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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CC 太平洋經濟展望（PEO）結構專家會議紀實 

   邱達生、藍蔚迎 ��

  PECC 提升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東京研討會紀實

   邱達生、趙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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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 國際與亞太區域經貿情勢綜覽 吳德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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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與投資

  G�0 後歐美貨幣與財政政策動向以及對亞洲景氣影響 呂曜志 �9 
  美國全球經濟主導地位不再 ? 論 G-�0 首爾峰會之政經意涵 邱奕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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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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c 的發展與區域主義的競合 許峻賓 �� 
  TPP 的現況與發展：P� 到 P�,P9,P10 廖舜右 �� 

  從 TPP 擴大談判過程分析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形勢 吳福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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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與新興市場商機	  1��

 兩岸經貿	

  前瞻「台灣 - 海西 - 東協貿易圈」 吳福成 1��

  試論中國大陸通訊產業概況與台商的機會 黃國治 1��

  天津與台灣電子資訊產業合作分析 余慕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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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威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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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島火山灰災害對我國糧食安全之啟示 陳沛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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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部門改革—衛生安全議題的新領域 陳子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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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企業論壇

  �010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雲端運算：亞太地區的下一個科技革命 藍蔚迎、黃暖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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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暖婷、蔡靜怡 �00

  「�011 亞太區域情勢前瞻」圓桌論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黃暖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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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副主席序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 a c i f i c  E c o n o m i c C o o p e r a t i o n 
C o u n c i l  ,  P E C C）由亞太各國產、官、學界菁英所組成，是八○

年代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經貿合作組織。其後因應  1989 年具有各經

濟體官方支持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  Pacif ic  Economic 
C o o p e r a t i o n ,  A P E C）成立，以及亞太地區新組織與區域整合模

式的變化，P E C C 對自身的角色不斷進行調整，組織也持續有所

變革。

如今的  P E C C 已由一個計畫架構論壇，轉型為一個以研究

案為主要架構，針對區域內各項議題進行研討的組織，並同時扮

演亞太各國產、官、學界交流的重要國際平台。2010 年，P E C C
針 對 區 域 貿 易、 投 資 與 金 融 合 作、 提 昇 社 會 韌 性（S o c i a l  
R e s i l i e n c e）、永續環境等議題，分別進行了研究與討論，為各國

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

作為我國參與  P E C C 的代表機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  CTPECC ) 除了負責參與、協調國際研究交流

活動之外，對內也肩負著教育、宣傳的任務，使國人更加瞭解亞

太區域目前的政治經濟動態，進而厚實我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

能力。

在後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時代，過去的經濟成長模式受到挑

戰，也牽動了新一波的國際政經關係的變化，凝聚各方共識，積

極參與國際社會，無疑對我國至關重要。結合了產、官、學界參

與的  P E C C，對我國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國際舞台，在此本人

謹藉《2010-2011 太平洋區域年鑑》出版之際，與國人共勉，一

同思考現在，展望未來，為我國的國際參與開展新猷。

            

                CTPECC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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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秘書長序

為使國人更加瞭解亞太區域目前的政治經濟動態，進而厚實

我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能力，「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

國委員會」 (  C T P E C C ) 除了負責參與、協調國際研究交流活動

之外，對內也肩負著教育、宣傳的任務，因此 CTPECC 每年皆舉

辦多項論壇、會議與大小活動，廣邀社會賢達交流討論，同時也

透過網站經營、出版各項刊物、舉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成立

Facebook 粉絲頁等方式，使訊息傳播更為深廣。

呈現在各位眼前的這本《2010 -  2011 太平洋區域年鑑》，便

是上述努力的一部分。本年鑑編輯的目的，在於聚焦當年度亞太

區域內發生的各項重要議題，並以論文方式進行個別議題分析，

使讀者能夠以更全面而系統的視野，由點至面至整體地掌握亞太

區域政經發展的結構與演進。

今年的年鑑將以五個不同的部分，向讀者完整介紹亞太區域

的動態，間或旁及區域外所發生，但卻對全球政經發展具有重要

影響的事件：

第一部分是「P E C C 致 A P E C 部長會議聲明、年度區域經濟

現勢報告、重要活動」，除了勾勒出亞太區域政經發展的輪廓，並

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探討之外，也對 A P E C 部長會議提供建言，指

出未來區域內各經濟體應努力的方向。

第二部分是「全球與區域政經總覽」，其下分為「國際經濟與

貿易」、「區域整合與經貿協定發展」、「區域金融合作」、「區域重

要國家政經動向」等四個主題，期能完整觀照全球與亞太地區的

重大政經事件，協助讀者掌握亞太地區的政經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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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三部分是「兩岸與新興市場商機」。鑑於中國大陸是我國最

重要的投資地點，加上新興市場是我國目前對外貿易發展最為著

力發展的標的，本部分擬就「兩岸經貿」與「其他新興市場」等

兩個主題進行深入介紹與評析，期能增進讀者的了解。

第四部分則是「環境、能源與衛生議題」。全球環境與氣候變

遷無疑影響人類的生存發展，而人類的生存發展則與能源利用、

公共衛生有密切的關聯，因此本部分的探討，旨在更深層的關切

影響區域以致全球人民的基本生存問題，並提供相關研析。

最後則是「C T P E C C 年度活動」，報導本年度所舉辦的四場

太平洋企業論壇、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以及 2011 亞太區域情勢

前瞻圓桌論壇，除了更加擴展這些活動的效益之外，也希望能藉

由與會學者專家前瞻性的看法，為 2011 年我國的國際參與，指出

更加務實而具體的方向。

依此架構，我們希望能夠幫助讀者更加認識與掌握亞太區域

的政經局勢。在此本人謹藉《2010-2011 太平洋區域年鑑》出版

之際，與  C T P E C C 秘書處同仁共勉，期許繼續積極參與  P E C C
活動，強化我國對  PECC 的貢獻，靈活運用  PECC 管道為國人服

務。

                             CTPECC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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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致第 22 屆

APEC 部長會議聲明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合作主席

Dr. Charles E. Morrison and Mr. Jusuf Wanandi

謹代表 PECC 成員感謝 APEC 持續關注 PECC 針對第二軌外交的意見

和建議，並感謝日本在如此艱困的時刻對於亞太區域以及世界的領導。

PECC 最近剛結束由 PECC 日本委員會所主辦的第 19 屆大會。感謝

日本外務省前原誠司大臣與小田部陽一審議官在大會期間的演講。茲總

結討論如下，謹供各位參考：

經濟前景

根據 IMF 最新的預測，�010 年 APEC 地區的預期成長率約為 �.�%，

對比 �009 年的 1.�%，有著大幅的成長。展望未來，預估未來兩年的經濟

成長率是略為保守的 �.�%。某些再平衡 (Rebalancing) 現象在逆差國家中

被成長的儲蓄率取代，在順差國家則被增加的國內需求取代。當我們討

論年度區域報告的細節時，將著重在成長的幅度，而非絕對的數字。

對於 APEC 區域以及世界各經濟體來說，最簡單的經濟危機預防之

道是實施結構改革，以重新平衡經濟結構，避免不必要的不平衡情況再

度出現。

APEC 在此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自從 �00� 年 APEC 部長會議結構重

組後，APEC 致力於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並就此增進各經濟體彼此

11 PECC 致第 �� 屆 APEC 部長會議聲明



間的合作，藉由經濟委員會的努力，創造了珍貴的經驗資料庫，並重組

潛在政策制定者的聯繫網絡。

社會韌性

促進社會韌性 (Social resilience) 是再平衡和結構重組計畫中的一個重

要部分。�010 年 PECC 建立了一支研究團隊觀察退休金、醫療健康照護、

失業問題、總體經濟等四個構成社會韌性的核心要素，並分別進行個案

研究，以了解不同 APEC 經濟體所側重的社會保護措施。

這個計畫對於 APEC 區域很重要的原因有二：

●  金融危機使得工作機會變少，人民在工作難找的情況下，十分在意社

會保護措施所能提供的協助。

●  人口結構快速變化的地區，造成現行系統的承載壓力。

此計畫更細節的發現和建議已在 PECC 東京大會中發表，並可

由 PECC 日本委員會取得資訊。

此研究計畫結果指出：促進社會安全網，對於經濟再平衡的貢獻很

重要。因為社會安全網能夠讓家計單位不用擔心偶發意外狀況，以及退

休保障的問題。此研究也指出：貸款的可取得性決定家計單位的儲蓄，

以及意外支出的緩衝，使個人的消費能力上升。因此，同時發展社會安

全網和資本市場，將能更有效率的增進社會韌性。

總而言之，許多 OECD 經濟體的政府提供社會、健康以及退休金保

險，而發展中經濟體因為龐大的非正規部門還有較差的行政能力，故不

易實行類似 OECD 經濟體的社會安全網。不過我們也能從不同經濟體中

學習其各自發展的社會韌性架構。尤其像日本擁有相當長期的社會福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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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發展經驗，對於其他經濟體重建的過程，可帶來許多啟發。

199�-9� 的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曾有一段時間熱烈討論社會安全網

的建構，但未幾即歸於沉寂。然而可確定的是，當經濟成長率提升之後，

社會韌性的議題會再度被提起。因此我們樂見兩個月前在北京舉行的

APEC 人力資源發展部長會議，所作出的結論。我們希望社會安全網的議

題能夠持續討論，並將會繼續提供 APEC 相關研究成果。

APEC 應該繼續在社會安全網的議題上努力，並將恢復公共建設視為

在亞太地區對抗金融危機的一種方法。我們應該要成立一個工作團隊，

以便討論如何讓社會更有能力對抗金融危機並設計更有效率的社會政

策。

�010 後貿易議程

�010 年，APEC 已工業化會員體達成了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具有核心意

義的茂物目標檢視。因此 PECC 建立了一支研究團隊，觀察七月在東京

達成的 �010 後貿易議程。研究團隊將貿易政策議題研究分成多邊貿易和

區域性貿易兩種層級。在多邊貿易層級，研究團隊討論杜哈回合已完成

的部份、WTO 的未來、潛在的氣候變遷和貿易政策的衝突、如何建立更

有效率貿易自由化服務、勞工流動的議題、以及國際糧食經濟等貿易政

策範圍，在區域的層級 PECC 討論東亞和亞太地區的貿易結構演化。

我們感謝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美洲開發銀行，以及日本國際問題

研究所與外務省的協助，組織籌備工作小組會議，使得研究團隊得以在

數星期以前的東京年度大會上報告研究成果。

1� PECC 致第 �� 屆 APEC 部長會議聲明



區域經濟整合

現行區域間的關稅稅率已經有大幅度的減低，此外，越來越多的區

域貿易協定已經使得更多商品能夠以零關稅進到其他市場。

然而，優惠關稅的使用率雖然有緩慢的成長，但仍相對低迷。很明

顯的中小企業很難從 RTAs/FTAs 所帶來的貿易機會中得利。我們應該敦

促 APEC 克服相關障礙，例如建立一套較為簡單的區域性原產地規則，

包括簡化相關要求在內。

展望未來，PECC 期待出現一個一致的區域貿易結構，藉由貿易和投

資的自由開放，達到整合區域的目的。但是在區域貿易結構中有兩個主

要的問題：首先是中、日、韓這三個東亞最大的經濟體之間，尚未簽署

自由貿易協定。我們希望努力促進這三個經濟體之間的自由貿易。第二

個問題是缺乏一致的途徑實現跨太平洋自由貿易，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 (TPP) 已成為可能解決第二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我們希望

能找到一個對各方具有建設性的方法，實現 TPP 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潛在

貢獻。

貿易系統的挑戰

如何結束 WTO 杜哈回合，是亞太地區應該要去面對的議題。即使

許多 APEC 領袖持續呼籲杜哈回合達成結論，但迄今仍無下文。展望我

們認為有必要開始思考需要採取的步驟，以確保 WTO 和多邊貿易體系做

為全球貿易的核心機構，然而替代在 WTO 架構下討論自由貿易的方案也

應考慮。

我們可以預期為了因應氣候變遷所制定的政策，可能會為以多邊規

則為基礎的貿易制度，帶來重大的挑戰。由於未能在京都議定書的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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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上達成一致意見，個別國家和企業將必須自行計劃，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並且將在使用貿易措施補償因回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價格競爭力

減少之時，面臨壓力。 

現行的 WTO 規則無法提供合適的架構，解決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貿

易爭端。因為亞太地區極度依賴貿易，區域內各經濟體必須在尋求下列

議題的共識上，扮演領導地位：一、貿易與氣候變遷相關議題如何因應；

二、如果要避免傷害性的貿易衝突，甚至是多邊貿易體系的崩毀，何者

為要。

氣候變遷和綠色成長

PECC 年度大會也討論到最近有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談判發

展。顯然在主要經濟體之間，存在著意見分歧。在沒有廣泛議程的前提

下，APEC 和亞太地區可以在此扮演重要角色。

如上所述，減緩氣候變遷的政策和 APEC 貿易與投資的核心議程之

間，有很重要的關係。一來是我們希望經濟體同意採用「綠色成長」和

能源效率政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在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並

以相關技術使發展中經濟體在高能源密集產業上，有超越工業化經濟體

的發展。

換言之，採用綠色成長策略，不會危及經濟發展和減貧。未來的幾

個月，PECC 將考慮如何更深入地了解這個問題。

為了重建信心的合作基礎

許多議題促進區域的合作，也造成區域的分裂。APEC 已經成立超過

�1 年，在此之前，沒有論壇可以聚集了如此多具有不同歷史的先進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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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經濟體。我們需要提醒自己，要在意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

過去 � 年內，各國領導人在 G�0 高峰會和 APEC 的合作，確實有助

於恢復信心，阻止全球的崩壞和保護主義政策的興起。這是一項不應被

忽視的重要成就。復甦是脆弱的。企業和公眾需要政策制定者對未來的

保證，才能使得就業機會和生產能力提升。由於 APEC 領導人將在首爾

G�0 高峰會碰面，我們希望把握機會，傳達亞太地區各國將承諾一同解

決共同問題，並承諾一個穩定和繁榮的亞太願景。

在 PECC 第 19 回大會之後舉行的常設委員會會議當中，我們很高興

地報告：PECC 成員已同意在 �011 年，除了同時繼續區域經濟現勢和社

會韌性相關研究之外，也將著手針對失業、服務業的貿易與投資，海洋

資源的保護與管理、區域合作如何促進綠色成長策略的採納等議題，進

行研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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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年度區域經濟現勢報告摘要

2010-2011年太平洋區域現勢

報告：經濟發展

維持全球經濟成長

�009-�010 年，亞太地區的經濟持續反彈成長，但歐洲債務危機、美

國經濟成長疲弱、匯率與外部失衡造成國際經濟緊張情勢升高，則使

�011 年的經濟風險增加，因此必須採行短期緊急措施，以提振疲弱的經

濟，並防止關稅保護主義。

南韓首爾的 G�0 高峰會最重要的結論，是各國領袖同意透過總體經

濟與結構改革措施，確保經濟平衡與中長期的持續成長。做為全球最具

經濟成長動能的地區，亞太經濟體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為了達成長期的永續經濟成長，政府必須逐漸放鬆金融海嘯期間強

勢的財政干預。全球經濟成長需要重新平衡，並同時採用結構性的政策，

來刺激地區的成長潛力。�009 年，PECC 組成一專案小組研究經濟重整

（restructuring）與再平衡（rebalancing），以辨明亞太地區的政策優先項目，

並且個別與聯合行動，維持經濟危機後的成長。本文即在就此進行報告。

�010 年，各國的集體行動極為頻繁。兩個亞太地區經濟體－加拿大

與韓國－分別在六月與十一月於多倫多和首爾舉辦 G�0 高峰會。多倫多

高峰會舉辦時正值經濟反彈，與會領袖們同意總體經濟的退場策略、保

證至 �01� 年縮減一半的財政赤字，並於 �01� 年穩定或減少國家債務佔

GDP 的比例。國際組織支持的 G�0 互助程序檢驗了各國國內的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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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國政府辨別成長機會，以及規劃不同實施方式的最後結果，以求獲

得更正面的全球產出。如果全球經濟成長持續遲緩、外部不平衡無法解

決，貿易關稅保護的機率將會提高。

首爾的 G�0 會議上，亞洲國家是鎂光燈的焦點。儘管亞洲國家重拾

強勁的經濟成長，其經濟結構仍然需要從出口成長型經濟，轉型成內需

成長型經濟。這樣的轉變有助於推動復甦速度緩慢的大型已開發國家加

速經濟復甦。但如 �009 年專案小組所提，可持續成長有賴於計劃性的積

極政策變革：如透過結構與組織變革，以期多依靠內需來支撐全球再均

衡、財政收支再造及成功的全球貿易對談結論。此一過程將在下一段落

介紹。最後一部分將對 �011 年的行動計畫提出建議。這兩段包含了主要

經濟體和 APEC、亞洲的主要區域機構。

趨勢走向強勁、穩定與均衡的成長

G�0 提出的經濟政策架構，主要仰賴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

強勁、穩定與均衡成長；刺激措施可能因自發且持續性的私部門恢復

成長，而逐漸退場。在 �010 年，如同預期，全球經濟成長 �.�％，但這

成長是由各種不同成長速度所組成。經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調查，在

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當中，中國大陸如預期的成長了 10.�％，但日本為

�.�％、美國為 �.�％。如果生產力增加以及產量恢復金融海嘯前水準，

這數據在 �011 年預期將上升至 �.�％。預料在 �011 年，亞太地區整體的

經濟成長率將反彈至 �.�％。

總體經濟退場策略

政府及中央銀行最優先的目標，是確保私人部門的成長恢復金融海

嘯前的水準：企業開始儲備存貨、企業雇用人數大於解雇人數；勞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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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擴張支持家庭所得成長，以及消費者支出增加支持企業繼續投資。這

些現象的證據依然微薄，而政府仍須小心謹慎。如果政府的經濟刺激政

策在可持續成長的現象來臨前退場，總體經濟將會進入新一波的衰退，

甚至是通縮循環。然而如果太晚退場，珍貴的資源會被浪費，且為未來

新一波的通貨膨脹埋下因子。在此同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內的大規模經濟體操作財政政策的空間，已因鉅額的結構性赤字與高額

負債，而所剩無幾。IMF 估計，在 �01� 年國債將會高達 GDP 的 110％。

在擁有大量信貸泡沫的經濟體內，利率在歷史的低點，中央銀行資

產負債表則缺乏翔實記錄。當貨幣政策不應該被用作減少實質國債負擔

時，這些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卻依然持續依賴量化寬鬆政策，來刺激經濟。

G�0 的領袖於多倫多會議時，承諾強化各國財政，確實有助於擁有

赤字的已開發國家塑造具體退場策略的需求。為了控制各界期盼，財務

健全政策的需求在會議前已相當明確表達。然而退場策略尚需進一步建

構，以應長期需求及「友善成長（growth-friendly）」。各國必須考慮未來

的影響因素，諸如人口結構調整；接著若財政刺激措施退場，則必須強

化基本的結構平衡以面對人口老化 ( 這意味著稅制與福利資格的改革 )

的挑戰。政府也必須轉移公共支出，來醞釀未來的經濟成長，例如教育、

環保基礎建設、硬體基礎設施升級，以及減少不合理的稅賦。在入超國，

支出的轉移也有其必要，以使家計單位能承擔某些情況下，產品與勞動

市場調整的負擔，以及支撐人口老化現象。

美國、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退場策略在亞太地區更是至關緊要。在美

國，國內爭論著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經濟刺激方案，或是應當採取緊縮

財政政策。刺激方案的支持者主張更進一步的公共支出，以在私部門需

求、就業率、各州政府財政問題尚未恢復時，維持國內的總體需求。緊

縮財政政策的支持者則主張：持續支出會增加政府負債、為未來的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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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不確定性、持續掩蓋結構性失業，以及延緩企業投資與勞工雇

用決策。由於沒有共識，美國政府缺乏值得信任的中期財政健全方案。

在多倫多高峰會之前，歐巴馬總統公開宣示在 �01� 年之前要減少政府

財政赤字至 GDP 的 �％。美國管理當局於 �011 年估計的 �010 年赤字占

GDP 的比例將降低至 11％ (�009 年為 1�%)，然而在 �01� 至 �0�0 年之間，

其降低的比率不會高過 �％ ( 雖然 �～ �％的減少是預期可持續的 )。民

間部門預測未來十年內，赤字占 GDP 比率都將高於 �％。這數字不是政

府可長久負擔的。

政府在 �011 年的預算計畫中，大部分依賴支出的刪減，而非收入的

增加。小布希時代減稅政策 ( 這是當今政府預算赤字不斷的一大重要因

素 ) 的效果即將到來，也是激烈辯論的來源。經濟現況是：要達到長遠

的財政健全水準必須透過「友善成長」來獲得較高的財政收入成長，例

如透過稅制改革，將課稅來源從所得與財富轉移至消費。因為在現今嚴

峻的政治環境中，沒有政治人物願意提倡更高的課稅制度，掌管政府支

出與收入的兩黨國會財政改革委員會 (the bipartisan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是現在最有希望提供具體分析與專業

意見的部門。

中國大陸也在 �00� 年起實施激烈的財政刺激政策。銀行體系直接貸

放的效果，透過政府支出增加而擴張。�009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表現

領先群倫。當 �009 年年末通貨膨脹的訊號出現時，中國大陸政府習慣性

的控制銀行對於資本市場與地方政府的貸款。�010 年中，經濟的緩慢活

動，促使某些基礎設施與替代能源投資的信用貸款放鬆。早於多倫多會

議之前，中國大陸已放鬆人民幣外匯管制—中國人民銀行放棄緊盯美元，

而轉向從 �00� 年七月開始的人民幣對一籃子主要貨幣的管理政策。

受 �009 年淨出口崩盤影響最大的日本，�010 年第一季在將近 �%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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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率中感受到了經濟反彈成長，並預期全年有平均 �.�% 的經濟成長

率。然而在外部需求不振與財政政策吃緊下，日本在 �011 年的經濟成長

將減緩。

雖然短期內，總體經濟退出策略與財政健全政策並非東亞經濟體的

最優先項目，但中期的全球再均衡需要仰賴他們的參與，以減少他們對

出口導向式成長的依賴，以及多依靠自己本國的國內市場內需。

解決全球不平衡問題

第二個更加困難的優先問題，是當經濟成長復甦時，改變總體需求

的組成結構。全球活期存款的不平衡現象在 �00� 年達到顛峰，但是 IMF

預期當全球貿易和金融流量恢復、東亞地區的活期存款上升過多時，不

平衡的現象會重新發生。為了避免全球活期存款不平衡現象再度重演，

生產過剩的國家應該要多依賴國內的需求，而對外赤字過高的國家應該

要多依賴出口。彈性匯率有助於必要的調節緩衝作用。再平衡將會是一

個技術上的挑戰，並且對於 G�0 國家而言，會是最大的政治挑戰。有些

生產過剩的國家抵制彈性匯率，因為他們害怕實質和名目匯率的變動，

會減少他們的出口成長率，雖然不論是貿易逆差或是順差的經濟體都很

少注重結構上的問題。部分東北亞或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在韓圜貶值時，

相對於美元展現了高度的匯率波動幅度。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則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那些主要釘住美元貨幣的匯率。然而日本是例外，日圓升值反

映在其他貨幣對日圓的急遽貶值上。

自從 �00� 年建立外匯存底開始，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

國現在的外匯存底已達名目 GDP 的 �0% 甚至更多，進一步顯示出他們反

對本國貨幣升值的意圖。然而，從 �009 年為了減低不平衡現象所做的市

場調節中，重要的一課就是藉由浮動匯率，能夠減低市場混亂。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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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不採行浮動匯率，就要藉由執行結構性的政策來調節市場，但是這個

方法可能會影響到國內消費和貿易的利益，因而不太受歡迎。當美國不

再是世界經濟的領航者，其餘的經濟體必需要重新平衡世界經濟。

IMF 和 OECD 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已經證明了集體行動在降低經濟

失衡與維持現狀的風險上，所展現的效果。為了準備多倫多高峰會，IMF

透過各成員國的 �01� 年的自我經濟產出預測與調整參數，來設下最低的

成長底線。顯而易見的，這模型假設外匯利率具有彈性。最高與最低風

險底線下模擬出的兩種產出結果是相當驚人的。共同合作能夠產生大規

模的利益：世界的產出提高了 1.� 兆美元，並且五年後全球成長將比基

準線高出 �.�%。全球將增加 � 千 9 百萬美元的工作機會，其中在新興亞

洲地區將增加 1.�� 千萬美元的工作機會。

但是在不利情況預測的風險和基準線的相比下，顯示出在產出和就

業方面有著很大的損失，就業方面損失了 ��00 千萬美元，其中 1100 千

萬美元損失出現在新興亞洲地區，1 百萬美元的損失出現在日本，並且

貧窮人口將會增加 � 千萬人。世界的產出將會減少 �.1%，失業率將會比

基準線高出 1%。

有利情況和不利情況的預測結果相比之下，顯現出共同合作之下的

全球利益。如果風險能夠具體化，全球產出在共同合作的情況下將會比

不利的情況高出 �.�%，失業率將會下降 ( 即使在新興亞洲地區的失業率

在不利情況下是上升的 )。

究竟是哪項因素在這兩種結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顯然的，對於有

赤字的經濟體而言，實行對成長有利的財政整頓是必要的。此外，模型

中還包含了兩種結構上的改革：加強國內需求的結構改革 ( 補償美國消

費者需求的降低 )、增加生產力的結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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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國內需求：假設順差經濟體可以藉由退休金和健保計畫來加強

社會安全網，加強基礎建設來減少供給的瓶頸、改革公司管理、以及中

小企業主能夠從發展更完全的金融市場得到信用貸款等諸般措施，提昇

國內需求以進一步彌補全球需求的短缺，如此一來，家計需求將會提升。

當薪水會上漲、勞工能夠自由流動，將能提供家計單位更多的收入。整

頓結構和改革的時間，依經濟體的經濟環境以及制度而有所不同，但是

如果想要能夠長期永續的成長，改革的急迫性是一定的。

在新興亞洲地區中，越來越多的公共投資有著互相監督的機制，在

過去三年來，透過投資的增加與保護貧窮階級社會安全網的增強，�% 的

GDP 成長讓國內需求相對於一般情況增加，這些支出的資金來自於更多

的赤字還有更高的消費稅。

加強經濟潛力：有著對外赤字的先進經濟體應該要採取，包含改革

津貼政策、以及諸如鼓勵網路產業、專業服務和物流的競爭等生產市場

的改革，來解決問題。OECD 評估認為，「最佳實踐」的產品市場規範能

夠提升生產率。勞工市場的改革能夠增加勞工市場的彈性，也能夠增進

生產力，尤其是在歐洲。新興市場中的赤字經濟，則應簡化產品市場規

範，並增加正規部門的效率，以鼓勵增加工作機會。

這些改變能夠使得成長更加的均衡。當貨幣貶值時，經常帳赤字數

值會下降，當先進逆差經濟體中儲蓄數值增加，先進順差經濟體也透過

產品和勞工市場改革促進了投資和消費之後，對於產品的外部需求會增

加。在新興的順差經濟體中，減少預防性存款和更高的公共建設支出，

會讓國內需求和進口提高不少；當貨幣升值時，則有助於減少經常帳盈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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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控改革

在金融風暴中心的先進國家，金融監控改革是這次的第三優先議題。

為了達到持續性的成長，金融機構應該重新開始放款。經濟復甦中的一

大問題，就是既得利益者的拖延，以及取得改革權利的問題，使得金融

部門的改革充滿著不確定性。在有問題的先進經濟體中，應該要取消在

金融風暴時，來自金融部門的特別協助，銀行的壞帳也應該要從資產負

債表中移除。未來的不穩定性風險也應該要被消除，並且要找到納稅人

無需付出代價的方法，來解決未來可能會碰到的金融風暴。美國已採用

這些金融改革方法，但還需要全球化的標準，以防止影響跨境資本流動

監管的新差異。巴塞爾機構 (The Basel Institutions) 已經設定了有關資本

和流動性的新標準，並且將會在首爾高峰會的時候提交給各國領袖。

保護自由貿易和結束杜哈回合

即便有會使全球經濟缺乏成長動力的可能，保護自由貿易仍然是報

告中的第四優先項目。IMF 的負面發展預測認為，衰退仍可能捲土重來。

失業人口的增加（尤其是結構性失業的增加）對美國期中選舉所造成的

風險，使得保護主義再度盛行，並且迫使全球化倒退。現在少有政府仍

有餘力去面對仍然高漲的失業問題，導致各國依賴外部需求。如果逆差

和順差的經濟體執行同一策略，則保護主義的威脅將會升高。�010 年六

月，美國的貿易逆差顯示：自從金融危機以來，出口成長比預期中還要

緩慢，疲軟的歐元和來自主要出口國－亞洲、歐洲為了重新平衡他們各

自的經濟成長，抵制了來自美國的進口。到目前為止，APEC 和 G�0 的領

袖不斷地希望的貿易部長找到結束杜哈回合的方法。在首爾高峰會時，

各國領袖們應該會在一個各方能基於自身利益而接受的前提下，至少在

�011 年底前，盡早結束杜哈回合。由於主要的選舉和領導權的轉移都將

在 �01� 年發生，所以 �011 年可謂是 �01� 年前最後的機會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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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行動

在 �009 年的特別小組報告中，許多個體和結構性的經濟政策重點都

著重於金融危機以及復甦。現在，個別的經濟體和亞太平洋地區的組織

都要求要有具體的承諾。

美國：

財政整頓是必要的中期目標，但是在 �010 年 11 月的期中選舉之前，

不太可能實現。然而，兩黨國會財政改革委員會 (the bipartis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 期末報告即將到期，所有

財務整頓的選擇都應該要公開，包括無上限的消費稅及碳消費稅和預算

削減。在未來五年內，為了提升美國出口，新政策應該要和全球貿易自

由化的議程同步。

中國大陸：

作為主要的順差經濟體，中國大陸相對的固定匯率，暗示著再平衡

的重擔，落到了國內政策的改變上。國內政策可以鼓勵國內需求的成長，

不過還可以做的更多。服務業的結構性重整能夠讓服務業更有競爭力，

進而提升生產力。更進一步的財政改革可以延伸到教育服務、公共建設、

政府津貼和農村的健康保險，勞工市場的改革則可以藉由提高薪水，減

低家計儲蓄率。同樣的，也需要有方法減低過高的法人機構儲蓄率，諸

如稅務改革以及提高國營機構的鼓勵分紅等。提升故意壓低的能源、土

地、水價格，環境和資本，可以增加工業生產的誘因。同意匯率的升值

可以促進這些改變，不論是因為較高的國內通貨膨脹造成的實質升值或

是名目升值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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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亞洲經濟體：

其他的順差亞洲經濟體，可以藉由減低出口誘因來提升全球需求，

藉由公共建設來提升國內需求，以及藉由鼓勵競爭來提升服務業的生產

力。他們可以藉由勞工和產品市場更加彈性，創造社會安全網，以及減

少家計單位和小型企業的信用限制，來發展國內的金融市場。

歐洲：

即使有許多歐洲成長預測的不確定消息，危機管理的方法仍然是十

分重要。因為歐洲的平準基金和歐洲央行史無前例的干預，使得一些經

濟體，例如有著外債問題的希臘，得以重建他們的金融。但是有關經濟

管理的嚴重問題仍然存在於歐盟地區，歐盟之間需要有更進一步協調，

並且對於財務要更加的審慎處理。未來的經濟成長需要倚賴上升的生產

力，不過相對應的，歐盟必須要在產品和勞工市場進行改革，雖然這樣

的改革在這個成長緩慢的環境中，在政治上是窒礙難行並且被拖延許久

的。

APEC：

APEC 有機會可以建立 G�0 的全球化和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之間的

互動。在 11 月 1�-1� 日橫濱高峰會，APEC 領袖可以將他們的五大成長策

略和 G�0 的優先事項做連結。由於 APEC 包含更多的經濟體，其策略能

夠加強 G�0 的合理性。近期 APEC 聚焦於結構改革，因為為了度過金融

危機而使用的振興經濟政策失效之後，APEC 的做法很適合幫助該地區的

經濟體確定其政策框架，來維持經濟增長。�010 年八月在別府 (Beppu)

舉行的 APEC 高階政策圓桌論壇，確立了亞太地區為金融危機後全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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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主要領導地區。APEC 領袖可以承諾交付適當的盈餘配合，和赤字經

濟改革中的服務環節的監管，融資和提供基礎設施，深化 APEC 的連結，

推進低碳經濟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以更有效地配置資本資源。在亞太地

區的整合行動，可為 �009 年特別工作小組所指出的成長引擎。這次在

檀香山的會議中，APEC 認真考慮成立高階特別工作小組，來處理有關

區域性策略的結構性調整。

其餘的亞洲區域組織可能也會支持這樣的處理方式。東協加 � 經濟

研究辦公室 (AMRO) 已經設立了監督機制來支持這個方式。清邁倡議多

邊化組織 (CMIM) 也針對會員國家的再平衡，提供支持。

個別的政府也考慮參照美國國家委員會的方式，設立獨立的專家顧

問小組，以查明和公開討論調整上有困難的政策。其他有關政府新政策

的例子還有新加坡金融部長所掌管的新加坡經濟策略委員會，以及馬來

西亞政府的新經濟模型。這些機制將有助於建立公眾支持改革的議程，

並減少 IMF 所預測的不利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如果各國政府只是選擇快

速修復和逕行宣布成功，這些不利的情況有可能會發生。

結論

因為全球不平衡現象所造成的國際緊張情勢，以及政府主導的在結

構性政策上和匯率管理方式的改革進度緩慢，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氛圍。若領袖們沒有果決的行動，很難能夠從有風險的全球化中得利。

APEC 橫濱高峰會將會建立在 G�0 的架構和在首爾所作出的決定上。在

�011 年中成長的幅度要夠大，否則 G�0 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將會減弱。亞

太經濟體為 IMF 所預測有利情況中的最大得利者，所以應該要推動和支

持共同合作的承諾，支持均衡且持續性的全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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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PECC 重要活動

PECC太平洋經濟展望（PEO）  
結構專家會議紀實

邱達生、藍蔚迎

PECC 於 �010 年 � 月 0�-0� 日在日本大阪舉行太平洋經濟展望結構專

家會議會議，共分為開幕介紹暨引言 (Opening Remarks and Introduction)

及 � 個主要討論場次，此 � 個場次分別是：（一）日本與泰國（Japan and 

Thailand）、（二）美國與哥倫比亞（The United States and Colombia）、（三）

香港、中華台北與印尼（Hong Kong China, Chinese Taipei, and Indonesia），

以及（四）中國大陸 (China)。而在主要場次討論結束後，與會者進行綜

合討論與總結。

我國代表團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胡勝正博士率

團與會，同行團員包括台經院邱達生副研究員，以及藍蔚迎助理研究員。

會議摘要分述如下：

開幕介紹暨引言

引言主題： 總體金融連結與金融深化（Macro-financial Linkage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引言人：Dr. Akira Konsaka（PEO Structure Project 協調人）

引言摘要：

Akira 教授的引言含括下列 � 個層面：（一）因先進國家而起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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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Financial Crisis from Advanced Economies）、（二）持續變動的東亞國

際資本流動（Changing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East Asia）、

（三）新興市場的金融發展（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Markets）、

（四）國內金融市場（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s）、及（五）全球新平衡

（Global Rebalancing）。

Akira 教授於報告中，利用圖表的方式簡單介紹了自 19�0 年間迄今

所的發生過的金融危機，包括：�0 年代的美國銀行危機、9� 年的東亞金

融危機、�001 年的 IT 泡沫危機、以及 �00� 年底由美國次級房貸所觸動

的全球金融風暴等。又因為全球各金融體系間或深或淺的連結，以至於

這幾次金融危機的影響範圍，皆外溢到美國以外的地區。

綜觀這幾次的金融危機，可以發現，亞洲與拉丁美洲地區的資金因

此流出，不過這些地區的產出則呈微幅成長。東亞間持續不斷地國際資

本流動來源，則是源自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這些區域的有價證券市場亦已逐步回溫。Akira 教授在簡報中亦表示：區

域資本市場的整合情形，和區域間的股票報酬率有著密切的關聯。Akira

教授也就 9� 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以及這次的全球金融風暴，做了簡單的比

較。這次的全球金融風暴，亞洲各國所受的衝擊不若 9� 年亞洲金融風暴

那麼嚴重，應與亞洲各國所持有之外國債券比重較低，以及亞洲各國持

有較高的外匯準備率有關。

整體而言，各國的金融體系的結構慢慢出現了調整、也開始較為注

重風險管理的部份。預期未來日本、美國的經濟情形，其成長可能不若

過去強勁，Akira 教授表示，未來東亞各國的金融體制，要如何擺脫目前

的僵局，有賴大家於此次會議中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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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日本與泰國

場次主席： Akira Kohsaka（PEO Structure Project 協調人）

論文主題暨講者：

（一） 中央銀行之總體面審慎監理面向：以日本為例（Macroprudential 
Perspec t i ves in Cent ra l Bank ing : Lessons f rom Japan 's 
Experience），Shigenori Shiratsuka（日本）。

（二） 總體金融連結與金融深化：以泰國為例（Macro-Financial Linkage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The Case of Thailand），Chaiyasit 
Anuchitwarawong and Pakorn Vichayanond（泰國）。

與談人：Robert Dekle（美國）、Toshiki Jinushi（日本）

討論摘要：

Shigenori Shiratsuka 表示，他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三大部份：（一）

中央銀行的政策、（二）日本經驗、及（三）中央銀行策略架構的規

劃。Shiratsuka 的文章主要是透過重新檢視過去日本在經歷資產價格泡

沫化、及後來所伴隨而來的長期經濟停滯經驗，從而探索日本宏觀且

審慎的政策範疇，以及中央銀行所採用的因應措施。日本的經驗清楚

地指出，金融失衡是因為金融和經濟條件不佳所造成的。不過 Shiratsuka

於文末也表示，央行的政策，不管是在一般正常時期或非常時期，都

扮演著相當關鍵性的角色。

Chaiyasit Anuchitwarawong 的論文，除了簡單介紹了泰國的經濟結構

外，也對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國內的金融深化情形以及區域金融合作

等方面做了探討。Chaiyasit 表示，泰國與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不像美國或

歐盟這些工業國家一樣，遭受嚴重的次級房貸問題。這些發展中國家，

於 �00� 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所存在的問題是國內的放款金額下降、

出口所得漸少、以及流向各國的國際資金減少。另外由於目前泰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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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以及投資低迷，所以想要透過增加出口以因應目前的金融危機，

並不可行。雖然東協各國間可透過促進區域貿易自由化、強化國際間經

濟合作、藉由多國合作以締結多邊清邁協議、強化東協各國政府間的金

融、貨幣、以及經濟政策的合作等強化國際金融的合作連結，但由於各

國的背景條件與立場不同，故東協各國間的區域金融合作並不容易執行。

會中，兩位與談人 Robert Dekle 與 Toshiki Jinushi 也分別從不同觀

點，對兩篇論文提出建議。Robert Dekle 表示，貿易的安全防護，不應

倚賴央行的政策措施。Toshiki Jinushi 也建議，Shiratsuka 文中所提及的

「金融體系透明化」定義應再明確，此外他也建議該論文中應對於泰國

的貨幣政策有所著墨。

第二場次：美國與哥倫比亞

場次主席： Kentaro Iwatsubo（日本）

論文主題暨講者：

（一） 美國金融危機（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Robert 
Dekle（美國）。

（二） 哥倫比亞經濟表現（The Colombian Economy: Performanc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Prospects），Jorge Toro（哥倫比亞）。

與談人：Sheng-Cheng Hu ( 中華台北 )、Kazuo Ogawa（日本）

討論摘要：

Robert Dekle 簡單於報告中指出，由於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相當劇烈、

且對美國房市造成衝擊，故有部份經濟學家認為，這次房地產泡沫化，

早就因為實質利率低落，而於 �00� 年埋下伏筆。他也指出美國房地產價

格大幅攀升，和房屋的所有權人過度質押房產有關。且這波金融危機除

了衝擊美國自己本身的消費者信心、投資意願且使得 GDP 下滑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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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衝擊全球經濟。最後他也指出全球經濟失衡的情形，像石油價格回

跌後，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赤字的可能影響、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順

差等，未來都將值得關注。

Jorge Toro 於簡報中概略介紹了哥倫比亞的經濟表現、拉丁美洲

各國因為此次金融危機所受到的衝擊情形、以及哥倫比亞未來的經濟

展望等。他提到，雖然各地的復甦速度不一，但全球經濟比預期中早

開始復甦。而此次金融危機中，受波及最為嚴重的應屬新興歐洲國家。

部份拉丁美洲國家 �009 年的 GDP 下降，但預期 �010 年都將回升。雖

然哥倫比亞是少數受這波金融風暴衝擊較為小的國家，但受到整個拉

丁美洲區域的影響，哥倫比亞 �010 年的經濟復甦力道仍平緩。Jorge 也

指出，拉丁美洲各國在 �010 年可能會因為之前這波金融風暴的影響，

而使得失業人口增加，哥倫比亞可能也會因此受到嚴重影響。整體而言，

哥倫比亞在這波金融風暴席捲全球的情況下，其實質 GDP 自 �00� 年第

� 季之後，開始逐步恢復；國內的投資水準也從 �00� 年的負成長開始

轉正；其對於原物料、消費財以及資本財的進口水準也下降；哥倫比

亞的年通貨膨脹率也逐步下降。Jorge 指出，哥倫比亞之所以可以屹立

於這波金融衝擊，要歸功於他們穩固的總體經濟結構。

與會學者另外也提到，過去日本也曾經遭遇這樣的經濟大蕭條，但

當時並沒有擴散到其他地方。未來要防範這樣的金融危機發生，需要更

注重整個金融體系的健全與安全性。這次的金融危機，並不只是藉由跨

國間的經貿往返而擴散，反而各國內部的借貸情形也是需要關注的重點。

另外，究竟哥倫比亞沒有因為跨國貿易或是國內借貸的情形受到金融風

暴的衝擊的主因是什麼？是否跟國際分工情形有關？還是因為哥倫比亞

的礦產以及石油的出口所得彈性低，所以使得哥倫比亞這次比較不受金

融風暴衝擊，建議可以再多所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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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次：香港、中華台北與印尼

場次主席： Kazutomo Abe（日本）

論文主題暨講者：

（一）  全球金融危機透過總體金融連結對區域的衝擊影響 - 香港的經驗與教訓

（Transmission of the Shock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via Macro-
Financial Linkages across Regions- Hong Kong'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t），Helen Chan（香港）。

（二） 金融危機與總體經濟連結 - 中華台北的例證

（Financi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Linkage: The Evidence from 
Chinese Taipei）Sheng-Cheng Hu（中華台北）。

（三）總體金融連結與金融深化 - 印尼案例

（Macro-Financial Linkage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The Case of 
Indonesia），Miranda S. Goeltom（印尼）

與談人： Anuchitworawong Chaiyasit ( 泰國 )、Tomoyuki Fukumoto and 
Kumiko Okazaki（日本）

討論摘要：

Helen Chan 討論香港與亞洲之間的總體金融連結，並介紹東亞金融

危機發生前以及引爆後對香港的衝擊，最後簡介 �00� 年的全球性危機對

香港的影響，以及香港如何穩健的邁向復甦之途。她認為香港一直以來

強調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所以與全球化緊密的結合，然而全球化非但

帶來成長的契機，也帶來風險。穩健的經濟結構與基礎以及金融合作，

將有助於消弭全球化過程所帶來的衝擊與不確定性。

胡勝正院士代表我國發表論文，他分析全球金融危機透過金融與貿

易兩個管道對各經濟體的成長產生衝擊，而其對我國的影響主要是透過

貿易管道，因為台灣是一個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體。至於台灣的金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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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在過去十幾年來，台灣致力於金融自由化、提升相關資產品質、

相關業務的全球化，以及擴大直接與間接金融。胡勝正院士進一步強調，

金融危機已經逐步消散，值此後危機時代，各國應加強合作，協調經濟

政策以避免危機的餘波盪漾。

Miranda S. Goeltom比較此次金融危機與東亞金融危機對印尼的影響，

並檢討印尼邁向金融體系更透明化的路徑。她認為追求全球性的金融穩

定乃是當務之急，在探討金融市場的深化與流動性之餘，相關的潛在風

險更是值得注意。

第四場次：中國大陸

場次主席： Toshiki Jinushi（日本）

論文主題暨講者： 中國大陸的總體金融連結與金融深化（Macro-Financial 
Linkage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in China），Ping Yang
（中國大陸）。

