品過度

老有所終的環境。 創建優質的經濟環境作法包
括：1. 簡單明確的法令規章；2. 便捷的交通運
輸；3. 公平的教育制度；4. 公正透明的司法體系；
5. 廉能的政府；6. 健全完善的財經政策與稅制。
然後其次是採取適當正確的政策，包括：
1.

調整合大學科系， 避免用落差， 培養
學生的知識與專業技能， 學習多種專
長， 增加學生未來在職場的競爭力 ，
降低年失業率。

3. 加強垂直分工， 形成堅強的產業鏈或產
業聚落。
4. 開拓國際行銷通路， 開拓新市場， 避免
市場過度集中。
5. 提升員工生產力與競爭力， 避免自由化
的外來競爭。
6. 加強研發，創造新產品，改變生產方法、
或採用新原料。

2.

強化產創條例，鼓勵研發創新。

7. 從代工走向自有品牌。

3.

加強產學合作， 落實大及研究機構的

綜觀來說， 全球經濟發展一直存在不同程

專利轉換成為創新產品。

度的風險與挑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能被動

修訂過時的法律規章， 鬆綁對企業管

的依賴全球的經濟景氣，而是要積極主動的創建

制推動自由化、國際化。

一個強健的經濟發展體質。在這數位經濟起飛、

鼓勵生育， 強化公立托兒所的設置、

網路活躍、公民參與的時代，加上台灣因其特殊

推動長期照護。

的國際處境， 挑戰更是嚴峻， 因此台灣要強化

加強育才、 攬才與留才， 修改不合時

優勢， 扭轉劣勢， 促進經濟成長， 不能僅依賴

宜的法律。

政府， 也不能僅依賴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 - 法令的鬆綁與合

Partnership, PPP）， 而 是 需 要 合 作 強 度 與 廣

宜有競爭力的租稅制度。

度都更高的公私民合作（Public-Private-People

8.

保護智慧財產，以及強化無形資。

Partnership, PPPP）。

9.

擴大政府公共投資， 促進民間的消費

4.
5.
6.
7.

（擴大國內消費市場）。
10. 積極加入區域經濟組織 TPP、CPTPP，
提升國際競爭優勢。
11. 鼓 勵 民 間 投 資， 發 展 推 動 落 實 5+2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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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

農業
合作

「APEC 降低糧食損失與
浪費高階政策對話會議」
即將在臺召開
蔡靜怡

在全球糧食危機挑戰日益迫切的今日， 如
何減少糧食損失已成為各國與各國際組織共同關
切的議題。特別是糧食損失已成為近年來 APEC
在致力達成糧食安全之目標上的重要議題。
我國於 2013 年開始積極推動 APEC「強化

失與浪費的問題，並企圖透過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來達成此目的。計畫宗旨為提出可執行的解決之道、
政策建議及行動計畫以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也試圖
研擬適合 APEC 經濟體的糧食損失評估方法論。
2018 年多年期計畫進入總結階段， 我國與

公私降低部門夥伴關係降低供應鏈之糧食損失」
多年期計畫，透過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在

巴布亞紐幾內亞將於 6 月 14 至 15 日假福華飯
店，共同在臺北舉辦 「2018 年強化公私部門夥

糧食供應鏈中的每個環節有效降低糧食損失，進
而達到提升糧食產量與增進永續的農業成長，以

伴關係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以促進永續 APEC
糧食體系」高階政策對話會議 (APEC High Level

確保亞太地區的糧食安全。至 2017 年止共舉辦
8 場研討會，作為促進亞太地區降低糧食損失與

Policy Dialogue on "Enhancing Public and Private

浪費公私部門合作與經驗分享之平台，並成為我
國參與 APEC 農業議題重要基礎。
降低供應鏈之糧食損失多年期計畫之目的在回
應 APEC 區域糧食供應鏈之各階段的收成後糧食損

Partnership to Reduce Food Losses and Waste
for a Sustainable APEC Food System")。在高階
對話會議中，我國將提出「亞太地區降低糧食損
失與浪費指導手冊」及相關政策建議，作為我國
在糧食安全議題上對 APEC 之貢獻。

「2018 年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以促進永續 APEC 糧食體系」
高階政策對話會議議程
6 月 14 日 ( 四 )