與談人：Helen Chan ( 香港 )、Ichiro Otani（日本）

討論摘要：

由於會議主辦國 - 日本認為中國大陸目前在區域甚至全球的經濟角

色吃重，因此特別以一個獨立的場次單單讓中國大陸的學者來發表。

Ping Yang 介紹在 199�-9� 東亞金融危機後，中國大陸的快速經濟成

長模式。Ping Yang 並指出中國大陸其實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即警覺

重整金融市場的重要性，所以中國大陸在 199� 年 11 月隨即展開對銀行、

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的經營與監理的獨立制度。Ping Yang 認為在一連

串的金融革新之後，強化了中國大陸對於金融危機的抗禦能力。

�00� 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中國大陸也與其他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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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採取較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提升流動性，結果是 �009 年中國大陸的 M�

貨幣供給較前一年增加了 ��.�%，而 M1 更是增加了 ��.�%，導致信用成

長 ��%。

Ping Yang 及與會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已經慢慢朝向自由化

的面向邁進，以其龐大的經濟規模，相關的努力當有助於區域的金融穩

定。結論是區域各國應該致力於金融合作，提升必要時機流動性挹注的

能力，並增進區域的金融基礎建構。

結論與心得

在綜合討論與總結方面，與會者一致認為政策協調與國際合作的重

要性，誠如胡勝正院士所言，相關的國際合作在後危機時代尤其重要。

特別是各國為了因應金融危機紛紛採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值此低利時代，

導致游資四竄。各國為了穩定匯率，避免游資拉抬本國幣值影響了外貿

競爭力，不約而同的對熱錢進行管制。景氣復甦態勢逐漸明顯，亦即升

息準備之際，如果能夠透過多邊管道進行政策的協調，當可穩定區域的

金融與貿易市場。

有別於傳統上所強調的個體的審慎監理原則，此次金融危機也引起

學界與金融界對總體面審慎監理（Macro prudential surveillance）的注重。

總體面監理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監理方式，必須注重金融體系的制度面與

總體經濟成長的相互關係。總體監理政策也是為了降低危機引發系統性

風險的可能性，也應是後危機時代的主要金融監理原則。

由於主題設定的關係，美元的國際計價地位與人民幣的升值問題並

沒有很多的著墨與討論。美元的國際計價身份，隱喻為對其他需求美元

國家的相對優勢，且在危機期間轉為避險資產，不符國際經濟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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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而人民幣趨於固定的匯率管制，屢屢被詬病為世界經濟復甦的絆

腳石，這對強調金融體系逐步邁向自由化的中國大陸，不是一個進步而

理性的象徵。

（作者分別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與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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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ilience）東京研討會紀實

邱達生、趙 航

日本 PECC 委員會於 �010 年 � 月 �-� 日，在東京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舉行一場「提升社會韌性」國際研討會。我國委員會由副主席暨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洪德生博士率團與會，同行包括：國立中正大學勞

工研究所藍科正副教授、台經院國際處邱達生副研究員與趙航副研究員。

主辦單位強調 �010 年是由日本擔任 APEC 主辦國，而年度的主題是

「改變與行動」，其目的乃是為了因為國際環境在過去 �0 年來的劇烈變動。

主題之下的三大議題則分別是：「透過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之區域

經濟整合」、「確保更安全環境之人類安全議題」、「發展區域成長策略」。

而此次的東京研討會，則是鎖定成長策略下之包容性成長議題，來進行

深入的探討。

第一場次：退休金制度

此場次主要針對人口老化所造成的社會衝擊，各國應重新思考退休年

金制度。

主席： Prof. Noriyuki Takayama,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講者：  Prof. Mukul Ash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Prof. John 

Piggot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Dr. Hyungpyo Moon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討論提及透過包容性成長的發展，可以因應危機的衝擊。然而退休

金制度的不健全或不公平，反而會危及社會的安全與穩定。以日本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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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年以後出生的幼童，其預期生命可持續至 100 歲，加上老年人口的

持續增加，因此未來將衝擊既有的退休金制度。

有些國家建議已退休人員重新進入勞力市場，有些國家則建議以提

存金的方式。無論如何，不應以 OECD 方式為主，而應採取較為多元方

式以符合各國財政制度。因為 APEC 區域開發程度差異極大，開發中經

濟體一般而言欠缺對高齡照顧的社會安全體系。至於工作環境改善，以

及促進勞工流通及相關規範方面，目前亞太區域主要倚賴雙邊協議來規

範，將來可以考慮在 APEC 平台進行多邊的處置。

第二場：醫療制度 

此場次主要討論各國的醫療制度。以日本為例，由於出生率日漸低落，

因此醫療及支出比重增加。在日本，醫院除了提供治療以外，還類似

看護。講者建議醫療支出與財富比重在亞洲而言，存量比流量重要。

菲律賓之醫療體系較為落後， 因此人民對醫療體系相對缺乏信心。

主席： Prof. Yasuo Uchida
講者：  Prof. Masako I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Dr. Etsuji Okamoto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Dr. Rouselle Lavado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Dr. Tan Khee Giap (SINCPEC)

日方專家認為日本的醫療體系與區域其他的經濟體較不同的最明顯

差別是，日本的醫院是一般醫院與療養中心的混合體，而其特色是：衛

生醫療照顧普及且容易取得、付費價格依照國家統一性的標準、由非營

利性質的公共衛生體系來主導。日本的健保制度主要是根據因為以社區

為基礎之保險，以及以雇用為基礎之保險兩大項目，而因為人口老化、

醫療制度普及、個人收入提高等因素，近來醫療部門成本提高。未來日

本醫療制度可以改進的方向包括：更公平的費用負擔分配、經費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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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的提升。

而在費用分擔上，與會學者建議應以存量（資產）來取代流量（所

得）概念，以符合公平性原則。

第三場：失業保險制度

此場次主要討論各國失業保險制度，包括：泰國、台灣、韓國、日本。

主席： Prof. Naoki Mitani (Kobe University)
講者：  Prof. Yasuhito Asami (Hitotsubashi University)、藍科正副教授（國

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Dr. Myoung-Jung Kim (NLI Research 
Institute)、Prof. Naoki Mitani (Kobe University)

討論先以泰國為例，泰國於 �00� 年實施失業保險制度，而失業保

險制度只適用於全職員工。非自願失業者可以獲得最多 1�0 天及不超過

�0%��00 泰銖的補給；自願失業者則可以獲得最多 90 天及不超過 �0%（約

��00 泰銖）的補給。失業保險基本上是較為富有的國家才可以負擔的，

除非此津貼金額較低並且政策有效及透明的執行。

藍教授分析台灣的就業保險設計係基於以下原因：老化、生育率降

低、全球化、民主制度以及失業率升高，而 1�-�� 歲的受雇者（國人）

均受到就業保險保障。如果雇用失業人員（一個禮拜工作 �� 小時）�0

天以上，政府每個月補助一萬台幣，可補助最多 1� 個月。就業保險應視

為社會保險而非社會福利、就業津貼應根據工作經驗比例、社會補助福

利應該由政府支出。至於韓國方面，韓國的失業率及失業率均很低、自

我聘用（Self-employed）者比率很高、勞動力流動率高、相對貧窮率在

�00� 年高達 1�.1%，尚無建立社會安全網。但是韓國積極規劃促進勞動

市場政策，內容包括年輕族群的最低薪資保障、弱勢團體的就業輔導與

就業機會，與一般職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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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方面，日本的失業率日益成長，�009 年第四季高達 �.1%。失

業福利在 �009 年 � 月達失業保險的 �.9%，而失業補助成長了 �0-�0%。就

業保險的資格：每週工作 �0 個小時以上、就業 � 個月以上。失業福利資

格：在最近 �� 月內最少要有 1� 個月的保險、必須登記在公共就業安全

室、必須是非自願失業。失業福利是每日工資的 �0-�0%、�0-�� 歲則為

��-�0%、給付 90-��0 天。日本並無提早退休制度，但是鼓勵年長人員

工作。由於青年人員從事派遣工作增加，就業保險制度需要重新檢視。

基本上，東亞各國勞動市場差異甚大，不過自 1990 末，失業便成為

東亞各國共同面對的嶄新經驗。不過各國針對失業確有不同的作法：日

本、台灣、韓國、泰國、中國大陸及越南均有失業保險計畫：香港、新

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印尼則無。

有人認為失業保險會提高失業率，但研究顯示基本上有沒有失業保

險對失業率均不會造成影響。因此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及

印尼應當引進失業保險制度，對於已有失業保險的國家，制度應當修訂

以符合時下的需求。

第四場：總體分析

此場次主要討論總體面向之儲蓄與消費的關係。

主席： Prof. Charles Yuji Horioka, Osaka University 
講者：  Dr. Zhou Yanfei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r Policy and Training), 

Prof. Charles Yuji Horioka (Osaka University), Dr. Robert Dekl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洪德生博士（CTPECC 副主席暨台

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與會學者的研究發現，日本的年長者均會做預防性儲蓄。這是由於

對於退休年金制度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基於：對退休年金制度



�1 PECC 提升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東京研討會紀實

管理的不信任、擔心老年化導致退休年金無法被負擔、人民缺乏相關知

識。因此，降低對退休年金的不確定性可以透過：提供一個簡單明瞭的

改革方案、提高退休年金管理制度的透明化及效率。

另外其研究也發現，社會安全網跟家庭儲蓄率並無顯著相關。也就

是改善社會安全網不一定會減少家庭儲蓄率及增加消費。研究發現信用

的取得對於家庭儲蓄率是一較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因此發展社會安全網

及私有資金市場對於強化家庭消費及福利是最好的手段。

洪院長則對研究以 OECD 為樣本，以及計量模型的結果提出質疑，

進一步研究應以亞太區域做為樣本。

第五場：向低碳社會邁進

此場次主要針對減碳及再生能源進行討論。

主席： Mr. Katsuhiko Sueta, Asia-Pacific Energy Forum
講者：  Dr. KaoruYamaguch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Dr. 

Tetsuroh Muramatsu (Sharp Corporation), Dr. Lobo Balia (Assistant 
Minister for Environmental and Regional Affairs, Indonesia)

日本的再生能源政策始於 19�0 年代，隨著時代的進步，日本也不斷

的更新其能源政策，諸如利用太陽能、減少 CO� 排放量等。而日本未來

的挑戰是提高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

鳩山政府期望在 �0�0 年可以減少 ��% 的 CO� 排放量，為了達到此

目標，需要 ��GW 的 PV 能源發電。而相關能源政策方向：建立永續社會、

提升能源效率與安全、建立綠色產業。學者進一步認為太陽能源不但相

對較容易取得，且其運用層面廣泛，更是符合節能減碳政策的最好方案。

印尼的能源主要是石油 ��.�%，瓦斯 ��.�%，煤炭 1�.�%，其他 �.�%。



��

PECC 致 APEC 部長會議聲明、

年度區域經濟現勢報告、重要活動

-- 年度 PECC 重要活動

印尼為減少 CO� 排放，建議採取以下政策：減少對石油的依賴、發展及

使用再生能源、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加強多樣化能源。

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討論的社會安全網相關議題，確實是 APEC 成長策略下之

包容性成長的重點。而新成長策略應屬一種典範的移轉，亦即舊典範不

足以因應經濟危機的衝擊，因此希望引進新的典範。而在引進新典範的

同時，學者不忘強調亞太區域的開發程度差異。因為屬於不同開發程度

的不同經濟與社會結構，在遭受危機衝擊時，也會有不同的受損程度與

復原速度。也因此，日本主辦 �010 年的 APEC，想要以多邊機制來推行

一套成長模型，在實務執行上的挑戰偏高。當然日本也瞭解成長策略的

落實非一朝一夕，因此是一種長期的目標理想。

退休金、醫療、失業保險，甚至綠色經濟的提倡，皆為了提升消費

與就業。一則因為失業率攀升屬於結構性問題，不容易因為經濟景氣復

甦而馬上改善，一則因為過度倚賴外需市場亦凸顯危機下的脆弱經濟體

質，而提升消費進而提振內需遂成為成長策略的主軸。基本上世界市場

需求由歐美轉向亞洲以目前的經濟規模來看，短期內可能性不高。唯提

高民間消費與民間投資，確屬減少對淨出口倚賴的方式。當然資源的利

用效率與環境的維護也相當重要，因此重新檢討 GDP 的計算方式似有必

要。

（作者皆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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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 後歐美貨幣與財政政策動向以及對亞洲景氣影響

美國全球經濟主導地位不再 ? 論 G-20 首爾峰會之政經意涵

論政治風險評估與亞太區域投資環境之改善

APEC 經商便利度：開辦企業之國際經驗

希臘危機中的德國因素與歐元

當前東亞區域整合的大國競合關係

我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的策略思維

APc 的發展與區域主義的競合

TPP 的現況與發展：P4 到 P8,P9,P10

從 TPP 擴大談判過程分析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形勢

東亞區域金融合作新趨勢

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之可能途徑

信用貸款與金融體系：日台經驗與進展

美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策略

美國推動出口戰略初步成果之研析

中國「十二五」規畫之重要方向及對台灣影響評析

美日同盟的新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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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鳳

2010 年已進入尾聲，回顧這一年的國際與亞太區域經貿情勢，可說

是關鍵且饒具意義的一年。

WTO 杜哈回合談判迫在眉睫

2010 年，杜哈回合 (DDA) 談判已邁入第 10 年，距離 2011 年底達成

結論的預定目標，僅剩一年光景。為求早日促成杜哈回合談判獲致具體

成果，且注入更多動能，WTO 秘書長拉米 (Pascal Lamy) 曾呼籲各國領袖

藉由各種場域釋出更多善意，以承諾完成談判之準備。

歷經這一年的諮詢與磋商，代表小農集團糧食進口國的十國集團

(G-10) 在農業政策改革議題上已釋出善意；代表農業出口國的凱因斯集

團亦求在農業議題上能達到實質成果，且在服務貿易、工業產品的談判

模式上有所折衝；甚至在歐盟與印度主導下，美國、中國大陸、巴西等

20 餘國亦召開數次腦力激盪會議，以期交換意見、尋求共識。如今，在

時間壓力下，拉米已訂出工作時程表，此後的密集會議，不僅將以主席

主導模式進行討論，更期盼在 2011 年第一季前，完成各議題的談判文件

草案，進而早日促成全體通過。2011 年，此一談判的最後期限，相信各

集團必將把握此一「機會之窗」。

G-20 高峰會勾勒區域藍圖

因應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G-20 首次召開高峰會，討論克服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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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之方案。2010 年 6 月與 11 月，分別在多倫多與首爾召開第 4 次與第 5

次高峰會。擁有全球 80%GDP 的 G-20 國家，在首爾高峰會中達成各國同

意避免匯率競爭性貶值與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共識。同時，各國亦承諾執

行銀行資本監管制度，致力進行金融改革，且在支持儘早完成杜哈回合

談判之下，承諾在 2013 年前不會設置新的貿易與投資壁壘。然而，中美

之間的匯率與貿易爭議，對 2011 年來說，仍將充滿變數，甚至目前金融

秩序的整修與因應未來多元局勢之挑戰，都將考驗著第 6 次 G-20 主辦國

的法國。

APEC 達到茂物目標第一階段

承繼 1994 年由 APEC 領袖們所擬定之「茂物目標」，工業化會員體與

開發中會員體分別於 2010 年與 2020 年達成貿易與投資自由開放的目標，

2010 年正值工業化經濟體達成茂物目標的期限。為此，除了美、加、日、

澳、紐等 5 個工業化經濟體外，星、港、智、秘、墨、韓、馬，以及我

國等 8 國亦以開發中經濟體身分加入茂物目標檢視行列。

檢視成果，APEC 會員間的平均關稅已從 1996 年的 8.2%，至 2008 年

已下降為 5.4%，低於全球的 10.4%；APEC 區域的 GDP 成長概況，其貨品

與服務總出口比例從 1994 年的 15.7% 上升至 2008 年的 26.5%。種種數據

顯示，APEC 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最有效開放的區域。無可諱言的，

APEC 在貿易、投資、便捷化，以及經濟暨技術合作等方面已有重大的

進展，然 APEC 領袖們亦承認會員們仍需持續努力，以期降低更多的

貿易、投資障礙，促進貨品、服務與資本的更自由流動，企盼在下一

個目標年－ 2020 年，展現更亮眼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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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勾勒可行路徑啟動 FTAAP 

2010 年 APEC 領袖宣言中揭示「橫濱願景」，其中對區域經濟整合

（REI）進一步勾勒出具體之「經濟整合共同體（Economically-integrated 

integrated community）」願景，並且對於 APEC 的長程目標－建構 FTAAP，

設定出可行路徑。

基本上，APEC 已達成共識，將在現有的區域發展基礎上推動 FTAAP，

亦即東協加三、東協加六，以及 TPP。換言之，APEC 作為亞太區域主義

發展之重鎮，不僅將持續扮演經濟合作之平台，在企業敦促下，未來將

致力尋求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之可行性。

東協對話機制再次擴大

1997 年金融風暴發生後，東協啟動與中日韓三個鄰近國家的

ASEAN+3 合作機制。此機制推動至今，合作範疇已廣泛擴大，組織架構

亦即為健全，涵蓋安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金融貨幣、能源、

勞工、科技、疾病、青年、婦女等領域。每年定期召開高峰會、部長會

議，以及多項次級會議。2010 年 3 月，作為區域外匯儲備機制的「清邁

倡議多邊化」正式生效，此後，當有國家遭遇國際收支等困境時，此機

制可扮演提供金融支援的關鍵角色。

新納入澳、紐、印度三國之 ASEAN+6 對話機制則自 2005 年起定期

召開東亞高峰會 (EAS) 後，至今除了持續研擬形塑「東亞綜合經濟夥伴

(CEPEA)」之可行性外，亦積極推動深化區域整合，強化彼此對話機會。

2010 年 7 月 EAS 的外長會議，則進一步對有意參加 EAS 的美國、俄羅斯

表示歡迎。2011 年，美俄的加入，會對 ASEAN+6 與 CEPEA 進程有何影響，

值得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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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成員擴大

2005 年正式成型的 TPP，原僅有智利、紐西蘭、新加坡、汶萊等

4 國，目標在 2015 年前將關稅降至 0% ( 智利則可延至 2017 年 )。在開

放加入條款的適用下，如今已有 5 個國家包括美國、澳洲、馬來西亞、

秘魯，以及越南，完成第 4 回合的擴大談判，且談判團體高達 24 個。TPP

定位為高品質 FTA，預計在 2011 年進行 6 次談判，並期待於 11 月的

第 10 回合談判中，能獲致具體成果。

前瞻 2011 年

2010 年，國際與亞太區域經貿情勢，已呈現百花齊放的情景，2011

年在美國積極參與亞太事務下，勢必會展現更為突出的成果。DDA 談判

的完成期限、APEC 2011 年的主辦國、TPP 談判的目標年，以及 EAS 擴大

成 8 個成員，都將是美國大放光芒的重要場域與時機。然各項發展究竟

能否開花結果，亦將考驗美國的強權角色。此外，中國大陸、日本、俄

羅斯，甚至印度、南北韓的態度與作為，亦是影響區域發展與值得觀察

的重要標的。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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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與投資

G20後歐美貨幣與財政政策動向

以及對亞洲景氣影響

呂曜志

G20 包含十九個國家與歐盟，占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二，總產出的

85％，全球貿易的 80%，從經濟事務的影響性而言，G20 的影響力逐漸

高於 G8，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在金融海嘯後的發言權日與遽增。在金融海

嘯的期間，2009 年 4 月的 G20 倫敦峰會的確扮演穩定全球經濟的重要角

色，各國普遍在寬鬆貨幣與擴大財政政策上達到基本共識。但除了拯救

經濟存在共識之外，在金融改革與國際金融合作上，在度過危險期之後，

照理 G20 應該延續共識，對全球金融深層的風險採取一致的改革措施，

然而美國主張降低銀行與信評機構的道德風險，包括銀行必須持有 5%

自己所發行的證券化資產，此外並研究對信評機構的監管；歐盟則採取

更強硬的態度，除定期公布銀行壓力測試之外，另外則力推銀行稅，受

到加拿大、澳洲、日本與巴西等國的反對。而當前在討論各國貨幣與財

政政策是否應該退場時，美國與以歐盟為主其他十九個國家與組織亦仍

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美國力主維持政策暫緩退場，歐盟等其他國家則

呼籲將重點擺在改善政府財政赤字上，希望逐漸退場。

不論美國或歐盟，在 2010 年 6 月的 G20 多倫多峰會上的立場相異實

有苦衷。對美國而言，金融海嘯造成了金融部門與耐久財部門的衰退與

結構性萎縮，這些產業部門過去就有人員過剩、市場過度競爭、產品或

市場秩序本身需要重組，或產業失去國際比較利益的問題，在歷經景氣

循環谷底之後，將很難再創新的景氣高峰。因此這些產業所造成的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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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費緊縮問題，必須透過新的產業來吸納與彌補。然而美國目前金融

部門對私部門，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信貸仍維持緊縮狀態 ，而美國經濟

分析局也指出，標準普爾 500 指數中的公司中，排除需要被監管的金融

公司以外，手中持有的現金仍高達 1.1 兆美元，故當前美國的問題在於

如何引導私部門資金投入新產業投資，解決失業與長期低經濟成長率問

題，促進健康而不舉債的家戶消費，在這時候如果美國擴大支出政策退

場，公部門投資與消費不做表率，很難後續引導私部門資金投入比較高

風險的新興產業。

但美國政府也不是一昧的擴大支出而忽略財政自償效果，另外要確

保花錢之後對美國國內的關連效果不會被國外競爭者所稀釋，因此至少

在新興產業的標準與技術規格上一定會堅持，基於這個基礎所保護的國

內市場以及向外推展的國際合作成型後，可能才會見到美國在新興產業

發展上的各項計畫逐漸縮小規模而退場，在此之前，任何刪減預算結樽

開支的部分都只能夠見於相當局部的一般公共建設補強部分，這些都不

是對亞洲景氣具有關聯影響的部門。站在亞洲的立場，只能夠在儲備貨

幣上採取多元化來分散美元資產風險，除此之外沒有太多能夠反對美國

當前政策方針的立場，畢竟美國消費減少 5%，得由中國大陸消費 32%

才能彌補，亞洲國家仍必須支持美國民主黨政府對於失業與家戶消費緊

縮問題所做的努力。

歐盟對削減赤字的堅持則亦有其理由。歐元穩定性對於維持歐盟在

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上的統一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因此一旦歐元

崩解，則歐盟存在的合理性亦會受到嚴重的挑戰，故當前最重要的是維

持歐元穩定性不受歐元區某些國家主權債信危機的威脅，特別是當主權

債信的國際評比機構掌握在美國手上，在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對歐元存在

戒心之下，歐盟或歐元區國家致力於先解決財政體質與債信問題便不難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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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自美國的壓力下，如何解決當前美元與歐元在危機時代下的國

際貨幣地位零合遊戲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它的複雜性已經超越純粹的

經濟領域，所幸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奧援，由於美國

對中國大陸所施加的匯率自由化壓力，順水推舟的讓中國大陸在外匯儲

備上找到了多元化的正當理由。過去中美之間所構築的中國大陸借錢 -

美國花錢的雙元依賴關係，有可能逐步開始在歐盟複製，中國大陸債權

影響力正式從美國擴散到歐洲。加上目前歐元區國家的預算緊縮方案度

部分係針對裁減過度膨脹的公共部門，對於公部門採購與私部門投資與

消費而言，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以目前兩岸對美國及歐盟的出口結構來看，耐久及非耐久消費財仍

占比例上多數，故雖然 2010 年 6 月份 G20 多倫多峰會在財政政策是否退

場上沒有達成共識，然而歐盟所退場部分對兩岸並無直接顯著影響，而

美國所維持部分也未必能很顯著的為兩岸帶來新的商機，短期對亞洲景

氣的影響將不會很顯著。反倒是，中國大陸強化了對 G20 先進國家的債

權關係，有助於中國大陸在發展自身內需市場的同時，同時鞏固外需市

場的長期利益。然而這樣的債權關係，配合中國大陸投資機構對全球資

源持續的布局，是否有辦法轉化為在新興產業發展上的發言權，即便在

今年 11 月所召開的 G20 首爾會議中，可能將討論如何加速已開發與開發

中國家在新興產業上的合作，中國大陸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證明。因

此短時間內，除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國家外需部門，不論主力市場是仰

賴歐美或中國大陸市場，來自新興產業所貢獻的外需成長力道將相當有

限，這已經在亞洲各主要國家的領先指標在今年第二季後紛紛轉為下滑

中表現出來，未來即便國際市場沒有再發生大規模景氣風險，包括台灣

在內的亞洲各國實質景氣也將呈現一到兩年的趨緩期，靜待新興產業的

發展是否能落實，同時謹慎因應由貨幣政策發酵之後所延遞產生的通膨

問題。

（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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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球經濟主導地位不再?
論G-20首爾峰會之政經意涵

邱奕宏

前言

20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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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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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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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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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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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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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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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十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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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法國峰會時提出報告。再者，該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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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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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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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與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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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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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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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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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治風險評估與

亞太區域投資環境之改善

邱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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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的紅衫軍 (Red-Shirts) 事件，其示威民眾包

圍泰國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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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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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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危險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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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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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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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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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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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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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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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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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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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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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論政治風險評估與亞太區域投資環境之改善



APEC 經商便利度：

開辦企業之國際經驗

編輯部

改善商業環境，讓經商更加便利，是幫助經濟成長的重要前提，也

是 APEC 向來重視的主題。我國為積極營造經商投資環境，並響應「APEC

經商便利度行動計畫」，遂於 2010 年 10 月 5 日、6 日舉辦「APEC 提升經

商便利度國際研討會」， 邀集 APEC 會員體代表與經商便利度專家來臺，

透過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強化 APEC 區域對經商便利度的認知，以共

同營造亞太各國更為便捷、友善的經商環境。有鑑於「開辦企業」是提

昇經商便利度的重要主題，本期特別刊出紐西蘭、印尼等兩個經濟體在

相關改革上的經驗，以及 APEC 技術協助及訓練中心的有關工作進展與

建言，以饗讀者。

紐西蘭經濟發展部 Mr. Justin HYGATE：
網上登記公司，經商便利度第一

紐西蘭經濟發展部的 Mr. Justin HYGATE，就紐西蘭開辦企業的立法

與程序進行報告。目前紐西蘭的合夥或有限責任公司有 533,000 家。紐西

蘭沒有商業執照的規定，任何獨資、合夥公司或是有限責任公司都不需

要執照。如果是食品相關公司，則必須能在事後證明食品衛生等項目符

合政府的規定。

紐西蘭公司法有幾個重要法源，公司法本身則在 1955 年制定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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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過好幾次，目前已使公司和自然法人有一樣的範圍限制，而 1993 修法

時也已將相關的法規一併修正。紐西蘭另有所謂的財務報表法，規範內

容和公司當繳交給政府的報表。

在紐西蘭開辦企業很簡單，但也有提供服務熱線，公司登記二十分

鐘到一個小時內就可以完成，雖然公司業務複雜的可能要幾天才能讓所

有董事都簽完名。登記費用太高讓孟加拉的人不去登記公司。但是因為

業務精簡、系統越來越簡單，就讓紐西蘭公司登記在七年內增加了二十

萬間公司，目前紐西蘭每年登記 75,627 個公司名字，搜尋一年有 1100 萬次。

紐西蘭有一人公司，沒有面值或資本限制，公司不需有章程，只要

管理的方式不與政府法規衝突就可以。除去不適宜的取名，公司名字只

要符合規定，就能自動成立。法律規定不能用公司登記來賺錢，開辦費

用是公定的紐幣 160 元，目的在支付政府服務成本，沒有多收，也沒有

年度和搜尋費用； 以前公司尚需繳交相關紙本報告，費用是紐幣 300 元，

線上繳交是紐幣 50 元，現在只有線上繳交， 不收費。

現在紐西蘭的公司登記採線上系統自行登記， 全部服務且都已經上

網；服務越自動化登記的人就會越多，成本也越來越低。25 年前多半業

主都是請律師協助登記企業，但是如今 80% 都是業主自行登記，不需律

師、公證人或會計師協助。

有關網上註冊紐西蘭公司，茲簡介如下：因為紐西蘭人口少，居住

相當分散，上網登記最為公平方便。紐西蘭商業司是全球第一個讓人上

網登記公司的相關單位，於 1996 年開始實施線上登記， 1998 年引進甲

骨文系統，2010 年六月整個系統上線之後，提供的系統服務越來越多。

網站本身也是整個政府的入口網站，是為了企業家設計，不是給律師或

會計師看的，上網後就可以做個人化的快捷列，設行事曆、申請稅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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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在政府相關服務方面，目前紐西蘭有 53,300 間責任有限公司，商業

司現有 80 名員工，人員不斷在精簡，人事費用越來越低，執行的業務也

簡化。紐西蘭有所謂的國家服務中心，與破產處理中心和信用中心共用，

也有負責不法起訴的單位。這些單位採用抽查的方式， 在網上找出不法

從事不良商業行為的人。公司一旦登記後，電腦就會自動監視和追蹤公

司表現。所有的管理和執行工作都在同一個辦公室裡辦理。

2009 年和 2010 年紐西蘭都是經商便利度第一名，公司便利度方面做

得很好。登記資料庫的改革很重要，讓紐西蘭政府在 2003 年被評為最友

善幫助人民的政府。目前紐西蘭也開始與澳洲進行電腦連線，紐西蘭公

司要到澳洲去營業，只要把資料轉過去，經過認證的機制就可以了，兩

岸跨界經營非常便利。如果公司登記資料庫都做好，全世界都可以互通，

像護照一樣。

印尼經濟發展部 Mrs. Huda BAHWERES：
接受技術援助，改善經商環境

印尼經濟發展部 Mrs. Huda BAHWERES 表示，在 APEC 經濟體中，印

尼的經商便利度於其他世界機構排名中還不錯，但獨獨在世界銀行排名

中不佳，排名是倒數的，在開辦企業部分更不理想。但正因為如此，所

以印尼政府正在不斷檢討努力，七年來印尼開辦企業的評比逐年進步，

從 2004 年進步到 2010 年的 161 名，時間和程序不斷減少，但是最低資

本額仍然表現不佳。

最近在紐西蘭和美國援助下，印尼對開辦企業部分做了大檢討，聚

集相關中央部會與 33 省共 490 個地方政府找出問題，也檢視目前政策並

提出替代政策以提升效率。印尼政府找到包括開辦企業業務在內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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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需要改善的部分，而各單位的協助也充分顯示在具體行動中，實質

上印尼去年在經商便利度上的表現也已進步七名。

專家報告或經商便利度報告都顯示，開辦企業的所需天數與程序多

寡和花的時間長度有關。因此印尼政府檢討並修改相關程序的重點，在

於找出可以「同步進行」與「直接精簡」的程序。例如，所在地證明、

稅籍編號和加值稅的稅籍編號都可以隨後補繳，而商業執照，稅籍編號，

VAT 稅籍編號也可以改為線上申請。相關文件的公證程序與成本也正在

檢討中。實際執行上，在印尼開辦企業，2008 年有十二項程序，2009 年

減少一項，2010 年則減少兩項，所以目前還是有九項程序。

此外，政府各部會也在訂定相關法規，同時進行跨部會法規整合，

以加速相關服務，如公務改革部提供一次購足的服務，投資委員會也在

設立一次服務中心，尚在審議中的 2009 年 25 號法令也針對民眾服務加

速開辦企業的程序。政府的目標希望將企業開辦時間從 60 降到 17 天，

當然 17 天比起其他經濟體還是太長，但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

針對開辦企業，印尼目前只進行了世界銀行的第一到第三步驟，還

在起始階段，後面還需要努力做好。改革不是很容易的事，執行和協調

也不容易。儘管印尼政府一年檢討三次，但過程中非常需要高層的投入

和指導，以及改革機制的完全制度化，確定落實執行的單位，才能讓相

關單位全力配合，並且有效協調監控評鑑。

印尼可能可以學習馬來西亞設置 PEMUDAH 這樣的高層單位，規範

修改上也需要加強對大眾的宣傳，更需要外國專家的建議，讓開辦企業

的改善更有成果。

67APEC 經商便利度：開辦企業之國際經驗



APEC 技術協助及訓練中心 Ms. Victoria WHITE：     
在設計、執行與推廣下，以最少資源取得最大效益

美國 APEC 技術協助及訓練中心的 Ms. Victoria WHITE 表示，在 APEC

部長會議要讓會員國經商更加便利的共識下，許多 APEC 經濟體用更創

新的方式改善開辦企業的效率，提供機會針對各經濟體提供援助，面對

各自的挑戰。大原則是希望用越少的資源來幫助越多的經濟體，而各部

分的工作是先建立基礎，讓經濟體了解重要性和個別的差異；沒有單一

的作法適合所有的經濟體，就算問題類似，也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採取不

同的解決方式。

2010 年三月 APEC 技術協助及訓練中心開始第一階段的工作，選定

五個經商便利度指標，舉辦許多研討會，例如廣島的 APEC 資深官員會議，

重點即在討論法規與簡化程序對各國經商便利度的影響。除進行馬來西

亞、墨西哥、美國、紐西蘭的個案研究之外，也進行分組討論，邀請民

間代表參與。美國也提供一些技術援助。

第二階段的工作則是自願參與經濟體的相互診斷。APEC 技術協助及

訓練中心的過程挑選對各經濟體最重要的項目處理。目前合作的經濟體

都有具體的看法，這很好，診斷過程中也定義辭彙，以確定彼此討論的

基礎相同，並幫助建立時程。專家也同時到這些經濟體境內參訪研究，

以便之後提出建議草案。目前 APEC 還沒有決定第三階段的具體作為，

要視經濟體的需要提供服務。

結論：要跳脫框架，接受並執行建議最重要

會末 APEC 技術協助及訓練中心 Ms. Victoria WHITE 表示，凡是技術

合作都需要跳脫框架，因為無論診斷和研判結果為何，建議被接受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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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才是最重要的。Ms. WHITE 並提出四點有關改善經商便利度方案擬定

與執行的建議：第一，公眾推廣。可以設計手冊或半天的說明會，邀請

商會和政府一起參與。第二，協助其他經濟體規劃方向和明確路徑。這

必須有跨部會的合作，不能只交給一個團隊來執行。第三，執行實地參

訪和專家訪問。經濟體之間可相互觀摩，或請專家到某一經濟體去短期

居住，提供協助。第四，法規變革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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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危機中的德國因素與歐元

黃國治

包括希臘在內的南歐諸國於 2009 與 2010 年之交爆發財政危機，不

僅使人質疑歐元的穩定性與前景，更擔心是否會進一步引發第二次全球

金融危機，扼殺剛露出苗頭的經濟復甦跡象。相較於 2008 年的金融危機

係以市場上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為核心，2010 年以來的危機則轉移到了主

權債務領域，顯示了金融危機的深化。

危機爆發之後，有媒體以「歐豬五國（PIIGS）」戲稱爆發財政危機

的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與西班牙，其中又以希臘最引人注目。

以絕對值計算，希臘並不是債務規模最大的國家；希臘總外債約 2360 億

美元，而義大利與西班牙的債務則都超過 1 兆美元。但就國家自身的實

力而言，希臘卻是這幾個國家中最脆弱的一個，其 2010 年債務占 GDP

比重高達 125%，赤字占 GDP 比重則超過 13%，這兩個比例都遠超過歐

盟分別規定的 60% 和 3% 的警戒線。

希臘危機的原因

希臘的情況之所以惡化至此，目前的評論多半指向希臘自身的問題，

以及 2008 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所施加的額外壓力。例如有許多報導指出

希臘政府開支浮濫，給公務員及政府相關事業員工的福利太過優厚，  
1

導

致政府財政赤字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另有論者指出，希臘政府在申請加

入歐元區的過程中，與高盛公司合作，利用金融衍生性商品隱藏了鉅額

1　〈希臘五大錢坑，債臺高築全歐扛〉，中國時報，201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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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債，使希臘的債務餘額數字得以通過歐元區標準。 
2

 

然而，若從結構性的角度審視這場危機，當可發現還有一些更大的

因素為這場危機鋪平了道路，而其中較重要的，就是德國與歐元體制在

其中的角色。

德國因素與歐元

在危機爆發之後，歐元區經濟實力最強的的德國在救援措施上一度

猶豫，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如前所述，德國內部大多數論者將希臘危

機的原因歸咎於希臘本身的作為，因此確實出現不情願介入救援的聲浪。

但也有論者針鋒相對地指出，德國先前對於南歐國家危機的形成，其實

具有某種推波助瀾的角色。

例如：曾於德國加入歐元區時擔任德國財政部副部長、現任聯合國

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經濟學家的弗來斯貝克（Heiner Flassbeck）

便認為，歐元區各國之間的貿易失衡是希臘危機的重要原因，其中最主

要的問題就是德國對其他國家的大量順差，以及其他國家尤其是南歐國

家的逆差，而且此種失衡比各國的債務更有可能危及歐元體制。 
3

 他指出，

希臘自 2000 年以來出口表現不佳，其競爭力的衰弱表現在單位勞動成本

平均每年上漲 2.8%。同一時間裡的德國則相反，出口大幅成長，內需消

費與工資成長則呈現停滯狀態。如此一來，弗來斯貝克估計，從 2000 至

2010 年，希臘的產品生產成本比起德國相對要貴了 25%，西班牙、葡萄牙、

義大利與愛爾蘭的情況也類似。弗來斯貝克認為，如果德國壓低國內消

費刺激出口所造成的此一貿易失衡問題不解決，其他國家將很難忍受此

2　 〈Wall St. Helped to Mask Debt Fueling Europe’s Crisis〉，New York Times，2010.02.13，http://www.nytimes.com/2010/02/14/business/
global/14debt.html?pagewanted=1。

3　 〈Cry Wolf but do not ignore Tomorrow's Tigers〉，IDEAs，2010.03.12。http://www.networkideas.org/news/mar2010/news12_Tigers.htm。

71 希臘危機中的德國因素與歐元



種不利的態勢，有可能選擇退出歐元區。 
4

 

弗來斯貝克所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而且與歐元體制及德國的政策

密不可分。在一般的國際貿易中，如德國那樣的出口大國與南歐國家那

樣的進口國之間，可以藉由匯率調整來達成平衡，即出口強勢的德國其

貨幣將相對升值，而貿易赤字的南歐國家則相對貶值。但在歐元體制之

下，各國之間的匯率調整空間已不存在，這使德國擴大出口更為便利，

而南歐國家則無法藉此進行調整。有學者即指出，在此種情況下，歐元

體制對德國而言就是讓德國可以「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ur）」的

政策。  
5

同時，由於歐元剝奪各國貨幣政策空間之外，也對財政政策設下諸

多限制，使得各國在外部失衡的情況下往往只能轉向透過勞動市場的改

革來進行生產成本的調整。這在歐洲各國之間激起了新一波的競相沈淪

（race to the bottom）浪潮，各國紛紛壓低工資、削減各項社會福利並大

力推動勞動彈性化政策。  
6

此種政策雖然讓個別國家贏得了短期的競爭力，

如德國企業便由於抑制工資成長最力而得利，卻為長期的經濟可持續性

以及區域和全球經濟的平衡埋下了隱患。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4　同註 3。

5　 〈EUROZONE CRISIS: BEGGAR THYSELF AND THY NEIGHBOUR〉，RMF Report，2010.03。http://researchonmoneyandfinance.org/
media/reports/eurocrisis/fullreport.pdf。

6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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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整合與經貿協定發展

當前東亞區域整合的大國競合關係

吳福成

當前東亞區域整合發展新趨勢，似可以從幾個面向來分析各主要大

國在區域內的競合關係。東協（ASEAN）10 國加上日、中、韓等三國的

「10+3」，已隨著 2010 年東協和中國大陸建立自由貿易區（FTA）、東協

分別與日韓兩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區協定陸續要實現，以及東北亞日中韓

等三國啟動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先期研究工作，而有進一步發展的態勢。

2010 年五月東協 10+3 財長會議籌資成立區域的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

以擴大區域債券市場的發展；特別是日本鳩山政府倡議推動「東亞共同

體」構想，雖然仍屬長期性的發展戰略，但因建立東北亞日、中、韓三

國的自由貿易區已展開研究，加上東協將於 2015 年建立東亞共同體，以

及東協 - 中國大陸 - 台灣區域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深化，在在都提供了「東

亞共同體」構想實現的很大可能性。

東協＋ 3 與東北亞區域整合

2010 年五月召開的東協 10 ＋ 3 財長會議，決定要籌資 7 億美元作

為區域的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主是為了擴大東亞區域債券市場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它將有別於過去區域內的債券發行都以美元計價，而開

始推動發行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券。日本一項有關「東亞共同貨幣」的

研究報告指出，總額 7 億美元的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的實現，應可被視

為未來發展「東亞共同貨幣」的嘗試階段，即使它僅是一個過渡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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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是必要的過程。然而，將來此一共同貨幣會是以人民幣、日圓，

或是其他貨幣為主，已因中日兩國持續暗地在爭奪區域整合的主導權，

短期內恐難有定論。

放眼東亞區域，在中國大陸南方與東協的邊界、中國大陸北方與俄

羅斯的邊界，邊境貿易人民幣相當流通；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與台澎金馬

地區，因兩岸交流頻繁，人民幣也有一定程度的流通量；加上中國大陸

既已是「世界工廠」、又是「世界市場」，經濟產業轉型過程已吸引眾多

投資生產貿易向其靠攏，人民幣地位漸有崛起態勢。但客觀而言，目前

中國大陸仍舊缺乏可以作為各國榜樣的政經體制，有部分東南亞國家仍

存在「中國威脅論」聲音，這也提供日本趁勢切入，通過對東南亞國

家（特別是湄公河區域）的開發援助，透過深化雙方的多領域關係，

以執行其與中國大陸「軟抗衡」。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在東協 10+3 合作機制越來越擁有影響力，以

及日本鳩山政權積極在推動「東亞共同體」構想，推動建立「日中韓自

由貿易區」、「東亞共同貨幣」，以及其他東亞多邊形式的安全機制，就

成為中日兩國在各自的東亞區域合作戰略的重疊點、也是競逐點。而在

中日兩國的區域合作主導權較勁下，韓國的角色也自然成為平衡點和槓

桿點，在 2009 年 10 月召開的東北亞領袖高峰會中，中日韓三國均同意

於 2010 年三月在韓國首爾設置秘書處，並啟動建立日中韓三國自由貿易

區的正式聯合研究，儼然具有朝向一有別於東協的東北亞一體化之架式。

這個發展趨勢的最大象徵意義是，一旦東北亞「日中韓自由貿易區」正

式成立後，將來進一步再把東協銜接起來，日本鳩山首相的「東亞共

同體」構想也就更具有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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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日在東亞區域整合的較勁

就台灣的立場看來，儘管目前「東亞共同體」構想的地理範圍和成

員國尚未把台灣納入，但未來並非沒有任何希望參與。主要原因是，美

國的立場在「東亞共同體」構想能否實現也扮演關鍵的角色。美國方面

已間接暗示，不樂見東亞區域存在由單一國家支配的龐大組織；同時，

在美日經濟外交合作策略上，則鼓勵和支持日本把具有共同民主價值的

紐澳和印度納入「東亞共同體」構想，力求在「多國平衡」的方式下來

推動此一東亞區域整合。相對的，日本方面也積極予以配合，此即「美

日同盟」的典型合作表現之一。由於台灣與美日兩國都一樣重視民主價

值觀，同時在東亞區域、甚至亞太區域的經貿版圖上也都擁有一席地位，

將來建構「東亞共同體」獨缺台灣，將會是很奇怪的結果。

至於鳩山首相在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構想初期，外界都誤以為

日本新政府的立場將會逐漸「脫美入亞」，但實際情形卻是，鳩山出任首

相後一直採取兩手策略，包括執政後並未立即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友好訪

問，甚至在「日美同盟」屆滿 50 年之際，還強調未來新修訂的內容日美

合作對亞太區域安全的重要性。不久前，鳩山首相在國會進行施政報告

時，曾嚴肅而篤定地強調：「東亞共同體的建構，當以不影響「日美同盟」

為大前提，同時日本也不排除與美國維持某種形式的合作」。從鳩山首相

以上的說詞，不難發現在推動「東亞共同體」構想進程，美國的立場仍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東協 10 ＋ 3 到中美「G2」新格局

至於上文提及的東協 +3，其發展隨著 2010 年東協與中國大陸建立

自由貿易區，以及東協即將分別與日本和韓國實現自由貿易區，東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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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主渠道，形勢越來越明朗化。特別是，在全球金融

危機發生之後，美國市場的需求衰退，使日本警覺到傳統出口貿易依賴

美國市場的時代已經過去，並開始調整其出口貿易戰略，除了將拓展市

場目標轉向「金磚四國（BRICs）」之外，並積極挺進中國大陸市場。韓

國的情況與日本一樣，但在因應美國市場的需求衰退所帶來的挑戰，則

是積極與中國大陸發展出一個新型的「韓中市場（KOREINA）」概念。同

樣地，中國大陸和東協目睹美國市場的需求衰退，除進行擴大內需之外，

也積極對外簽署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協定，並重新建構區域產業分工新

格局。

根據統計，以中國大陸為主導地位的東協 +3，其區域內貿易量在

2006 年為 38.3%，至於東協 +6（日、中、韓、紐、澳、印度）則高達將

近 42%，這兩項比重未來還很可能會繼續升高。預期未來，當美國若與

東亞國家在經貿市場的連結逐漸減弱後，在雙方政治上的連結也恐會慢

慢地脫鉤，而隨著東協 +3 的具體成形，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再擴大，將

來與美國抗衡的「G2」格局，就不再是虛幻的名詞了。

東協 - 中國大陸 - 台灣經貿圈正在浮現

相較於東亞區域整合發展趨勢，台灣正在與中國大陸洽簽「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或許是台灣連結東亞區域合作的必要途徑。

台灣在因應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以及傳統最大出口市場美國的需求衰

退之挑戰，已採取所謂的「新鄭和計畫」，全方位拓銷中國大陸、東南亞、

中東、東歐、歐洲、中亞、俄羅斯、墨西哥、巴西等地區市場，ECFA 只

不過是台灣全球布局的一個選項。由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地理上相近，

且擁有長期的經貿、投資合作關係，更有綿密的產業分工，特別是在中

國大陸的台商以百萬人計，將來兩岸簽署 ECFA 後，台灣即可發揮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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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平台角色。

除了台灣可作為外商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平台，目前在東南亞地區

的台商也可發揮轉進中國大陸市場的平台，將來台灣商人、中國大陸台

商、東南亞台商應策略性串連成「鐵三角」，如此一來，即可在東亞區域

各種形式的區域整合當中，共創「三贏（win-win-win）」新局。回顧早年

日本曾推動所謂包括琉球、台灣、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甚至東南亞地區

的「華南經濟圈（或蓬萊經濟圈）」計畫，但因當時中國大陸經濟尚未

崛起，加上兩岸關係仍然緊張，以及中國大陸對日本的政治疑慮，最

後該計畫並未能實現。現在東協與中國大陸已實現自由貿易區，加上

中國大陸正在推動海西經濟區計畫，兩岸也在洽簽 ECFA，整個大環境

已慢慢浮現出一個東協 - 中國大陸 - 台灣經貿圈的新格局。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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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的策略思維

許峻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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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兩岸信心建構氛圍的最好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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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態度與反應

台星自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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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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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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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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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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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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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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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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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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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 的發展與區域主義的競合

許峻賓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於 2008 年上任後即提倡「亞太共

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 APC）」的概念，其目的是希望可以強化現

有的領袖級對話與合作機制，並將討論議題涵蓋經濟與安全等各項層面。

陸克文的倡議已於 2009 年召開第一次的研討會議，截至目前為止，各界

（包括官方與學界）對此倡議仍多抱持保留的態度。各界對於此倡議的

「Community」之具有政治認同意涵的文字有所質疑，也因此促使澳洲將

「Asia Pacific Community, APC」改為「AsiaPacific community, APc」，將原本

之理想與政治意涵降階，以尋求各方的支持。

在陸克文的 APc 構想中，最具有爭議的議題在於參與者有哪些。

在最初，原本僅提到區域內最具有「權力」的國家，包括美國、日本、

韓國、中國大陸、印尼、印度、澳洲等，但因受到部分國家的質疑，

所以將可能的參與者範圍擴大，以安撫許多不滿的聲音。

另一具有爭議的議題是，APc 是否將取代所有亞太與東亞地區的區

域組織或機制？在澳洲提出此構想之初，原本是採取批判現有區域組織

或機制的觀點，認為現有機制並無法達到建構亞太區域整合的目標。澳

洲認為，一個良好的區域組織應該要有效的處理各項議題，包括經貿、

傳統國防安全、新興人類安全、社會文化等，且必須有一個最高層級的

領袖會議機制，才能針對此區域的問題核心，提出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案。

然而，澳方的構想事實上是遭受到各個現有組織與機制以明示或暗示的

方式，加以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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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正反聲音

對於 APc 的倡議，依媒體的相關資訊，目前較傾向支持者包括：韓

國、越南、菲律賓，抱持質疑的態度者有：新加坡、印尼與馬來西亞，

美國並未具體表態，而中國大陸則是認為可以進一步討論與溝通。就以

質疑此倡議者來說，帶頭的即是東協的會員國。新加坡認為，APc 的構

想並不合乎時宜，且不符合東協的利益與發展方向。東協自 21 世紀以

來，即積極的推動東協整合的政策方向，東協各會員國均已認知，唯

有東協一體化，對於此區域的事務共同發聲與一致行動，才有足夠的力

量讓各大國關注到東協的利益，這才是符合東協各會員國國家利益的政

策作為。所以，若 APc 只有納入部分東協國家，是不容易爭取到東協認

同的。即使原本有納入 APc 的印尼，在其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於 2010 年 3 月訪問澳洲期間，在行前一般人認為印尼將會

表達支持 APc，但是蘇西洛總統最後卻明白表示，印尼不支持 APc 的構想。

除了各國的反對外，澳洲國內的專家學者也出現不同的聲音。澳洲

前外長唐納（AlexanderDowner）即表示，若亞太區域內沒有其他機制，

APc 或許可行，而且此區域內的行為者並未準備好接受新一回合新的機

制談判。渠也認為，陸克文總理提出 APc 的構想，應該只是為了其國內

的支持者。不過，當然也有支持的聲音，例如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院

長 Andrew Maclntyre。

根據昆士蘭大學教授 David Martin-Jones 的分析，陸克文所採取的

是「多邊外交政策」，與前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的「雙邊外交政

策」有所差異。目前澳洲的外交政策主軸包括：與美國同盟、爭取於

2014 年成為 UN 安理會理事國、在亞太區域內廣泛交往、堅持「去核化」

政策、與日本合作以追求多邊合作機制。但陸克文的外交政策卻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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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媒體「Australian」批評為「有官能障礙的外交政策」（Dysfunctional 

diplomacy），可見陸克文總理的倡議與整體外交作為仍未獲得澳洲各界

的支持。

亞太與東亞區域組織及機制的競合

除了新倡議的 APc 之外，現有區域內的組織或機制包括 APEC、東協

及「東協＋ X」。

APEC 設立了「茂物目標」，2010 年開始展開第一階段的檢視工作，

APEC 對於達成此目標均表樂觀。對於發展 FTAAP 的討論上，APEC 自

2006 年開始正式討論 FTAAP 的議題，目前也努力思考建立 FTAAP 的途徑。

美國歐巴馬總統於 2009 年時正式宣佈，美國將參與由新加坡、汶萊、

紐西蘭、智利所創立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TPP）的自由貿易區，至今已進行第二輪的協商對

話，TPP 似乎已成為推動 FTAAP 的「發動機」。此外，APEC 持續透過「經

濟技術合作」縮短會員體間的發展差距，並關注各項人類安全議題。

東協雖早已於 1967 年成立，但直到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以

後，才開始具體思考該組織的具體發展目標，並於當年通過「ASEAN 

Vision2020」，設定於 2020 年完成東協的整合。之後陸續提出「東協共同

體」概念（2003 年提出）、「東協憲章」（2008 年底通過）。未來，東協將

持續依據「政治與安全」、「經濟」、「社會文化」三個共同體的推動藍圖，

展開各項推動工作，逐步邁向預定目標。

除東協本身的整合之外，東協積極推動與對話夥伴間的密切合

作，尤其在經濟合作層面，除了與各對話夥伴協商建立各「東協＋ 1」

的 FTA 外，也積極考量「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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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FTA）」（包括東協十國與中、日、韓，由中國大陸主導）與「東亞更

緊密經濟伙伴關係（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 CEPEA）」（包

括東協十國與中、日、韓、紐、澳、印度，由日本主導）建立的途徑。

綜合以上各組織或機制之發展，渠等於本區域內所扮演之角色可從以下

兩個層面加以分析：

（一）經濟合作層面：

1.  各機制目標一致，促進區域繁榮：在經濟議題上，幾乎是新倡議或現

有組織或機制均涵蓋的議題，大家的目的均是為了促進此一區域的經

濟更密切合作，以邁向區域繁榮。

2.  APEC 作為全球與區域連結之橋樑：在 APEC 中，更是強調與全球貿易

自由化的連結，幾乎年年都對 WTO 提出呼籲與建言，APEC 試圖持續

扮演亞太區域整合與 WTO 間的橋樑。相較之下，其他的經濟整合機制

則是比較純粹從「區域」的角度來加以推動，而各國也視各自的國家

利益而各取所需。

3.  各項自由貿易協定顯見區域主義競合之端倪：TPP 是目前亞太區域中

已經具體成形的 FTA，美國宣誓加入的行動，使得 TPP 成為區域內眾

所矚目的 FTA 之一，相較於其他的（例如 ASEAN ＋ X）FTA，TPP 已經

成為亞太區域中發展整體區域 FTA 的基石。

（二）政治安全合作層面：

此一層面的議題在此一區域仍是非常敏感的，各種區域組織或機制

均非常小心的看待。以 APEC 來說，仍只是針對新興的「人類安全」議

題進行交流與合作，例如：與貿易有關的反恐安全、衛生安全、糧食安

全等。東協亦只是展開初步國防安全的交流，並思考納入美、俄等國，

形成「東協＋ 8」的國防部長對話機制。在亞太區域中，至今仍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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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真正能夠解決區域政治或安全衝突的合作機制，陸克文所提之「APc」

雖有理想性，但亦存在相當程度的困難度。

我國可能扮演的角色

我國身為 WTO 與 APEC 的會員，非常認同該組織的自由化與便捷化

工作目標，也樂意配合各項工作時程，盼能達成 APEC 成立之初所宣示

之「推動亞太地區的區域穩定、安全與繁榮」目標。我國向來非常認同

APEC 將「經濟技術合作（ECOTECH）」納為該組織三項支柱之一，也經

常與各會員體合作透過各項計畫的推動，提升彼此的經濟發展能力。我

國亦追隨全球發展之潮流，積極關注「人類安全」的議題：例如反恐安

全、衛生安全、糧食安全等議題。我國也應與各會員體在此議題上有更

多的合作，畢竟維護區域安全是大家的責任。

我國與中國大陸間的 ECFA 已邁入最後協商階段，而馬總統亦曾公

開宣示，將親自擔任我國 FTA 談判小組的召集人，將積極進洽各國及各

項區域貿易合作機制，以全面推動 FTA 之協商與簽署工作，為我國創造

更有競爭力的開放型經貿環境。

自馬政府上任以來，即積極建構兩岸關係，致力於維護兩岸與區域

的和平發展，至今已逐漸出現具體成果，並受到各國的肯定。兩岸關係

是否平穩發展影響此區域甚劇。因此，若 APc 真正想將安全的議題納入

討論，更不應該忽略我國的存在。此外，東協逐漸將對話夥伴的範圍擴

大，我國身為亞太區域的一份子，也與東協間有緊密的經貿關係，更透

過 APEC 的平台，與同是 APEC 會員的東協國家共同合作。因此，基於上

述的密切互動關係，我國更應該積極尋求成為東協對話夥伴的可能方案，

與東協各國進行更密切的對話與經貿文化等交流。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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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的現況與發展：P4 到 P8,P9,P10
廖舜右

緣起

新加坡、紐西蘭、智利、汶萊等四國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2006 年 2 月完成

正式簽訂。原則上原始會員國同意在 2015 年以前，各國全面廢除 100%

（貿易額、品項數目兩方面）的進口關稅。繼越南之後，2008 年 2 月，

美國也初步表示參加投資金融服務談判的意願。2008 年 9 月 22 日，美

國貿易代表 Susan Schwab 宣佈將加入 TPP 協商。2009 年的 APEC 領袖會

議中，美國總統歐巴馬表達參加 TPP 的政府立場。受此激勵，澳洲、秘

魯也表示有意加入。美國的加入將對 TPP 的規模，產生相當大的作用與

影響。參與 TPP 談判的官員亦表示，美國的加入將為擁有 21 個會員國的

APEC 注入新動力，可望協助其長久以來試圖成立的亞太自由貿易協定

（FTAAP）。

重要性

TPP 由原始成員 (P4) 加上有意參與的新成員成為 P8，這八國在 2009

年 3 月開會討論後，越南率先獲准加入 TPP，意味著將壯大這個新興

經濟體在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紐西蘭駐越南大使 James 

Kember 指出，TPP 成員國正式接納越南以「副會員」身分，參與 TPP 的

談判。而馬來西亞與加拿大亦表示參加 TPP 的意願，使得原本的 P4 在很

短的時間內有成長為 P10 的可能。因此，TPP 被視為協助越南和東南亞

國家，加強接近美國市場的鑰匙，也是擴大亞太貿易自由化協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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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與 APEC 連結性相當高，但合作模式比起 APEC 更具有約束力，

因此部分國家仍保持觀望。不過原始成員國十分期待且歡迎其他 APEC

成員加入，這似乎表示 TPP 的積極程度不同於 APEC。面對 WTO 已延宕

多年的杜哈回合談判，TPP 也可能成為額外的先行通道，來創造跨太平

洋自由貿易區，並能因應全球金融危機。APEC 的長遠目標是成立亞太自

由貿易區，TPP 可謂同路人，因此成員國也都主張以 TPP 作為實現亞太

自由貿易區的初步合作架構。APEC 的 21 國已至少有 10 個會員已經加入

或表達願意加入 TPP 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達到量變造成質變的

作用，對東亞區域整合勢必產生新的衝擊。

2010 年三月之 TPP 擴大談判

TPP於 2010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在澳洲舉行為期五天的擴大事宜

談判。本次的參與國為：原四國（新、紐、智、汶）+新四國（美、

澳、秘、越）。由於美國將參與 TPP 列為貿易優先政策，並尋求擴大

現有 8 個國家參與的 TPP 之規模，也視 TPP 為達成更廣泛經濟整合之途

徑，而非僅是自由貿易協定的相關意向之確立。這使本次在澳洲墨爾本

登場的擴大 TPP 談判成果（範圍與深度），可望成為新一代的區域自由

貿易協定，同時這也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就任以來所採取的第一個有關貿

易的重大舉動。本次談判至少有六大議題的談判團體參與其中，包括：

原產地原則、農業、貿易技術障礙、智慧財產權、法律，以及制度性議

題。

此次談判的特殊性

本次會議只是先針對 TPP 之談判範疇進行討論，非常類似兩岸要洽

簽的 ECFA，換句話說，是先針對項目與領域進行討論，而關稅降低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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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事項的實質問題，則留待未來的會議討論。此外，參與國將使 TPP 超

出一般自由貿易協定的侷限。這表示相關談判界限將超出傳統談判，並

使 TPP 將看起來非常類似紐澳之間更緊密經濟關係協定，故相關國家將

必需在政治方面訂出談判範圍。這與傳統 FTA 談判，先討論相關核心

議題，包括關稅、非關稅障礙、服務業貿易及智慧財產權，將有所出入。

可見 TPP 似乎將以不同已往方式來進行，以增加經濟互動的深度與廣度。

P8 以外的國家之動向

除目前參與擴大的 8 國，美國也計畫能將日、韓、馬來西亞，與更

多國家一起帶入未來 TPP 的談判集團，以收集體效益並塑造區域共同行

動之效。其中，馬來西亞與加拿大已表達參加意願，但是美國原本欲爭

取日本以觀察員身分與會，卻受到原四國拒絕。日本自身則採取謹慎態

度密切觀察 TPP 進展。其實，中日韓三國對於區域整合進程與方式各有

所好，目前中國大陸首重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ECFA，並著重

國內經濟穩定發展。日本則持續推動東亞綜合的經濟合作（CEPEA），鳩

山首相則以「東亞共同體」名之。而韓國此刻正積極促使與歐盟的 FTA

完成（可望於 2011 年 4 月得到國會批准）。在美國與馬來西亞中斷 FTA

談判後，美國也已向馬來西亞表示，期待能經由 TPP 與馬來西亞建立自

由貿易協定關係，而非再透過兩國雙邊協定重啟談判；加拿大雖被視

為 TPP 可能參與者，但加拿大在評估後，目前立場傾向於加入 TPP。

TPP 的擴大

雖然目前 TPP 談判僅有 8 個成員國參與，但各國均同意持續開放討

論新會員事宜。TPP 現階段的共識為，於 2010 年年底前，決定是否允許

其他國家加入談判，或是選擇在談判期間，讓其他國家可加入目前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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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其中選項還包括由目前 8 個成員國先行完成談判後，再邀請馬來西

亞及加拿大加入；或在談判完成前，在某一有利時點，讓其他新成員加入。

現階段下，TPP 成員國基本上都認為，要促使 TPP 成為亞太自由貿易協

定重要基石，因此對於新成員加入議題，TPP 將繼續開放討論，並在未

來做出決定。此外，為簡化加入 TPP 之程序，未來擬加入之會員，以附

加適用該協定方式加入，不須再次展開諮商。目前 TPP 成員國之基本觀

點均認為，將促成 TPP 成為堆疊亞太自由貿易協定之積木，故對新成員

之堆疊加入議題，TPP 將繼續開放討論。

時程計畫

2010 年 TPP 舉行了 4 次會議，除本次墨爾本會議外，並於 6 月、10

月及 12 月分別舉行會議，相關談判之非正式完成時間預計可能於 2011

年 11 月完成，以配合美國在夏威夷主辦 APEC 高峰會的時程，如此一來，

不僅可增加 TPP 的聲勢，也可突顯 APEC 在區域整合主導的影響力。

美方的政府立場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10 年 3 月 11 日在進出口銀行年會（Export-Import 

Bank's Annual Conference）致詞時表示，相信 TPP 將是一個 21 世紀的貿

易協定新標準，這不僅會有利於勞工、企業、農民，甚至與美國所追求

的價值一致。美國東亞助理國務卿 Kurt Campbell 於 2010 年 3 月 10 日在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以「東亞與太平洋之區域概觀（Regional Overview of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為題發言指出，TPP 將是創造亞太地區經濟整

合的平台，可增進美國與世界上成長最快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利益，並有

助於創造與維持美國高所得、高品質的工作機會。此外，依美國貿易代

表署之 2010 年規劃，TPP 將是美國現階段推動 FTA 的主要目標。美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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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為此亦積極提出各項配套方案，如救濟失業方案，一方面振興美國經

濟與就業，一方面為日後各項 FTA 作準備。美國貿易代表 Kirk 甚至希

望 TPP 最終成為涵括 APEC 所有經濟體的貿易協定。

美方的策略與考量

美國對參與 TPP 的官方立場是為創造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平台，同

時促進與世界經濟成長最快區域之互惠關係，但其實仍藉此拯救其國內

經濟的期許有所關聯。且以美國地位來看，美國雖是 APEC 的主要成員，

但參加沒有其他強權所主導的 TPP，更能突顯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美國在 TPP 談判時的策略應用，著重清潔能源項目與新興產業部門，盼

能為其製造業、農業、服務業等創造出口成長。另一方面，「東協加三」

的形成可能對美國之衝擊，是降低 250 億美元的出口貿易，以及損失 20

萬高薪階級的工作等。美國對於 TPP 的想法則是使之成為一個更廣泛的

區域協定，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納入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台灣，以

及其他亞太地區的主要經濟體。美國對於 TPP 所設定之優先議題為促進

清潔能源與重大經濟議題、增加製造業、農業與服務業的出口，以及推

動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未來談判可能遭遇難題

在農業方面，美國與紐西蘭則可能再次遭遇談判的難題。過去美國

保護本國農業，避免外來農產品對本國農業造成衝擊。但目前情況已非

如同 15 年前之單方面情況。紐國 Fonterra 公司 ( 全球最大酪農合作社 )

與美國酪農業已建立相關複雜之商業關係，美國酪農業經由 Fonterra 公

司完善之配銷系統來出口乳品，同時過去 10 年，乳品出口亦成為美國酪

農業之重要部門。此使美國酪農業已自反對所有乳品進口之高度保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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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轉變成較不保護和注重出口利益之理念。而美國與馬來西亞，未來

也將面臨類似的問題。回歸到總體面來看，在其他區域整合計畫當中所

遇到的類似問題，TPP 仍要面對一樣的難題。這部分最敏感的莫過於農

業議題。

TPP 對台灣的可能性：台灣一直積極想要參與區域經濟的整合，但

卻往往卡在中國大陸的態度。台灣每年外貿總額高達 3500 億美元，國

際貿易是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必須抓緊東亞各國雙邊協定的風

潮，加深與貿易夥伴的合作。在經濟角色上，振作再起，才能避免被

邊緣化的危機。目前 APEC 已有將近二分之一的會員都是 TPP 的成員或

準成員，再加上新成員參與 TPP 的方式相對而言非常簡化 ( 不需再重啟

談判，而只是透過附加適用該協定的方式加入 )，因此 TPP 在今年 APEC

第二次資深官員會議中，很可能成為討論的重點之一。台灣有必要針

對 TPP 設計更具體的立場與論述，而非僅止於表達樂於參與的意願，

並可開始進行有關簽署 TPP 的相關可行性研究。比起參與受到中國大

陸主導的「東協 +」系統，TPP 似乎是另外一條不錯的選項。

（作者為中華台北APEC 研究中心顧問暨中興大學國際政治

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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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TPP擴大談判過程分析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形勢

吳福成

從「P4」、「P7」、「P8」到「P+X」

2005 年新加坡、紐西蘭、智利、汶萊等四國簽署了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夥伴協定（TPP），並於 2006 年生效實施，這是第一個涵蓋亞洲、大洋

洲和南美洲的「區域橫斷型」自由貿易協定（FTA）  
7

，原則上將於 2015

年廢除 100% 的關稅，建立一個高水準的 FTA。初期的 TPP 又稱為「P4」，

其內容除了貨品貿易外，還包括服務貿易、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制度、

人員移動和經濟合作等各種項目。

2008 年 2 月美國表明參加 TPP 的投資規則、金融本期重要內容服務

等部份項目之談判，到了 9 月美國進一步參加 TPP 的全部項目之談判。

美國參加 TPP 係與其於 2006 年所倡議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

一種戰略連動。  
8

同年 11 月澳洲、秘魯也跟進表明參加 TPP，因此 TPP

又稱為「P7」。

2010 年 3 月 15 日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的擴大 TPP 首輪談判，越南以合

作夥伴（或稱「準會員」）身分出席，  
9

至此 TPP 遂稱為「P8」。美國強調

「P8」的成員國都是「同心意的 (likeminded)」，都承諾要締結一個高水準

的區域貿易協定  
10

。該次擴大 TPP 首輪談判初步也同意，在八個成員國先

7　「美國ガ APEC 大の FTAに乘り出した」，ジェトロセン，2009 年 2 月號。

8　「廣域 FTA ヘ動き出すアジア大洋洲」，ジェトロセンサ，2009 年 11 月號。

9　越南經濟報，2010.03.15

10　「2010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09 Annual Report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US，10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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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 2011 年 11 月完成相關談判後，再邀請馬來西亞和加拿大兩國加入。 

 
11

另外，南亞的巴基斯坦也被邀請參加 TPP 談判，  
12

因此 TPP 的擴大發展模

式又可稱為「P+X」。

目前 TPP 的八個成員國的基本觀點是，將把 TPP 作為堆積建立 FTAAP

的積木，  
13

其中美國扮演著關鍵角色。然而，亞太經合會（APEC）的重要

經濟體如中國大陸和日本則未在新一波擴大 TPP 名單內，由於中國大陸

已儼然是東協十國加中、日、韓三國的「10+3」合作機制主導者，日本

則正在推動建立「東亞共同體」，兩者的「東亞合作」與美國主導的 TPP

戰略之「亞太合作」，彼此的競合關係令人關注。

另外， 越南、馬來西亞是東協（ASEAN）主要成員國，加拿大則是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成員國，將來馬、加兩國加入 TPP 後，對

連結 ASEAN 和 NAFTA、進而整合成 FTAAP 具有正面意義。至於巴基斯坦

的參與 TPP，這是否意味著未來 FTAAP 成員將不再限於現有的二十一個

APEC 經濟體？而我國積極尋求參與擴大 TPP 談判，將來是否有機會成為

「P+X」一份子，仍有待觀察。

美國對擴大 TPP 談判的立場與策略

美國最初加入 TPP 談判，最主要的戰略思維是以之作為創設 FTAAP

的重要一步，  
14

同時也在具體回應近幾年東亞區域所出現的各種排美區域

整合，例如東協分別加中、日、韓等三種 10+1，東協加中、日、韓三國

的 10+3，東協加中、日、韓、紐、澳、印度等六國的 10+6 等，其中中

11　NZ Herald，2010.03.15

12　「巴基斯坦商務部將參與泛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談判」，商業紀錄報（2010.3.29），轉引自中國商務部網站新聞，2010.3.30

13　同註 10

14　「TPP 早期妥結を左右すゐのは交涉方式」，ジェトロセンサ，2010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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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的影響相對突出，已對美國在東亞區域的戰略利益形成挑戰。美

國新罕布夏大學榮譽教授戈登即曾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稱，美國急欲加

入 TPP 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強烈意識到中國大陸掌握東亞貿易主宰力

所帶來的威脅。 
15

 

除上述的戰略思維，美國加入 TPP 還有其對外經貿利益之考量。也

就是說，在面對 WTO 多邊貿易自由化杜哈回合談判的停滯，各種形式的

區域整合成為新趨勢，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之下，希望通過關稅撤

除、服務貿易自由化等改善市場，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途徑來建立高

水準且自由化的 TPP，並力求增加參與成員國，進而擴大美國對經濟持

續成長的亞太國家市場之出口，  
16

最後從中取得更大市場範圍的經貿利益。

近年來美國歐巴馬總統基於新的戰略需要，宣稱他是「美國第一位

太平洋總統」，強烈展現出政治企圖心，不但積極參與「P4」，也帶動「P7」

發展，以及「P8」的首輪談判。歐巴馬總統還把 TPP 談判視為在確保自

由而公正的市場之取得，並納入其「國家出口戰略」的具體策略之一。  
17

因此，歐巴馬總統也延續小布希總統重視「以雙邊合作為基礎的 TPP」  
18

路線，一直積極鼓勵東南亞的越南、馬來西亞、東北亞的日本和北美的

加拿大等雙邊合作基礎好的國家能加入 TPP。

中國大陸對擴大 TPP 談判的立場與策略

對於 TPP 從「P4」擴大到「P7」、再擴大為「P8」，迄今中國大陸方

面對美國的戰略企圖多，譬如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吳

15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0.4.22

16　同註 10

17　みずほリサ - チ May 2010

18　「亞洲合作的主要路徑及中國的戰略選擇」，王玉主，東亞論文第 81 期，201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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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龍即指出，「中國 - 東協自由貿易區已啟動，東協與日、韓自貿區也將

很快投入運行，目前 10+3 區域內貿易已占各國外貿的 58%，高於北美自

由貿易區近 3 個百分點，美國卻完全置身於上述進程之外，有被邊緣化

的危險。TPP 橫跨太平洋，試圖包含整個東亞地區，為美國擺脫當前困

境創建了一個平台。」 
19

 

中國大陸環球網則引述美國前貿易助理代表許內曼的說法指出，

「TPP 目前包括智利、新加坡、汶萊和紐西蘭，是擴大美洲與亞洲貿易的

重要協定」、「美國應利用拉美對中國大陸的某些擔憂，來平衡中國大陸

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等 。 
20

不過，中國大陸政府的智庫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AFDC）則提醒，

如果中國大陸不以積極態度應對 TPP 及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極易在多

邊貿易中處於不利地位，被排斥在優惠適用之外，無疑會將中國大陸出

口貿易置於不利地位。反之，如果中國大陸持積極態度順利參與 TPP 建

設，一則可以從 TPP 內部破除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壁壘，二則可以在

鞏固現有貿易對象的基礎上，開拓南美新興市場。

AFDC 還強調，TPP 具有相當的開放性，即面向所有 APEC 成員，也

將密切亞太地區經濟體間的關係，由此判斷，中國大陸加入 TPP 的可能

性及可行性還是較大的。 
21

 

顯然，中國大陸面對把自己作為區域貿易勁敵的 TPP，已有其最後

將參與的策略思考。本質上，美中兩國各自推動的區域經濟合路線，是

屬於「東亞合作」與「亞太合作」的競合關係，最後必將有矛盾的統一

之結局。正如中國大陸世界知識網所指稱的，因為太平洋兩岸相互依賴

19　「美版 TPP 能走多遠？」，原載於解放日報，引自求是理論網，2010.4.27

20　「美國前高官：美應平衡中國在拉美影響力」，「環球網」，2010.5.21

21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動向及影響」，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AFDC），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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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深，特別是中美之間形成了相互的「結構性依賴」，中國大陸的發展、

亞太地區的發展很難拋棄美國，在貿易、經濟結構的調整，貨幣金融等

方面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由於經濟、政治、戰略等因素的

影響，中日韓、10+3 等純亞洲的區域經濟合作目前尚難以取得突破，有

鑒於此，也許推動「亞太合作」成為中國大陸的區域合作主渠道，是中

國大陸現階段不得不接受的選擇。 
22

 

日本對擴大 TPP 談判的立場與策略

日本雖然與東協簽署了另一個「10+1」的經濟夥伴協定（EPA），同

時也積極在推動「東亞共同體」，表面上看來與美國主導的 TPP 有對立之

處，但實際上日本對歐巴馬總統在 2009 年訪日時宣布要參與 TPP 是持歡

迎態度，並對美國要把 TPP 與 APEC 的經濟合作緊密銜接的構想也高度

關心。日本外相岡田克也於同年 12 月 9 日在東京舉行的 APEC 研討會上

即公開表示，今後將對是否參與 TPP 進行檢討。 
23

 

除了日本外務省在政策上正要檢討是否參與 TPP，日本經濟產業省

則早把參與 TPP 的目標方針納入其經濟成長策略，並認為這是深刻連結

亞洲經濟的有力基礎，進而可考慮建構一個網羅 APEC 全區域的自由貿

易區。  
24

然而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認為，日本想要參與 TPP 的高

水準自由貿易協定，就必須克服敏感領域的問題，  
25

特別是農業開放的問

題。因為長期以來農業自由化課題一直都是日本對外推進 FTA 的障礙之

一，這個課題若遲遲不能克服，日本要參與以自由化為優先議題的 TPP，

實非易事。 
26

22　「TPP：實現亞太自貿區的途徑？」世界知識網，2010.4.1

23　岡田外務大臣演說，日本外務省網站，平成 21 年 12 月 9 日

24　日本外務省網站、日本經濟新聞（2009.12.17）

25　日本 RIETI 電子信息，2010 年 2 月

26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ゐ廣域經濟連攜の意義」，早稻田大學浦田秀次郎，201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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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對於各種形式的亞太區域整合似已有對應方向，不但與

東協簽署 10+1，也參與 10+3，並主導 10+6，今年主辦 APEC 年會更力

促「茂物目標（Bogor Goals）」於 2020 年達致區域內貿易投資自由化和

便捷化，甚至實現 FTAAP。整體而言，日本是支持多層化的亞洲和亞太

區域整合。至於對近來已成為各界焦點的 TPP 的應對政策，恐怕要等

待今年下半年日本參議院改選後才會明確化。 
27

 

東協部分國家對擴大 TPP 談判的立場與策略

東協作為一個整體，對於美國主導擴大 TPP，並未作出積極的回應，

迄今只有新加坡是「P4」的創始成員國，越南則參與「P8」，馬來西亞將

預計參與下一波的「P+X」。對於擴大 TPP 成員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早

在去年 APEC 領袖會議場合就曾比喻說，TPP 現在是一個小小的種子，只

擁有新加坡、汶萊、紐西蘭和智利，希望這顆種子會隨著時間長成一棵

大樹，成為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和合作的基石。 
28

 

今年 3 月越南以合作夥伴（非成員國）身分參與墨爾本的擴大 TPP

首輪談判，越南成為談判夥伴此事也見諸於稍早美國歐巴馬總統致美國

國會函內容，特別是美國係把 TPP 視為美越之間唯一的 FTA 談判  
29

。而新

加坡則自始就支持越南加入 TPP，並認為將有助於 TPP 成為最終型的亞

太自由貿易區的架構 。 
30

不過，越南加入 TPP 的爭議性很大，一來越南尚非全算是市場經濟

國家，二是其勞動人權和環保規範還跟不上國際標準，美國全國紡織團

27　「多層化すゐアジアの地域統合と日本の對應」，早稻田大學研究機構寺田貴，2010 年 3 月 17 日

28　「APEC 複調：平衡發展的經濟地圖」，21 世紀網，2009.11.13

29　請參美國駐越南大使馬哈拉克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的內容，2010.5.17

30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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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協會（NCTO）就要求將越南排除在 TPP 之外  
31

。美國眾議院議員李文

也公開質疑，越南積極參與 TPP 談判固然使得成功機會增加，但越南所

面對的難題則在於農業和智慧財產權上的爭議 。 
32

即將參與 TPP 下一波「P+X」談判的馬來西亞，也將循越南參與 TPP

的模式，亦即美國不會再與馬來西亞進行雙邊的 FTA 談判，而是傾向把

馬來西亞納入擴大 TPP 談判。美國貿易代表 Ron Kirk 已公開指稱，馬來

西亞將參與區域貿易協定（即 TPP）談判  
33

。由於 1990 年代馬來西亞前總

理馬哈地曾倡議成立一個排美的「東亞經濟集團（EAEG）」，如今則要參

與美國主導的擴大 TPP 談判，似乎意味著馬來西亞的東亞主義立場已倒

退，並轉向支持亞太主義。

然而，馬來西亞要加入 TPP 仍有障礙，最主要是政府採購  
34

，以及競

爭政策、勞工和環境等問題。最近馬來西亞政府已核准一項競爭政策，

同時馬國財政部也正在研究讓外商參與該國政府採購合約的可行性，以

為加入 TPP 鋪路。

巴基斯坦對擴大 TPP 談判的立場與策略

在美國的擴大 TPP 談判夥伴的名單儘管沒有南亞的巴基斯坦，但

2010 年 3 月巴基斯坦內閣則批准了商務部參與 TPP 的談判。據指稱，巴

基斯坦已收到加入 TPP 的邀約，將來若能順利加入 TPP，將為巴國提供

與夥伴國建立市場准入的機會，並將成為巴國經濟融入亞太區域經濟圈

的平台 。 
35

31　「亞太 - 美國自由貿易是否真能成行？」，中國棉紡織信息網，2010.3.3

32　WTO Report，2009.2.16

33　「Malaysia could join Asia-Pacific talks-US」，Reuters，6 May 2010

34　「巴基斯坦商務部將參與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商業紀錄報，引自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經商處新聞，2010.3.3

35　同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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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巴基斯坦一直尋求與美國、紐西蘭、澳洲、越南等國家洽簽 FTA，

以作為其「東向政策」的組成部分。另外，巴基斯坦也有意與東協在

10+1 的基礎上簽訂 FTA。除此之外，巴基斯坦也曾向 APEC 國際秘書處

發函申請加入成為會員，但迄今 APEC 則仍未對擴增新會員解凍。將來

如果在美國的支持下，巴基斯坦得以順利參與擴大 TPP 談判，就將成為

唯一非 APEC 經濟體的談判夥伴。若反過來思考，在巴基斯坦正式參與

擴大 TPP 談判之後，是否也意味著巴國極有可能獲准加入 APEC ？

事實上，美國高度肯定巴基斯坦為反恐作出的努力和犧牲，同時美

巴之間也於 2010 年 3 月下旬舉行過戰略對話，雙方決定把對話層次提高

到部長級，以進一步深化兩國全面合作關係和人民友誼。在戰略對話聯

合聲明裡，雙方強調其夥伴關係的核心是民主價值、相互信任和尊重，

而穩定持久和廣泛的雙邊合作關係完全符合美巴兩國利益。  
36

從美巴兩國

的戰略關係發展來看，巴基斯坦成為下一波擴大 TPP 談判夥伴應是指日

可待。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36　「美巴發表戰略對話聯合聲明」，巴基斯坦新聞報，引自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經商處，20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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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金融合作

東亞區域金融合作新趨勢

吳福成

 近年來日本首相鳩山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構想，在東亞各國引

起高度關注。該構想的目有三，包括簽署「日中韓自由貿易區」、建立

「東亞共同貨幣」、構建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在第一項和第三項，因仍存

在很多困難和政治敏感，目前的發展相當有限。倒是在第二項，則因今

年 3 月清邁倡議（CMI）多邊化協議將正式生效，東協 10 國與日中韓 3

國「10+3」架構下的區域外匯儲備基金登場，貨幣互換機制（Currency 

swap）機制更加落實，將可望出現「亞洲貨幣基金（AMF）」的雛型。

另外，2010 年 5 月「10+3」和亞洲開發銀行（ADB）成立區域信用擔保

和投資基金，亞洲債券市場發展順利，而使得建立「東亞幣」的倡議，

越來越不再是一場夢。

貨幣互換機制大有進展

清邁倡議是在「10+3」架構下於 2005 年 5 月所簽署，主要目的

是透過雙邊的貨幣互換機制，來協助解決東亞區域內短期流動性的困

難（即國際收支短期不足），以彌補現有國際金融安排的不足，並防止

1997~1998 年亞洲國家貨幣危機重演。在某種層次的意義來看，貨幣互

換機制本質上就是一道「東亞區域金融安全網」。

在「10+3」合作架構下，清邁倡議的貨幣互換機制之發展，第一階

段是各國簽署雙邊協議，當一國發生短期流動性的困難，即可獲得各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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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國依協議的貨幣互換額度提供救援，等到將來金融穩定後，再依當時

貨幣互換的匯率水準換回。第一階段則是擴大為多邊協議，也就是東協

10 國與日中韓 3 國綁在一起，救援力量更大。到了第三階段，就是設置

「10+3」區域外匯儲備基金，此時也就具備有「亞洲貨幣基金（AMF）」

的雛型了。

過去 2 年來受到全球金融危機衝擊，先進國家減少海外投資，以及

私人投資者拋售鎖匙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導致亞洲各國貨幣存在進一

步貶值的風險。而為降低亞洲各國貨幣貶值的風險，2008 年底前「10+3」

財長會議倡議設置區域外匯儲備基金 800 億美元。2009 年 2 月「10+3」

財長會議有鑒於全球金融危機肆虐，東協一些國家都已開始運用外匯存

底來支撐其貨幣，遂主張應擴大區域外匯儲備基金到 1200 億美元，以增

強抵禦投機性貨幣攻擊的能力。

此議經過 2009 年 5 月在巴峇島舉行的「10+3」財長會議同意，認

為將可應對這一波全球金融危機下短期的美元流動性困難。同年 12 月，

「10+3」財長會議正式簽署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各主要國家將出資成

立清邁倡議多邊化區域外匯儲備基金，全案於 2010 年 3 月 24 日正式生效。

至於出資比例，中國大陸和日本將各自出資 32%（總共 384 億美元），韓

國出資 16%（約 192 億美元）東協 10 國供出資 20%（約 240 億美元）。

上述的區域外匯儲備基金雖稱為基金，但其具體形式則為「10+3」

加香港等 14 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承諾在發生金融危機時提供資金援助

的一種貨幣互換方式，並非提前繳納分擔資金，而只是在有必要時按照

承諾的出資比率提供資金。按協議規定，如果發生美元流動性緊缺的國

家申請資金援助，各簽約國家就必須在在一週之內作出支援資金的決定，

以利迅速應對危機。貨幣互換的期限為 90 天，必要時可延長 7 次，最長

可使用 7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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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債券市場順利推動

為了協助東亞區域內各國解決流動性困難，增加應對金融危機的能

力，以及推動區域債券市場發展，並促進債券品種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

泰國曾於 2003 年提出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此一倡議獲得「10+3」各

國的支持，並積極加快債券市場的建設步伐。「10+3」還特別與亞洲開

發銀行舉行會議，並針對儘快於 1 年之內設置基金規模 5 億美元的亞洲

債券市場的保證機構，達成了最終共識。 

此一保證機構的設置，旨在防備當區域外資金大量流出時，能有效

協助區域內企業提升信用力，並便捷地取得長期性資金，基本上這也是

亞洲區域金融安全網的一部分。另根據「10+3」和亞洲開發銀行達成的

共識，該保證機構 5 億美元資金的出資分配方式，亞洲開發銀行將承擔

30%，其他的 70%，則分別由日中韓 3 國承擔八成，東協國家承擔二成。

2010 年 5 月召開的「10+3」財長會議，將擴大斥資 7 億美元來建立

區域信用擔保和投資基金，此舉相當有利亞洲企業很容易通過發行本國

貨幣計價的債券來籌措資金。而由於當前全球金融危機陰霾尚未褪去，

上述的區域信用擔保和投資基金適時推出，應有助於擴大發展亞洲債券

市場，以及進一步深化區域金融合作程度。這項新的區域金融合作措施，

就某種意義而言，即在為未來建立「東亞共同貨幣」鋪路。

「東亞共同貨幣」是長期努力目標 

東亞國家歷經 1997~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洗禮，逐步發展出應對

外部危機挑戰的金融合作機制，其中在清邁倡議架構下的貨幣互換機制，

已從初階的雙邊擴大到多邊化，並發展到設置區域外匯儲備基金，顯已

具備有「亞洲貨幣基金」的雛型。而在亞洲債券市場方面，更發展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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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區域信用擔保和投資基金，這是邁向「東亞共同貨幣」必要的進程和

經驗累積。 

客觀來看，從歐盟的金融合作，到歐元的登場，就歷經快半個世紀。

反觀亞洲或東亞的金融合作，雖然在 2010 年內將陸續建立區域外匯儲

備基金和區域信用擔保和投資基金，但距離要自建「亞洲貨幣基金」

和「東亞共同貨幣」，恐將會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事實上，國際貨幣基

金（IMF）對籌建「亞洲貨幣基金」是有意見的。而日本首相鳩山的「東

亞共同體」構想，則是把建立「東亞共同貨幣」列為長期努力的目標。

深化東亞金融合作新趨勢 

總之，東亞區域在「10+3」架構下，努力要建立區域外匯儲備基金

和區域信用擔保和投資基金，毋寧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進一步深化的體

現。而當「10+3」也開始要成立常設的經濟情勢監視機構，希望自主性

來負責區域外匯儲備基金的使用，以及對區域經濟金融的監視，正說明

著「10+3」積極要協助區域內對外借款的國家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的苛刻

條件約束，則頗有要走自己的道路之態勢。 

過去，在清邁倡議架構下的貨幣互換機制，在涉及外幣融通方面，

約有 80% 借款都必須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條件，包括削減政府支

出，提高利率和出售國有企業等，這對很多東亞國家是強人所難。如今，

「10+3」要成立常設的經濟情勢監視機構，不管將來能否實現，這都將

是東亞金融合作的很重要的一種新趨勢。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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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之可能途徑