福華飯店 B2 福華廳一區

08:30-09:00

報到

09:00-09:50

開幕式
歡迎致詞
農委會代表 ( 邀請中 )
我國 APEC 資深官員 ( 邀請中 )
巴布亞紐幾內亞農業暨畜牧部秘書暨 APEC 糧食安全政策夥伴主席 Dr.Vele Pat Ila’ava
開幕致詞
APEC 農業技術合作工作小組代表 ( 邀請中 )
APEC 糧食安全政策夥伴主席 Dr. Vele Pat Ila’ava
APEC 海洋與漁業合作工作小組代表 ( 邀請中 )
多年期計畫成果報告與影片放映 (10 分鐘 )
講者：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靜貞博士
團體合照

09:50-10:40

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創新展導覽

10:40-11:00

茶敘時間

11:00-12:00

專題演講：全球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運動之啟示 (Inspirations and Learnings from the Global Food Loss and Waste Movements)
主題：下世代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之重要創新 (Key Innovations to Reduce Food Loss and Waste in the Next Ten Years)
講者：Dr. Elise Golan ( 美國農業部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永續發展組組長 )
主題：齊力對抗糧食損失與浪費：如何加速全球運動？ (United Against Food Loss and Waste: How to Accelerate the Global Movement)
講者：Dr. Toine Timmermans ( 荷蘭瓦赫寧根大學歐盟 FUSIONS 及 REFRESH 計畫經理 )
主持人：Dr. Vele Pat Ila’ava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CEOs 對話 : 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促進永續糧食體系 (Dialogue of CEOs on Reducing FLW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講者 ( 每位 10 分鐘 )：
- Mr. Nuttaphol Aueareechit ( 日本日冷物流集團海外商務部經理 )
- Ms. Shu-Li Chiang ( 主婦聯盟姜淑禮董事 )
- Ms. Maria Madrill ( 紐西蘭 KiwiHarvest 經理 )
- Mr. Mark Mitchell ( 澳洲食物冷鏈協會主席 )
- Mr. Nicholas Richards ( 溫洛克國際菲律賓代表處處長 )
- Mr. Johan Van Asbrouck ( 泰國 Rhino-Research 執行總裁 )
- Mr. Chen Wen ( 美國開利運輸空調冷凍處長 )
綜合討論
主持人：Dr. Toine Timmer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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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茶敘時間

15:50-17:50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對話 : 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促進永續糧食體系 (Dialogue on PPPs to Reduce FLW fo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講者 ( 每位 10 分鐘 )：
- Dr. Dao The Anh ( 越南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
- Mr. Jeff Chen ( 臺灣食物銀行聯合會陳玠甫秘書長 )
- Dr. Tony Shih-Hsun Hsu ( 臺灣大學徐世勳教授 )
- Dr. Vele Pat Ila’ava
- Dr. Miranda Mirosa ( 紐西蘭澳塔哥大學副教授 )
- Dr. Patrick Moran (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專家 )
- Dr. Amelita Salvador ( 菲律賓採後處理與機械化發展中心專家 )
綜合討論
主持人：Dr. Elise Golan

17:50-18:00

第一天會議總結
- 張靜貞博士

09:00-10:30

1. 高階政策對話：公私部門夥伴關係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國情報告與成果分享
(High Level Policy Dialogue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 與會經濟體代表發言 5-8 分鐘
主席：農委會代表 ( 邀請中 )
共同主席：Dr. Miranda Mirosa
張靜貞博士

6 月 15 日 ( 五 )

福華飯店 B2 宴會廳

10:30-10:50

茶敘時間

10:50-12:00

2. 高階政策對話：區域合作共同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及對多年期計畫聲明的回饋
(High Level Policy Dialogue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Feedback on the MYP Draft Statement on Reducing FLW)
- 與會經濟體代表發言 5-8 分鐘
主席：農委會代表 ( 邀請中 )
共同主席：Dr. Miranda Mirosa
張靜貞博士

12:00-13:30

Lunch

13:30-15:00

3. 高階政策對話：邁向後 2020 的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
(High Level Policy Dialogue on Food Loss and Waste Reduction Towards 2020 and Beyond)
- 與會經濟體代表發言 5-8 分鐘
主席：農委會代表 ( 邀請中 )
共同主席：Dr. Miranda Mirosa
張靜貞博士

15:00-15:30

茶敘時間

15:30-16:00

4. 採認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多年期計畫聲明
(Adoption of Statement of MYP on Reducing FLW)
- 與會經濟體代表發言 5-8 分鐘
主席：農委會代表 ( 邀請中 )
共同主席：Dr. Miranda Mirosa
張靜貞博士

16:00-16:30

閉幕式
農委會代表 ( 邀請中 )
Dr. Vele Pat Ila’ava

( 作者為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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