吳福成

回顧「清邁倡議」緣起

自從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東協、日、中、韓「10+3」財長會議

基於穩定區域金融考慮，於 2000 年 5 月在泰國清邁簽署建立區域性貨幣

互換網絡協議（或稱「清邁倡議（CMI）」），在此一倡議架構下，各成員

兩國之間各自簽署一系列的貨幣互換（currency swap）或換匯協議，當

某一國發生短期流動性危機，即可獲得協議簽署國提供外幣借款來救急。

但因在此一貨幣互換機制下，雙邊合作所能提供的流動性支援較小，

尤其在參與外幣互換的兩國都陷入流動性危機時，此一雙邊合作機制即

無法發揮作用，也因此在「清邁倡議」簽署後，雙邊合作的貨幣互換機

制迄未啟用過。2003 年 10 月大陸總理溫家寶在「10+3」領袖會議上首

次提出「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倡議，建議將現行的雙邊貨幣

互換機制整合為多邊資金救助機制，並得到與會各國領袖積極響應。

直到 2006 年 5 月在印度海德拉巴舉行的「10+3」財長會議，決定成

立「清邁倡議多邊化」工作組，並研究具體方案。同年 11 月「10+3」

副財長會議正式通過「三步走」實施計畫：第一階段就融資模式、法律

形式等重大問題確定最佳方案；第二階段就各方出資比例、決策程序、

監測機制等進一步研究；第三階段落實各項細節和簽署協議。

2007 年正逢亞洲金融危機爆發 10 週年，也是「10+3」合作機制成

立 10 週年，同年 5 月「10+3」財長會議在日本京都舉行，終於同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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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邁倡議」多邊化，進一步推向建立外匯儲備庫，並選擇自我管理的

區域外匯儲備庫 作為多邊資金救急機制的具體形式。此一共識的達成，

標誌著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取得重要成果。

「清邁倡議多邊化」正式登場

2008 年 5 月「10+3」財長會議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一致同意儘快

建立總規模不低於 80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庫，其中的日中韓 3 國和東協

10 國的出資比例為 80：20。同年 10 月因韓國受到全球金融危機重創，

卻只選擇向美國聯邦儲備局抵押借款 300 億美元，已突顯「清邁倡議」

原先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有其侷限性，也成為加速推動多邊化貨幣互換

之有利契機。

2009 年 2 月在泰國普吉島舉行「10+3」特別財長會議，正式發布

「亞洲經濟金融穩定行動計畫」，主要內容包括將外匯儲備庫規模擴大到

1200 億美元，在強化經濟監測機制後可擴大儲備庫與 IMF 貸款的脫鉤比

例，必要時可擴大與其他成員簽署的雙邊貨幣互助協議之規模，以及擴

大簽約國範圍。同年 5 月在印尼巴峇島舉行的「10+3」財長會議，就籌

建中的區域外匯儲備庫之規模和份額分配，以及出資結構、貸款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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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機制、經濟監測機制等達成共識，並認為「清邁倡議多邊化」將可

因應這一波全球金融危機下短期的美元流動性困難。同年 12 月底「10+3」

財長暨央行總裁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正式簽署「清邁倡議多邊化」協

議，並於 2010 年 3 月 24 日正式生效實施。

 2010 年 3 月 24 日正式登場的「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在 1200 億

美元的外匯儲備庫的份額分配方面，中國大陸（含香港）承擔 384 億美

元，占 32%，其中香港承擔 42 億美元，占 3.5%；日本承擔 384 億美元，

占 32%；韓國承擔 192 億美元，占 16%；東協 10 國承擔 240 億美元，占

20%。由於「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的功用，就像 IMF 支援發生外匯危

機的國家一樣，因而被視為「亞洲版的 IMF」或「亞洲貨幣基金（AMF）」

的雛形。

香港參與經驗可供我國參考 

我國的外匯存底名列全球第四位，沒有理由在東亞區域換匯機制缺

席。早在 2000 年「10+3」合作架構下出現「清邁倡議」雙邊換匯機制之

後，我方就積極尋求加入的可能性。而隨著「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的

建立，2009 年 5 月我央行總裁彭淮南也在亞洲開發銀行（ADB）年會上，

呼籲應建立以亞銀為中心的多邊換匯協議，並由亞銀統籌運用，以增強

換匯效果。彭總裁還建議，亞銀可建立借款機制，由亞銀以自身為擔保，

並與外匯充沛的會員國簽訂協議，提供補助資金。

顯然，我方政府當前努力要參與區域多邊換匯機制，通過亞銀管道

是最優先的選擇。但由於目前我國在亞銀的發言權極為有限，加上原始

入會名稱被片面更改為「中國台北（Taipei, China）」，迄今我方每年出席

亞銀年會，仍一直在抗議中，因此由我國倡議由亞銀主導成立多邊換匯

協議，被接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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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香港並非「10+3」成員，這次卻能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

機制，其加入模式似乎也頗值得我方研究。香港係根據「一國兩制」原

則和香港在國際金融事務上享有高度自治的精神下，以獨立貨幣當局身

分單獨加入外匯儲備庫，當然其加入過程與中國大陸的絕對性支持有關。

中國大陸是「10+3」合作機制的領導國之一，更是「清邁倡議多邊化」

的倡議者，為了支持香港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並加入外匯儲備庫，

即在「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有利條件下，中

國大陸外交部、人民銀行和國務院港澳辦等有關部門高度密切配合，對

外多渠道、多角度作工作，全力爭取各主要成員國的理解和認同，而香

港金融管理局也一直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參與「10+3」推動「清

邁倡議多邊化」安排的相關會議，最後終於經由所有成員國的同意後，

得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並加入外匯儲備庫。

這次香港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係以屆時兌付承諾貸款的形式，

其承諾出資金額上限為 42 億美元，這筆貸款資金將由香港財政司主管的

外匯基金來承擔，並可以繞過立法會的撥款批核程序。事實上，香港過

去已參與一些區域及國際流動資金援助安排，包括與亞太區的中央銀行

簽署美國國庫券回購協議，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出資 10 億美元參與泰國

融資計畫，並參與 IMF 的新借款安排 ，也與中國人民銀行簽署貨幣互換

協議等。上述這些參與區域和國際金融事務的業績，讓香港在爭取參與

「清邁倡議多邊化」過程，都有相當程度的正面助益。

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之可能途徑 

參照香港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的模式，我方尋求參與途徑似可

採取以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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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方和香港一樣，都不是 IMF 和「10+3」成員國，而香港因「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相關規定，加上與中國大陸簽署 CEPA，而得

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國際金融事務。由於台港地位不同，我方

似可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並利用簽署兩岸經濟

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新機遇，進一步爭取參與「清邁倡議多

邊化」。

（二） 香港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過程，中國大陸國務院港澳辦也積極

參與其中，我方似可先透過海基、海峽兩會對話，並與國務院台灣

辦公室協商，協調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安排，由台灣以獨立貨幣當

局身分單獨加入「清邁倡議多邊化」架構下的外匯儲備庫。

（三） 根據「清邁倡議」架構，新加入會員國都必須經過「10+3」所有

成員國的同意，這就意味著我方要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甚至

加入外匯儲備庫，有其一定的困難度，除必須處理好兩岸關係和培

養默契之外，更需要爭取東協 10 國的一致同意。基本上，中國大

陸的立場會影響東協 10 國是否接納我方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

因此，發展兩岸好關係，則是爭取東協 10 國支持我方參與「清邁

倡議多邊化」的必要前提。

（四） 香港長期來都參與區域和國際的金融合作，尤其是參與 IMF 的新

借款安排，都替香港尋求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加分。我方應

在「後 ECFA 時代」積極推動對外金融合作，並爭取機會出資參與

IMF 相關金融事務安排，藉由對國際金融穩定作出貢獻來厚植我方

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的籌碼。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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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貸款與金融體系：

日台經驗與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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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5 至 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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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針對兩國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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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系發展概況進行相關報告，茲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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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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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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三菱 UFJ 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宿輪純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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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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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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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銀行局劉燕玲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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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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徵中心風險分析部林思惟代經理

115 信用貸款與金融體系：日台經驗與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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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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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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公會楊枏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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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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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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重要國家政經動向

美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的策略

  詹滿容

 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遽變，無論在成員的多寡、

合作的範疇、遊戲的規則、以及策略的佈局上，皆有所區隔，並且也持

續在動盪與演變中。本論文將探討美國貿易政策的重要演進與現況，當

前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之不同理念與模式之回應與佈局，並分

析美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選項、動機、成功機遇與阻礙挑戰。

美國貿易政策的辯論與思考邏輯

自美國建國以來，開國元老便對於政府在對外貿易政策制定上的

角色，爭辯不已，影響深遠。大體上，美國對於貿易政策的立場可區分

為三種不同的基調，包括：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自由貿易（Free 

Trade）、貿易控管（Managed Trade）。儘管美國在參與國際組織時經常朗

誦「自由貿易」的高調，但是在政策執行面上，無論是在多邊體系的

WTO、複邊體系的 NAFTA 或 APEC、或是單邊的「保護主義」措施，

皆堅持以美國貿易政策的思維邏輯，推動「貿易控管」的事實。

二次大戰後，美國以經濟、政治、軍事超強地位，開始致力於多邊

國際體系的建構，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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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國會的共和黨強力反對，美國因此放棄 ITO 的建立，即便是後

來的民主黨多數之國會，亦未同意美國參與 ITO。美國退而求其次，簽

署了以 23 國為主軸的「關稅與貿易總則；GATT」，於 1948 年正式生效。

在 GATT，美國進行了多回合的談判，認為多邊談判符合美國的經濟利

益，並且促成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顯要結果。美國藉由多邊的談判，要

求互惠的原則，並將 GATT 正式轉為具有爭端解決拘束力的世界貿易組

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目前，由於多哈回合談判的停擺，

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步調裹足不前，因此，美國強化以「競爭式的自由化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策略，將多邊、複邊、與雙邊，佐以單邊的

貿易報復手段，可以交互運用，伸縮自如。

由於 WTO 一百五十多個成員的談判，曠日費時，區域自由貿易組

織自然較易於達成協議。除了經濟的利益之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可以

因經濟的合作，化解政治與外交的緊張，並增進友好的同盟關係，因此

區域主義的建構有國家安全的意涵。美國因歐盟阻礙烏拉圭回合的啟動，

一反當初對於區域主義的保留，以「競爭式自由化」的策略，大肆推動

與以色列、加拿大的自由貿易談判，果然促使歐盟同意參與烏拉圭回合

談判。1980 年代後期，烏拉圭回合談判形成僵局時，美國便啟動北美自

由貿易區（NAFTA）。美國國會在 NAFTA 談判時賦予總統快速程序（fast 

track），APEC 也層級提升，1993 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前夕，美國假西雅圖

主辦了第一次 APEC 非正式領袖會議，彰顯若烏拉圭回合談判一旦破裂，

美國仍有其他的可行方案。果然，歐盟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時，異常地

合作，促成了該回合的圓滿結果。

美國一向傾向雙邊主義，原本對於他國啟動的多邊架構缺乏興趣，

加上 1991 年蘇聯瓦解後，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軸集中在支持和平的政權移

轉，以及中東的和談，亞洲並非美國的外交重心。後來，在美國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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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Baker 的認知上，APEC 可成為區域與全球自由化的推手，並且在

美日貿易戰火頻頻之時，APEC 可以箝制日本的對外開放政策。美國藉

由 APEC 之能量，在 WTO 推動資訊科技協定（ITA），可謂是「競爭式自

由化」的最成功案例。美國食髓知味，進而在 APEC 強行推動「先期自

願性部門別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的倡議，

準備在 WTO 競技場上，再次得分。不料日本因農漁業的議題，與美國

及加拿大針鋒相對，並反目成仇，甚至在 WTO 的辯論中將該案—亦即

「EVSL 轉換 ATI（Advanced Tariff Initiative；先進關稅倡議）」加以封殺出局。

美國自從八Ｏ年代後期以來，由於貿易赤字的惡化，促使華府透過正式

與非正式管道，積極從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可能；首先對澳洲、

紐西蘭，再對東協、南韓與日本探詢可行性。至於九Ｏ年代初期醞釀中

的東協區域論壇（ARF），美國則告示渠意圖乃在於以美國為主軸（hub），

東協為扇瓣（spoke in the fan）的雙邊機制，串聯成多邊體系。

在單邊主義的行動上，1998 年的貿易與競爭法案（The Omnibus 

Trade &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授予美國貿易總署（USTR）執行「301

條款」及「超級 301 條款（Super 301）」的權責。「超級 301 條款」是一

個極具強悍、挑逗性的單邊措施，用來辨認並杯葛他國「不公平貿易」

的武器。

美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策略的選項、動

機與佈局

美國表面上對於「東協加三」給予冷處理，但是事實上卻憂心沖沖、

積極佈局。美國除了在軍事戰略上，繼續強化與日本、南韓、菲律賓、

澳洲、新加坡、泰國、印度等各不同形式的合作關係；在經濟面向，

也於 2002 年倡議 EAI (Enterprise of ASEAN Initiative)，期與東協各國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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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雙邊會談，並於美星自由貿易協定下設立資源整合方案 (Integrated 

Sourcing Initiative; ISI)，以尋求降低風險，確保美國之經濟利益，並協助

提高東協國家企業生產、分配與協調能力。美國也於 2009 年將中美「經

濟對話」提升至「經濟與戰略對話」，象徵了希拉蕊堅持外交體系與經貿

體系的並列，外交與經濟的整合戰略思維。美國與新加坡、韓國簽署了

自由貿易協定，但是由於美國國會並未更新總統的貿易促進授權，美韓

自由貿易協定也因此尚未在國會審核。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但是由

於美國國會並未更新總統的貿易促進授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也因此尚

未在國會審核。

近幾年來，美國連同其他 G7 國家，企圖在 G20 場合對中國大陸的

貿易盈餘施壓，並敦促人民幣升值。美國亦聯合歐盟，要脅中國大陸對

紡織產品自我設限後，也有食品衛生、玩具品質等的回收爭議，並有針

對中國大陸控訴最多的反傾銷案例，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

更有史無前例的反補貼控告等，皆顯示中美貿易衝突的增溫，仍方興未

艾，暗流洶湧。換句話說，除了東亞諸國根據經濟上的「成本效益」分析，

決定其整合深淺以及組織的形式以外，美國最後會採取什麼樣的因應策

略與措施來「平衡」日益高漲的東亞區域主義，也將成為關鍵因素。歐

巴馬政府對於金融危機以來的復甦，深知亞洲的高成長率是美國外銷成

倍擴展、增加外來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不可或缺的版圖。因此，美國將

會繼續強化雙邊貿易談判，並將美韓自由貿易區釐定為明年的首要任務。

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加上成為 WTO 的成員，以及與東協自由貿

易區的形成，帶來東亞經濟的繁榮。當美中在貿易赤字與人民幣升值有

所糾紛爭議之時，東協往往採取不予評論之基調，因為他們是對中國大

陸貿易盈餘的受惠者。然而，隨著國力的增長，軍備的強化，中國大陸在

東海與南海的強硬態勢，亦增添東亞各國對於「中國崛起」的矛盾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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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各國認為美國參與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 EAS），可以平衡

中國大陸的氣焰，美國亦感欣喜，並立即回應將接受邀請，由希拉蕊國

務卿參與今年的 EAS，而明年再由歐巴馬總統參加。

此外，美國也宣佈參加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的談判。但是除非成員不斷的擴張，

美國參近幾年來，美國連同其他 G7 國家，企圖在 G20 場合對中國大陸

的貿易盈餘施壓，並敦促人民幣升值。美國亦聯合歐盟，要脅中國大陸

對紡織產品自我設限後，也有食品衛生、玩具品質等的回收爭議，並有

針對中國大陸控訴最多的反傾銷案例，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

更有史無前例的反補貼控告等，皆顯示中美貿易衝突的增溫，仍方興未

艾，暗流洶湧。換句話說，除了東亞諸國根據經濟上的「成本效益」分析，

決定其整合深淺以及組織的形式以外，美國最後會採取什麼樣的因應策

略與措施來「平衡」日益高漲的東亞區域主義，也將成為關鍵因素。歐

巴馬政府對於金融危機以來的復甦，深知亞洲的高成長率是美國外銷成

倍擴展、增加外來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不可或缺的版圖。因此，美國將

會繼續強化雙邊貿易談判，並將美韓自由貿易區釐定為明年的首要任務。

此外，美國也宣佈參加 TPP 的談判。但是除非成員不斷的擴張，由於 TPP

目前的成員與美國的經貿關係仍然有限，所以美國參與 TPP 的實質經濟

效益有限。

但是美國參與 TPP 談判有一些正面的意義：

1. 可以防範美國在亞洲的經濟整合中被邊緣化；

2.  可以興起範美國仍熱衷於跨太平洋區域經濟整合的示範作用，

而 TPP 也有破解排他性「東協加三」之護身符的作用；

3.  標榜高品質的 TPP 可以將美國的藍（代表勞工）、綠（代表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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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帶入，日後可以在多邊體制下，繼續發揮；

4.  TPP 所營造的氛圍可以推動經貿上「競爭式的開放」（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並 落 實 外 交 上 的「 前 進 佈 局 」（forward 

deployment）。

無可諱言地，TPP 的談判中，仍然充滿了變數。農業、服務業、以

及藍綠議題皆為高難度議題，加上越南與秘魯的經濟是否得以承受高品

質的自由貿易協定，相當受其他成員的質疑。

美國在亞洲為主軸的 EAS 中，到底是賓客，難以喧賓奪主，最多

僅能調適接納。但是，在明年美國主導的 APEC 中，則仍大有可為。由

此可見，美國與 APEC 經濟體的經貿關係非常密切，美國倘在 APEC 架

構中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FTAAP），TPP

將是當前區域經濟整合中的首選。

美國參與策略的機遇與挑戰

美國交互運用單邊、雙邊、複邊、多邊貿易政策是傳承「競爭式的

開放」（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戰略思維，並由希拉蕊國務卿延伸歐巴

馬政府外交上的「前進佈局」（forward deployment）策略，以推動參與亞

太區域經濟整合。此戰略政策應有相當成功的機遇：

（一） 向亞洲國家傳遞正面的訊息：美國向亞洲強調歐巴馬政府重視亞洲、

關心亞洲事務、持續交往，而且要擴大交流合作。

（二） 強化美國在亞太盟邦關係：強調美與日韓兩國關係是亞洲政策的基

石，延續美日安全同盟關係，並持續與南韓合作共商解決北韓問題

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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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善與印尼及東協國家的關係：藉由歐巴馬與希拉蕊分道訪問印尼

之行，間接強調美國新政府欲與回教世界和平共處的理念；藉由訪

問東協秘書處（位於印尼雅加達），強調美國不希望從東亞地區缺

席，並將積極與東協合作。

（四） 增進與中國大陸友好合作關係：刻意迴避民主人權議題，強調於

全球層次的實質議題上加強合作，包括因應全球經濟危機、全球氣

候變遷；強調美中雙邊關係的緊密程度，訴請中國大陸持續保有並

增購美國公債，確認「美中戰略對話機制」持續進行，並提高「美

中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層級，明確表達與中國大陸間的「戰略

夥伴之合作關係」。

（五） 形塑美國的亞太政策：「連結日韓、親近東協、拉攏中國大陸」。

而美國當前的策略挑戰則包括：

（一） 美國的經濟復甦緩慢，保護主義甚囂塵上：歐巴馬政府承接財政的

困境，所主張推動的健保改革與金融體系改革引爆了許多反彈，甚

至有茶黨的成立，與歐巴馬的民主黨陣營，格格不入。期中選舉後，

共和黨與茶黨勢力增強，歐巴馬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策略難免受

阻延宕，或將有所調整。

（二） 美國國會尚未更新總統貿易授權法案（TPA）：一旦 TPA 遲遲未決，

貿易夥伴不論在雙邊、複邊、多邊的體系下，皆無意願認真地繼續

與美國談判，歐巴馬將可能成為不得落實政策的「跛腳鴨」總統。

（三） 美國與亞洲的外交與經貿關係仍然錯綜複雜：當前的貿易平衡、貨

幣戰爭、海軍勢力的較量與威嚇、北韓問題的六方會談、領土爭議、

民主人權議題等經貿與外交關係，因不同的時空、溝通形式、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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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等，仍然充斥玄機，一發難以收拾，美國是否能如願備受歡迎

地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仍有許多變數，尚待謹慎處理，步步為營。

美國與 TPP 成員與考慮加入成員的經貿關係

自美國進口

（2009年）

出口至美國

（2009年）

於美國貿

易排名

美國對外投資

（2008年）

對美國投資

（2008年）

會員國

汶萊 100 42 152 26 13

智利 9,400 600 31 12,600 353

紐西蘭 2,200 2,600 55 5,300 1,100

新加坡 22,300 15,700 13 106,500 12,700

談判夥伴

澳洲 19,600 800 22 88,500 64,300

馬來西亞 10,400 23,300 18 13,300 395

秘魯 4,900 4,200 43 8,500 ---

越南(暫為

associate 
member)

3,100 12,300 30 47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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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表態考慮加入國

加拿大 205,000 225,000 1 227,300 221,900

日本 51,000 96,000 4 79,200 259,600

菲律賓 6,000 7,000 34 5,900 21

台灣 18,000 28,000 10 16,600 3,900

資料來源：美國USTR網站。進出口與投資金額單位：百萬美元。

備註：美國屬於「談判夥伴國」

（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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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推動出口戰略初步成果之研析

花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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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美國進出口銀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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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提高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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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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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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來定期進行高層次對話。

3.  強調美國和主要新興市場 ( 包括中國大陸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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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國大陸在貿易衝突上日益增多，

2010 年美國國會和政府似乎準備對中國大陸採取更強硬的態度。美國一

些議員和政府官員認為，中國大陸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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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向中國大陸公司提供補貼及採取有利於

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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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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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等，對此日益不滿，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貨幣政策，更是美中經貿關係

的爭執點。

美國政府和業界認為中國大陸在知識產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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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源自中國大陸採取的產業政策，倚

賴過量和扭曲貿易的政府干預以促進或保護中國大陸本土產業，致使市

場開放減慢，貿易制度諸多掣肘。美國貿易代表表示，中國大陸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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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及執行中國大陸獨

有的國家標準、中國大陸政府的採購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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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基本電

訊行業、妨礙外商提供增值服務、持續限制外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等。

歐巴馬政府表示，在 2010 年美國會致力減少中國大陸政府對市場

的干預，為達到這個目標，會與中國大陸務實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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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後對中國大陸提出更多申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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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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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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 月 15 至 21

日訪問香港及中國大陸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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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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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和中國大陸今年在 3 月達成協議，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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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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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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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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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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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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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美國以犧牲巨大經濟利益為代價，對中國大陸實行苛刻的出口

管制政策，主要是擔心出口產品和技術提升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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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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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於對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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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出口市場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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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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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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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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十二五」規畫重要方向

及對台灣影響評析

孫明德

2010 年 10 月中旬，中國大陸政府宣布並討論第十二個五年規畫的

主要內容，並將於 2011 年 3 月公布詳細內容，由於這項計畫涉及中國大

陸 2011~2015 年的經濟政策走向，因此引發外界高度重視。雖然中國大

陸已經改革開放逾 30 年，計畫經濟的影響力已逐漸淡化，但由於中國大

陸政府仍掌控大部分經濟資源，國有企業也占中國大陸產值中相當大的

比例，因此對這項五年經濟計畫的了解，將有助於掌握其經濟政策的動

向與發展，對於因兩岸關係緩和而帶動經貿發展的台灣而言也更加重要。

回顧歷史，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戰略在「改革開放」之前，其經濟發

展模式主要依循蘇聯發展模式，藉由制訂並執行經濟計畫加以施行，總

計自 1953~2005 年期間共推行了 10 個五年計畫，隨著各階段國內外環境

及情勢不同，各五年計畫的目標及成果也有所差異，主要分野則在第五

個五年計畫的「改革開放」前後。在此之前，許多經濟政策都與政治或

軍事目標相結合，例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及三線建設等，在「改革開放」

後的五年計畫則依序由農業及經濟體制改革，演變自 2000 年後的結構調

整問題。

2006~2010 年的第十一個五年經濟戰略規畫，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

委員會所提六大重點為主軸，分別為推進經濟成長方式的轉變、調整優

化產業結構、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以及切實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六大重點。此時中國大陸將原先的「五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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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改為「五年規畫」，主要是希望淡化以往計畫經濟時期，著重政府指

令及主導色彩的政策型態，改為由政府指導及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施政

方向。

由於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大陸經濟及產業快速的發展，其扮演

的角色也由以往的「世界工廠」轉變為「全球市場」，使得這項由政府主

導的計畫更加為外界所重視。而「十二五」規畫將更著重於經濟及產業

結構調整、節能環保、提高民眾所得並改善所得分配、加強社會保障、

平衡區域發展與城市化，以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向。為此，本文

將其中主要的經濟成長與結構調整、節能環保，以及平衡區域及城市化

等加以探討，並提出台灣產業可茲參考的方向。

經濟成長目標的調整

在「十一五」規畫中，中國大陸政府訂出了對經濟成長率的目標，

要求年平均成長在 7.5% 以上，而在十二五規畫的可能內容裡，這項目標

將可能有所調整，由於經濟結構將重視質的提升，更勝於追求數量上的

成長，因此可能將此一目標降低至 7%，不過回顧中國大陸 2006~2010 年

經濟成長率仍都在 11% 左右，因此這項目標的降低將只是訂出成長率下

限，外界不應將之判讀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將由目前兩位數成長率大

幅降低，甚至因此而導致經濟硬著陸的風險。

在經濟結構方面，中國大陸近年快速的經濟發展，主要來源於內部

由政府帶動的大量固定投資，以及貿易帶動的出口及工業生產，民間消

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對較為弱勢，例如 2000 年時，中國大陸消費占

GDP 比重尚有 46%，但到 2008 只有 35%，並不是中國大陸消費沒有成長，

而是固定投資成長速度遠超過消費，使得消費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貢獻

程度較低，而這種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甚至是另外的金磚國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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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巴西及印度都顯有不同。如果固定投資持續擴大，卻沒有相對

應的需求加以消化，對內就形成產能過剩，對外又容易造成貿易磨擦問

題，因此無論由內部或外部需求的角度而言，民間消費都有進一步提升

的必要。

此外，觀察中國大陸產業結構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工業產值占 GDP

比重接近 50%，而服務業比重遠不及製造業，由於中國大陸勞工工資逐

步提高，製造業成本競爭力逐步被其他新興市場所超過，服務業發展將

可接替製造業成為經濟下一波成長的動能。加上中國大陸經濟規模日益

擴大，2010 年預期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各國紛紛要

求中國大陸必需更開放其內需市場，中國大陸也必須加強本地服務業的

競爭力，以因應日益激烈的產業競爭。因此，預期中國大陸將持續發展

「十一五」所著重的生產型服務業，並進一步往消費型服務業發展，對

台灣而言，由於 ECFA 開放了台灣醫療、金融等重要服務業者前往投資，

對於台灣業者而言，將是值得加以掌握的重要商機。

節能環保觀念的強化

中國大陸國內空氣和水污染情況嚴重，影響民眾身體健康甚至是

生命安全，而其對能源的大量消費，也使得國際原物料價格居高不下，

美國能源署 (IEA) 警告，如果中國大陸持續增加對原油的需求，至 2015

年全球將可能發生原油短缺的情況。因此，在「十二五」規畫中，減

少依賴資源的經濟成長模式將會是政策重點，雖然中國大陸政府已經

投入了鉅額經費於新能源發展，但這些資金多偏向於風能及太陽能發

電的設備投資上，形成部分產業過熱甚至泡沫的情況，對於整體節能

的效益還不明顯，因此，中國大陸如何提出更多更前瞻性的節能作法，

值得加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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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政府正考慮調高國內水、電等價格，以使資源

更合理運用和配置。不過，這樣的改革在中國大陸這種仍具有相當程度

社會主義思維的國家，可能遭遇很多阻礙，甚至引發政治風險。這是由

於所得較低的民眾，其收入中用於水電支出的比率較高；反之，雖然高

所得者使用水電的支出金額高，但占其收入比重卻不如低所得者，因此

調漲水、電價格將不利於維持政治穩定。這使得中國大陸政府將陷入兩

難，如何透過價格機能減少能源的消費，又要兼顧民眾觀感及社會穩定，

將會是中國大陸政府在「十二五」規畫中必須妥予安排的重點。

平衡區域發展與城市化

平衡區域差距向來為中國大陸經濟政策的重點，例如以往的「大西

部開發」、「振興東北」等區域經濟發展計畫，不過在「十二五」規畫中，

除了區域發展計畫仍將持續外，有兩個新的重點將可能被提出，第一點

是區域經濟之地理範圍，將由跨省跨區的大範圍轉向為省市區內落後地

區的發展，這一點在「十一五」規畫中已有先例可循，例如天津「濱海

新區」、福建的「海西區」及廣西的「北部灣」等計畫，「十一五」時期

這些特區大都位於沿海省市，未來則可能複製到更多內陸省市區之中。

另一項值得注意者為城市化的強調，這項政策對中國大陸經濟而言

具有一石多鳥的效果，例如農業占中國大陸 GDP 約 15%，但就業人口卻

占中國大陸半數以上，城市化有利於將農村過多的人力資源移轉至城市

地區，讓農村生產力得以有效提高；而轉至城市就業的農民，則可支持

製造業及服務業的人力需求，尤其在沿海地區依賴外來勞工的大城市更

為重要。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將會使城市地區房屋的需求大為增加，對

營建相關產業則大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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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城市化要能成功推展，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將會是重要的限

制條件，中國大陸大城市有一個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特徵，就是很少看到

大規模的貧民窟，這就是中國大陸戶籍制度所產生的效果。由於不具有

戶口的外來人口，無法享受當地的公共服務，尤其是教育和醫療，使得

人口流動產生困難，另外一個城市化可能遭遇的問題是，倘若中國大陸

取消或放寬戶籍限制，因而造成農村人口產生大規模移動，地方政府是

否具有提供足夠公共服務的能力，如果地方政府無法提供這些服務，則

人口的移動可能造成城市地區的混亂，反而無法達成原先的計畫目標。

因此，可以預見中國大陸各地的城市都將有更多的公共建設需求，相關

的原物料及服務業都將產生更多需求。

小結－「十二五」規畫對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初步掌握中國大陸「十二五」規畫的大致內容，

對我國政府及產業而言，如何掌握中國大陸此項重要經濟及產業政策，

並透過兩岸經濟及產業合作，擴大其對台灣經濟的正面效應，減少可能

的競爭壓力，將是我國產官學界必需共同努力的方向。以下就台灣經濟

與產業的優劣勢，以及「十二五」規畫帶來的機會與威脅分別加以說明，

並提出在此關鍵時刻政府可以採行的政策作為。

對於台灣而言，台灣製造業者在中國大陸具有長期投資經營的經驗，

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情況都較其他國家企業有較多的認識，加上兩

岸政治已趨向和緩，多項重要經貿協議的簽署，更對台商企業爭取中國

大陸積極擴大的內需市場，或是新興戰略產業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不過在劣勢方面，台灣企業規模不如中國大陸本土企業，兩岸產業合作

可能形成「彼大我小」的不利格局，另外我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並不

如製造業強，在爭取中國大陸市場時又需要注意各地方政府對於本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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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保護和進入障礙等問題，對於服務業發展將構成一定的限制。針對

我國企業規模較小，服務業國際競爭力較弱的缺陷，我政府和企業可以

考慮的方向是，不要以產業或企業對等的角度思考合作的空間，而要以

供應鏈合作的角度，讓台灣企業在供應鏈上扮演關鍵的角色，例如提供

中國大陸企業資訊、整合行銷或是技術研發的服務，而不涉及大量生產

製造或通路布建的功能。

在機會部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民間消費和服務

業預期將有一波快速成長契機，同時兩岸政府都注意到節能環保的世界

潮流，都將此列為重要產業，投入經費予以拓展。因此，若檢視我政府

近年積極推動的兩岸經貿政策，其中「兩岸搭橋」計畫應可加以調整，

將兩岸政府具有共識之策略性產業列入主要的合作領域；「新鄭和計畫」

搭配「優質平價」的台灣精品可持續針對中國大陸內陸二、三甚至四線

城市擴大行銷布局，雖然上述計畫有其原始推動背景，但針對中國大陸

經濟的走向與改變，這些政策仍有持續推動並加以深化的必要。

最後在威脅部分，雖然隨著兩岸開放，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採購大幅

增加，觀光客來台人數更呈現倍數成長，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商品及勞務

出口因此而受惠。不過，政策性的採購並不容易長久維持，加上台灣土

地面積及景點有限，來台觀光客人數也不可能再持續倍增，如何製造與

其他競爭對手國的差異化，持續提高這些商品及服務的附加價值，成為

我政府及業者面對此項威脅的重要思考方向。參考中國大陸「十二五」

規畫思維，由「量」的擴大轉向對「質」的提升，台灣也不該再追求數

量上的成長，而更應重視產品品質與安全，尤其中國大陸民眾長期苦於

產品資訊不明，食品安全有所疑慮，中國大陸名勝景點在黃金假期人滿

為患，台灣若能強化產品安全、安心形象，並適當管控大陸觀光客人數，

進一步開放大城市民眾來台自由行，這些作為不僅能滿足大陸民眾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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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漸提高所帶來的需求，持續讓台灣自兩岸經貿擴大中獲取利益，也可

避免數量追逐所帶來的風險，值得我國政府及產業界深思，並作為提出

因應中國大陸「十二五」具體策略的參考方向。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產諮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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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的新基石

蔡靜怡

天下沒有永遠的同盟，日本政治評論家船橋洋一曾經將日美關係比

喻為「漂流的同盟」，意指美日同盟關係，有可能漂向合作，也有可能漂

向解體。美日同盟的全盛時期已過，進入漂流期，區域內的唯一經營超

過 50 年的傳統老店，如何在此基礎上邁向下一個 50 年？

磨合、過渡及轉型中的美日同盟

美日關係絕不是一面倒，而是處於動態發展之中，從最初美日合作

對抗蘇俄，當時中國大陸仍停留在「大躍進」階段，而北韓僅是南韓的

敵對者身分，對於區域安全不具任何威脅性。50 年後隨著中國大陸崛起，

成為東亞的經濟重心，而北韓由絕望貧窮的國家轉變為亞太區域核武的

威脅者。如今，日本戰後首次正式「政權交替」後引起爭議的駐日美軍

遷移問題，都是美日同盟的挑戰。從美日同盟新指導方針迄今，美日關

係始終處於磨合期、過渡期以及轉型期，如何精準地把握美日在雙邊、

地區、全球上的戰略共同基礎，滿足各方國家利益的需求，是同盟關係

必然要承擔的代價。

美日同盟的新基石

美日同盟邁向下一個新紀元，同盟關係必須建構於相當穩定的基石

之上，包括：共同分享的利益與價值、擴大對話機制、民意的支持、長

期穩健的財政與強化氣候變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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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越政治同盟範疇，為區域內提供穩定的經濟成長動能：未來美日兩

國舉行高層對話或高峰會之範疇，應超越一般業務性質議題，而擴大

為經濟與其他層面的合作。

2.  擴大對話機制：現階段美日對話機制僅限於某些日本的政府單位以及

數名政治人物，由美國的國防部官員與日方代表進行「2 加 2」的對話。

建議未來應納入更多的公私部門，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AID) 與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ICA)，以及財政及科技研發部門。

3.  民意的支持：對大多數的美國民眾而言，美日同盟僅為一個抽象的概

念，如同一般的新聞事件。但對某些日本民眾而言，卻是其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尤其是居住在軍事基地附近的人。美國應展現傾聽駐軍居

民聲音的誠意，協助當地發展經濟及基礎建設，以獲得民意的支持。

4.  長期穩健的財政：美日面對國內財政窘況 ( 財政赤字、人口老化及社

會福利支出等 )，勢必反映在縮減軍事預算，包括美日軍事合作。建

議美日雙方將重心轉為刺激雙方經濟成長的方向 ( 如共同研發具有商

業潛力的高科技以及開發新興市場等 )。日本在基礎建設工程具有優

勢，而美國許多老舊的建設亟待更新與現代化，藉由雙方的合作可增

加就業機會，並且鞏固美日同盟的財政基礎。

5.  強化氣候變遷的合作：雖然美日同盟仍以維護傳統安全為主，雙方尚

未涉及有關氣候變遷方面的合作，建議美日雙方共同處理天然安全威

脅（natural security）。美日這兩個科技發展為世界先驅的國家，倘能共

同合作發展清潔能源、制定美日溫室氣體減排標準以及研發稀少礦物

的替代品，相信可為同盟關係開啟新時代的意義。

不管美日同盟如何發展，不能單靠這兩個國家來維持亞太地區的和

平，區域安全合作需要許多國家共同努力。期盼在日本新首相上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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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間基地的爭議平息後，擬定更具有野心及長期的合作議程，藉由檢

視安保條約的基本立場與擴大安全領域的合作，開創美日同盟的新起點。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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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與新興市場商機 	

 前瞻「台灣 - 海西 - 東協貿易圈」

試論中國大陸通訊產業概況與台商的機會

天津與台灣電子資訊產業合作分析

開辦企業經商台灣，便利度大幅提升

ECFA 簽署後營運模式調整及金鑽市場

韓國經濟新局與市場機會

前瞻印尼市場

巴西貿易障礙觀察



146

兩岸與新興市場商機 -- 兩岸經貿



兩岸經貿

前瞻「台灣-海西-東協貿易圈」

 吳福成

2010 年一月一日開始，中國大陸和 ASEAN 國家正式邁入建立自由貿

易區（FTA）實質階段，拜絕大部分貿易產品實現零關稅，以及貿易程

序的便捷化，已帶給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省份與東協國家的龐大貿易機會。

另外，由於中國大陸政府正積極推動海西經濟區的建設計劃，並把海西

經濟區戰略定位是對台政策的先行先試區，也因此，如果能夠設法把台

灣、海西的經貿關係連結到中國大陸和東協自由貿易區，則可形塑出一

個「台灣 - 海西 - 東協貿易圈」，這對三方面來說，應會創造出「三贏

（win-win-win）」新格局。

海西是兩岸的緩衝區

過去長達半世紀，由於兩岸軍事和政治緊張，福建地區一直是中國

大陸對台的「海防前線」，在 1978 年前其基礎建設投資只占中國大陸全

國投資總額的 1.5%，近 20 年來當地的經濟發展也都處於封閉和半封閉

狀態。如今兩岸關係格局出現正向發展，海西經濟區計畫因享有「先行

先試」對台政策的特權，中國大陸中央在財政體制、減免稅收和產業政

策全力支援，已充分發揮「後發優勢」。

另外，中國大陸國務院的海西計畫兩大發展目標，其一是到 2012 年，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接近或達到東部地區平均水平（即全中國大陸最發達

水準）；其二是到 2020 年，閩台經濟融合不斷加強，促進形成兩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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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新格局（即形成產業分工、人員往來、生產要素流通的更加緊密

經貿關係，同時初具「海峽經濟區」雛形）。從此一新形勢的發展來看，

台灣若能把海西經濟區視為兩岸緩衝區，應對台灣的安全保障有正面意

義。

海西是 ECFA 部分項目的先行先試點

我們似乎不宜主觀認定中國大陸建設海西經濟區，就是只為了替推

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鋪路，更不能把海西經濟區對台優勢

等同於要把台灣地方化。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已公開指出，加速建設海

西經濟區是基於三個方面考慮，一是加強兩岸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這從根本有利於兩岸人民的利益；二是完善全中國大陸的經濟佈局，從

珠三角、長三角到渤海灣，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發展戰略都做了佈局，加

快海西經濟區建設，有利於進一步發揮福建的比較優勢，培育一個新的

經濟增長地帶；三是有利於應對當前金融危機和中國大陸國家長遠發展。

其次，再從海西計畫來看，其對台政策的寬度和廣度應該會超過

ECFA，中國大陸似乎準備要讓兩岸金融合作、自由行、職業教育、專業

服務、醫療、會計和律師事務等在海西先行先試，嘗試成功後，才會再

擴大到中國大陸其他地區。（過去台灣水果零關稅進口就是在福建地區先

行試點推動，然後逐步擴大到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所以，海西經濟區對

台灣的先行先試政策，與 ECFA 既不矛盾也並不互相排斥。相對的，台

灣與中國大陸談判簽署 ECFA，必需先掌握中國大陸海西計畫之戰略企圖，

並在本身的兩岸經貿發展規劃上予以明確定位，才不至於在 ECFA 談判

過程「荒腔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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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計畫將借重天津濱海新區經驗

海西經濟區的建設因涉及福建和廣東、浙江、江西部分地區等多個

行政職權，在交通、通訊、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都尚待統一規劃，尤

其是在制度上的協調和接軌方面。若根據中國大陸與港澳簽署實踐「更

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經驗，單是廣東一省與周邊各省市進行

制度協調和接軌工作，就耗費了 5 年還未見具體成效。何況海西經濟區

與珠三角、長三角相比，產業群聚度不高、產業鏈配套不完善，想要大

幅吸納台商進駐，並非容易之事。因此，海西經濟區作為兩岸交流合作

的先行先試區，短期內恐難一步到位。台灣對海西計畫的上路，不必自

己嚇自己，更應勇於面對，利用未來 5 年的空間和機會，加速優化台灣

的產業結構，審慎周詳地佈局兩岸產業分工，才能確保最大的經貿利益。

2009 年中國大陸中央把天津市委常委兼天津濱海新區管委會主任茍

利軍調任福建省委常委兼廈門市委書記，由於天津濱海新區是中國大陸

國務院核可的國家級綜改試驗區，在金融、土地、行政體制改革等方面

都享有先行先試權，茍利軍擔任該新區管委會主任期間成功推動建立台

商工業園區，這項人事調動，中國大陸中央顯然有借重他的實務經驗來

加速推動海西經濟區建設之考量。

福建與東協貿易前景看好

目前東協已是福建的第三大貿易夥伴，2009 年福建對東協貿易總額

達 93.5 億美元，比 2008 年成長 11%；其中，福建對東協的出口值為 60.1

億美元，比 2008 年成長 15.1%；福建從東協的進口值為 33.4 億美元，比

2008 年成長 4.3%。福建對東協貿易主要的特點，分別是一般貿易進出口

大幅成長、私營企業進出口強勁、農產品和服裝出口成長迅速。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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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中國大陸與東協進入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實質階段後，福建與東

協的貿易前景更被看好。

根據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相關協定，中國大陸與泰國、

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印尼將率先建成第一階段的自由貿

易區（FTA），預期雙方將有 93%、近 7000 多項貿易產品實現零關稅，雖

然印尼正面對國內弱勢產業要求延緩降稅壓力，但並不至於退出自由貿

易區協定。到了 2015 年，中國大陸將繼續與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

建立第二階段的自由貿易區，也就是雙方貿易的絕大部分貿易產品亦將

實現零關稅，屆時福建與東協的經貿機會將更大幅提高。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海西計畫還具有體現全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意

涵，其中一項即為提升福建與香港、澳門的經濟合作層次和水平，推動

跨省區域合作，此一合作格局又牽動到福建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關係緊

密化，以及輻射到東南亞區域。由於港澳地區與中國大陸實現了緊密經

貿關係安排（CEPA），整個珠江三角洲已成為 CEPA 的第一層經濟腹地，

將來海西計畫又扮演上承長三角、下接珠三角的新區域經濟體，將來一

條龍南下右銜接到東協區域，其市場發展空間甚大。

建構「台灣 - 海西 - 東協貿易圈」

客觀研析，福建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差距有越來越接近的趨勢。根據

統計，福建的經濟總量在 1980 年代初期為台灣的四十分之一，1990 年代

已是台灣的十三分之一，目前則已縮小到台灣的五分之一。而隨著海西

計畫推進，再過幾年，福建的經濟總量即可能趕上台灣、甚至超過台灣。

因此，我們似可抓住中國大陸發展海西經濟區的機遇，運用台閩經濟產

業互補和對接機會，優化台灣產業結構，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並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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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到浙江、廣東、江西等經濟腹地，甚至中國大陸與東協自由貿易區，

相信這才是「龍困淺灘」的台灣產業之新出路。 

中國大陸國務院已規劃，要在福建沿海有條件的島嶼設置兩岸合作

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施更加優惠的加工出口和保稅物流等政策。福

建省也選擇了距離台灣最近的平潭島，要作為兩岸區域合作先行先試

的綜合實驗區，將來還可能作為海峽兩岸海底隧道計畫的中國大陸起

點。台灣甚至可以考慮先在平潭島設置轉口貿易加工基地，利用該基地

加工增值後再出口，以提升台灣產業的全球市場競爭力。（譬如，新加

坡在印尼巴潭島設置工業區即可作為參考範例，當地製品可以“Made in 

Singapore”名義，享受出口美國市場免關稅優惠待遇。）

總之，台灣如果能策略性運用海西經濟區的優勢，以及 ECFA 所鋪

設的貿易自由化和便捷化環境，即可創造台灣 - 海西 - 東協的加工貿易出

口新合作模式，甚至建構一個跨區域的「台灣 - 海西 - 東協貿易圈」。

（作者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處長）

151前瞻「台灣 - 海西 - 東協貿易圈



試論中國大陸通訊產業概況與

台商的機會

黃國治

中國大陸通訊產業概況

由於世界各大通訊設備廠商皆已前往中國大陸投資設廠，促使中國

大陸的通訊設備產值在全球的排名往上竄升，2005 年以來皆為全球第二

名，僅次於第一名的美國。  
1

同時，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與持續成長的

總體經濟，也使得中國大陸在許多領域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龐大市場。

2008 年第 4 季，中國大陸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寬頻用戶數最多的國家。

總戶數達到 8,337 萬戶。在電信通訊方面，2008 年底中國大陸的手機用

戶數已達 6.4 億，為世界第一大的手機單一市場，且由於移動通訊市場

快速發展，民眾通訊日益傾向選擇移動通訊，2003 年之後行動電話用戶

已經超越固定電話用戶，連帶也使得掌握中國大陸七成以上手機用戶的

中國移動，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移動電信營運商。  
2

在內需市場擴大的同時，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系列以華為技術、中

興通訊、大唐電信等為代表的通訊設備製造商，除了經營內需市場業務

之外，近年來也逐漸走向國際。面對 2007 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

大陸通訊設備的出口業務也受到一定衝擊，但由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龐

大，且中國大陸政府適時地推動電信產業重組與新的投資，拉動了新的

市場需求。

�　〈通訊器材業〉，《2009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台經院，250 頁。

2　〈中國 2009 年資通訊市場發展趨勢〉，陳均輔，資策會，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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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中國大陸的通訊市場，幾乎在各個產品領域都是最具成

長潛力的市場。目前最受市場關注的中國大陸新興的 3G 通訊市場自不

待言，在台商擅長的衛星導航設備（PND）領域，西歐的市場規模雖然

仍是最大，但東亞的中國大陸則是成長最為快速的市場。  
3

圖 4-1 2002 年 -2008 年中國固定 / 行動電話用戶數

 資料來源： 〈中國 2009 年資通訊市場發展趨勢〉，陳均輔，資策會，2009.06。

台商的機會與挑戰

就兩岸通訊產業合作中台商的機會與挑戰而言，基本上，兩岸目前

的通訊產業型態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補性。中國大陸做為世界工廠與市場，

擁有完整的製造供應體系和龐大的內需市場，也已經具備核心網路與局

端設備的能力；而台灣則在 IC 設計與資通訊終端產品方面居於世界前列

地位，同時具有豐富的國際合作及垂直整合的經驗，在 3G 通訊等方面

也具有較多的經驗，  
4

確實有機會進行優勢互補，成為兩岸通訊產業合作

�　〈PNDt 產業〉，2009 通訊年鑑。

�　 〈兩岸通訊產業合作及交流會議〉，曾怡穎，DIGITIMES，2009.05.26。http://www.digitimes.com.

tw/tw/dt/n/shwnws.asp?CnlID=��&Cat=&Cat�=&id=��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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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主要基礎。

但在合作的同時，由於中國大陸近年來也有華為、中興等本土設備

製造商興起，加上中國大陸的山寨文化具有利弊互見的複雜效應，兩岸

通訊產業在許多方面仍存在競爭關係。尤其是中國大陸挾其成本優勢在

中低階產品領域對我國業者的競爭威脅持續提升，同時中國大陸廠商也

與歐美業者技術合作進軍國際市場，以低價搶奪設備標案訂單，不利我

國設備業者的發展。 
5

 

此外，儘管中國大陸在大三通之後積極與台灣尋求合作，但其國際

化的腳步並未停止，歐美日韓等通訊大廠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腳步也相

當積極，對於台灣廠商也構成不小競爭壓力。以下便針對幾個較重大的

的市場領域進行分析。

一、3G 通訊與自主技術創新

據中國大陸工信部部長李毅中指出，中國大陸政府 2008 年第二、

三季間即決定釋出三家 3G 電信執照，並規劃在 2 年半到 3 年之間投入

4500 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加以扶植，第一年即將投入 2000 元人民幣，預期

在 2 年內將中國大陸 3G 用戶增加至 5000 至 8000 戶。 
6

 

中國大陸推動 2G 至 3G 的世代替換，是與其發展自主技術創新的長

期規劃結合。作為後進發展的國家，中國大陸的通訊設備製造商與台灣

類似，同樣受制於歐美的專利權，每年皆必需付出高額的權利金，同時

也形成對歐美設備的採購。但是中國大陸憑藉其龐大的內需市場與國家

政策支持，一直積極鼓勵自主知識產權的發展，除了在「十一五」計畫

5　〈通訊器材業〉，《2009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台經院，26� 頁。

6　 〈� 年內 �G 將帶動上兆商機〉，工商時報，2009.08.��。

   http:// tech.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Inc/2007cti-news-Tech-inc/Tech-
Content/0,�70�,�2050905+�2200908��0075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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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調自主創新的原則之外，目前也已積極展開「十二五」計畫中通訊

產業的創新規劃。  
7

而在通訊產業中，最典型的自主創新即是 3G 通訊中的 TD-SCDMA

技術標準。眾所周知，電信產業的相關重大標準，長期以來皆控制在歐

美大廠手中，後進國家的業者不論如何精進製造能力，每年都必需繳

納鉅額的標準權利金。為了突破這一限制，發展自主的知識產權，便

規劃利用通訊標準從 2G 至 3G 的世代發展的機會，推出了自行研發

的 TD-SCDMA，欲與國際上既有的 WCDMA、CDMA2000 一較高下。

為了完成此一艱鉅任務，中國大陸在發放 3G 執照之前，先於 2008

年 5 月對其電信營運業者進行了重組，將原本六家業者整併為三家，然

後於 2009 年 1 月，將 3G 執照中的 TD-SCDMA 發放給手機用戶最多的中

國移動，目前國際上技術最成熟的、歐系的 WCDMA 則核發給中國聯通，

代表北美勢力的 CDMA2000 則發給中國電信。 中國大陸以規模最大、手

機用戶最多的中國移動挑起 TD-SCDMA   
8

的重擔，由此可以看出其在維持

市場競爭的原則下，發展獨立自主的技術標準的決心。

但 TD-SCDMA 的發展卻並非一帆風順。過去在進行電信營運商重整

之前，中國大陸自建、推動的 TD-SCDMA 系統，由於一開始系統技術本

身不夠完善，營運商不願採用加以商用，從而使得相關設備與手機製造

商缺乏市場動力生產相關產品，結果市場上便呈現 TD-SCDMA 的手機產

品與各項服務落後於基礎建設與平台硬體的建置的情況，造成消費者使

用意願無法提高，推廣成果有限。  
9

在中國大陸被譽為「TD-SCDMA 之父」

的原大唐移動首席科學家李世鶴，2008 年 4 月份甚至發出警告，在這

7　〈電信央企啟動“十二五”科技創新規劃編制〉，通訊產業報，2009.��.�2。

8　〈中國大陸電信業重組之影響評估〉，鄧介民，2009 通訊年鑑。

9　〈中移動 TD-SCDMA 的偽黎明〉，環球企業家，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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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下去，TD 即將「安樂死」。 
10

 

在進行重整之後，相關的設備與手機製造商開始有了投入的動力，

但市場的推廣速度目前仍不理想。在 2009 年上半年，TD-SCDMA 手機僅

賣出 7 萬多台，在整體手機的市佔率低於 0.1％。至 2009 年 8 月底為止，

中國移動的 TD-SCDMA 用戶剛剛突破 120 萬，使其原本預訂於年底前達

到 1000 萬戶的目標難以實現，已經下修到 300 萬戶。  
11

而中國大陸工業

和信息化部針對中國移動所設定的目標，是 2011 年之前要發展 1 億戶

的 TD-SCDMA 用戶，仍須很大努力才能達成。

目前投入 TD-SCDMA 相關設備與手機的中國大陸本土廠商以大唐為

代表，與國際市場連結較深的中興與華為亦有所涉獵，其他以 Nokia 為

代表的歐美外商則可能因為不願見其壯大、專利衝突、判斷其市場有限

等因素而偏向消極。  
12

以中國大陸本土製造商的實力，要開發出所需的終

端產品仍有相當難度。

而台灣業者在 IC 設計、終端產品開發、製造方面具有世界競爭力，

且台灣導入 3G 服務已久，相關經驗也有利於台商爭取大陸 3G 市場。  
13

特

別是中國大陸積極發展的 TD-SCDMA，由於需求量大且較少涉及既有兩

岸廠商之間的競爭關係，因此已被台商視為最有機會的領域。 
14

 

在經過大三通以來的密切交流之後，兩岸已經在 TD-SCDMA 領域初

步展開了許多合作計畫。

如威盛旗下的多普達手機品牌，過去即與中國移動密切合作銷售手

�0　〈TD 之父李世鶴：TD 即將安樂死〉，新浪科技，2008.0�.2�。

��　〈王建宙風光來台 TD-SCDMA 贏面子 台廠顧裡子〉，理財週刊，2009.08.27。

�2　〈中移動挾台灣抗衡國際大廠〉，旺報，2009.08.�0。

��　〈兩岸通訊業者臺北洽商共享３Ｇ市場萬億商機〉，新華網，2009.06.0�。

��　〈兩岸手機廠商大合作，TD-SCDMA 較有機會〉，DIGITIMES，200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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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目前則已經獲得中國移動專案資金，雙方將共同投入將近 1 億元人

民幣，聯合開發 TD-SCDMA 標準的 7 款旗艦級行動上網手機。  
15

主力投入 TD-SCDMA 領域的中國大陸本土通訊製造商大唐，則已經

與台灣業者有許多合作關係，包括晶片與聯發科，手機與宏達電 / 多

普達、英華達，筆記型電腦與宏  、明基，製造方面與鴻海 / 富士康

合作。  
16

長於 IC 設計的聯發科也已經投入 TD-SCDMA 晶片領域，並成

為 TD-SCDMA 晶片的主要供應商。  
17

為了使台灣廠商熟悉、測試 TD-SCDMA 的運作，以利後續生產相關

產品，雙方也計畫在台成立 TD-SCDMA 實驗網，中國大陸由中國移動、

大唐等參與，台灣的工研院、威寶、中華電信、遠傳、聯發科、宏達電、

英華達等都將參與。  
18

當然，在 TD-SCDMA 之外，市場上盛傳的 3G 概念股還包括其他電

信營運商的 3G 計畫，如中國大陸最大固網業者中國電信與威盛旗下的

威睿合作 CDMA 3G 晶片，打破過去由高通（Qualcomm）獨佔的局面，

今年可取得中國電信 CDMA 三分之一的晶片訂單。  
19

總體而言，中國通信企業協會會長劉立清指出，中國大陸的 3G 商機

龐大，台商有機會參與其中約 6000 億元人民幣規模的終端設備商機，經

濟部次長黃重球則估計，台灣業者應能拿下其中十分之一，即約 600 億

元人民幣（3000 億元台幣）的市場商機。  
20

�5　〈攜手中移動中電信，宏達電威盛大獲全勝〉，蘋果日報，2009.06.0�。

�6　〈兩岸手機廠商大合作，TD-SCDMA 較有機會〉，DIGITIMES，2009.06.0�。

�7　〈王建宙風光來台 TD-SCDMA 贏面子 台廠顧裡子〉，理財週刊，2009.08.27。

�8　 〈中移動或 �0 月在台灣成立 TD-SCDMA 實驗室〉，鉅亨網，2009.09.02；〈王建宙風光來台 TD-SCDMA

贏面子 台廠顧裡子〉，理財週刊，2009.08.27。

�9　〈攜手中移動中電信，宏達電威盛大獲全勝〉，蘋果日報，2009.06.0�。

20　〈陸 �G 商機，台廠吃 �000 億〉，蘋果日報，200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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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龐大的商機之外，兩岸產業合作的深度與緊密度究竟如何發展，

則仍須進一步觀察。比如中國大陸自建的 TD-SCDMA，確實需要兩岸較

深度地合作，以開發各種終端產品與應用服務。但在其他的 3G 系統以

及傳統的 2G 領域，則由於各種產品、服務皆已成熟，兩岸手機品牌與

代工廠商各有不少競爭關係，  
21

要共同合作的機會相對較低。

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來自韓國的競爭。雖然歐美廠商對 TD-SCDMA 反

應冷淡，但韓國的手機製造龍頭三星則採較積極投入的態度，早在 2007

年便與中方合作建立了 TD-SCDMA 實驗網。  
22

在終端產品方面，三星不僅

是 TD-SCDMA 第一支外國廠牌手機的生產者，在 2009 年底之前，三星將

累計推出共 7 款 TD-SCDMA 手機，成為 TD-SCDMA 手機最多的品牌；三

星同時也是目前中國大陸 3G 手機品牌佔有率最高者，2009 年 1 至 9 月

的佔有率達 23.9％。  
23

台灣與韓國在資通訊領域向來高度競爭，在中國大

陸的 3G 市場上也不例外。

此外，就 TD-SCDMA 的前景而言，TD-SCDMA 固然得到中國大陸政

府大力扶植，必將在龐大的中國大陸市場上佔有重要份量。但在國際市

場方面，儘管中國大陸政府與企業正積極利用各種方式將其推廣至海外

市場，  
24

但由於中國大陸跨入 3G 領域較遲，國際上 WCDMA、CDMA 早已

行之有年，中國大陸的 TD-SCDMA 成功推向海外的機會恐怕不大。

但 即 便 如 此， 台 灣 廠 商 仍 應 積 極 切 入 TD-SCDMA 領 域， 因

為 TD-SCDMA 是中國大陸在通訊領域掌握自主技術的代表，絕不可能輕

言放棄，即使只在中國大陸龐大的內需市場上佔有重要份量，其用戶規

2�　〈兩岸手機廠商大合作，TD-SCDMA 較有機會〉，DIGITIMES，2009.06.0�。

22　〈中國出技術韓國出資金的 TD-SCDMA 試驗網已在韓國建成〉，中國國務院，2007.09.27。

2�　〈�G 元年收官三星低調領跑〉，新華網，2009.��.��。

2�　〈中國大陸與國外運營商合作發揮 TD 影響力之可能分析〉，陳美雀，ITIS 產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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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便已相當可觀。其次，TD-SCDMA 直接關係到中國大陸在未來 4G 領

域欲發展的自主標準 TD-LTE，現在不惜成本也要發展 TD-SCDMA，是為

了未來發展 TD-LTE 做好準備，  
25

可說是具有極強的未來延伸性。

國際上目前正在籌畫、發展的 4G 標準，一般皆認為將以 LTE 技術

為主，歐洲電信大廠 Vodaphone 及 Motorola、日商 NTT DoCoMo 皆曾宣

稱該公司已經在做外場測試階段。而中國大陸政府繼第三代無線通訊技

術採其自行發展出來的標準 TD-SCDMA 之後，目前全球研發的第四代無

線通訊 LTE，中國大陸則發展以 TD-LTE 作為國家自主技術，顯示中國大

陸政府仍挾其廣大市場之威力持續推動中國大陸之電信自有標準。 
26

 

中國大陸方面目前正快馬加鞭地發展自己的 TD-LTE 技術。根據 TD

之父李世鶴博士的推估，中國大陸電信技術的發展 2009-2011 年為 4G 標

準制定期亦為 LTE 的研發期，2011-2013 年為 4G 的研發期亦為 LTE 的測

試期，2013-2015 年為 LTE 外場測試期，2015-2017 年為 4G 測試期卻為 LTE

的商用開始，並預估 4G 的外場測試於 2020 年才開始。  
27

台灣目前也由工研院與中國移動洽談 TD-LTE 的相關合作事宜，  
28

若能

更加積極地取得成果，應有助於台灣業者掌握未來中國大陸的 4G 市場。

二、無線城市與 WiMAX

台灣在無線城市的發展上主要是以 WiMAX 技術為主。自從行政

院 2005 年宣布將 WiMAX 列為重點推動產業之後，台灣已逐漸成為全球

25　 〈解讀 TD-SCDMA 標準的背後意涵〉，手機王，2009.09.�5。http://mag.udn.com/mag/digital/

storypage.jsp?f_ART_ID=2�2585。

26　〈2009IBC�G 與會報告〉，台經院，2009.07。

27　〈2009IBC�G 與會報告〉，台經院，2009.07。

28　 〈工研院攜手中國移動　布局下世代 TD-LTE 商機〉，中小企業創新群聚網，2009.09.07。http://

demo2.iware.com.tw/smecluster/in_news02.php?i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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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AX 設備生產製造重鎮，尤其著力於 WiMAX 用戶端（CPE）設備等終

端設備領域，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將近 30％，  
29

而大型基地台、核心網路

與系統整合能力則較為不足  
30

。

而大陸近來的無線網路發展並非以 WiMAX 為主，而是幾種系統結合、

並行。中國大陸目前正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廣州、武漢、

青島、揚州、深圳等十個城市推動無線城市的計畫，未來將再逐步擴散

至其他城市，例如今年初廈門、秦皇島即正式宣佈參與。其中北京採用

WiMAX 與 MeshWiFi 模式，廈門則採用大陸官方大力支持的 TD-SCDMA。 

除了上述無線城市計畫之外，中國大陸日前為加強因應急難、反恐任務，

也由中國大陸廣電總局在 33 個城市推動了「平安計畫」，則主要利用

WiMAX 技術強化緊急應變、急難救助、反恐等專用系統。  
31

此外，中國大

陸部分區域與城市在其通訊產業計畫中也有發展無線通訊的計畫，如福

建的海西經濟特區便有「海西通信產業化基地計畫」，不限發展技術。  

在這些各式各樣的計畫中，相關的無線通訊設備預料仍主要落在中

國大陸本土的網通業者，但台灣依然有機會取得其中的關鍵零組件與終

端產品的商機，特別是在台灣發展較成熟的 WiMAX 相關設備。如東訊便

可望拿到四川與南京等地的 WiMAX 訂單，用戶端產品訂單量估計超過

10 萬套。  

就中國大陸的政策角度而言，對於 WiMAX 的推廣其實是相對較消極

的，目前主要侷限在政府廣電體系與特定私人網路，並無大規模普遍推

廣商用的計畫。 除了因為該技術在中國大陸相對較新、缺乏經驗與規劃

29　〈台灣 WiMAX 懺業現況分析〉，翁嘉德，ITIS 產業評析，2008。

�0　〈WiMAX 產業〉，《2009 通訊年鑑》，5-22 頁。

��　〈抓住大陸無線城市趨勢〉，周樹林，工商時報，200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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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在競爭環境方面，中國大陸一直全力發展自有 3G 標準 TD-SCDMA，

大規模建網營運也於 2007 年初啟動，因此政府主管部門將重心放

在 TD-SCDMA，各大電信公司自然也並不把 WiMAX 作為首要目標。 

不過，據工研院資通所所長林寶樹表示，中國大陸的工信部以推動

自有的 3G 技術 TD-SCDMA 為主，但是廣電總局則支持無線寬頻影音技術

（BWM），由各個城市自組專網來推動資訊化，可以採用 WiMAX 等各種技

術，目前大陸已有 33 個城市在推動 WiMAX 網絡，多半是用於急難、救助、

反恐、運輸管理等專用系統上。這一塊市場應是擅長 WiMAX 的台商可以

優先爭取的。此外，如前所述，台灣也已經與中國大陸就 TD-SCDMA 的

相關零組件、設備與終端產品展開合作，將有利於台灣廠商更進一步地

掌握中國大陸各類無線城市所帶動的商機。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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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與台灣電子資訊產業合作分析

余慕薌

電子資訊產業已經成為全球各國經濟成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其增

加值在國民生產毛額（GDP）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中國大陸的電子資訊

產業也在迅速成長，無論是產業規模、產業結構、技術水準都獲得大幅

提升，中國大陸並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資訊產品製造基地。然而，電

子資訊產業在生產過程中部份環節仍存在一定的污染和高能耗情況，其

排放壓力也大。因此，在兩岸都愈來愈重視減碳與能源環保議題之際，

天津與台灣之間在電子資訊產業未來合作發展的焦點應儘量聚焦於綠色

電子的建構，本文主要以資訊服務業中的軟體部份和電子廢棄物之處理

兩大部份，作為探討焦點。

津台電子資訊產業情況

比較優勢

一、天津軟體環境競爭力大增並鼓勵創新產品

近年來，天津市電子資訊製造業與軟體產業發展相當快速，並將推

進資訊化與工業化融合，實現製造業資訊化，作為用高新技術改造提昇

傳統產業、實現產業鏈向高階拓展，推進工業從生產型製造向服務型製

造轉變、實現增長方式從規模速度型向創新效益型轉變的重要趨勢。

2009 年 10 月底，天津濱海新區與台灣的桃園縣同步從全球 400 多個

數位城市中脫穎而出，榮獲國際智慧城市推動組織（ICF）評定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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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1 大智慧城市」，成為全球 21 大智慧城市，突顯天津近年來積極投

入各項資通訊建設，已獲得國際的肯定與讚賞。

另根據中國大陸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發展報告（2007~2008），其

針對天津市在 2006 ∼ 2007 年所做的「軟體環境競爭力指標排位趨勢」，

2007 年天津市的環境競爭力綜合排位與前一年相較，大幅上升了 12 位，

來到第 9 名，是處於全國之優勢地位。天津市的軟體產業穩步發展，

2008 年，全市軟體產業實現業務收入已逾 155 億人民幣，增幅達 30%，

其中軟體產品和軟體技術服務收入比重大幅上昇，分別達到 18.4% 和

13.3%。軟件企業和產品競爭力也不斷增強，其中，如來自台灣的英業達

集團（天津）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和天津津科的電子書等，在中國大陸皆

具有不錯的市場競爭力。

此外，由於「十一五計畫」（第十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畫）已將電

子資訊產業列為戰略性的產業，對於被認定為自主創新的產品，在政府

採購中可以優先購買，並在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相

關產業化政策中給予重點支持。

對於天津濱海新區，也因來自中央的大力支持，配合當地空中巴士

和汽車之發展，土地使用面積更廣且運用更具彈性。天津的空港保稅區

目前已全面建設，並已邀請中國移動和中國電訊等進駐，引進高端的智

慧型產業，這些產業之下的應用面，恰可協助台灣產業的進入。共同發

展下一代知識產業。

二、產業供應鏈可藉台灣力量補強

自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後，通用等世界五百強之列的公司已不存在，

天津卻是中小企業發展的好地方。早期即進入大陸市場的天心資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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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天津的佈局並未運用相關政府資源，純以多年來做好客戶的服務口

碑而在天津簽下重要合同。其在製造業管理決策分析這一部份擁有相當

的優勢，而能爭取到客戶（包括外商日立電梯）的信賴與訂單。這也是

在當地極少數用台灣自有品牌進入 ERP 市場卻能在當地立足的台資企業。

不過，若觀察電子產業供應鏈，1993 年即進入天津，於「泰達工業區」

長期經營的台商英業達，卻感受到週遭的供應鏈尚未若長三角一帶完整

和強勁，其所帶來的群聚效果亦因此受限。但是若目標是與北京做生意

或是做日、韓的生意，到天津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整體而言，台灣在電子電機產業鏈的前端部份相當緊密，而台灣

早期即已建立好的模具、IC、手機大廠以及 LCD 面板之關鍵技術四大要

項，正好可以與天津帶來很大的助力。尤其是在長三角上海一帶尚無法

完全釋放大量商機出來，又面臨北京中關村軟體園區已成為相當成熟的

軟體基地競爭，天津濱海新區在短期內若無法吸引目標性的產業（指具

有國際性下單能力的大廠）進來，以期帶動產業群聚效應之際；對於台

商部份，則可以採取鼓勵法則：允諾協助取得內需市場，例如，在電子

書方面可適用鼓勵創新的獎勵規定，促使教育界優先採用台商開發或共

同合作開發出來的電子書，自然而然可以帶進產業相關供應鏈，促使天

津由起步階段加快進入到發展階段，並為未來進入成熟階段作好準備。

此外，一個產業的供應鏈部份最希望由電子商務（EC）來提昇其運

作效率。台灣在這方面也有很好的經驗。例如，聯合通商電子商務公司

以瞭解企業協同策略發展之服務模式為出發點，透過具國際認證及實務

導入經驗之專業顧問團隊，規劃符合特定產業發展的協同商務解決方案。

足以強化和進一步提昇企業與交易夥伴之間的整體價值鏈。

特別是資訊科技產業的技術革命，一般可以維持 50~100 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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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延伸是從硬體到軟體，到內容及服務，在人類革命中影響非常深遠。

由於硬體獲利已進入低毛利時代，津台之間應把握時機，從軟體到內容

服務，未來才有發展，中國大陸市面上的互聯網服務也才開始萌芽，用

雲端運算的方式提供服務給上億的中小企業及個人將有龐大的發展空

間。

雙方合作發展待優先解決之問題

一、稅制應儘量簡化與單純化

中國大陸的「十一五規劃」，雖對軟體業提供優惠，例如，針對純

以內需市場的廠商可以享有在軟體園區兩年免租和兩年三減半的優惠待

遇，但是在當地在稅制問題方面，應進一步儘量簡化與單純化有共同的

標準規格，因為當地稽徵成本比台灣複雜繁複，對於各種不同的產業會

有不同的稅率，增值稅部份可能一下子就要 17%，而同一個增值稅對於

不同的行業，又區分有不同的標準；對於軟體部份，若達其銷售件數優

惠標準，可以先徵 17%、再退 14%，但是退稅的快慢仍要視關係而定。

再者，退稅還得看今年銷售額所開立的發票與去年的發票營收是否相當，

對於軟體公司而言，每年總是會起起落落，未必非常穩定。如何解決優

先此一問題，是一值得思考的方向。 

此外，台商們也希望了解中國大陸稅務單位的對口輔導單位，當地

政府能多宣導在 2000 年左右已有相關的紅頭文件發佈公告，無需再經過

審批程序，以期減少業者對於推展業務之阻礙。

二、人才與軟性資產評估

天津在軟體園區建設成效明顯，形成了以華苑軟體園區為主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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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空港保稅及東麗軟體園區為特色的軟體產業發展格局，成為國家重

要的軟體出口基地。

然而，依據英業達電子技術公司的觀察，新設立的天津濱海新區地

域面積達 2270 平方公里， 卻只有 140 萬人口，勞工供應不是非常充份，

找人通常得找外地（如山東）來的人才，工程師多半寧可到北京上班，

企業總部）和人才都希望留在北京，主要買主、交易與營業額多半是在

北京發生，未來網路的最重要趨勢「雲端運算」也在北京，如何提供更

好的誘因以吸引如微軟之類的大廠進駐，才能真正帶來人才的群聚效應。

而以電子業而言，主要下單還是在上海一帶，如果天津進一步改

善當地的下單環境（強調其華北區域的市場性），或許可以帶來較大的

誘因。因為如果有國際性的大廠下單，台商隨著客戶之需求進駐，即

可將多個供應鏈一起帶進去；以目前情況而言，天津所扮演的應是電

子業「倉儲」（warehouse）的角色。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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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開辦企業經商台灣，便利度大幅提升

開辦企業經商台灣，便利度大幅提升

  編輯部

 由世界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 ( Internat 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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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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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官方與實業界人士針對開辦企業所做的權威報告，以饗

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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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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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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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在 2009 年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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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商業司葉雲龍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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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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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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考會資訊管理處何全德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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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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兩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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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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陸資或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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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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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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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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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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蔡朝安主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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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經濟新形勢下的市場

 吳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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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和「10+8」等各種東協

加 N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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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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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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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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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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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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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席捲，

其經濟正成長 0.9%，然而，在私人消費占 GDP 的 70% 以上，減低海外

需求衰退的衝擊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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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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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是一個較少依賴出口的國家，出口只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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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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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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理想的經濟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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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對於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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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北方與中國大陸

西南部的「兩廊一圈」，已隨著東協 - 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的實現，成為

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等經濟圈之後「中國大陸第四個經濟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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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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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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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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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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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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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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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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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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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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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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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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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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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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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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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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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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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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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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蘊藏豐富，已有澳、英、印度、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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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緬甸舉行 20 年來第一次總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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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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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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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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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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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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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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緊接中國大陸和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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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北和中國大陸邊境的「兩廊一圈」、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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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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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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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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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簽署後營運模式調整及金鑽市場

  吳福成

前言：ECFA 簽署後的新思維

ECFA 簽署後，不僅有助促進兩岸貿易相互降稅，還能使兩岸形成更

加完整和更低成本的產業鏈，進而能在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中擁有更有利

的位置，並占有更多的市場比重。在關稅方面，按各國簽署 FTA 互免關

稅經驗，ECFA 架構下兩岸也相互提供優惠關稅待遇。因此藉由優惠性原

產地原則，將來中國大陸台商即可同時在兩岸 ECFA 以及與中國大陸簽

署 FTA 的國家市場之間雙重獲利。然而，國內企業界重視的是台灣產品

可享受零關稅而確保在中國大陸市場利益，較少人能理解在 ECFA架構下，

台灣產品更有機會拓銷全球市場，特別是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 的國家市

場。

調整營運模式：深耕中國大陸、佈局新興市場

過去台灣對外貿易過度偏重北美和歐洲兩大市場，近幾年全球金融

危機衝擊，美歐市場的進口需求已大幅縮收。ECFA 雖屬兩岸經濟合作，

卻可適時地幫助台商調整營運模式為：深耕中國大陸、佈局新興市場，

間接有助台灣在全球生產加值鏈取得有利地位。中國大陸台商還可運用

ECFA 進行兩岸資源整合，從台灣進口零關稅原材料，強化對全球市場和

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 的國家市場策略。市場策略則需要有產業分工體系、

物流鏈，以及台灣自身產業升級的配合。

目前東亞區域產業分工體系，終端市場主要在美歐兩地。ECFA 簽署

後，可加速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升在全球市場版圖的競逐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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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更深入東亞區域產業分工體系，發揮兩岸產業整合的積極效應，把

免關稅零組件加值後送大陸組裝或自行組裝，再銷往美歐日、甚至全球

金鑽市場，將更具競爭力。此外，台灣亦可串聯兩岸自由貿易港區或保

稅園區，進一步發展國際物流業務，並讓世界各地採購商和貿易商前來

進行加值作業，業界認為，此舉有助台灣利用中國大陸市場延伸，發揮

全球運籌中心地位，未來「兩岸聯手賺世界的錢」的倡議終將成為現實。

ECFA 簽署是台灣產業重新佈局的開始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說，「ECFA 最大的意義，是台灣產業重新佈局的

開始。」ECFA 簽署後，必然會增加兩岸各自經濟淨成長效果，以及台灣

對中國大陸投資和貿易出口的依賴。唯有擅用兩岸的比較利益，提升本

身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才能維護台灣對外經貿投資的主體性。馬總統深

刻理解台灣的經貿發展絕對不能、也不會只仰賴中國大陸市場，而必須

要分散、控管風險，以全球佈局為目標。所以他深刻期待在 ECFA 簽署後，

台商能夠「根留台灣、連結亞太、佈局全球」。

在兩岸經濟板塊已經開始銜接的前提下，面對崛起的全球龐大新興

市場（金鑽 11 國），台商的營運模式與時俱進調整，實為必要。全球市

場好比一座森林，中國大陸只是當中一棵大樹，許多茁壯中的新興市場

（包括金鑽 11 國）則是另一大群樹木。 ECFA 簽署後，台灣若能有效拓

銷全球新興市場，就沒有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問題。

金鑽 11 國市場掃瞄

為研究在全球人口較多的發展中國家當中，是否還有一些國家具有

潛力發展成類似「金磚四國（BRICs）」，高盛集團遂於 2003 年提出以「人

口紅利」為核心價值的「金鑽 11 國（Next 11）」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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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鑽 11 國具有人口在全球排名很高，「人口紅利」是金鑽市場的核

心價值，且具有很大的潛在經濟發展規模等兩大共通點；以及地理位置

優越、經濟和市場發展較快、與全球經濟整合度較高等三個特徵。至於

金鑽 11 國及其區位分布，請參下表：

地  區 國  家

東南亞 印尼、越南、菲律賓

南亞 孟加拉、巴基斯坦

東北亞 韓國

西亞／中東 伊朗

歐亞之間 土耳其

非洲 埃及、奈及利亞

美洲 墨西哥

目前金鑽11國已被視為繼「金磚四國」之後，本世紀全球經濟發展的主

旋律；高盛集團預測，目前金鑽11國的GDP總值只占全球的7%，到2050

年將與美國的經濟規模不相上下。然而，金鑽11國之間的經濟發展程度

和財富水平相差很大，韓國、墨西哥、印尼和越南的發展潛力最被看

好，巴基斯坦、孟加拉、奈及利亞仍存在風險，最終能否成為真正的金

鑽國家則有待觀察。因此，儘管金鑽11國市場已逐漸成為全球投資新標

的，但實際上除韓國和墨西哥之外，其他國家都還屬於典型的新興市

場；台商前進金鑽市場，感性看商機，也要理性看風險，才能趨吉避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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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經濟規模龐大，原物料與人力資源豐富，產業與市場

需求殷切

• 人口：2 億 3137 萬（2009）
• 人均 GDP：2590.1 美元（2009）
• 國土面積：191 萬 931 平方公里（2009）

做為僅次於中國大陸與印度的亞洲第三大經濟體，印尼不僅擁有棕

櫚油、天然橡膠、痲瘋樹、海藻等農林水產品，以及石油、天然氣、煤炭、

地熱和各類礦產，是國際原物料出口大國，更擁有豐沛的年輕廉價勞動

力。

在市場方面，印尼的內需堅實，民間消費占 GDP 的 61%，受到全球

金融危機衝擊相對小。雖然全國仍有 3000 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但是約

8000 萬到 1 億的中產階層，代表了強大的消費能力。此外，近年來伊斯

蘭國家的消費力不容小覷，印尼全國人口 87% 為伊斯蘭信徒，是全球伊

斯蘭人口最多國家。實質上，印尼為東南亞最大汽車市場，相關零配件

需求大；基礎建設領域的機械、建材、塑膠、五金也需求甚殷。節能家

電、資通訊（筆電、手機）、創意產品、機車、石化、製鞋、紡織、醫療、

健康食品、美容用品等正夯。

就生產方面而言，印尼正在承接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角色，並

致力推動國內西東部發展平衡，同時為振興產業和推動基礎建設，還建

構 20 年長期國家發展和土地開發計畫，並與日本合作規劃六條經濟走廊，

未來投資機會無限。

越南： 區位優勢帶來市場輻射與戰略投資潛力，外企優先選

擇的亞洲投資樂園

• 人口：8721 萬（2009）
• 人均 GDP：1060 美元 （2009）
• 國土面積：33 萬 1689 平方公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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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於 2006 年加入 WTO，迄今已實現開放商品和服務貿易市場承諾，

加上擁有東協加 N 模式的區域整合經濟地緣戰略優勢，被外國企業視為在

亞洲優先選擇投資的樂園，更是大陸港台企業「南移」的新興生產基地。

越南人口結構相當年輕，其 20~40 歲年齡層占總人口的 58%，充裕

的廉價年輕勞動力優勢，使之成為勞力密集傳統產業進駐的理想生產基

地。不僅如此，隨著實質收入增加，越南人的消費能力大幅提高，特別

是在大都會區的消費者更具有強烈品牌意識，越南已成為亞洲最富吸引

力的中高檔商品消費市場之一。

目前越南政府推動未來黃金 10 年發展戰略，提供能源、電子資通訊、

軟體、鋼鐵、化工機械、交通運輸等產業投資機會；憑藉與中國大陸緊

鄰的區位優勢，越南在東協 - 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內取得較東協其他國

家更龐大利益，而越南、柬埔寨、寮國湄公河三角成長區（CLV），更是

未來東協經濟整合的軸心，凡此都使得越南的市場輻射潛力相當龐大。

菲律賓： 服務出口和僑匯款是經濟成長雙引擎，商務流程外

包與民營化政策帶動投資

• 人口：9223 萬（2009）
• 人均 GDP：1746 美元（2009）
• 國土面積：30 萬平方公里（2009）

菲律賓的人口數在東協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尼，中產階層人口占三

成約有 1500 萬人，是國內消費的主體。由於菲律賓對出口依賴不大，只

占 GDP 的三成，民間消費則占 GDP 的七成以上，本土消費市場蓬勃。

帶動菲律賓經濟成長有雙引擎，一是龐大的服務出口，其中以商務

流程外包（BPO）尤其重要；二是菲僑匯款回國數額逐年增加。雙引擎

不僅進一步創造菲國境內零售業發達，也吸引大量外國品牌商品進駐和

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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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需方面，雙引擎中的「商務流程外包」業務蒸蒸日上，已帶動

辦公大樓和資通訊基礎建設需求急增，相關機具資材需求旺盛。為滿足

全國住房需求，菲律賓政府將建造 5 萬戶大眾住房；為推動汽車產業發

展，則提供汽車生產商稅負抵減措施；為發展可再生能源，籌建多個可

再生能源區域中心，相關生產設備機械、配套市場商機可期。此外阿基

諾新政府積極推動經濟建設，機場、鐵路、灌溉系統紛紛民營化，更吸

引不少外來投資。

韓國： 出口依存度高積極推動 FTA 戰略，高科技產業群聚

發展成全球 R&D 中心

• 人口：4977 萬（2009）
• 人均 GDP：1 萬 7074 美元（2009）
• 國土面積：9 萬 9897 平方公里（2009）

為維繫在全球市場的貿易利益，近年來韓國積極對外推動 FTA 戰略，

並建構龐大的全球經貿版圖。韓國的人均名目所得近 2 萬美元，但是以

購買力指數（PPP）計算則接近 3 萬美元，實際消費能力更高。韓國人追

求時尚和品味，以及先進技術和新鮮事務，特別是在「拌飯文化」影響

下，喜愛多功能、低價高檔產品。然而囿於韓國人口規模小，內需擴張

相對有限，其經濟成長主要是仰靠外需。近幾年韓國的出口依存度都高

達 50% 以上。 

目前韓國零組件和材料產業正處在日本遙遙領先、中國大陸緊追在

後的「三明治」窘境。為確保經濟永續成長，韓國政府已制定「未來新

成長動力的遠景和發展戰略」，並鎖定潔淨技術產業、先端整合產業、高

附加價值服務產業等三大領域的 17 個項目，作為擴大投資標的，進而實

現產業結構改造。由韓國財團所形成的高科技產業群聚，也已吸引全球

著名 IT 跨國企業、製造業配件企業進駐，並發展為全球 R&D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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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豐富天然與人力資源吸引外資，參與多個區域貿易

協定，市場輻射涵蓋全球

• 人口：1 億 6400 萬（2010）
• 人均 GDP：621 美元（2008/2009）
• 國土面積：14 萬 7570 平方公里

孟加拉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不發達國家。由於人力資源豐

富，勞動成本低廉，加上 WTO 給予出口免關稅、免配額優惠待遇，遂成

為外國紡織服裝、皮革、製鞋、電子等勞動密集產業轉移生產的新基地。

在天然資源方面，孟加拉的天然資源主要是天然氣，最近又在東北部發

現 2~3 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氣田。還有石灰石、煤炭、白黏土等礦產，以

及黃�、蝦類等農漁產，吸引不少外國陶瓷、環保產品、能源、養殖業

者前往投資。

雖然孟加拉的工業基礎薄弱，產業和產品結構單一，紡織服裝出口

額占總出口額的 80%。民生消費品缺乏，製造業所需相關機械設備、原

材料都得從國外進口，尤其電力供應不足，廠商還須從國外進口發電機。

然而孟加拉是亞太貿易協定成員、孟印緬斯泰經合組織（BIMSTEC）成員、

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成員、伊斯蘭諸國會議組織成員等，可享

有先進國家的免關稅優惠待遇，其市場輻射幾乎涵蓋全球市場。

土耳其： 擁有市場輻射、內需市場、勞動力三大優勢，坐收

EU 效果更享有週邊國家和中國市場利益

• 人口： 7256 萬（2009）
• 人均 GDP：8723 美元（2009）
• 國土面積：77 萬 4815 平方公里

土耳其地處歐、亞、非三個大陸之間，有市場輻射優勢；人口數眾多，

人民所得也高，有較強消費能力，擁有內需市場優勢；加上勞動人口年輕，

人口平均年齡 28 歲，被稱為「年輕的國家」，識字率高，勞動成本比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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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地區低廉，更具有勞動力優勢。

99.8% 的土耳其人民信仰伊斯蘭教，但宗教氣氛相當寬鬆，男女握手、

飲酒無禁忌，也提供觀光旅遊業較大發展空間。其境內東南部庫德族恐

怖活動，是潛在政治風險。

在產業方面，基本上土耳其以服務業為主，占 GDP 的 60% 以上，其

中旅遊、航空、電信業很發達，是經濟成長原動力。汽車製造、紡織業、

鋼鐵和農產加工則是工業支柱。目前土耳其已確立面向歐洲市場的生產

工廠地位，並提前坐收「EU 效果」，加上與環黑海經濟圈、中東和北非

的經貿關係緊密，最近與中國大陸貿易結算拋開美元，更享有中國大陸

市場利益，儼然成為全球最繁榮貿易中心之一。IMF 說，土耳其經濟成

長是歐洲新興國家之首。

巴基斯坦： 經商環境便利度南亞第一，年輕階層是消費主力，

天然資源豐富同時風險叢生

• 人口：1 億 7350 萬 （2009） 
• 人均 GDP：1016 美元（2008/2009）
• 國土面積：79 萬 6096 平方公里（2009）

巴基斯坦是全球唯一擁有核武器的伊斯蘭教國家。因處於國際反恐

前沿，被歐美國家視為「非北約主要盟國」，同時也是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伊斯蘭國家 8 國集團成員，既與歐美交好，又與中國大陸實現了 FTA 貨

物貿易自由化，市場輻射潛力大。

在內需市場方面，巴基斯坦的年輕階層人數龐大，追求流行的商品

和服務，是資訊產品、流行用品的消費主力，手機需求已達 9800 萬支，

還在急速攀升，拉風的二輪自動車，近年來已銷售 71 萬輛。

巴基斯坦的天然資源豐富，有石油、天然氣、寶石、銅、煤等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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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全球第四大棉花種植國，並發展出大規模紡織工業，但經濟結構仍

以農業為主。近幾年巴國汽車、電子、機械、化工產業快速發展，加上

其經商環境便利度在南亞排名第一，吸引外資投入其金融、通訊和油氣

等重點領域產業。然而受到全球金融海嘯衝擊，經濟衰退、財政收支惡

化，又遭逢水災，目前投資巴基斯坦風險叢生。

伊朗： 2025 年將成為大中東區域第一大國，天然資源豐富，

農業部門強勁

• 人口：7410 萬（2009） 
• 人均 GDP：4460 美元（2008/3~2009/3）
• 國土面積：162 萬 9807 平方公里

伊朗是大中東第二大經濟體，長期來因核武問題被歐美社會孤立，

卻使其在這一波全球金融危機受創相對微小。

伊朗的天然資源豐富，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均高居世界第二位，

還有銅、鋅、煤、鐵、金、鋁、鈾等礦產。除能源和特定工業外，農業

部門也相當強勁，不僅是大中東區域主要乾鮮果品生產和出口國，也是

全球西紅花第一大生產國。伊朗工業化程度高，石化、鋼鐵、汽車、生

技產業發達，並力求在 2025 年成為大中東區域第一大國。

在內需市場方面，伊朗的 30 歲以下年齡層占總人口的六成以上，大

都住在城市，其中前 20% 的富裕家庭更擁有購買奢侈品和服務的消費能

力。伊朗婦女紛紛投入社會活動，帶動服飾、減肥瘦身藥品、化妝品市

場需求旺盛。

伊朗擁有「歐亞陸橋」和「東西方空中走廊」的區位優勢，對波斯

灣「油元」國家、高加索和中亞國家、北非國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

週邊伊斯蘭市場，具有市場輻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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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中東北非發展最快的通訊市場和汽車生產中心，「旅遊、

僑匯、運河、石油」是支撐經濟四大支柱

• 人口： 7605 萬（2009） 
• 人均 GDP：2450.39 美元（2008/7~2009/6）
• 國土面積：100 萬 1450 平方公里（2009）

埃及是中東北非地區人口最多的國家，奉伊斯蘭教為國教。觀光旅

遊業收入、海外僑胞匯款回國、石油工業收入與連結歐亞非三大洲的蘇

伊士運河收入，並列為支撐埃及國民經濟的四大支柱。在地理優勢下，

埃及也積極對外推動區域貿易優惠安排，包括與歐盟、17 個阿拉伯世界

國家、美國和以色列、土耳其、東南非洲、南方共同市場等簽署不同形

式的經貿協定，加上埃及物流業發展迅速，市場輻射作用龐大。

在產業方面，埃及擁有阿拉伯世界規模最大工業基地，石油和紡織

工業在工業部門居首要地位，其中石化工業更是外商投資的熱點。埃及

還是中東北非發展最快的通訊市場之一，也是該區域的汽車生產中心。

隨著經濟成長，埃及中產階層不斷擴大，生活消費型態也在急遽改

變，對汽車、家電、電子產品（電腦、手機、電腦遊戲）、健康食品的需

求旺盛。至於政府為因應氣候變遷，則開始追求風力、太陽能發電。

奈及利亞： 西非地區規模最大的消費和進口市場，「遠景

2020」實現之前安全風險居高不下

• 人口：1 億 4930 萬（2009） 
• 人均 GDP：1142 美元（2009） 
• 國土面積：90 萬 9890 平方公里

奈及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國家，也是非洲第二大石油生產國，在石

油收入帶動下，其 GDP 成長連續多年超過 6%，頗有與南非爭奪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經濟龍頭之態勢。目前奈及利亞已成為西非地區規模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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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和進口市場。奈及利亞只有簡單的紡織、食品和飲料生產加工，消

費品 90% 靠進口，中國大陸是其第一大進口國。市場上什麼都缺，二手

機汽車和零組件、調味品、易拉罐、收音機和電池、資訊產品、家電空調、

手機等需求大。

奈及利亞官方指出，30% 人口擁有中產階層收入和購買力，也帶動

金融、醫療、通信、家電、汽車、休閒、飲料的市場需求。但依聯合國

的統計，奈及利亞 92% 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到 2 美元。

在「非洲發展與機遇法案」下，奈及利亞可享優惠待遇對全非洲市

場輻射。現在奈國正推動「遠景 2020」，力爭進入全球 20 大經濟強國，

但當地有海盜、霍亂、罷工、恐怖襲擊，2011 年有總統大選，安全風險

仍高。

墨西哥： 金磚四國 + 墨西哥的「BRIMC」概念正強，鼓勵

外資政策積極實惠，治安問題是大風險

• 人口：1 億 755 萬（2009） 
• 人均 GDP：8134 美元（2009） 
• 國土面積：196 萬 4375 平方公里

墨西哥是中南美洲地區唯一同時與美國、亞洲、歐洲簽署 FTA，享

有零關稅貿易的國家，而中國大陸是墨國在亞洲最大出口市場；再加

上墨國具有與「金磚四國」同等競爭力，因此有人倡議成立「BRIMC」

市場。

墨西哥人口結構年輕，中位數年齡為 27 歲，每年有百萬低成本勞動

力進入市場，中產階層人數持續在擴張中，消費市場潛力可觀。很多外

商在當地投資設廠，都以內需市場為主，剩餘產能再外銷美歐市場。

在產業結構上，墨西哥勞動密集與美國資本密集的經濟互補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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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墨國發展「客戶工業」模式，進口零配件、原物料加工，再出口北

美市場。主要有汽車暨零配件、工具機械、資通訊、電機電子、小家電、

建材五金、自行車、紡織、醫療器材、化工、航空、再生能源等。

做為 NAFTA 成員，又與全球各區域和國家簽署 14 個 FTA，墨西哥可

作為製造業出口國在進行國際產業分工的中介地位，規避主要出口市場

的貿易保護壓力。墨國鼓勵外人投資政策相當積極實惠，但當地黑幫橫

行、毒品氾濫、治安問題，則是大風險。

建議：ECFA 時代拓銷金鑽市場五策略 

後 ECFA 時代，台商除應持續掌握大陸市場機會，更要運用 ECFA 架

構的優惠待遇，兩岸合作開發「人口紅利」的全球新興市場（包括金

鑽市場）。另外，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活動策略也應從政治權謀的負面之

「CHINA+1」（即在中國大陸投資、也在第三國投資，以防中國大陸政治

風險坡及投資利益），調整為純經貿意涵的正面之「CHINA+1」（即在中

國大陸投資，也到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 的國家投資，以創造更大的市場

機會）。

運用 ECFA 早期收穫，兩岸台商提高出口競爭力

兩岸 ECFA 簽署後，中國大陸台商即可運用早期收穫，從台灣進口

減免關稅的原材料，加工組裝後，零關稅出口到與中國大陸簽有 FTA 的

東協國家、巴基斯坦，以及簽有亞太貿易協定的孟加拉和韓國等市場。

在台灣的廠商也可透過中國大陸台商管道，從與中國大陸簽有 FTA 的國

家取得廉價的原材料（因免關稅或低關稅），再轉運來台加值加工，在成

本降低、競爭力增加的情況下，有助提高出口日本、歐美等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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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產業群聚擴大，利用對方通路轉進金鑽市場

後 ECFA 時代的兩岸產業群聚逐漸擴大，台灣廠商面對 ECFA 簽署後

產業群聚所形成的市場擴大化，因零關稅市場腹地延伸到中國大陸、東

協和更多國家（金鑽國家），原材料取得和商品出口市場也變得很大，理

應要有新的經營思維和模式。台灣廠商不必擔憂關鍵零組件會移轉到中

國大陸，事實上中國大陸企業只要投資台灣的上市公司就可達到擁有關

鍵零組件目的。今後台灣可考慮投資中國大陸已國際化的品牌，並利用

對方的通路轉進全球市場（包括金鑽國家市場）。

通過中國大陸管道是拓銷「人口紅利」市場捷徑

全球最具「人口紅利」的市場，除「金磚四國」，就算金鑽市場。印

尼人口 2 億多、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孟加拉、墨西哥都是 1 億多，菲

律賓 9220 多萬、越南 8700 多萬、埃及 7600 萬，土耳其 7200 多萬。基本上，

金鑽國家都與中國大陸維持密切經貿關係，如中國大陸是出口奈及利亞

最多的國家，也是墨西哥的最大出口國，還與巴基斯坦、孟加拉簽有貿

易協定，因此通過中國大陸管道或兩岸合作應是拓銷金鑽市場捷徑。

運用 ECFA 架構，兩岸合作連結全球伊斯蘭市場

就金鑽市場本身而言，金鑽市場的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

土耳其和埃及，都是伊斯蘭國家，形成一條從北非 - 中東 - 南亞 - 東南亞

的伊斯蘭經濟走廊，而全球伊斯蘭市場人口 16 億，商機更是龐大。開發

金鑽國家的伊斯蘭市場，申請 Halal 清真認證是重要敲門磚。以往台商大

都從馬來西亞取得清真認證，由於中國大陸擁有眾多伊斯蘭教徒，連結

全球伊斯蘭市場方便，今後台灣可從大陸回教（伊斯蘭教）協會取得

清真認證，在 ECFA 架構下推動兩岸合作，開拓金鑽國家以致於全球的

伊斯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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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CHINA+1」策略，佈局與中國大陸簽有 FTA 的國家

市場

過去許多台商對中國大陸市場的政治風險很擔憂，因此對中國大陸

的經貿活動都參考日本的「CHINA+1」模式，即在中國大陸投資之外，

也必須在東南亞或南亞同步投資，以降低經營風險。然而現階段兩岸經

貿合作已走向制度化，在後 ECFA 時代，基於區域甚至全球市場產業分

工之需要，台商在進行「CHINA+1」策略時，更應思考如何在與中國大

陸簽有 FTA 的國家市場佈局，以收取資源互補，市場輻射的最大經貿效益。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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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經濟新局與市場機會

 吳福成

政經情勢動盪中，仍有穩定表現

回顧 2008 年 9 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經濟一度受創，股市、

匯市急遽重挫，房市緊縮且有崩盤之虞，同時並面臨外債違約風險、銀

行體系流動性危機，頓時韓國幾乎淪為「冰島第二」，然而韓國總統李明

博於 2009 年初宣布啟動「非常時期經濟政府」政策，立即改組財經團隊，

追加預算創造就業機會，實施新成長動力綜合行動計畫，以及擴大內需

基礎方案，終於化險為夷。

儘管 2010 年 3 月朝鮮半島發生天安艦沉沒事件引發軍事緊張，以及

北韓金正日體制面臨接班危機可能威脅韓國的安全，在在使得韓國的地

緣政治蒙上不確定因素，外界更高度關心未來韓國的經濟發展，然而韓

國政府強調，鑒於過去北韓核試驗、西海交戰等事件也引發危機，最後

都恢復穩定，這次的天安艦沉沒事件對韓國在一定程度有負面影響，但

目前情勢已有效控制，經濟也在快速復甦中。

韓國經濟成長前景樂觀

目前世界重要國際金融組織與信用評等公司，皆樂觀預期韓國的經

濟成長。亞洲開發銀行（ADB）公佈「2010 年經濟展望」中，認為韓國

憑其強勁的復甦態勢，民間投資開始轉旺、消費力恢復、出口增加等有

利因素，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 5.2% 和 4.6%；六個月前擔心韓

國經濟崩盤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韓國科科長薩博．拉爾如今也樂

觀看待韓國經濟成長，預期今年韓國的經濟成長率會在 4.5% 以上。國際



203韓國經濟新局與市場機會

著名信用評等機構穆迪公司則對韓國經濟的快速復甦予以高度肯定，最

近已將韓國的信用等級從原先的 A2 調高為 A1，這是自 1997 年亞洲金融

危機發生以來，韓國所獲得的最高級別；另一家國際信用評等機構標準

普爾（S&P）雖然認為民間部門負債比例高，以及來自北韓的威脅是韓

國的缺點，但仍肯定韓國已安然的渡過這一波全球金融危機，可能會再

調高韓國的評等。

韓國產業與貿易界也普遍對韓國經濟發展抱持樂觀的看法。根據

韓國銀行於今年 4 月底發布的「企業經營狀況調查結果」，認為「經濟

好轉」的製造業企業首次超過認為「經濟不好」的企業。同時企業景

氣指數也達到繼 2002 年後 8 年來最高值。韓國貿易協會會長司空壹並

宣稱，得益於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新興發展國家經濟快速復甦，今年

韓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將超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其中

出口將成長 20% 以上。

儘管受到韓元貶值影響，2009 年韓國的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GNI）

為 1 萬 7000 多美元，跌回 5 年前的水平，但是韓國銀行分析，由於人

均 GNI 常被匯率左右，在 2010 年匯率已趨穩的前提下，預計人均 GNI

會超過 2 萬美元，而根據 IMF 公佈的資料，若按購買力指數（PPP）基

準看，目前韓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2 萬 9350 美元，預期

到 2015 年後將達到 3 萬 8895 美元，幾乎接近日本的 4 萬 507 美元水平。

此外，韓國的就業人數增幅與家庭收入增幅，亦分別創下八年與七年來

的新高。根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五月就業狀況」，目前就業人數已達

2430 萬多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58 萬多人，創下近八年來就業增幅最高值。

韓國企劃財政部經濟知識局認為，就業情況好轉源於經濟正在成長。另

外根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家計動向，2010 年第一季韓國的家庭收入成長

7.3%，每月平均所得近 373 萬韓元，為近 7 年來最大增幅。而隨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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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升高，消費能力也有所提高，目前韓國家庭的平均每月支出，已突

破 300 萬韓元的門檻。

台灣拓銷韓國的優勢與劣勢

由於消費者民族意識強，普遍愛用國貨，且不喜歡大量進口外國貨，

韓國市場相對其他新興國家較為封閉，使得政府經貿單位縱然全力協助

廠商拓銷韓國市場，但是長期以來，台商都望韓國市場而興嘆。然而事

實上韓國有 4860 萬的人口，按照購買力指數標準，每人平均 GDP 也有

幾達 3 萬美元的實力，其內需市場之龐大，已吸引全球 500 大企業進駐，

韓國本身進口額亦已達 4247 億美元。只要拓銷策略得宜，台商應可分享

韓國市場一杯羹。

目前韓國是台灣第六大出口貿易與第四大進口貿易國，由於台韓

的產業結構相近，韓國是台灣主要貿易競爭對手，尤其韓國全力發展重

工業，競爭力大幅提升，已威脅台灣對外貿易利益。但是根據台經院運

用 TSC 的 HS Code 四位碼分析發現，台灣出口韓國市場的石化、塑膠、

紡織、機械、電機電子等類別 238 項產品中，有 26 項具有極高競爭力，

另有 33 項產品的競爭力也逐漸在提升中；而根據台北市進出口公會所

出版的「2010 IEAT 台灣十大重點拓銷市場評選」，若從國家競爭力、貿

易自由度、貿易便捷度、貿易困難度和貿易風險度等「一力四度」評斷，

韓國仍被推薦為值得拓銷的重點市場。

近幾年台韓雙邊貿易呈現逆差局面，解決此一問題並非要減少從韓

國的進口，而是要針對韓國市場需求，調整本身的生產和行銷策略，才

能突破對韓出口貿易困局，並攫取韓國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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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進口與消費傾向

根據韓國關稅廳統計，2009 年經濟不景氣中逆勢上揚的前 10 大進

口商品分別為：蘋果智慧型手機 iPhone、咖啡豆、日本清酒、電子遊戲機，

以及化妝品、樂器、高檔手錶、香菸、外國礦泉水等。分析上述前 10 大

進口商品屬性，不難發現大部分是年輕人的商品，或是綠色產品等符合

健康生活大趨勢商品。

另外，儘管韓國的經濟景氣已逐漸復甦，但是消費品市場需求的所

謂「口紅效應」仍然明顯存在，購買服飾、紡織品、家具等日常生活用

品都傾向於選擇廉價品，也帶動了低檔產品商機；買不起貴重名牌商品

的大多數消費者，則轉而購買便宜名牌飾品如手機鏈、領帶、襪子、眼

鏡框、小袋子等，新興「小件奢侈族（Small Luxury）」的商機亦十分可期。

就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層面來說，韓國消費者很重視具有設計和創

意的生活用品，譬如暢銷的辛辣麵包裝用紅黑色強烈對比，突出用毛筆

寫的「辛」字，相當符合韓國人喜好辣味傳統。家具也採「韓西合璧」

設計，並大發利市。同樣的特徵也展現在家電上，LG 和三星的電子產品

（冰箱、電鍋和空調）都特別印有藝術花紋，又被稱為「花紋家電」，在

韓國家電市場備受家庭婦女喜愛，因而打敗日本製的「白色家電」。

由於韓國社會結構變遷，高齡化社會產生眾多獨居老人，加上晚婚

年輕人數量增多，以及雖有配偶卻因工作或兒女出國造成獨居的「單身

家庭」為數可觀，其特殊的生活需求產品商機龐大；低生育率則使得孕

婦、嬰幼兒的專用品，如醫療保健品、服裝、尿片、奶品等總消費量減少，

但卻走向高級化和高價化，生意相當火紅，呈現逆向成長的商機。

近來韓國消費市場出現「新六零後男人族」，也就是四十歲以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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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能力的男人，他們愛美，保養身材，力求像「年輕哥哥」，已替美容、

整形、服裝和名貴配飾等商品市場開創新需求，而三年前實施的「雙休

日」制度，加上大企業為配合節能減碳，鼓勵員工穿著非正式服裝，有

設計品味的男性休閒服裝銷售量更是呈現二位數成長，對本土和國外男

性休閒服裝銷售是一大利多。在女性消費方面，由於韓國女性的平均結

婚年齡明顯提高，有經濟能力的「熟女（剩女）」遂成為化妝、美容商

品消費市場主力。經濟能力較差者，則自己 DIY 整容。因此化妝品和「整

容幫手」產品備受青睞。

韓國消費者追求健康、綠色和環保特性的商品，已成為一股主流消

費趨勢。追求塑造完美型體的「美麗產業商品」，在當今韓國市場持續火

熱不退。市面上的男女通用的啞鈴、呼拉圈、塑腰和塑身衣等商品，以

及雞胸肉和沙拉等相關瘦身食品，銷售額成長倍增，竹炭產品、綠色廚

房食物蔬果，養身食材如泥鰍、萵苣、桑椹果汁和相關製品等，也都擁

有很大的消費市場。無需花費金錢、人人都能走動的步行鞋，已普遍被

韓國消費者接受；不會排放 CO2 的自行車，更被韓國人視為運動兼休閒

的主要工具。

在數位化電子產品如筆記型電腦和手機方面，雖然長期以來韓國手

機市場堪稱外國產品的墳場，因為韓國制定許多特殊標準和技術規定，

以及韓國消費者偏愛國產品牌，市場向來都被韓國產品所壟斷。但如今

市場開放，iPhone 熱潮襲捲韓國市場，也給外國品牌有機可趁；隨著國

外品牌流行產品的低價策略攻勢，以及售後維修系統的鋪設，目前韓國

數位化電子產品市場土洋大戰激烈。

拓銷韓國市場的策略

就產品設計而言，針對韓國社會的消費者愛用國貨、吃國貨「身土



207韓國經濟新局與市場機會

不二」 之觀念根深蒂固，台灣產品除非具有高度市場競爭力，否則拓銷

韓國市場時應力求產品製造或設計「韓台合璧」，以迎合韓國消費者對商

品很挑剔，並喜歡流行商品和具特別設計的商品的特性，設計也要入境

隨俗，譬如商品的包裝色彩要強烈，家電要有藝術花紋，帶有一些韓流

特色，即可打動消費者的心。此外，韓國社會有「拌飯文化」傳統，其

商品也都受此傳統影響，例如手機一定要將所有功能混合在一起，商品

要搭配飾物配件。台商拓銷韓國市場，產品設計和功能若能掌握「拌飯

文化」的奧妙，攻城掠地機會不小。 

在拓銷策略方面，搭韓流便車可以事半功倍。包括利用韓流明星代

言產品，在電視劇道具中展示相關產品（Product Placement，PPL），邀請

韓國著名演員或歌星舉行商品展示，都可帶動消費。而在銷售通路上，

韓國大財團和大貿易商諸如三星、現代、LG、SK 等，完全掌控韓國境內

的零售通路，台商要在韓國市場拓銷商品，必須找到適合的代理商，才

有可能打進這些體系，並順利在當地市場銷售。此外，韓國網路交易

發達，台商利用網路交易也是拓銷當地市場的有效方式之一。韓國貿

易協會已與 eBay 和 Google 合作，建構「一站式」電子交易平台，透過

此一交易平台應可創造更多商機。

從市場本身性質的角度看，韓國市場大財團的角色舉足輕重，更是

電子家電產品市場主控者，台商拓銷韓國市場應儘量避開與對方優秀產

品群正面競爭，改將重點攻克如小型或迷你家電等「隙縫市場」，仍有贏

的機會。而鑒於韓國數位電子產品具有市場優勢，台商拓銷韓國市場似

可採取低價、優質、自有品牌策略，產品命名則可仿照大陸神舟電腦公

司在韓大為暢銷的「諸葛亮」筆記型電腦，應取韓國人都懂的漢語名稱。

除此之外，台商拓銷時，更應針對不同消費族群需求拓銷區，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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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做出區隔。如針對韓國社會興起的「小件奢侈族」、「單身家庭」、「新

六零後男人族」和「熟女（剩女）」等不同消費族群需求，台商即可把商

品作區隔、分層次，少量多樣生產。韓國女性消費者的「美麗產業商品」

市場需求龐大，加上男性消費者也流行塑造完美形體，商機更是不可計

量。台商若要搶占這塊市場，必須先摸透韓國流行美學。此外，近來健康、

綠色和環保風商品也在韓國熱銷，台商應注意當地這類產品的相關規範，

譬如步行鞋要符合韓國人腳人體工程學，並把商品本土化，銷售本地化。

最後，就拓銷韓國市場的地域策略來說，首爾都會區擁有韓國半數

的市場，釜山、大邱、光州，以及其他城市則代表著另一半的市場，台

商拓銷韓國市場最好採取逐漸擴張目標地區之策略，但創新的線上銷售

方式就可佈局全國市場。除了韓國本身的消費市場之外，最近韓日中三

國啟動「環黃海行動計畫」，將改善韓國的釜山、仁川、蔚山和日中兩國

一些城市的商務環境，最後將成立「環黃海次區域自由貿易區」，而韓國

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對外自由貿易區（FTA）戰略，先後與美國、東協、

紐澳、印度、歐盟、南美等洽簽或簽署 FTA，台商前進韓國市場，若有

能力以投資帶動貿易，將來市場輻射機會更大。因此，鑒於韓國政府本

身積極洽簽 FTA，以及韓國與中國大陸已發展出更緊密的經濟夥伴關係，

並出現「KOINA」韓中一個市場概念，台商拓銷韓國市場策略眼光應更

加宏遠，趁著兩岸簽署經濟合作協議架構（ECFA）大好時機，進行兩岸

台商優勢互補，共同掌握 KOINA 市場。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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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印尼市場

吳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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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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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東南亞地區成長前景最為看好的國家。在這一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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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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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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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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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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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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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貿易障礙觀察

余慕薌

根據世界銀行 2008 年 6 月 7 日所發表報告指出，拉丁美洲大國巴西，

其出口貨品雖然多元化，但與國際市場整合的程度仍小；巴西也是全球

32 個出口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巴西農產品出口仍須繳納高額稅捐。

在進口方面，巴西對大多數商品的進口關稅平均稅率為 17%，其中最高

稅率達 35%，這個稅率就全球而言並非最高，但卻高於拉丁美洲的平均

關稅稅率。

該報告並指出，在 125 個國家中，巴西之貿易障礙 ( 對進口的設限

程度 ) 排第 92 名，位於中國大陸、巴拉圭、智利、烏拉圭、俄國、玻利

維亞及委內瑞拉之後，阿根廷排第 96 名。香港及新加坡設限程度最低，

瑞士排第 4 名，美國排第 11 名，歐盟排第 21 名。

目前巴西的貿易額占國民生產總額 25.9%，比率比拉丁美洲平均值

6% 高出許多，亦比部分已開發國家之 21% 為高，中東國家比率最高，

達 39%。

另根據 WTO 2009 年對「巴西貿易政策之評估報告」 顯示，巴西增

加整體關稅保護，最簡單的平均適用關稅由 2004 年元月份的 10.4% 上

揚至 11.5%，主要原因是非農業產品平均關稅上揚 1.1 個百分點，來到

11.6%；而農產品 (WTO 定義 ) 平均稅率仍維持在 10.1% 的水準。進口最

高稅率 35% 適用範圍，主要為輪胎、紡織、服務和汽車，占所有進口項

目比約為 4%。巴西所有適用關稅都是依價 (ad valorem) 計算。在進口約

束稅率方面，平均為 30.2%，降低約束稅率與適用稅率之間的差距，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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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可望因此受益，因為可以增加對巴西貿易的可預測性。

易言之，巴西雖是南美的消費大國，但進口成本較高，尤以日用消

費品稅率較高。巴西政府為了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對進口的貨品設置

了層層障礙。如巴西進口貨物一般以ＣＩＦ計價，並徵收高額的關稅，

一般進口商品完稅後的成本價是ＣＩＦ價的１. ８∼２倍。

巴西與進口稅有關的稅收主要有三項：進口稅（I . I）、工業產品

稅（I .P. I），貨物流通稅（ICMS），進口稅和工業產品稅是聯邦稅，貨物

流通稅是州稅，不同的州貨物流通稅也不同（聖保羅約為 18%、南部州

13-14%、北部州 7-8％）。特別是巴西的關稅調整無需送交國會批准，而

由行政機構直接公佈生效，因此常會出現今天公佈，明天生效的情況發

生，大大增加了企業出口巴西的難度。

進口許可證分成兩類

巴西政府在進口關稅徵收時還設置了最低限價或參考價，並據此徵

稅，如進口價低於最低限價或參考價，海關將另行課徵差價稅；對低報

價或有傾銷行為的貨物徵收附加稅。另外，巴西進口的大部分品都必須

辦理進口許可證。進口許可證分為「自動進口許可證」和「非自動進口

許可證」兩種。

「自動進口許可證」審批過程比較簡單且自動批准。「非自動進口許

可證」針對的產品主要是那些需要經過衛生檢疫、特殊品質測試的產品，

對民族工業有衝擊的產品及高科技產品，以及軍用物資等國家重點控制

的產品，具體涉及大蒜、蘑菇、絕大部分化工產品、絕大部分醫藥原料

和成品、動植物產品、輪胎、紡織品、玻璃製品、家用陶瓷器皿、鎖具、

電扇、電子計算器、磁鐵、摩托車、自行車、玩具、鉛筆等。申請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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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許可證的審批過程比較複雜，需要出示各種檔和證明，並要經相關機

構會簽。

此外，巴西對玩具進口實施非常嚴格的檢測要求，要求進口玩具必

須在巴西選定的五家國內實驗室進行強制性抽樣檢測，而不認可其他實

驗室的測試報告。

巴西也要開始對進口家電實行強制認證。從 2011 年 7 月 1 日開始，

87 類巴西國產或進口家電及其相關產品（包括工業用電器產品）在市場

上銷售前應通過強制措施品質認證。法令規定，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

禁止家電企業或進口商生產或進口未通過品質認證的產品。涉及的產品

主要包括：吸塵器、電熨斗、電烤爐、理髮剔鬚用具、烘烤機、縫紉機、

充電器、電熱毯、電子手錶、按摩器、吹風機、家用割草機、投影儀、

水泵、烘乾機、空氣篩檢程式、熱水器、滅蟲器、壓榨機、電烤肉架、

電磁爐、電動牙刷等。

巴西苛刻的進口政策，攔住了不少產品的進入。成品要出口到巴西

似乎比較困難，在巴西的自由貿易區設立加工廠，充分利用巴西的一些

稅收優惠政策，可能是進入巴西一種比較好的選擇。

(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四、環境、能源與衛生議題 	

哥本哈根會議看台灣低碳政策與行動

「減少毀林及森林破壞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REDD)」
機制初探

氣候變遷對保險業的影響

冰島火山灰災害對我國糧食安全之啟示

中國大陸最新能源政策發展趨勢及戰略意涵

衛生部門改革—衛生安全議題的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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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環境與氣候變遷

哥本哈根會議看台灣低碳政策與行動

台經社論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15 次締約國大會（COP15）

於 2009 年 12 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本次會議規模盛大，近 200

個國家的元首及代表，以及國際組織和環保團體專家，共計高達 45,000

人與會，顯見此次會議主題以溫室氣體減量力抗地球暖化，已普遍受

到各國重視。歷經十多天的激烈討論，哥本哈根會議最後並未達成一

致性之結論，而是政治性之協定（politically binding）－哥本哈根協定

（Copenhagen Accord），具有法律約束力之文件（legally binding document）

仍待 2010 年 COP16 墨西哥會議中完成。

哥本哈根協定認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科學觀點：

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攝氏 2 度之內，以避免氣候變化所導致的最具災

難性之影響。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世界各國共同承擔，但是有差異性的

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已開發國家（附件一國

家，Annex I parties）應推動 2020 年各經濟部門全面性量化減排目標，並

於 2010 年 1 月底前將此目標提交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秘書處。非

附件一國家（開發中國家）也應於 2010 年底前登錄適合國家的減排行動

（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非附件一國家雖然無需承擔量

化減排目標，但是已開發國家堅持要求開發中國家的自願減排行動，需

符合可量測、可報告與可驗證（measurable、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的

要求，顯示哥本哈根協定已朝具體之量化目標要求。一旦 2010 年 CO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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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訂具有法律約束力之文件，那麼各國減排目標模糊化之空間將大

幅降低，從京都議定書之執行期間（2008~2012 年）到後京都議定書之

延續期間（2012 年之後），各國所訂減排目標將必須是量化與可驗證的。

我國不是聯合國會員，也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本次哥本哈根協定

也沒有參與制訂。但與世界各國同處於地球之中，自然無法置身事於全

球暖化之外，而需與其他國家一同面對日益嚴重之氣候變遷問題。從過

去之經驗顯示，國際公約適用的對象是每一個國家，無論其是否為聯合

國會員國，或是簽署國，舉例而言，我國並未簽署、也未遵守為保護野

生動物的華盛頓公約，使得我國出口貨物在美國海關遭受禁止進口處置，

迫使國內中藥店所販賣的虎骨、犀牛角等野生動物藥材全面禁售，相關

野生動物產品也全部停產。因此，為避免我國在國際公約中受到制裁，

應該主動且積極地遵守相關規定。

京都議定書要求附件一國家具體承諾減排目標，非附件一國家則採

自願減排。而哥本哈根協定進一步要求所有國家都必須登錄適合國家的

減排行動。我國位處於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間，雖然未必須向已開發

國家看齊訂定嚴格的減碳目標，但是極有可能被視為開發中國家之模範，

將受到其他國家檢視我國的自願性減排目標與行動方案。我國目前訂定

之短期國家目標為 2016~2020 年間，將 CO2 排放降至 2008 年之水準，中

期目標為 2025 年將 CO2 降至 2000 年之水準。根據經濟部能源局之統計，

2008 年我國燃料燃燒 CO2 之排放量為 2.55 億公噸，較 2007 年的 2.65 億

公噸下降 1,000 萬公噸，主要原因是受到 2007 下半年至 2008 年的全球金

融海嘯的影響，這是 CO2 排放從 1990~2008 年以來的首次下降，此次排

放量的減少應不能視為常態，逐年增排 CO2 的趨勢應該會持續進行。若

以人均 CO2 排放來觀察，2008 年我國每人每年排放 11.1 公噸，較世界平

均值的 4.3 公噸（2007 年）明顯超出 6.8 公噸，也比日本的 9.6 公噸、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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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 10.0 公噸高出很多。我國 CO2 排放超標的表現實在與經濟發展的成

就呈負向關係，似乎呈現以犧牲環保來成就經濟成長的趨勢。如果我國

不能及時遏止這種情況，將來會面對難以收拾之局面。

哥本哈根協定要求各國皆需向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秘書處登錄

減排目標或行動，我國目前僅有減排目標，尚無具體之行動方案，如果

進一步檢驗減排目標，即會發現並沒有可以達成目標的環境與條件，具

體而言，各國皆全力推動的再生能源，在我國推動多年的成績是至今仍

未達全國能源供應的 0.8%，化石能源（煤、油、天然氣）供應卻維持增加，

爭議甚大的核電也按兵不動。另一方面，高排碳產業卻持續推動，譬如

中龍鋼鐵擴充，國光石化與六輕五期等。可以預見的是 CO2 排放量很快

的就要超過產油大國沙烏地阿拉伯（13.8 噸，2006 年），緊追用煤大戶澳

洲（18.4 噸，2006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會議如果要檢討各國減排目

標與行動，那麼台灣首當其衝的可能性極高。 我國中期減碳目標是 2025

年降至 2000 年之水準，2000 年 CO2 的排放是 2.15 億公噸，若與 2008 年

的 2.55 億公噸相比，必須減少 4,000 萬公噸 CO2 的排放才能達到目標。

假設 2010 年以後政府訂定「能源供應零排放」政策，可以增加能源供應

但必須以不增加 CO2 為前提。那麼從 2008 年（現況）必須減少的 4,000

萬公噸要如何做呢？從我國各部門 CO2 排放主要結構觀之，工業部門占

比為 52%、運輸部門為 14%、住商部門為 18%、能源部門為 7%。若不含

用電排放，則能源部門占比為 62%、工業部門為 20%、運輸部門為 14%。

如果能夠改善能源部門的 CO2 排放，將綠色電力提供給工業部門，則為

影響產業結構最小之作法。而燃煤發電為整體能源部門 CO2 排放之大

宗，煤碳占我國能源供給的三成，且有日益增高之趨勢。因此，如何潔

淨的使用煤，避免 CO2 排放至大氣中，成為未來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利

用煤碳氣化複循環發電（IGCC）進行燃煤電廠汰舊換新工程，已成為國

219日本新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影響



際能源科技發展的重要趨勢。目前 IGCC 電廠裝置量為 4.5 億瓦（450MW），

台灣約可建置 16 座，而捕獲之 CO2 若能配合西部海岸海洋鹽水層的封

存，則可減少每年 3,600 萬噸 CO2 之排放。

在運輸部門 CO2 減量方面，可以從生質燃料添加與燃料電池摩托車

發展兩項科技著手。第一代生質燃料技術（糖質或澱粉轉化酒精技術）

已是成熟科技，我國目前有 22 萬公頃休耕地，應可種植甘蔗與甜高粱等

能源作物，先推動成立第一代生質燃料廠，以建立國內生質燃料上、中、

下游產銷體系，並加速發展第二代纖維技術，待技術成熟後，可以順利

過渡。以 22 萬公頃休耕地來估計，約可提供 100 萬公秉的酒精，替代汽

油約 10%，每年也可減少 200 萬噸 CO2 之排放。台灣摩托車持有率高居

世界之冠，平均不到兩人即擁有一輛摩托車，摩托車總數高達 1,430 萬輛，

造成的空氣汙染極為嚴重。為改善空氣品質並減少汽油使用量，發展氫

能燃料電池車輛已是國際發展趨勢。我國目前在燃料電池摩托車技術已

居世界領先地位，搭配金屬儲氫罐（Metal Hydrid Canister）之基礎設施建

立，可逐漸替換燃油摩托車，這種零排放的摩托車可大幅減少汽油燃燒

所排放的 CO2，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國家目標達成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綜合而言，哥本哈根協定進一步要求所有國家皆需訂定可量測、可

報告與可驗證的減排目標與行動，我國為善盡地球村居民的責任，當然

需要遵守，而且應主動積極的履行已訂定的國家近期與中期減排目標。

從考慮影響層面最小、成本最低，並符合國情等條件，那麼應可從煤炭

氣化複循環發電與碳捕獲和儲存技術（IGCC+CCS）、生質燃料和氫能燃

料電池摩托車等三方面優先推動，再搭配其他再生能源之使用與 2010 年

開始推動「供應能源但不增 CO2 排放」政策之實施，我國應可達到國際

節能減碳的模範國家。

（本文轉載自《台經月刊》，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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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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威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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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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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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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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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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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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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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匯意指具碳吸存 (Carbon Sequestration) 功能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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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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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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防人類活動危害氣候系統⋯並確保糧食生產 ( 第二條，UNF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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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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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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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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方法及定義

的不足；2. 規保障待提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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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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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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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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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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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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Brown, M., 2010, Limiting Corrupt Incentives in a Global REDD Regime, Ecology Law 
Quarterly, 37, pp 237-68. 

Chen, W., 2010, Book Review: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9, 3, pp 486-7. 

Clarke, R., 2010, Moving the REDD Debat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Ulu Masen Project, 6/1 Law,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pp 36-60, http://www.lead-journal.org/content/10036.pdf, accessed on 
11/11/2010. 

Dutschke, M. and R. Wolf, 2007,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ay forward,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TZ) GmbH, http://www.gtz.de/de/dokumente/en-climate-reducing-
emissions.pdf, accessed on 11/11/2011. 

Pachauri, R.K. and Reisinger, A. (Eds.),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IPCC, Geneva, Switzerland.

REDD-Monitor, REDD: An Introduction, http://www.redd-monitor.org/redd-an-
introduction/, accessed on 11/11/2010. 

UNFCCC, 2010,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fifteenth session, 
FCCC/CP/2009/11/Add.1,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cop15/eng/11a01.pdf, 
accessed on 11/11/2010.

Wily L., D. Rhodes, M. Sarin, M. Setra, and P. Shearman, 2010, The End of the 
Hinterland: Forests, Conflict and Climate Change, Rights and Resources, The Centre 
for People and Forests,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 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http://www.rightsandresources.org/documents/files/doc_1400.pdf, accessed on 
11/11/2010.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229氣候變遷對保險業的影響

氣候變遷對保險業的影響

陳威仲

前言

近年來，氣候變遷議題對台灣的影響，隨著許多國際會議  
3

的召開，

以及媒體大量報導 
4

逐漸獲得政府及社會大眾的重視。台灣開始認識到，

氣候變遷不只是遙不可及的國際環境現象，更是與生活 ( 甚至是生存 )

息息相關的問題。其解決之道除仰賴政府的政策指導外，同時也需要全

民及企業的共同參與。

氣候變遷不只是單純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是對既有經濟活動的挑戰。

政府及私部門，必須在確保既有產業穩定發展的前提下，儘速調整產業

運作模式，以適應氣候變遷趨勢，並減緩工業化造成的環境影響。因此

氣候變遷議題也必須在產業、經貿的經緯上，進行大量的研究，以釐清

氣候因素對經貿活動造成的影響，並尋求可能的機會，強化產業的競爭

力。

本文將以保險業為例，試圖針對氣候變遷議題對保險產業可能造成

的影響，作一概括性的介紹。

保險業的氣候敏感度及風險

保險產業的主要功能，乃提供具有分散風險機制的商品及勞務，協

�　�例如 �00� 年在約翰尼斯堡召開的地球高峰會 ;� �007 年的巴里島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以及 �009

年的哥本哈根高峰會等。

4　 例如於 2006 年上映的「不願面對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以及 2010 年述說台灣深受氣候變遷

影響的紀錄片「正負二度 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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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團體及個人降低生命財產的損失。雖然這裡所指的風險隨區域、投保

標的物的價值、社會富足程度、公共建設完備度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

氣候因素皆無所不在，且與各種產業及社會所面對的風險密切有關。因

此，相較於其他產業，保險業對於氣候因素更為敏感，面對於氣候變遷

問題自須謹慎面對。

氣候變遷對保險業最直接影響，是大幅改變自然災害發生的區域分

布、發生頻率、規模以及強度，使得風險預測、控管以及評估工作更加

困難，此一風險變化將弱化保險業者的經營與業務品質 (vulnerability)，

並提高保險產業虧損甚至破產的機率。然而，保險業所面對的氣候風險，

並不僅限於與氣候直接相關的自然災害，同時也包含其他間接的威脅，

例如沙塵暴對衛生健康及交通運輸形成的危害、病蟲害及疫病的散播，

甚至產生的飲用水匱乏及糧食安全等問題。

對保險產業而言，所面對的與氣候相關風險可概分為以下三類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IPCC, 423-7)：

1. 溫度相關的極端現象 (thermal extremes)：

氣候變遷造成溫度的劇烈變化，在世界各地產生不同的自然災害，

包括熱浪、沙漠化、森林大火、大雪 / 冰雹以及海平面上升等。同時現

有的環境問題也可能更形惡化，包括空氣汙染以及耕地消失等，巨災發

生的可能性及嚴重性也將增加，包括颱風、乾旱、饑荒及交通運輸中斷等。

2. 降水相關的極端災害：

全球的溫度上升，造成降水的空間分配與強度產生快速變化，此一

現象以聖嬰現象或反聖嬰現象 (La Niña/El Niño) 最為人所熟知。在溫度不

斷上升的趨勢，熱帶太平洋地區類聖嬰 (El Niño-like) 現象逐年增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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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災、水災、土壤侵蝕及疾病傳染等風險，並造成饑荒，飲用水不足

等問題。

3. 其他風險及疊加效應 (compound effect)：

氣候變遷也會帶來其他的環境風險，例如雷擊 (Reeve and Tuomi, 

1999) 等。此外，上述風險因素可能互相影響，擴大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

甚至產生長期性或不可回復的後果。例如風災可能導致水災及土石流，

造成水源汙染，疾病傳播，以及植被、耕地流失等問題。

Mills (2005) 分析從 1980 年以來的災損結構  
5

，認為氣候因素已成為災

損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氣候變遷趨勢是現今保險業者不可迴避的

課題，但相關議題卻缺乏深入研究。Mills 認為氣候變遷問題顯示，依據

歷史紀錄所建立的風險分散及控制、災損預測、費率訂價等既有模型，

不但無法有效協助企業面對未來日益嚴峻的氣候風險，對保險業者而言，

氣候變遷將導致出險率提高、財務流動性降低、現有保費相形低估等，

形成利潤率萎縮、產品創新以及風險控管不易等問題。

保險產業的挑戰與機會

保險業者面對氣候變遷議題有不同的立場，有些業者 ( 以歐美及部

分亞洲國家為主 ) 早已著手從事相關研究，但更多的是採取審慎觀望的

態度 (Mills et al., 2001)。事實上，在保費調漲不易的市場限制下，氣候變

遷已對保險業，形成重大的壓力，保險產業所面臨的挑戰，至少包含以

下三個面向。1. 風險預防、分散及災損控制工作。2. 風險降低及預防的

諮詢服務。3. 可能面臨其他氣候商品的競爭。

5　所分析之資料不包含健康及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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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氣候變遷問題，保險業者除了改善既有的風險管理模式，加

強風險及災損控管外，也必須提供氣候與環境相關的諮詢服務，其中包

括提升設備運作穩定度、降低營運中斷 (business interruption) 風險以及

提升工作環境安全的技術等，Kats et al. (2003, 81) 認為保險業者所提供的

服務諮詢服務，實與綠建築及環境政策的規範及需求一致。換句話說，

未來保險業產業能夠也應該積極協助企業、政府及民眾，建立環境友善

及低碳的社會，相關事項包括提升災害應變措施、提供氣候適應機制以

及改善勞工健康等。另外，若保險業者不能適時提升的管理氣候風險能

力，勢將面臨其他氣候風險相關的商品競爭，例如氣候期貨，甚至將流

失既有的客戶基礎。

氣候變遷是保險產業的挑戰，但同樣也揭露示未來保險產業提升競

爭力的機會，以及發展的方向，包括：

1. 服務及產品的創新。

2. 擴大風險承保範圍。

3. 提升保險滲透率。 

在產品的創新方面，正當政府及民眾開始重視氣候變遷議題之際，

許多保險業者開始推出環境相關的商品，運用氣候風險管理的技術，開

創新的市場。例如有業者提出按使用狀況計費型 (pay as you go) 車險保單，

保費按照投保人的駕駛距離、燃料使用效率及車種計算，最高可節省六

成。氣候相關商品的創新，不但可擴大業務承保範圍及能力，尚可降低

碳排、保護環境，以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險滲透率 (insurance penetration) 及保險密度

(insurance density) 較低的新興市場及非都市區域，風險管理及災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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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相當可觀，但由於當地經濟活動的特性 ( 例如無法負擔昂貴保費 )，

及缺乏政府政策輔導 ( 如災害預防 )，保險業者是否擁有管理氣候風險的

能力，將是開拓市場的關鍵。同時，保險業在這些地區，也可配合當地

公部門政策，包括微型貸款 (microfinance) 機制及氣候適應等政策，提供

相對應的商品及服務。

結論

隨著經濟發展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現代社會對於氣候相關的避

險需求日益提升，再加上政府及民眾環境意識的覺醒，保險產業必須針

對氣候變遷議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提供 / 改善其商品及服務，確保市

場競爭力並符合的未來趨勢。氣候變遷問題不只是保險業的挑戰，也同

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若業者能持續投入相關研究及創新，不但能

擴大既有的業務範圍，更可望進一步建立新興市場的利基，同時達到保

護環境、促進產業發展以及善盡社會責任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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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火山灰災害對我國糧食安全之啟示

陳沛如

冰島艾雅法拉火山 (Eyjafjallajoekull volcano) 爆發，引發濃重灰燼向四

周蔓延近一週以來，除對都市化程度高且工商業發達的西、北歐空中運

輸造成嚴重衝擊，導致全球航空業損失約 17 億美元外，其效應同時也擴

及必須仰賴空運的易腐性商品之供應，進一步引發可能的糧食短缺隱憂。

儘管我國與歐洲受影響地區相隔遙遠，所幸未受波及，且各國空運

情形亦可望漸次恢復，但有鑒於我國位處天然災害頻仍的亞太地區，與

鄰國日本、菲律賓等均具火山地形，且同時又是糧食進口國，一旦有類

似造成大規模空中交通中斷及污染的災害發生，勢必影響我國糧食安全。

因此，面對此一火山灰事件所衍生的糧食供應中斷問題，我們應如何自

我警惕，先著思考各種災難發生時確保糧食取得的緊急應變之道，實為

我國進一步保障糧食安全的不二法門。

此次冰島火山灰事件已對農產品貿易造成影響。以花卉為例，近來

肯亞因往返歐洲空運停擺， 加以其國內機場及農場冷藏設施不敷使用，

已被迫丟棄 3,000 公噸有待出口的花卉產品；若空中交通持續受阻，恐

怕將有更多生鮮蔬果要遭到丟棄。在英國方面，雖然其仰賴空運進口的

糧食比例不高， 因此雖有顧慮但尚無缺糧之虞，但面對此一災害潛藏的

糧食危機，英國「全國農人聯合會」(NFU) 亦坦言，「此一事件著實讓人

了解到全球農產品貿易在面對極端氣候時有多麼脆弱。」

不可否認，此一始料未及的火山灰事件凸顯了現代交通網絡面臨不

可抗力災害時的脆弱程度。近日歐洲相關領空關閉所造成的紊亂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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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吾人意識到，不論交通網絡如何完備，一旦受到大範圍及大量的火山

灰覆蓋，仍可使 20 餘國的空運能力在一夕之間遭到破壞，影響糧食等易

腐性商品的供應。另一方面，許多混雜於火山灰燼中的有害物質亦可能

對牲畜造成傷害，同時污染土壤及水源，危害糧食安全。

隨著歐盟開始針對其面對此一前所未見災害的應變能力進行檢討，

且我國又是受災風險高的糧食進口國，因此，我們是否藉此機會，思考

我國是否已針對氣候變遷下之全面性糧食安全緊急應變措施，作好充分

準備，實為大家所應共同關切的話題。相關問題，包括：在體認現代交

通網絡脆弱程度之餘，我們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或補強措施？設若大地

震、海嘯或火山爆發時，同時也阻斷海、空運輸或設施，我們應如何取

得必要的進口糧食？國內的農業基礎設施及生產體系是否夠堅韌，足以

發揮災難發生時必要的生產能力？我們是否有適足的冷藏設施，得以延

長食物的保存期限？全民是否均已具備災害發生時有關安全食物保存的

知識與訓練？一旦空氣、土壤、水源有受到毒性物質污染之虞，我們是

否有快速淨化的技術？面對飼養環境與牲畜安全問題，我們是否有足供

乾淨水源及飼料的建築以供禽畜安置？此外，面臨空氣、水等跨國界傳

播災害時，區域間是否已具備協調機制？以及各國或區域間是否具備精

確的災害風險評估技術及相關資料建置等，均攸關我國是否得以在大規

模災害突然來襲時獲得糧食安全保障。

俗話說，居安思危，且糧食「安全」本即相對於糧食「危機」而來，

因此，若能在平時多方設想危機發生時可能造成的糧食中斷情形及相關

應變之道，相信應可有助保障極端氣候環境下的糧食安全，乃至維護整

體人類安全。此次冰島火山爆發後續影響雖仍有待持續觀察，但所幸並

未引發糧食短缺問題；儘管如此，此一火山灰災害所透露的潛在危機，

卻已足供我們借鏡警惕。我們身為高天然災害風險地區的糧食進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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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可不關心相關問題。希望藉由本文的拋磚引玉，能進一步引發相關

議題更深入的討論。

參考資料：

1. Kenya farmers hit by flight ban. BBC News. April 19, 2010.

2.  Volcanic ash highlights major flaws in food security. Farmers Guardian. April 20, 
2010.

3. Ash chaos “a lesson for Europe.” BBC News. April 20, 2010.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238

環境、能源與衛生議題 -- 能源發展

能源發展

中國大陸最新能源政策發展趨勢及

戰略意涵

 吳福成

中國大陸的能源困局

能源資源的稟賦，決定了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缺油少氣多煤」的能

源生產和消費結構，基本上，中國大陸的能源供需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和

問題：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正處於化石燃料總耗能急

遽成長的重化工業時期，不僅嚴重依賴三大一次能源（石油、煤炭、天

然氣）的進口，可再生能源（風能、太陽能、生質能源）也相對短缺，

除了對環境影響甚大之外，能源消費的對外依賴，更成為制約中國大陸

發展的軟肋。

中國大陸平均每人能源資源占有量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能源利用率

還不高，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成為國家發展面臨的戰略性問題。目前中

國大陸原油對外依存度高達 52%，煤炭出現淨進口（超過 1 億噸），天然

氣則持續大規模進口，凡此種種，均已成為中國大陸能源安全的隱患。

為加強對本國能源資源的利用，中國大陸雖積極在開發石油和煤炭資源，

但因經濟持續高速成長，仍不能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

在外在形勢上，由於地緣政治、大國政策影響，使得世界能源資源

的形勢越來越嚴峻，爭奪日趨激烈，全球能源問題政治化傾向明顯；尤

其全球資本市場、虛擬經濟、投機金融，更讓中國大陸能源困局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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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有世界能源價格攀高問題，內有能源資源不足的背景之下，中國大

陸能源安全備受挑戰，應對全球氣候變遷的壓力越來越大，但中國大陸

亦承諾在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比重為 15% 的目標，發展綠能產業、

低碳經濟，可說任務沉重。

總的來看，過去中國大陸的能源戰略重點，對外鼓勵能源企業走出

去、獲取國際資源，保障供應安全；對內則調整能源結構，減少高碳依賴。

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提出能源發展戰略思維，要走中國特色新型能

源發展道路，堅持節約高效、多元發展、清潔環保、科技先行、國際合作。

近幾年全球金融危機肆虐，各主要市場國家的經濟景氣衰退，投資貿易

保護主義抬頭，又給中國大陸能源安全帶來不同層面的挑戰。

國家能源委員會強勢登場

中共國務院為加強能源戰略決策和統籌協調，以最高規格成立國家

能源委員會，其職責包括研訂中國大陸能源發展戰略、審議能源安全和

發展中的重大議題、統籌協調國內能源開發和國際合作等重大事項，並

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擔任國家能委會主任。外界認為此舉已突顯中國大

陸對能源戰略的重視上升到一個新高度，中國大陸大國能源戰略管理架

構呼之欲出，有助相關能源政策之落實。

中國國家能源委員會肩負的對內對外能源戰略決策，深刻聯繫著全

球能源秩序重建，以及中國大陸崛起所伴隨來的的能源困局。國家能委

會將轉換新思路以因應外部新形勢變化，並制定中國能源戰略規劃，提

高再生能源比重、以節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勵能源多元化發展、促

進環保和能源國際合作，指導能源部門中長期（約 20 年）的開發建設。 

中國大陸能源事務橫跨煤、電、油、氣等領域，又涉及經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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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國安等部門，唯有成立國家能委會才能有效統籌管理。國家能委

會首先要處理的工作，是徹底解決過去數年常發生的「煤電頂牛」、「天

然氣荒」等能源事件，以及油氣電價漲聲一片的民怨。其次國家能委會

將充實「十二五」能源規劃內容並定稿，以及能源法和相關子法（煤炭

法、電力法、天然氣法）之如期制定。

回顧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其能源管理體制歷經 1980 年的國家能源委

員會、1988 年的能源部，多年來未見統一的能源管理部門。國家能委會

的登場，基本上已擺脫國家發改委局部管理能源事務的痕跡，2008 年成

立的國家能源局則為國家能委會的執行平台。放眼世界主要大國，加強

能源管理是大國的通例；一個獨立的能源部是必須的，國家能委會似已

替將來能源部的成立預埋伏筆。

「十二五」能源規劃六大方向

「十二五」能源規劃已於 2009 年 9 月完成初稿，將在現有的「十一五」

基礎上，全面制定中國大陸能源產業的下一個五年發展規劃，新的能源

規劃內容，主要是優先發展再生能源的利用、傳統能源（特別是煤炭）

清潔利用之戰略定位，實施智能電網發展模式。「十二五」能源規劃堅持

節約優先、立足國內、多元發展、保護環境、加強國際互利合作戰略方

針，並列有後述的六大發展方向：

優化能源結構：

提高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比重，並加

快發展熱電聯產、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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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能源產業佈局：

加強傳統和新興能源資源的開發，推進能源行業之間、以及與相關

產業的融合，並建立現代能源產業體系。

推進能源科技創新：

大力發展各類新興能源科技裝備技術，發展中國大陸特色的新能源

經濟，以實現從能源大國向能源強國跨越。

完善能源宏觀調控體系：

建構科學合理的能源開發利用和宏觀調控體系，以應對全球氣候變

遷壓力，並提高能源的公共福利水平。

深化能源體制改革：

改革能源價格、財稅、資源和流通體制，培育形成一個多元化、開

放、競爭有序的現代能源市場體系。

進一步建立能源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標準體系：

加快推進有利能源產業健康發展的政策和標準體系建設，以利實現

能源永續發展。

「十二五」能源規劃還將以消耗一次資源（煤、石油等）所產生的

GDP 之「資源產出率」作為重要指標，基本上指標高則資源利用效率好。

此外，未來的能源規劃將延續「節能減排」政策，發展能源新技術，並

要求新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要能達到 12%~13% 左右。

基本上，中國大陸的能源格局在「十二五」和「十一五」期間並不

會有太多改變，經濟低碳轉型的問題是比較明顯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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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低碳轉型的能源戰略問題

中國大陸在哥本哈根會議和 G20 場合承諾，到 2020 年碳排放強度在

2005 年基礎上降低 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為 15%。今年 2 月

胡錦濤總書記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強調，要做好因應氣候變遷各項工作，

確保實現 2020 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

因應氣候變遷政策，中國大陸已凸顯經濟低碳轉型的重要性，並連

結到能源結構調整、能源安全，以及建構低碳能源系統的問題。儘管客

觀而言，中共建政 60 年來，能源供給由弱轉強，在一次能源方面已發展

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產國，能源自給率也高達 90% 以上，然而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係以低熱值的化石燃料為主，溫室氣

體排放量大，負外部性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至為重大。今後為因應氣候變

遷挑戰，中國大陸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把能源發展方式的轉

變放到施政工作第一位。

「十一五」規劃首次將節能降耗、環境評價和經濟增長等三個指標

綁捆量化約束，「十二五」規劃更突顯以碳減排為核心的環境問題。由

是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新型能源道路已經逐步開展，將全力推動潔淨化

利用化石能源，特別是要把主體消費的黑色能源（煤炭）逐步綠色化。

其次，中國大陸正積極大幅調高風電、太陽能發電和核電裝機數量，力

求在 2020 年達到新能源在能源結構的比重占 15% 之目標。再者，在中

國大陸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太陽能產業已從「下鄉」到「進城」，

掀起太陽能普及風暴。最後，中國大陸更把可永續發展的核能視為其綠

色能源支柱。目前中國大陸境內的核電廠都是熱堆，現在已啟動快堆，

下一步則是邁向聚變堆。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要進行能源戰略轉型，著手推動發展潔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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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能源、化石燃料需求替代、電力系統改善等政策與建設，都必須付

出昂貴代價，未來 10 年應是關鍵期。

新能源產業發展規劃方向

後金融危機時代，新能源產業發展備受關注，中國大陸官方刻正亦對

「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做最後階段調整，預計到 2020 年風力發電、太

陽能光伏、核電總裝機量均會有多倍成長。按中國大陸官方的規劃，風能、

核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到 2050 年將成為主力能源；目前大陸官方也不

斷加碼投資風能和太陽能等裝備技術投資，期能滿足國內電力需求和減

少碳排放，儼然已成為全球新能源的最大投資國。

中國大陸風力資源達 26億千瓦，2009年新增風力裝機 1000多萬千瓦，

且風力發電連續幾年成長倍增，達到世界第一規模，可見中國大陸的風

力發電領域很有發展前景。就太陽能方面，太陽能是傳統化石能源最為

重要的替代能源之一，在中國大陸太陽能資源相當豐富，到 2012 年中國

大陸太陽能光伏產能將占全球 32%。近來核電在中國大陸正迎來新的發

展春天，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核電廠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其核電容量

很快就會突破 2020 年的 10 億千瓦目標。煤層氣亦屬於新能源，有鑒於

中國大陸的煤層氣質優價廉，且為世上最富煤層氣資源的儲備國，可開

採量世界第三，此項資源也成為未來推動開發的對象。中國大陸的水力

發電裝機容量雖然稱霸世界第一，但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開發程度相

對「非常低」，將是今後新能源產業發展重點。此外，中國大陸政府已

把「智能電網建設」納入 2010 年能源工作報告，將有助解決風電資源

佈局不合理問題，以及增加電網接納風電的能力。

綜合評析，水力發電和核電是中國大陸「無碳經濟」中最經濟、最



244

環境、能源與衛生議題 -- 能源發展

有效的能源產業。將來水力發電將高速發展，核電也將大力提速。然而

今年 3 月召開的「兩會」，不但吹起「低碳風」，更重點關注風電產業發

展，很多企業看好風電市場，競相投入了風電設備領域。另外，有鑒於

生質能源發展不如預期，中共政府已編制「全國能源林建規劃」，將培

育 2 億畝能源林基地，以滿足生質能源原材料供應。

中國大陸能源「新三寶」：淨煤、核電、天然氣

中國大陸是煤炭大國，生產消費量占世界的 40% 以上，造成嚴重的

環境污染，也給中國大陸應對全球氣候變遷帶來極大壓力和困擾。目前

清潔利用煤炭已成為中國大陸能源戰略新思維，發展淨煤技術，從源頭

促進節能減排，並發展以煤為基礎的循環經濟產業。中國大陸亦推動以

氣化煤為核心的新經濟成長點，並作為能源改革的重要目標。中國大陸

同時也開採國內煤層氣，並購併澳洲煤層氣項目。

積極發展核電是中國大陸調整和優化能源結構重要新政策。中國大

陸政府正在研調「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今年則開始全面推進核電建設。

中國大陸在核電廠 AP1000 設備已接近 100% 國產化，現在又擁有裝機容

量 140 萬千瓦中國大陸自研的先進、非能動核電技術（代號 CAP）。核電

是新一輪國際能源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預計到 2020 年中國大陸核電

產能躍居世界第二，將從「核電大國」變成「核電強國」。

天然氣作為碳排較少、較潔淨的一種化石能源，在中國大陸能源結

構由「傳統」向「低碳」轉型期階段，將扮演低碳時代的過渡橋樑。為

因應天然氣消費量未來 10 年內至少增長 2 倍，中國大陸在「十二五」期

間將興建 30 萬公里天然氣管道，進口中亞、俄羅斯、緬甸氣源。為實現

碳減排目標，緩解國內「氣荒」，中國大陸將要政策性進口更多液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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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LNG），並考慮如石油一樣建立 LNG 國家戰略儲備。

隨著中國大陸能源消費量的不斷攀升，屬於另一種非常規天然氣資

源的頁岩氣，已被視為新能源的重要補充，並開始進行開發工作。中國

大陸的頁岩氣蘊藏量約 1000 萬億立方公尺，與美國的蘊藏量相當；目前

美國已開採 600 億立方公尺，大陸的產量仍然掛零。去年 11 月歐巴馬總

統訪華，中美簽署系列能源合作協議，頁岩氣開發為其中一項。預期未

來，頁岩氣將有助中國大陸實現碳減排目標。

（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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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安全

衛生部門改革—衛生安全議題的新領域

陳子穎

APEC 衛生工作小組（HWG）主席麦谷真理（Masato Mugitani）在

2010 年 6 月 1-2 日的 HWG 工作小組會議中指出，未來將拓展除了原本

有關對抗 HIV/AIDS、強化禽流感與新型流感之準備與應變、透過衛生

資訊科技之進步改善健康等三個優先領域以外的新議題，並將在 2010

年 9 月的下一次 HWG 會議中進行討論。HWG 拓展新優先領域之議題

獲得各經濟體之關注，其中，越南將在其主辦的衛生政策對話（Policy 

Dialogue）會議中討論此案，而我方亦於本年 SOM2 前即提出「Workshop 

for Exploring the Health Prior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計畫，目的與拓

展 HWG 新優先領域不謀而合，可以見得 APEC 經濟體對於衛生議題領域

之擴大持積極且正面的態度，且皆體認到衛生安全是維護 APEC 區域內

經貿活動正常運作的基石之一，這也和 2010 年日本所推動的 APEC 成長

策略中安全成長所扮演之角色互相呼應。

然而，發展 HWG 新優先領域更是值得我國關注，我國的衛生醫療

品質與相關政策之實施向來引起國際間的討論與學習，衛生議題是我方

在國際參與上可貢獻與著力之處，並且我方也將於 2011 年接下 HWG 副

主席的位置，對於 HWG 未來的走向、或是 APEC 衛生安全議題的趨勢，

我方都能夠有一定程度的參與及涉入，因此，我方如能提供各經濟體能

夠接受且重視的新優先領域，不僅有機會貢獻我國所長，更能夠加深我

國在國際參與上的印象。



247衛生部門改革—衛生安全議題的新領域

衛生部門改革議題可以做為 HWG 未來新優先領域的選擇之一，並

且也是我國近來大力推動且積極進行的目標。衛生部門的改革主要的目

的在於提供給民眾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並使民眾更容易取得良好的醫療

技術與環境，並且能夠進一步達成促進經濟發展之遠程目標，因此，衛

生部門改革也能夠視為是促進經濟發展的路徑之一。

APEC 區域內各經濟體也紛紛體認衛生部門改革之重要性，除美國總

統歐巴馬上台後大力推行健康保險改革受到矚目之外，另如我國、澳洲

及日本近年來也紛紛進行衛生部門之相關改革行動。

我國健保改革以及食品藥物業務之整併

我國衛生署所進行之改革包括近來頗受矚目的二代健保以及食品藥

物組織及業務之整併。為改善過去支付健保費用不公平、以及醫療品質

不夠透明化之缺失，二代健保的規劃中，被保險人不再以職業別來分類，

而是改以家戶總所得來計算其應繳交的保險費，多眷口者之負擔並得以

減輕，另外，二代健保也明確規定醫療院所應提供的醫療服務品質資訊，

並鼓勵醫療品質較好的服務。而從今年起成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則整併

了管制藥品管理局、藥政處、食品衛生處等相關單位，該局成立的主要

目的在於讓食品與藥物之管理能夠一元化，並納入新興的生技產品及化

妝品於管理範圍內，且食品藥物管理局的組織架構與業務權責也能夠和

國際接軌，促進我國在食品藥物業務上的國際參與與合作。

澳洲衛生系統改革

澳洲所進行之「衛生系統（Health System）改革」主要針對醫療院所、

老人照護系統方面進行改革，主要的項目包括有改善醫療院所設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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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照護服務更加容易取得、訓練更多醫師、護士及衛生專家、支持老

人照護、注重預防、協助精神疾病患者、促進衛生系統現代化等；該改

革行動的目標有三，包括取得醫療管道之管理及公平的問題、重設衛生

系統以因應緊急事件之挑戰、以及創造敏捷且能夠自我修正之衛生系統

以維持其永續性。澳洲衛生部門預計將花費 7 億 4 千萬澳幣、以 5 年的

時間完成上述改革行動。

日本厚生勞動省設置“Reform Hotline”及“Reform 
Promotion Office”

日本將衛生部門內的改革視為是重要的政策之一，日本厚生勞動省

將 2008 年定為其改革的起始年，並且也訂定數項相關措施以落實改革行

動，如設置“Reform Hotline”，讓部長能夠直接聽到來自於基層對於改

革的意見，並且為了因應“Reform Hotline”進而設置“Reform Promotion 

Office”，直接由部長管轄，以落實來自於 Hotline 的意見；此外，厚生勞

動省也主動提供其施政之相關資訊予民眾，並派駐公共關係專員（Public 

Relation Commissioner）至各相關局處，向民眾宣導衛生重要資訊；另一

方面，厚生勞動省也舉辦研討會，檢視其內部之人事政策，以培育並提

拔優良的衛生公務人員。

小結

儘管各國所進行的衛生部門改革的面向不一，但是改革的目標一致，

都是為了讓民眾能夠享有更為完善以及品質優良的醫療衛生服務，以改

善衛生安全環境，並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HWG 應可考慮將衛生部門改

革之議題納入其優先領域中，使其成為可讓各經濟體分享其境內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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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改革案例，相信對於強化 APEC 區域內各經濟體衛生部門的功能與促

進經濟發展有所助益。

資料來源：

1. 二代健保與一代健保的差異，中華民國衛生署網站，www.doh.gov.tw。

2.  澳洲衛生部網站，http://www.yourhealth.gov.au/internet/yourhealth/publishing.nsf/
Content/reformQA01。

3.  A Healthier Future for all Australians - Final Report, National Health and Hospitals 
Reform Commiss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June 2009.

4.  Economic Survey of Japan, 2009, Policy Brief,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9.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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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TPECC 年度活動

2010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雲端運算：亞太地區

的下一個科技革命」

2010 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後經濟危機時代的

政經展望與社會安全議題」

2010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後 ECFA 時期

亞太區域整合情勢與台灣的未來

2010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全球恐怖主義、

經濟局勢與亞太區域合作

2010 年亞太青年事務培訓營紀實

「2011 亞太區域情勢前瞻」圓桌論壇－中山大學、

中興大學

「2011 亞太區域情勢前瞻」圓桌論壇—東海大學政治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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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企業論壇

2010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雲

端運算：亞太地區的下一個科技革命」

 藍蔚迎、黃暖婷

本次論壇由業界的實務經驗與學界之學術研究等兩大角度切入，針

對我國應如何在促進雲端科技產業發展的同時，借鏡亞太主要國家的雲

端產業發展趨勢，以提高我們在相關產業的競爭力， 並適時因應經濟復

甦後，新的經濟模式對新產業的需求，與現場之與會人士一同進行意見

交流，增進各方對雲端運算產業的深入瞭解，並為我國未來對於雲端產

業相關發展之因應對策激發更多的火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

國委員會洪德生副主席表示：選擇雲端科技做為論壇的主軸，主要是鑑

於日本於 2010 年 11 月 13 至 14 日在橫濱舉行 APEC 領袖高峰會，而「以

知識為基礎的成長」是其主要議題之一，又值此經濟危機逐漸脫離谷底

之際，著實有待其他結構性因素的轉變及新技術的研發，以進一步推動

經濟成長。「雲端運算 (Cloud Computing)」的發展，讓使用者只要利用具

備網路連線能力的電腦裝置，就可以直接得到服務；現下雲端運算科技

之發展，儼然已成為新世代的商機以及技術，勢必引發新一波的資訊產

業競爭局勢。我國的資訊工業發展成果，有目共睹，目前也是全球重要

的資訊硬體產品供應地，而事實上，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在 2009 年 9 月，

就曾責成經濟部舉辦一場「雲端運算發展策略論壇」，該論壇也促成產

官學界的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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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我國與亞太區域在雲端運算產業裡的

重要性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呂正

華組長以「我國與亞太區域在雲端

運算產業裡的重要性」為題，闡釋

雲端運算的意義、重要性、發展趨

勢與相關產業發展，而雲端運算產

業也被政府列為四大新興智慧型產

業之首。

2010 年一月十八日，馬英九總統提出「全球創新走廊」的概念，認

為台灣應該結合先進國家的科技，與亞洲四小龍的創新，打造全球創新

走廊，把先進國家實驗室的成果迅速商品化。廣達電腦林百里董事長亦

常提及雲端運算，認為台灣過去的優勢在硬體，未來應突破此種思維， 

把握軟體（software）、系統（system）與服務（service）等核心價值，從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互連性（connectivity）與終端裝置（client 

device）所組合成的「新 3C」著手，培養軟實力，推動智慧型創新產業

之發展。

呂組長談到：由於台灣是亞太地區國際海纜的樞紐，部分大企業亦

曾表示台灣有其地理位置上優異之處，希望能把台灣當作企業運籌總部，

做為資訊系統的核心，扮演企業戰情室或總管理處的角色。2009 年 11 月

4 日，微軟執行長 Steve Ballmer 來台，於「雲端運算共創三螢」演講中，

指出未來十年，無論公、私有雲端都將朝智慧型發展，經由電腦、電視機、

手機等三個螢幕組成的「三螢」送到消費者手中，並將率先於西雅圖、

加州、台灣等三個地方發生。

 (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呂正華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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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雲端運算對於國內業者而言，是危機也是轉機。由於產品精

簡，許多運算從「端」移動到「雲」，所以在此趨勢之下，個人電腦系

統軟體和高階處理器的需求將會降低，衝擊台灣電腦代工廠的營收，但

也會為廠商帶來諸如伺服器、路由器和儲存裝備、無線和有限寬頻傳

輸、PC、MID 和智慧型手機等含有龐大商機的轉型機會。因此我國政府

亦提出「雲端產業發展方案」，預定至民國 103 年的五年內，投資 170

億台幣，建設相關基礎建設、平台和服務。

許多人常常問什麼是「雲端」？ 「雲」和「端」又是什麼？儘管不

少人把「雲端運算」約略等同於網路運算，但是雲端運算是一種經由網

際網路進行電腦運算的技術組成和商業模式，概念上與過去網路運算的

差異，在於把資料與服務放在網際網路上大型、可延展的資料中心，將

本來可以在終端處理的運算放到遠端，減低終端設備的需求，也使得使

用者可以利用各種具備網際網路連線能力的電腦終端裝置，無所不在的

使用資料與服務；未來電腦運算就像是水、電一樣，只要連上網路即可

使用，而這當然需要強大的傳輸能量。

Gartner 把雲端運算分為「雲端服務」與「雲端科技」兩大類：「雲

端服務」專注於藉由網路連線從遠端取得服務，例如提供使用者安裝與

使用各種不同作業系統的 Amazon 服務，使用者可利用這些服務，只靠

一支手機就做到許多過去只能在個人電腦上完成的工作；「雲端科技」則

是著眼於利用虛擬化與自動化等技術，來創造和普及電腦中的各種運算

資源，並預計至 2013 年，全球雲端運算的整體產值，將可達到 1501 億

美元。

現下雲端運算服務，主要可分為「基礎建設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平台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與「軟體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等三種類型：基礎建設服務類似於過去的「主

2552010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雲端運算：亞太地區的下一個科技革命」



機代管」，提供了核心計算資源和網路架構的服務，可省下企業構建的費

用；平台服務是指提供諸如趨勢科技安全、醫療保健、數位內容交易等

資料儲藏與處理的平台，給系統管理員和開發人員進行程式開發與管理；

軟體服務則是提供如手機雲端服務、健康照護服務、金資中心、證券交

易⋯等等透過網際網路和應用軟體，讓用戶隨時隨地取用或租用的服務。

有關雲端運算產業發展，呂正華組長由行政院擬定，雲端運算在文

化創意、醫療照護、生物科技、觀光旅遊、綠色能源、精緻農業等六大

新興產業的應用，描繪出我國雲端運算產業發展的藍圖。在文化創意方

面，政府目前正推動「雲端書櫃」，希能掌握華人同文同種的優勢，以

數位閱讀裝置 Bundle 創新數位內容服務，開拓新商機，並提供雲端閱

讀平台，透過讓業者快速出版刊物，豐富電子書供應，帶動台灣出版業

的發展。就醫療照護而言，政府的重點在於「個人電子病歷交換雲端

服務」與「智慧醫療系統雲端服務」，期能滿足電子病歷交換需求，以

ICT 打造分散式智慧醫療網，使醫院朝向體系化發展，建立雲端遠距醫

療照護，減少重複投資浪費，並提高醫療服務的品質與水準。雲端運算

運用於生物科技上的主軸則恰恰源於個人、醫療照護與醫療器材業的需

求，以「健康銀行」醫療平台為基礎，提供個人完整的健康資訊，並藉

此提供醫療照護業與醫療器材業精準、多元化、客製化的商機。觀光旅

遊上包括「觀光旅遊雲端入口網站」及「國際人士來台觀光雲端服務」， 

以雲端運算連結景點、旅遊業者與民間住宿，提供完整即時的觀光資訊，

提高國際人士對台灣旅遊的滿意度，行銷台灣。雲端服務運用於「綠色

能源」，則是建立第三方能源管理平台（Energy Cloud），善用 ICT 管理

各區域的用電狀況，分析電能使用效率，並供應最適化用電的「能源管

理服務」機制，達到極佳的區域節能效果。就精緻農業方面，政府則希

望透過「遠距精準監控平台」、「農業技術供應服務平台」與「電子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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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稽查平台」的建立，建構「科技農場雲端服務」，在生產與經營模式

上有所創新，發展精緻與規模農業經濟。

第一場次： 亞太地區於雲端運算產業裡的供應鏈

分佈

 

第一場次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的洪

德生副主席主持，並邀請到騰雲計算 (TCloud Computing) 事業開發協理

陳育杰先生與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 詹文男所長， 就「亞太地區

於雲端運算產業裡的供應鏈分佈」進行討論。

陳育杰協理表示：趨勢科技之所以成立騰雲計算，是在於發現了台

灣在雲端運算上與國外的落差，而雲端運算與十年前的網際網路風潮，

又有什麼差距？儘管雲端運算與十年前的網際網路風潮， 以末端使用者

看來並沒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明顯的差異，在於網際網路服務因雲端

運算而增加， 「雲」越來越大，內容也越來越專業。而從技術角度來看，

( 左 : 騰雲計算公司陳育杰協理、中 :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洪德生副主席、右 :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所詹文男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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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資訊平台是否能藉著雲端運算技術， 成為如水電一般方便的基礎設

施，則是雲端運算的重點。

雲端運算的發達，可以大幅減少企業在機器設備上的固定成本支出，

也因此提供了更多創造性上的可能，使創業者更能專注在創新上並同時

降低創業門檻，是非常正面的良性循環。以軟體商的角度來說，雲端運

算也代表了商業模式的變化：由於購買、安裝與使用模式的改變，過去

的軟體經銷商與安裝商會擔心自己在新價值鏈的定位在哪裡，而產品包

裝模式的本身，也會因為軟體只要下載即可取得，所以必須要重新思考。

就平台方面來說，雲端運算也使得客戶可以自行建立平台，使得以經營

平台為業的廠商面臨失位。就硬體方面，整體伺服器品質的要求也不再

需要那麼高，所以無論對電腦軟體還是硬體商來說，雲端運算都大大改

變了業界的經營運作模式，然而雲端運算也會帶來產業分工上的大幅轉

變，創造新的機會。

此外，陳協理認為雲端運算最讓人擔心的移動性與安全問題，有情

感方面的因素，也有技術面上如何保障的問題，但是「有需求就有供應」，

這方面會一直有所進步與發展，而未來顧客也將越來越習慣將資料交由

資料庫儲存。最後陳協理認為台灣在雲端運算上，政府應當做好基礎建

設與服務，讓所有在網際網路上想要提供服務的廠商，能夠「Pay as you 

go」，減少成本，將有助於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創意發想與服務

提供。

資策會詹文男所長則提到雲端運算所面臨的挑戰：在技術與服務能

量上，雲端運算是規模經濟， 業者需要具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購買大

量主機， 並在各地興建營運機房與備援機房。目前清一色都是國際資服

大廠投入，例如 Google、Microsoft 和 Amazon.com 等，因此雲端運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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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基礎建設的競爭。其次，IT 虛擬化技術多掌握在外商，例如 VMWare、

Citrix XenServer 等應用工具。不但可以將一台主機分割成多個磁碟空間

（Partition）， 更進階提供動態的資源配置，有效節省機房空間和電力成本。

由於台灣廠商沒有此類自主技術， 底層 IT 虛擬化技術仍需仰賴外商支

援，也相對壓縮了獲利的空間。此外，雲端運算執行程序是新穎的平行

運算解題方法，包括 Google 自行研發的 MapReduce 或 Yahoo! 的 Hadoop 

MapReduce。短期而言台灣業者相關基礎人才還是不足。倘若企業要將

分散各地的資訊系統集中整合與移植，必須進行大量的系統移植工程，

此類 IT 人才亦需再培養。

目前企業對雲端運算仍有穩定性、安全性的疑慮，雲端安全議題包

括「資料安全」、「終端防護」與「雲端防護」等三個層面。就資料安全

來說，由於所有資料皆儲存在雲端，資料安全問題便自然浮現。許多使

用者目前仍抗拒將個人保密資料儲存在雲端上；在終端服務上，由於所

有服務都是透過網路提供，因此若終端使用者中毒，則雲端也有可能遭

感染或入侵，雲端業者必須有相應的對策，特別是當終端可能高達數百

萬至數千萬的時候，而相反的，當雲端中毒或遭入侵時，雲端業者也必

須進行「雲端防護」，確保終端用戶不會受到任何的感染或入侵的風險。

此外，雲端運算採用專屬的基礎架構，許多商用資訊系統並未在平台上

獲得驗證，加上既有軟體大廠可能擔心雲端運算會侵蝕原有 On-Premise 

License 獲利，而不大力推廣， 在在都是未來的問題。

然而，自從雲端運算興起之後，商業模式已經改變為「買服務送軟

硬體」，所以以硬體為主的台灣資訊業界，確實必須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

然而我國位居亞洲國家對外網路溝通之海纜樞紐，資訊產業具備發展具

價格競爭力之可連網終端裝置（如迷你筆電、行動聯網設備等），其次我

國寬頻上網普及，已具備龐大資料中心運算資源與運作機制， 加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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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PC 產業，可大量供應低成本之雲端運算主機資源；台灣的電子商務、

Web 2.0 網路服務業發展數年，且已有業者具備開發雲端運算服務能力

（如趨勢），所以具備發展與經營雲服務之相關經驗與潛力。因此台灣應

從從具優勢的價值鏈出發，朝系統整合及服務轉型，及早在雲端運算產

業中佔一席之地。

第二場次： 如何在雲端運算中找到台灣科技業的

下一個春天

 

在這個場次，主辦單位邀請到賽門鐵克 (Symantec) 的莊添發資深技

術顧問、以及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 的陳豫德經理蒞臨

現場，針對「如何在雲端運算中找到台灣科技業的下一個春天」這個

主題，和在座的嘉賓進行與談。本場次的主持人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的邱達生副秘書長。

賽門鐵克資深顧問莊添發在會議上分別就整個資訊環境的演進、雲

( 左 :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 I E K ) 陳豫德經理、中 :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 (CTPECC) 邱達生副秘書長、右 : 賽門鐵克（Symantec）莊添發資深技術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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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運算產業的產業結構、雲端運算的特性、以及雲端運算的實際運用等

做介紹。莊顧問表示，雲端運算產業未來的發展願景，就是希望將資料

的計算和儲存，變成像公共水電一樣方便易用的資源。 莊顧問也在簡報

中指出，全球用在雲端運算服務上的支出，2009 年估計約 174 億美元，

其中花費的細項主要包括：伺服器、商務應用程式、應用程式開發部署、

基礎架構軟體、資料儲存等等。初步估計到 2013 年，全球花費在 IT 雲

端服務的總費用將高達 442 億美元。故莊顧問表示，台灣在雲端服務這

個市場，未來仍多有可為之處。

為了讓現場與會的嘉賓，能更清楚的瞭解雲端運算產業，莊顧問也

簡單介紹了雲端運算產業的架構。雲端運算產業的上游大抵可分為硬體

供應商、以及基礎軟體供應商兩大部份，這兩大供應商底下更有雲供應

商、雲服務供應商、應用供應商，最底層則是使用這些服務的企業以及

個人用戶。目前國外致力於雲端服務的企業，多為規模較為龐大的資訊

業者，包括：Amazon、Google、 Symantec、及 HP/EDS 等企業，除此之外，

莊顧問也就台灣目前的雲端產業現況，做了介紹與說明。

其實台灣自 2008 年開始，就有許多廠商投入雲端產業，其中包括廣

達、緯創、鴻海、英業達、普安等業者，這些廠商的主要工作重點在於

發展「雲端運算」設備，諸如伺服器、大型儲存設備、電源、及網路設

備供應方案等。此外，桌上型電腦（PC）、筆記型電腦（NB）、智慧型

手機、數位電視 (LCD TV)、以及新的端點裝置等等，也是這些台灣廠商

所著重的雲端重點所在。另外，工研院也於 2009 年成立了雲端運算行動

應用中心，該中心除了著重於雲端硬體設備的發展上之外，更專注於開

發高效率且完整的系統軟體服務，以及其他在雲端運算產業應用的研發

工作等等。資策會也於 2010 年 1 月，研擬了雲端產業發展方案 ( 草案 )、

中華電信也開始了 HiCloud 的雲端備份服務、今年也由台灣雲端運算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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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聯盟主導了 70 家產業廠商及公會的成立，開啟台灣雲端運算元年。政

府方面，亦企圖打造包含財稅、電子化政府、教育、農業、防災、政府

採購等面相在內的 15 朵政府雲，不過實際的投資額仍在最後確認階段，

估計總金額將超過新台幣 100 億元！

整體而言，莊顧問表示，台灣在雲端運算產業所特有的優勢為：硬

體設備良好、行動上網於整個台灣地區相當普及 、軟體的創新科技出色、

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但礙於我國缺乏電力等天然資源，經濟規模也不

那麼龐大，加上國內的資訊服務業到目前為止，仍相當仰賴內銷市場，

這些可能都是未來台灣在雲端運算產業中發展時，會遇到的挑戰。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 經理陳豫德也在會中表示，

台灣應藉由醫療、金融、製造等產業之優勢，作為發展雲端運算的奧援。

此外陳經理也從歐盟與韓國的政策出發，分析台灣的雲端發展策略。陳

經理更表示，過去的硬體業者只賣給客戶其所需要之硬體，未來硬體廠

商除了賣硬體給克戶外，更應藉由協助客戶管理所共用的資料，培養硬

體廠商成為雲端服務廠商的能力。

此外，陳經理也提到近年來和台灣一直在 ICT 產業處於競爭地位的

韓國，他們的雲端運算服務業的發展情形。陳經理表示，韓國是透過政

府的大力支持來發展雲端運算服務。韓國的公家單位，不僅率先從事相

關之基礎建設，更進一步由政府創造對相關服務的需求，避免發生廠商

投資生產過後，而找不到買主的情形發生，這樣一來，相關的廠商也才

有意願去從事進一步的投資。建議未來台灣也可以韓國為例，移植相似

的發展經驗到台灣來。

不過，陳經理也提及，未來雲端服務發展的空間仍舊相當廣闊，之

後用戶端所需要的終端產品可能也要逐漸朝向少量但多元化的方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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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爾後為了因應產品的多樣化，台灣廠商面對未來瞬息萬變的產業動

態，應培養更敏銳與迅速的應變能力。 

（作者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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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後經濟危機時代的政經展望與

社會安全議題

黃暖婷

2008 至 2009 年，全球經濟危機對亞太區域的政經情勢產生了前所未

有的衝擊，為了因應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諸如亞太經合會（APEC）與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等亞太區域主要的多邊機制，刻正積極

籌劃構思新的成長模型，思考經濟成長的策略要如何更為包容，才能夠

使各地區與產業更平衡的發展，讓更多人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且更

為綠色與安全？新的成長模型中，有關貿易投資進一步自由化的層面，

則又涉及區域政治板塊的變遷。目前亞太區域的經濟景氣已經處於復甦

階段，當此後危機時代，將來的區域政經發展面向值得探討，以利提早

因應此外全球經濟屬於人為因素而在亞太區域，受到這項人為災難衝擊

最劇的，即是本區域的社會弱勢族群。如何協助社會各階層儘快復原，

並再度投入生產與消費行列，抑或如何強化社會弱勢團體來因應潛在的

危機衝擊，也是 APEC 與 PECC 的研究重心。

因此，2010 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即以「後經濟危機時代的政經

展望與社會安全議題」為題，邀請學者專家，就亞太區域的政經發展、

勞工與就業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期能為亞太區域的經濟復甦與社會安全，

提供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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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一：後經濟危機時代的政經展望

場次一「後經濟危機時代的政經展望」首先由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

士剖析亞太地區後經濟危機時代的區域經濟情勢。剖析此次金融海嘯對

各國的影響，胡院士認為基本上可分為三類：

1.  銀行過分操作財務槓桿：如冰島（三個國營銀行佔其經濟的 85％）、

英國。

2.  本來財政就有困難，金融危機時又以大量赤字挽救經濟的國家：如歐

洲的希臘、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等國。

3.  出口依賴高技術製程產品，其他國家經濟衰退時，對此類產品減少進

口，因而經濟受影響，如台灣、日本、韓國。

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在此次金融海嘯不太受影響，主要是因為中國

大陸主要出口中低階產品，移轉替代消費效應減緩了中國受影響的程度。

胡院士進一步指出：眾所皆知，金融海嘯的原因主要來自於房市泡

沫，而房市泡沫則與葛林斯潘當時的低利政策有關，但是葛林斯潘的辯

駁中，卻暗指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儲蓄過多，才是影響長期利

率低迷的主要原因。胡院士認為平心而言，兩者皆有責任。然而放眼

未來，金融海嘯之後，儲蓄氾濫的情勢並沒有獲得紓解；其次，各國

都以大量赤字提昇經濟，如今是否有穩健的財政方案，控制赤字造成

的問題？此外，這次金融海嘯的復甦時間比各界預期的快很多，原因

在於各國通力合作，但是從區域經濟的觀點來看，之後我們是否還要

採取這樣的模式，在在值得進一步關注。

經過金融海嘯之後，因政府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但投資氣氛卻仍舊

低迷所導致的超額儲蓄現象，不只是我國的問題，也是全世界許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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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的問題。這些超額儲蓄是否有被實質投資吸收？如果沒有被吸收，

這些熱錢還是到處氾濫，那麼下一波的資產泡沫可能會發生。

解決東亞國家的出超問題，美國第一個呼籲就是人民幣升值，但升

值的幅度各家說法不一。胡院士認為：東亞超額儲蓄有其結構性的問題，

以中國為例，許多人必須要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打算，也因此造成高額儲

蓄；真正要來解決東亞超額儲蓄問題，除了美國必須解決自己的結構性

問題之外，東亞國家也須構築更為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另外，此次從金融海嘯復甦的過程中，儘管各國創造了通力合作的

良好範例，但是寬鬆貨幣與財政政策之後的高額財政赤字，卻是不得不

面對的問題。以這次希臘的債務危機來講，德國便因得利於歐元的持續

貶值，而遲遲不願對希臘伸出援手。一般講來，財政穩健的定義，是指

赤字不能超過 GDP 的 3％；政府債務不能超過 GDP 的 60％。相較於歐洲，

東亞超過此一數字的國家只有日本，但是日本得益於民間儲蓄很多，所

以不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問題。

 有鑑於國際經貿合作呈現「區

域化」的狀態，就東亞金融合作

方面，要採取何種金融合作方式？

以台灣來說，平均 60％左右的貿

易是與東亞國家進行，既然區域

內貿易佔台灣貿易這麼大的比例，

我們為什麼要以美國為核心，調

整貨幣？因此東亞遂有在彼此之間幣值取得平衡，並在緊急時提供流動

部位之議。目前提出的方案有「債務基金」、「債券基金」、「亞洲債市」

與「多邊換匯」等方式。而亞元區是否能夠成真？問題在於要做到亞元，

各國必須要放棄自己的貨幣主權，也會增加各國國內經濟治理的難度。

左：台灣大學政治系蕭全政教授；

右：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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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次金融海嘯來自美國，但通常一國的左手是財政政策，右手是貨

幣政策；若只能用一隻手，對一國的經濟平衡有相當的困難，也會有道

德的危機。因此，若要成立亞洲的貨幣機制，歐元的經驗值得我們探討。

最後胡院士下了三點結論：

1.  金融海嘯下，各國都有各自的財政問題，必須要有機制來進行未來的

財政規劃。

2.  金融海嘯的快速復甦，得益於各國的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的加碼），

但財政政策若退場之後，經濟是否還能維持復甦，有賴於時間點的掌握。

3.  APEC 的經濟成長策略：包容性的經濟成長要如何來達成？經濟的平衡

發展要如何來達成？區域的合作有其需要也有道德風險，有賴於各國

的智慧。

台大政治系蕭全政教授，則就亞太地區後經濟危機時代的區域政治

情勢進行深入解讀與建言，由討論金融海嘯的過程與特性，與其反映在

各國經濟成長上的政經現象開始，勾勒出金融海嘯對亞太區域內政經情

勢的影響，最後回到台灣本體，希望就台灣所面對的國際政經情勢變動

思考策略，並進行立即策略性的反省。

2007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初，整個金融海嘯是一段從美國擴張到歐洲，

再到全球的過程。對於金融海嘯的解釋有很多種講法，特別是在經濟學

界，有很多人覺得因為人性的貪婪，尤其是華爾街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

從事非常複雜理性的計算，結果並無法如預期般避免風險。

蕭教授個人對於經濟學界純粹從人性的貪婪來解釋這次的金融海

嘯，感到不以為然，認為應以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行為的角度，整

合人類行為中理性、自利與貪婪、一窩蜂的兩面，回到歷史脈絡，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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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的發展與擴張過程，觀察這場改變全球的危機何以發生。

如果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整個發展脈絡來看，從二級的製造業，到以 IT

為基礎的三級知識經濟服務業是理所當然的，而這樣的服務業，自然皆

以資金的流動與槓桿操作為尚。當「世界工廠」已經在中國大陸，歐美

等已開發國家，自然只能發展到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產業型態。因此蕭教

授認為：假若時間倒流的話，我認為葛林斯潘還是會採取貨幣寬鬆政策，

因為貨幣的寬鬆，其實是讓所謂的 moneygame 能夠順暢的必要條件，也

才能夠操弄高財務槓桿，創發更多衍生性金融商品。換句話說，衍生性

金融商品讓質更多元化，但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衍生性金融商品

的量。

基於上述結構性的特色，金融危機之後的重整，可能要回到這樣的

脈絡去觀察：中國大陸要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那麼這些

做為「世界賭場」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又要怎麼變？目前美國也有兩種

勢力在討論：是要隨著產業發展，慢慢提升，還是要有更多的製造業？

隨之蕭教授也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來定性

金融危機，那麼亞太區域內「海洋世界」與「大陸世界」的對峙狀況，

就呈現了不同的生存與安全之道；具體呈現於經貿，就是「亞太主義」

與「東亞主義」的對壘。所謂的「東亞主義」是以整個東亞為中心而至

於東南亞，「亞太主義」則有「海洋版」與「陸地版」兩種，而「亞太」

的觀念也反應在 APEC的英文名稱的變動上，從「亞洲的太平洋」延伸到「亞

洲與太平洋」的意涵。

亞太區域內最令人矚目的政治角力，就是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爭

霸：歐亞大陸世界相對於太平洋的海洋世界，海洋國家在這次的金融海

嘯中受到的衝擊較大，所以總的來講，在區域內我們可以看到以中國大

陸、美國為代表，各自標榜「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反映「海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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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的局面，而這個格局在 APEC 中也一直非常鮮明。在 APEC 國家中有

「ASEAN ＋」系統，代表歐亞大陸世界，有「區域主義」與反美的傾向，

以各種 RTA/FTA 為代表，而「亞太主義」其實就是指全球主義，以美國

所主張的「開放性區域主義」為目標發展，並以 WTO 為代表，而這種競

爭也可以放大到全球層次。

回到台灣的處境，由於我國的國際處境關係，加入區域主義有困難，

因此我們希望全球主義能夠廣為推行。只是由於全球主義的推行並不順

暢，區域主義反倒繁衍，全球簽訂了 270 多個 FTA/RTA，使得台灣掙扎

於全球主義與區域主義之間，有被「邊緣化」之虞。我們必須試圖在東

亞地區有所突破，而最近討論較多的問題，就是 ECFA 簽署的問題。

蕭教授點出：在經濟層面的全球主義與區域主義之外，台灣剛好處

於海陸兩股勢力交鋒之處，在政經安全上可以是橋樑，也可以是兩股勢

力被夾殺的標的。目前的狀態，可說是台灣最差的選擇；如果從現狀

來看，台灣正在被兩股勢力汲取資源，卻無法從任一方獲得具體的好處，

使台灣面臨經濟孤立的壓力。然而，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當世界工廠

變成世界市場的時候，台灣如果能與世界市場有更多交流，是符合資

本主義競爭的。

對於 ECFA 可能出現的問題，蕭教授認為：主權嚴格講起來不是問題，

因為 CEPA 具有非經濟性條文的限制，而以目前 ECFA 雙方的接觸，根據

WTO 規定，可以不再增加任何農業進口，農業進口額可以在 10 年內控

制在 10％不受規範的範圍內，所以對於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

等「三中」的衝擊，應理性看待。有關產業發展的部份，蕭教授個人

肯定製造業絕對不能萎縮，因為只有高科技的製造業，才能保證台灣

服務業的可長可久，也才能保障勞工的工作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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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後經濟危機時代的社會安全議題

場次二「後經濟危機時代的就業安全問題」首先由中正大學勞工關

係學系的藍科正副教授，概述後危機時代的就業安全問題，並加以分析

建議。勞工對就業的不安全感源自於總體環境（如不景氣、社會不安定）、

組織（如產業升級、企業購併、重整、縮編、外移）、工作（如職務內容、

升遷前景、競爭、工作型態）和個人（如適應變遷能力、性格、家庭成

員意見）的因素，導致未來不確定性和無法控制的威脅認知，從而會影

響勞工的勞動參與、組織承諾、工作績效與工作滿意度。因此，長期以

來，就業安全就是各國政府施政的目標之一，其涵蓋的內容包括預防失

業、促進就業、技能發展、失業補償等。

藍副教授認為：台灣以就業保護法提供失業補償、促進失業者就業、

被保險人的雇用安定、緊急安定措施等；以執業訓練法規範失業者職訓

和在職者職訓；以就業服務法補充提供促進弱勢者就業、宣示禁止就業

歧視、規範藍領外勞管理等；再試圖以就業諮詢、就業推介、職業訓練

推介和失業給付四合一機制來連結。可是由於部分條文過於簡略，適用

對象亦不一致，法規間的關聯性架構並不強，未來宜規劃江就業服務法

修正為就業安全法，強化積極性的激勵手段，凸顯較健全的就業安全政

策之架構，俾能涵蓋較廣大的勞工對象，也較利於施行。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王安祥主任，則接續藍副教授，以「後經濟

時代的職業災害勞工保障」為題，探討我國目前勞工職業災害的現狀、

雇主與事業單位責任，以及相關的勞工保障法令、措施及機制。根據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9 年的勞動統計年報資料，我國的職業災害傷害頻率

約在 2％上下，傷害嚴重率也逐年減低，但仍應加強職業災害的預防與

對職災勞工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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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業災害的雇主與事業單位責任方面，目前我國係以勞動基準法

第 59 條與勞動安全衛生法第 16 條規定，但是目前職災勞工補償的取得，

在訴訟實務上卻常面臨雇主責任是否過重、職業災害勞工是否拿得到合

理的補償，以及法令規定有所衝突、不足的部分如何處理的問題。目前

政府的方向是希望能制定「職業災害保險法」，並與勞動基準法、勞工保

險條例等相關保障性法規結合，希望能夠具體保障勞工的權益。

在職災的預防與重建上，目前許多先進國家是以行政法人機構處理

相關事宜，台灣的體系則是由各縣市特殊勞工家庭支持方案的個案管理、

訴訟協助、大醫院的傷病診治，以及由相關醫療、社福單位執行職災重

建所構成。

 

 與談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陳明芳助理教授認為：現在的台灣比

起 20 年前，對待社會安全、社會福利政策已有正面的態度。然而在經濟

全球化時代，社會安全體系除了保障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之外，也有包括

保障全民健康維護、促進所得與就業等正面意義與功能存在，人力資本

建構，與提昇強化國家競爭力，也讓國家比較能夠積極的整合到全球經

左：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王安祥主任；右：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藍科正副教授

左：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馬財專副教授；

右：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陳明芳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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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系之中，避免保護主義蔓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社會安全的政治

意義上，由於「社會團結」是社會安全政策所特別強調的面向之一，與

社會安全相關的人力資源政策也能夠提昇國家競爭力、調和不同團體的

政治、經濟、社會利益，讓民主更能夠在一個穩定的社會基礎上鞏固、

深化。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馬財專副教授則認為：職業的安全衛生與補

償，是在一個風險社會下，必須高度建構的主題，無論是個體、群體、

制度法律的建置，未來都應該更加被社會所重視；目前台灣許多法令規

範雖然建置上不比國外差，但是在執行與系統回應、檢核上卻十分不足，

因此我們應當更加重視這一部分。此外，目前「外包」漸漸成為台灣勞

動方式的趨勢，對於彈性勞動人口的職業保障，卻會在不斷轉包的過程

中，使得這樣的勞動者權利不斷被打折。既然「轉包」已經是不可阻卻

的趨勢，我國應參考歐盟的作法，增進彈性勞動者的保障。在特殊勞工

家庭支持方案的方面，目前實務上有非常多的困難，舉凡人力、法令、

制度、體系、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等，在在都是問題，未來應加強考核。

最後，應如何協助職災勞工的訴訟與就業重建，可說是實務上最複雜，

也對勞工來說最切身的問題，應當更加被關注。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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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

後 ECFA 時期亞太區域整合情勢與

台灣的未來

黃暖婷

2010 年 7 月間東協部長會議已決議將邀請美、俄兩國參加「東亞高

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但形式上，仍將於今年 10 月的東協高峰

會與東亞高峰會時，由領袖們正式對外宣布。東亞高峰會自 2005 年召開

以來，因為美國並未親自參與其中， 大多人認為「東亞區域主義」將逐

漸凌駕於「亞太區域主義」之上，但自從歐巴馬總統上任以來，美國積

極的透過「雙邊」與「多邊」的政、軍、經等多軌的外交政策，積極參

與東亞事務，重塑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此情勢似乎正落實了美國

柯林頓國務卿在上任之初提及的「巧實力」（smart power）外交政策。正

當亞太局勢處於變動狀態的同時，我國也因為簽署 ECFA 後，不僅兩岸

間的關係與情勢更為穩定，也盼能藉此全力發展「台灣的黃金十年」。兩

岸與東亞間的互動隱然存在著彼此牽絆但又相生的三角關係，面對此一

關鍵時期的區域情勢發展，我國應如何借力使力，整合兩岸與亞太發展

趨勢潮流，發揮並扮演我國在亞太地區應有的角色，遂成為此次太平洋

企業論壇邀集知名專家學者共聚一堂，進行討論的主題。

場次一： 亞太區域整合現狀與展望

政大國關中心亞太研究所楊昊助理研究員表示，亞太區域整合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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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嘗試反應在地需要，建立一個更適合於經濟貿易發展的環境，儘管區

域整合常常是「由上而下」的概念，但是許多的合作會滲透到在地社會

行為中，產生結構性的變革影響。

從結構層面來看，從冷戰轉至後冷戰的格局，亞太的合作進程與模

式有一些新的形式發展出來，誠如一些西方觀察家所提的「網絡化」（如

ASEAN ＋），現在則進一步呈現出「層疊化」的發展（如今年的東協國防

部長會議中，有區域外國家加入）。而在實踐上，各國在參與合作過程中，

則透過雙重外溢效應，強化彼此的合作信心，議題也從經貿擴展到投資、

環境、糧食、能源等層面。這些發展說明了制度與制度的配搭，呈現出

亞太獨有的風貌，也是亞太國家集體行動的成果。亞太區域整合理想與

實踐的不同論述，則與強權政治的影響密切相關，譬如北京對於東南亞

的經略已經開始改變，結合「軟權力」與援助的合作；日本則為回應中

國大陸崛起後對東南亞的影響，開始對東協持續加碼；美國近年來參與

亞太與東南亞區事務的戰略高度不斷提高。簡單來說，強權政治的競合，

是促成亞太整合的核心動力。

中興大學國政所廖舜右助理教授則使用「結構現實主義」的途徑，

透過結構的方式，以全體來檢視個體的發展。針對亞太區域整合的展望，

廖教授提出三組數字：「二：兩個結構性的勢力，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

「四：四種區域主義」、「七：七個整合計畫與方案」。自從西力東漸，主

權國家概念進入亞洲，「大陸勢力對海洋勢力」成為許多變動亞太區域結

構戰爭的一致現象。有鑑於「區域主義」是特定的國家或集團，透過人

為的政策合作方式，想要把區域化、經濟化或一體化的成果，導引到對

自己最有利的方向，若以行為主體區分，亞太地區的區域主義有四：第一，

東協主義，希望以東協做為同心圓；第二，以美國為主的亞太主義，範

圍最廣，並且堅持太平洋彼岸也應該算做亞洲的一部分；第三，大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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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亞主義，希望能結合東亞主義，但是某程度上排斥美國；第四，以

日本為主導的海洋型東亞主義，差別在於大陸型的東亞主比較排斥亞太，

海洋型的比較不會，但基本上以東亞為主。

 

目前在亞太地區較受矚目的七個整合計畫與方案則包括東協共同

體、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EPEA）、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亞太共

同體（APc）、中日韓自由貿易區（CJK，目前以峰會方式呈現）。就廖教

授個人的觀察，2008 年前 EAFTA 最受到矚目，但在金融海嘯之後，今年

ASEAN 一切穩定，EAFTA 也預定在今年進行實質談判，CEPEA 速度與動

能變慢，其問題在於日本首相頻頻更替，政策不連貫，以及日本自身對

CEPEA 的注意力移轉。FTAAP 進展速度也不是很快，主要是因為 APEC 之

內也陷入了 REI（區域經濟整合議程）與 FTAAP 兩條路線之爭。TPP 進步

最多、動能最大，短短兩三年間，表態願意加入 TPP 談判的國家已經達

到 12 個，已經超過 APEC 會員體的半數，很有可能成為 FTAAP 的開路者

機制。在 APc 方面，由於澳洲總理陸克文下台，動能似乎已經喪失。依

附在中日韓峰會架構下的 CJK 則架構完備、成長迅速，有經濟合作組織

由右至左：政大國關中心楊昊助研究員、中興國政所廖舜右助理教授、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台大政治系蕭全政教授、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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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模，並承諾在 2012 年前進行聯合研究，計畫於韓國建立秘書處。

台大政治系蕭全政教授以歸納性的角度出發，認為區域主義對於國

家來說，是現實利益的考量，一國決定與誰合作時，也決定了與誰衝突，

使得亞太地區區域合作的衝突性其實相當高，連「亞太」這個概念都隱

含著衝突性。經濟合作其實隱含著劇烈的競爭。簽署 ECFA 對台灣來說，

是為了要避免邊緣化，對大陸來說，則是藉由和平發展求和平統一。夾

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台灣的狀況很特殊，若有較好的調整，將會有舉

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任何的轉變都隱含著危機與契機，實際上如何調整，

要從政經現狀去思考。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則認為目前推動亞太區域整合的力量主

要是經濟利益，而 2010 年 10 月 12 日的第一屆東協國防部長會議中處理

的人道救援、災害救援、包括維和行動與醫療措施在內的反恐怖主義等

五個主題，則建築了經濟合作之外，區域整合的必要基礎。未來的亞太

區域整合隱然有「ASEAN+ 的擴大」與「TPP」兩條路線，兩者無論在議

題還是參與者上，同質性已經越來越高，將來台灣何去何從？政府應該

花更多心力研究此一嚴肅問題，準備好面對這個變局。

由右至左：遠景基金會劉大年副執行長、淡江戰略所黃介正助理教授、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卓慧菀教授、外交部亞太司陳文煙副代表、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

究院林建甫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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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 後 ECFA 時期我國的亞太策略

遠景基金會劉大年副執行長提出，近年來在 WTO 貿易自由化停滯

之際，亞太區域內區域貿易協定的數目持續大幅成長，已然形成一股潮

流。任何一個 FTA 均會對台灣出口產生排擠，而如滾雪球的累積效果將

會對台灣出口影響持續擴大。台灣在東亞區域整合已明顯落後，未來若

無法尋求突破，尤其是趕在日韓之前與大陸簽署 ECFA，勢必是此波東亞

區域經濟整合中最大的輸家。特別是目前時間已不站在台灣這邊，台灣

必須加速擬定策略以消除此不平等之劣勢。 

「中國大陸的全球化」則是台灣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大陸的全球化

可以分成「貿易全球化」、「資金全球化」與「制度全球化」等三個階段。

台灣在大陸的前兩個階段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就「制度全球化」而言，

台灣面臨大陸生產成本上升，人力出現短缺，不利出口產業、內銷市場

開放，國際大廠進駐、國際資金投入中國大陸金融市場，以及中國企業

在海外投資與上市，能量擴充等情勢，進展有限，必須有所突破。

ECFA 並非「百利而無一害」，對若干弱勢、敏感產業確有可能造成

衝擊，但是對內若能透過專家精確評估，切實掌握國內產業衝擊，依個

別產業特性及遭遇問題，分別擬訂輔導措施，協助產業升級，同時在談

判時爭取不開放、較長期程開放或調適期，強化後續監管機制，即時協

助國內產業面對衝擊，並對優勢產業，協助廠商利用開放時機，借力

使力，強化台灣在高科技領域的轉軌突圍，則可利用中國大陸廣大的市

場，提供台灣一個建立自有品牌與服務貿易出口的絕佳舞台，蓄積中長

期創新發展的動能。再者，若能透過 ECFA 建立一個有效的合作機制，

促成台海兩岸結合產業的優勢，建立產業標準或產業的合作開發、投資

與產銷，以擺脫兩岸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相對弱勢，則 ECFA 的簽署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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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提高我國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相反的，卻可讓台灣藉機進行產業升

級與轉型，再創經濟奇蹟。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黃介正助理教授認為，在權力多極

化、經濟全球化、資源稀有化的衝撞下，目前國際大環境對我國的挑戰

很大。歐巴馬上台後，美國提到「合作」、「交往」、「價值」、「人權」的

次數遠遠超過「軍事」；論及「亞洲」、「非洲」的次數也遠遠大於「歐洲」，

這些數字非科學驗證或論辯的意向，要怎麼去解讀？現在的北京，已經

要求自己是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制定者之一，而且規則要對自己有利。

此外，中國大陸海空軍在軍事現代化之後，核心利益已經從台灣、新疆、

西藏進一步擴及到黃海與南中國海，加上其富庶之地盡在東南沿海，對

於長三角、珠三角，以及太平洋島鏈中央的台灣來說，中共的邊境軍力

布置，遂成為無法逃脫的命運。黃教授認為我國未來的發展策略或應有

四：一、重視東南亞超過東北亞，二、重視民主深化與價值為導向的外交，

三、追求永續經濟安全，四、有足夠的防衛能力。未來幾年世局或將有

非常大的變化，目前我國有十分之一的國民長期居住在中國大陸，因此

雙方的相互影響非常的大。台灣真正的安全問題不在飛彈，而是在經濟

上是否能維持台灣穩定向前發展的機會。

外交部亞太司陳文煙副代表表示，2010 年總統在 ECFA 後的記者會，

提出了黃金十年的經濟戰略目標，若要完成這個目標，應該要連結亞太，

進軍世界。外交部要推動三個區域經濟組織的重要政策：一、在 WTO

架構下擬定與東亞主要經濟夥伴簽訂經濟合作策略，參與東協經濟整合，

強化與亞洲區域連結。二、推動台美之間的 TIFA。三、跨部會推動與歐

盟建立 FTA 的小組。簽署 ECFA 之後，亞太區域許多國家，對與我國洽

談 FTA 或經濟合作關係有正面的回應，但目前我國也面對未來與中國大

陸建立外交互信機制，以及內部的藍綠共識、對大陸農產品限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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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準備等問題，必須審慎為之。

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林建甫副院長認為 ECFA 是「現在進行式」，

跟大陸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洽談投資保障協議。若大陸服務業占 GDP 的比

重要提昇，對同文同種的台灣是機會，未來台灣應該要掌握大陸，善用

大陸的服務業崛起，進行「生產性服務業」，但因為服務業與製造業不同，

許多事情無法標準化，尤其現在台商許多的商務糾紛都落在地方法院，

相關商務仲裁如何解決，必須要努力處理，所以投資保障協議（尤其是

仲裁的部份）對台商權益的保障相當重要，而陸商也相當期待能在兩岸

投資保障協議之下，在台投資能夠獲得保障。

在亞太方面，林副院長認為 TIFA 應是台美經貿關係的重點。在美中

之間，台灣可以扮演一些縱橫捭闔，甚至從中取利的角色。跟日本方面，

恐怕會是全面性的合作，而不只是經濟與 FTA 上面。現任駐日代表馮寄

台表示：只要兩岸關係改善，日本人很願意與台灣改善各式各樣的關係。

跟韓國方面則要追求「韓台合璧」，若韓台之間能簽成 FTA，進一步合作，

或能開拓彼此的市場。至於東協部分的 FTA，或可從新加坡切入。在總

體策略上，ECFA 是兩岸大交流與台灣與世界重新接軌的開始，在和平發

展的架構之下，台灣應善加推廣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追求最大的利益。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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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

全球恐怖主義、經濟局勢與

亞太區域合作

黃富娟、許峻賓

2010 年對於亞太地區而言，是局勢瞬息萬變的一年。美中兩強在亞

太區域安全上各自的合縱連橫之勢隱隱成形，此外亞太地區諸多國家境

內亦面臨恐怖主義的威脅，凡此皆使得恐怖主義與區域安全合作，成為

各方關注的議題。

在經濟局勢方面，自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發生之後，「金融監理」、

「貨幣與匯率政策」、「貿易自由化」、「保護主義」便成為大家朗朗上口

的討論話題，而對於各國政府來說，這些財經政策的收放目的不外乎是

在促進商業活動、刺激投資並試圖製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也避免重蹈債

務與不良資產拖垮實質經濟活動的覆轍。然而現在世界各國經貿往來甚

為頻繁，財經政策也會對彼此造成影響，近來美國的 QE2 政策與 G20 對

於匯率與國際金融體系安排的討論，即為明證；如何取得箇中平衡，著

實考驗眾人的智慧。

因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與政

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合辦年度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在歲末年終，

亞太地區政經重大事件頻傳之際，邀集知名專家學者集聚一堂，共同討

論相關重要議題最新的趨勢與發展，希望能充分瞭解各界觀點，並對我

國未來區域政經的定位與方向提出建言。



2812010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全球恐怖主義、經濟局勢與亞太區域合作

場次一：全球恐怖主義與亞太安全合作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唐開太副執行長：恐怖主義由傳統

安全走向非傳統安全

國政基金會唐開太副執行長在論壇一開始，

即指出恐怖主義是屬於傳統安全領域，但其與經

濟發展和全球恐怖主義的區域合作，卻是從傳統

走向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議題。自 2001 年起，美

國開始在全球積極打擊恐怖主義行動，直到美國

自伊拉克撤軍之後，反恐似乎面臨了轉型的問

題。若從亞太區域情勢的發展來看，美國對於亞

太區域的扇形安全結構，以及美日韓等國之間複

雜的區域合作關係，也都在今年兩韓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事件之後，面

臨新的轉折。

◎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嚴震生主任：恐怖主義的類型、

目標與發展趨勢

政大國關中心嚴震生主任闡述了

恐怖主義的類型、目標與發展趨勢。

若從類型來區分，恐怖主義可初步分

為國際與國內層次，前者即是無國界

的全球恐怖主義，而國內層次的恐怖

主義，又可區分為：1）1970 年代以

特定訴求為主的恐怖主義；2）國內

叛軍的恐怖主義或是分離主義的恐怖主義，例如獅子山共和國叛軍、西

班牙巴斯克分離主義組織「巴斯克祖國自由黨（ETA）」；3）國家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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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970 年代拉丁美洲的威權政體等。

 從恐怖主義的目標來看，假如目標明確，如秘魯的「光明之路」，

那麼造成的傷害就會較低；但若如北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IRA）」

這種目標不明確的恐怖主義組織，恐怖性就會提高。晚近還有一種「國

家贊助的恐怖主義（state-sponsored terrorism）」，例如北韓或是蘇丹協助

藏匿賓拉登，也算是一種國家贊助之恐怖主義形式。

目前國際發展趨勢中，較為人擔憂的是跨越國界的恐怖主義，特別

是此等恐怖主義是否將因獲致如洗錢、跨國串連等外援，而導致其日益

壯大的問題。因此，美國在非洲各地相繼成立反恐協調中心，希望藉此

增加防衛力、減少恐怖主義對非洲地區的滲透。

◎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李明教授：恐怖主義是二十一世紀的

政治瘟疫

政大外交系李明教授提出：恐怖主

義是一種理念，一種相信使用暴力可以

迫使敵人屈服的想法，具有強烈的政治

含義，並與人類衝突始終相伴；其形式

則包括槍殺、綁架、暴力使用等，造成

人民與物資的破壞與傷亡甚鉅。

福山曾說冷戰結束就是資本主義戰勝，但他並未遇見到恐怖主義讓

許多國家不能穩定發展的時代，因此恐怖主義是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瘟疫。

目前可查詢到的恐怖主義組織已高達一千餘個，最重要的是基地的賓拉

登。北韓則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最佳範例：在停戰線之間，北韓經常採取

高壓手段對付經由鴨綠江投奔南韓以尋求自由的人士，對於人權與南韓

的暴力威脅甚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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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是傳統恐怖主義的高峰期，比較傳統恐怖主義

與現代恐怖主義，可歸納如下：

傳統恐怖主義

（1960年代至1980年代）

現代恐怖主義

（2001年以後）

偶發的 常態的，如訴諸分離主義的車臣

殺傷力低 殺傷力高，如日本沙林毒氣事件

在已開發國家，一國境內 在全球範疇之內，跨國聯結

少數人為主 大規模且非歧視性的對象

為了贖金或贖人
理由很多，諸如價值理念不同、文

明衝突等都在其列

社會渲染力較小
透過媒體讓全世界共同感受恐怖心

理，渲染力很大

對國家的一種挑釁 一種戰爭

◎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張中勇主任：恐怖主義對全球與

區域社會造成嚴重影響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張中勇主任認

為全球恐怖主義有下列最新發展趨勢：1）

自殺炸彈客有增加的趨勢。2）攻擊標的

已轉為軟目標，不再是攻擊民航機、軍

事基地等交通與軍事要塞。3）恐怖主義

已經走向本土化。有些攻擊者甚至已經

是地方公民或是第二代移民，而非傳統

由境外移入的恐怖主義。4）恐怖主義行動利用外圍的非政府組織（NGO）

和慈善團體進行運作，並募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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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恐怖主義對於亞太區域運輸、出入境與檢疫制度的影響也很

深遠。九一一已造成國際航空很大的震撼，而隨著檢驗程序與檢疫制度

的日益嚴謹繁複，恐怖主義運作的方式也日新月異，調適性非常地強。

然而目前航站的安全抽驗比例只有 3~5%，若增加抽驗比例，將嚴重影

響航空運作。此外，部分國家也擔心海上安全攻擊，如新加坡做為海港

都市，即十分擔憂高爆裂物的恐怖主義，而前幾年美國推動的貨櫃倡議

也據此而來；若恐怖主義鎖定攻擊海底電纜與衛星供應站，將造成社會

更巨大的損失。 

如果防治恐怖主義的相關措施與程序過於繁複，將造成企業與組織

營運成本的增加，影響正常貿易和發展，使得社會付出高額成本。因此，

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為關鍵。目前亞太區域合作的人類安全和綜

合性合作，係將安全領域擴大到其他安全層次，例如「禁止核武擴散條

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

的綜合性安全，以及目前 APEC 推動的「反恐任務小組（CTTF）」和「確

保 APEC 貿易安全（STAR）」等國際合作倡議，皆是最佳範例。未來掌握

恐怖主義的金錢流向，斷絕恐怖主義的金融來源，將是重要的抑制方式。

◎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詹滿容助理教授：不同主體與層次

有不同反恐關切與實踐

淡江大學美研所詹滿容助理教授指出，

後九一一時期，大家對於恐怖主義的緣起、

解決方案與傳統戰爭等議題展開激烈辯論，

也顛覆了傳統對於恐怖主義的看法。目前

具體的國際反恐措施包括：強烈譴責、共

同宣示殲滅、檢討恐怖主義的深層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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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caused terrorism）、檢視貿易與運輸、推動 STAR 倡議。

2001 年開始，美國要求將反恐議題帶入 APEC 討論。在布希總統時

代的美國國土安全政策中，以滲透隱私權的方式來達到國土安全的防禦。

雙邊層面上，美國國務院透過防止核武擴散、摧毀核武、反洗錢等外交

政策與途徑來強化反恐領域的合作；在多邊組織層次，美國更善用艾德

蒙組織、G8、APEC 等組織展開跨國海事安全、反擴散安全、凍結恐怖主

義的資金等行動。然而，相較於美國與多邊組織，亞太地區主要的關注

焦點，則在於恐怖主義的深層成因。

此外，詹教授特別提到，反恐活動對企業而言並非全是負面衝擊，

如促成偵測儀器的使用與開發，即是反恐活動帶來的商機。

有關台灣在亞太區域反恐行動中扮演資訊分享角色，詹教授呼應李

明教授的看法，認為亞太地區其他國家需要台灣協助提供反恐資訊，假

如台灣是反恐的缺口，將不利於全球防衛。儘管台灣沒有法理主權，但

事實主權是獨立且無可爭議的。最近兩岸的司法合作等協定，是擱置主

權爭議的一種方式，未來台灣應在應多加入國際民航組織等相關多邊組

織，填補全球防禦缺口。

◎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盧業中助理教授：恐怖主義與人類安

全深切相關，但受主權問題掣肘

政大外交系盧業中助理教授對恐怖主

義的關注焦點則放在人類安全，特別是貧

窮與恐怖主義的關聯性。若一個社會存在

劇烈的不平等與貧窮問題，通常容易成為

恐怖主義興起的溫床。1990 年代開始，人

類安全、恐怖主義與人類發展產生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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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起，APEC 領袖宣言正式將恐怖主義與人類安全的議題掛勾，自此

恐怖主義開始不斷出現在每年的領袖與部長宣言當中。

目前國際社會雖然對於人類安全問題不乏探討，但是從 1990年代起，

「保護之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觀念興起，在區域安全層次

上，委任國家保護人民已成為趨勢，但卻因國家主權不容侵犯之原則，

而遲遲無法擴及人權（human right）防衛之範疇。基於此，亞太區域在

反恐議題的國際合作，即因主權觀念的牢不可破，以及區域大國的各自

考量，而阻擋議題與合作深化的可能性。

場次二：全球經濟局勢與亞太經貿合作

◎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鄧中堅院長：經濟問題對國際國

內皆影響深遠

政大國務院鄧中堅院長，在本場次開

宗明義，指出 2008 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

全球經濟安全成為當前的重要議題，而兩

岸關係的發展也一再強調「先經後政」。台

灣的經濟向來受到國際經濟的影響，而前

不久結束的 APEC 領袖高峰會會後共同聲明

中，領袖們也一再強調亞太地區經濟整合、

合作的願景與發展方向，尤其是聲明中提

到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料將是未

來我國進一步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重

要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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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徐純芳參事：台灣需要總體經濟發展策略，與全

球相結合

首先，經濟部徐純芳參事從 WTO 的

發展切入，與大家分享多年來參與國際經

貿事務談判的經驗。徐參事表示，WTO 的

成立營造出全球化的趨勢，使各國有機會

在自由貿易的環境下，各展其才。我國於

2001 年正式加入 WTO，得以參與國際經貿

體系。近年來，WTO 因成員越來越多、決策無法快速形成，導致目前杜

哈回合的進展障礙。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洽簽雙邊或區域的自由貿易

協定，而亞太地區則成為區域貿易協定的中心。

亞太地區人口眾多，且有中國大陸這個「世界工廠」存在，在全球

經貿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近來中國的生產比較利益優勢不再，正

在規劃轉型為世界市場，加上多邊貿易體系已產生質變，使得自由化的

發展趨勢有其隱憂，進而引導古典的自由化定義隨著全球經濟情勢轉變，

成為有條件的自由化發展。現階段自由化包括包容性成長、永續成長等

條件，逐漸回歸到管理貿易的作為，所關切的議題也擴張至環境、文化、

勞工等層面。一般認為，若 WTO 杜哈回合不繼續發展且早日達成決議，

將可能促使區域或雙邊 FTA 盛行，不利於全球經濟的發展。

亞太國家為數眾多且自成區域發展的區塊態勢，目前可分為以東協、

中國大陸及 TPP 為核心的三大自由貿易區，而其中避免不了大國間的經

濟角力。今年的 APEC 年會中，FTAAP 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而 ECFA 也給

台灣非常好的機會，台灣需要一套讓台灣經濟與全球相結合的總體經濟

發展的策略，走出一條屬於台灣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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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APEC 小組張謙彥組長：2010 年

APEC 進展多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APEC 小組張謙彥組

長則在會議中說明今年 APEC 年會的進展。

今年 APEC 領袖會議提出一份多年期的成長

策略，也針對人類安全議題進行討論，除

此之外，是「區域經濟整合」是最重要且

最受矚目的議題。此一議題自 2009 年新加

坡年會時便受到關注，且延續至今年的日

本與明年的美國年會時討論。

截至目前為止，亞太地區共有一百多個 FTA，而 APEC 成員所簽訂的

FTA 也超過 60 個，這樣的情境將造成「義大利麵碗效應」。對此，APEC

領袖會議發表了「邁向 FTAAP 的路徑」宣言，宣示 APEC 將於未來實現

FTAAP 的目標，而 APEC 則在其中扮演培育者的角色。

今年度的領袖宣言中， APEC 也提出了「社群」的概念，希望達成

經濟高度整合、高成長與高度安全的目標。我國對於 APEC 的參與一向

非常重視，一整年來，我國在 APEC 中提出多項的計畫與倡議，也希望

能透過 APEC 的參與，協助 APEC 會員體的發展與區域的繁榮。

◎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陳威光教授：黑天鵝效應與全球系統

風險

政大金融系陳威光教授則介紹全球金融危機的情勢。陳教授指出全

球經濟發展可以歸類為兩大風險，一為黑天鵝效應，一為全球系統風險。

「黑天鵝效應」係指看似極不可能發生，但卻發生且衝擊非常大的事件。

例如：2007 年次貸危機、1997 年金融危機、1987 年全球股票大崩盤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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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黑天鵝」事件。此外，近 20 年來也不時

出現 1992 年歐洲貨幣危機、1994 年歐美債

市崩盤、1998 年俄羅斯債券危機、2000 年網

路泡沫、2001 年 911 攻擊事件等「大黑天鵝」

事件。

「全球系統風險」的定義為：某公司或

市場發生危機，可能擴散至金融體系其他部

分，甚至對全球其他金融體系造成危機。例如：2008 年金融海嘯造成各

國股市下跌均達到 40％∼ 58％，上海上證指數下跌幅度甚至高達 69％。

陳教授認為，為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情形，各國應強化金融監理合作。

◎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陳坤銘教授：WTO 規則侷

限各國貿易對抗衝突

政大國貿系陳坤銘教授則從經濟貿易

數據分析，探討全球經濟局勢發展現狀。陳

教授指出，因為金融海嘯的影響，各國貿

易巨幅下跌，2008 年全球平均 GDP 下降至

1.7％，2009 年開始回升，但截至 2010 年第

三季為止，仍尚未回到 2008 年的高峰。針

對全球各國貿易政策，陳教授統計 1995 年

至 2010 年各國於貿易 WTO 所採用的貿易措施執行情況，發現反傾銷案

件至 2010 年大幅下降至 69 件，平衡稅案件為 3 件，防衛措施為 18 件。

分析貿易措施案件下降的原因，陳教授認為是因為 WTO 的遊戲規則似乎

侷限各國的貿易對抗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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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劉德海教授：推動 FTA 最積極者即為贏

家

最後，政治大學外交系劉德海教授綜合

分析全球與亞太區域的發展趨勢。劉教授指

出影響國際發展的五大特徵，包括：國際關

係經貿化、世界經濟區塊化、中國崛起、中

美競合，以及南北經濟競合關係。他並提出

亞太地區的三大特徵：政經關係愈形複雜、

亞洲經濟整合加速、推動 FTA 最積極者即為

贏家。

劉教授亦分析我國的因應之道，認為韓國已與歐盟及美國簽訂 FTA，

中韓若加速簽訂 FTA，將會重創台灣。我國應以 ECFA 為基礎，加速兩

岸 FTA 的談判進程。此外，我國應思考台、日、中三方分別洽簽 FTA 的

可能策略。依中國的政策，台灣的洽簽對象應以中國大陸已簽署的為主，

因此，從我國的經貿利益分析，我國應力促日本與中國洽簽 FTA，台灣

便有機會與日本簽署。

對於 TPP 的發展，劉教授認為中國已取得亞太政經局勢絕對優勢的

發展主導權，而美國歐巴馬總統目前仍沒有貿易談判授權，再加上美國

內部保護主義意識上升，因此 TPP 的發展仍有其隱憂。

（本文作者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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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青年事務培訓營

2010 年亞太青年事務培訓營紀實

黃暖婷

為充實國內青年參與國際活動之能力與內涵，並務實推廣國內太平

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研究與活動、以及積極參與國際 PECC 會議

之業務，近年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均舉

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協助青年深入瞭解國際議事進行方式，提供青

年同好互動平台，期藉由亞太事務相關課程及實務相關技能之培訓，厚

植青年實際參與國際活動之能力，並藉此擴大青年國際視野，踴躍參與

國際活動，進而提昇我國地位與形象。

2010 年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由 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揭開序幕。

洪副董事長表示：PECC 是推動 APEC 成立的功臣，現在也是集合亞太地

區產官學人士的 APEC 智庫。PECC 大會每年要聽取 APEC 秘書處的報告，

由此可見 PECC 的重要性。PECC 討論議題非常的廣，但必定從亞太地區

23 個會員體的共同利益出發。不可否認的，討論議題當然帶有各會員體

各自的利益，但透過意見交流，國與國之間可以產生很大的共識與效力；

若達成決議，更可以進一步影響每個國家的思維與政策。洪副董事長也

勉勵青年學子，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國際事務，也都有各自的議題，希

望各位青年學子能從這次的營隊中，學習掌握國際會議的作業程序，進

行紮實的準備，相信將來必定會有人會在國際舞台上為台灣發聲。

本次營隊邀請到國家安全會議董國猷諮詢委員前來擔任致詞貴賓。

董委員談起三十一年前，他剛進外交部擔任薦任科員不久，隨即遇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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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大外交事件，當時他問司長：退出聯合國，對

台灣最大的外交影響是什麼？司長的答案是：「退出聯合國使得中華民國

失去了培養外交人員的場所。」1997 年，當董委員擔任外交部國際組織

司副司長之後，他對當年司長的答案有了深刻的體會，因為二十年之後，

中共與韓國的外交人員素質已然大幅提昇，而素質的提升，即來自於各

項國際會議與活動的歷練。

所以董委員語重心長的說：參與國際組織，就是參與國際社會；國

際觀，並不只是出國旅遊可以養成，而知識分子的國際觀更是需要親身

參與。今天已經是後冷戰時代、全球化時代，中華民國如果想繼續在世

界上生存發展，就必須要參與國際組織。參與國際組織與國力提升，是

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的事情，如今中國大陸就常常在國際組織中，扮演

主導角色；唯有如此，才能在國際規範的設定中，有影響力、傳達自己

的想法。董委員最後期勉學員藉由兩天的課程，有所思考與啟發，對國

際事務有更深度的了解，也願意把國家的前途扛在背上。

培訓營的第一場次，由台灣

經濟研究院東南亞研究所黃兆仁所

長、CTPECC 副秘書長邱達生博士

與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申永順

副教授，分別就後危機時代的政治、

經濟情勢，以及永續發展與氣候變

遷等議題，進行深度分析。黃所長

首先就政治層面剖析，認為現下快速

演化的世界經濟體系正呈現「多極成長」的局面，有些發展中國家（如

金磚四國）正轉變成為經濟強權，另外一些的開發中國家（如東南亞、

中東）則漸成為國際社會的新經濟成長極（new poles of Growth），其它

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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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發中國家（如非洲國家）則是致力於國家資源與潛力的開發。現在

新興國家已成為國際市場需求端的新來源。然而貧窮及環境永續的問題

仍然存在，國家治理、區域治理及全球治理也依然有待提升，因此各國

改革議程的推動、區域整合的加速推動、實現能源安全及可持續性的平

衡發展將是未來的重點。黃所長並強調：小國常以「團結力量大」的概

念，透過多邊主義的安排，調適再調適後找出共識，追求國際上的發言

權，達到自身在區域或全球利益上的最大值，如糧食安全、自然災害等

議題的發展，都可以證明這樣的概念，值得台灣參考。

 接著邱博士以圖表說明目前全球的經濟情勢，並揭示「失業率」

與「歐洲債信」問題，是當今影響景氣復甦的兩大不確定因素。由於經

濟危機衝擊原來的生產模式，企業以「精簡人力投入」的新模式因應，

產業結構改變導致就業市場復甦速度緩慢，儘管未來刺激景氣政策必將

逐漸退場，但是各國政府的就業方案也逐漸到位，可望緩慢帶動復甦。

在歐洲債信問題方面，因為歐元區國家沒有執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權，為

了因應危機而過度倚賴財政政策，使得債務危機擴大，但是發生問題的

貴賓與學員大合照，第一排左五：外交部國組司 APEC 小組張謙彥組長，

左六：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第一排左七：國安會董國猷諮詢委員，

右一：CTPECC 邱達生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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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已陸續得到援助資金，而代表銀行放款意願的「泰德利差」目前也

仍在低點，顯示資金緊俏的狀況有所舒緩。展望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

世界各國將呈現不一樣的復甦步調，然而美國做為「世界市場」與中國

大陸做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或將在這波經濟危機的沖刷下有些許的

調整。儘管目前中美兩國的工廠與市場角色，仍未有大改變，但中國大

陸目前消費不提升，的確是問題，而大陸目前的相關政策也在做因應與

調控。

申副教授則針對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議題，說明世界與台灣目前的

發展與應對之道。現下全球暖化對人類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衝擊，科

學的論述已臻成熟，各國（包括工業化國家）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

也日益增加。由於溫室氣體減量涉及到國家的產業結構、科技水準、社

會文化以及國家貿易競爭力，減量目標與政策在各國都引起爭議。台灣

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國際地位特殊，而且 98% 能源依靠進口，因此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對石化能源的依賴，是台灣邁向永續發展的重要指

標。申副教授也提及：在國際減量壓力下及低碳時代之因應，再生能源

與節能產業將扮演重要角色，這對我國近幾年來積極發展之潔淨能源產

業將是重要的發展契機。若能調整科技研發預算配置或加強投資此一議

題，將有助於加速我國產業技術的進步與產品品質的提高，提升國家競

爭力，並促使產業與能源結構的調整。依先進國家經驗，產業與能源結

構的調整需耗時 10 至 15 年時間，因此及早啟動，方能搶得先機。在京

都議定書規範下，將可促使我國產業結構朝高附加價值、低耗能；能源

結構朝低碳及無碳能源方向發展。隨著「溫室氣體減量法」之立法及國

際貿易市場綠色供應鏈之要求腳步加快，企業必將面臨每年定期組織別

與產品別之盤查、登錄與查證要求。在此趨勢之下，企業可檢視自身於

國際供應鏈之要求與未來國內溫減法制定方向二大趨勢中之角色，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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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發展自發性之管理模式，盤查與查證管理為主要的工作重點。

與談的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APEC 小組張謙彥組長論及後金融危機時

期的情勢：就全世界而言，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受到重視的 G-20 高峰會，

特別加重新興大國的對話權，設有金融穩定委員會討論金融監理問題，

然而 G-20 成員的分歧已經出現，歐洲與美國在緊縮與持續刺激景氣的政

策觀點上已經不同，合作意願逐漸減弱中。就亞太地區來說，中國大陸、

印度、印尼等新興國家持續崛起，而歐巴馬政府也自認是美國第一個「亞

洲總統」；美、中兩強的概念逐漸被強化。經貿上，WTO 杜哈回合談判

遲未達成結論，造成亞太區域 FTA 日益增多，目前已有 42 個，「義大利

麵碗效應」顯而易見。目前亞太區域內已有多個區域自由貿易安排與多

邊機制崛起並發展中，儘管我國大多並未參與其中，但我國仍然把握

APEC 這個舞台，並在區域中做出了具體貢獻。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陳詩豪副所長則為學員們簡介了我國永續

能源發展政策與執行現況，認為全球氣候變遷的主因在於溫室氣體濃度

由左至右：經濟部國合處許銘海處長，外交部國組司徐儷文司長，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

經濟部綜合計畫處曾雪如處長，外交部研設會謝其旺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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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速增加，能源使用又是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性因素，因此，永續發

展與氣候變遷的核心主軸即在於如何促進能源的永續發展。永續能源發

展應兼顧「能源安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以滿足未來世代發

展的需要。台灣自然資源不足，環境承載有限，永續能源政策重點在於

資源做「效率」的使用、環境做「友善」的開發、能源做「潔淨」的供

應，以創造跨世代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願景。在這個政策目標與執行

措施之下，我國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與再生能源發展的推動，都有了

初步的成果。相信未來我國在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上，應當會

有相當不錯的成果。

第二場次針對我國參與國際組織，邀請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徐儷文司

長、經建會綜合企畫處曾雪如處長、經濟部國際合作處許銘海處長與外

交部研設會謝其旺處長進行經驗分享。徐司長說：儘管我國曾因為退出

聯合國，導致參加國際組織數遞減，但是到 2010 年的今天，我們參與的

政府間國際組織，已有 51 個之多。在發展歷程上，有我國自己的努力，

也有國際環境的配合，本來從退出聯合國起，兩岸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的「漢賊不兩立」，但是直到 1986 年中國大陸加入亞銀，我國會籍仍維持，

創立了兩岸在國際間政府組織共存的先例。我國目前參與的國際組織以

功能性、區域性為主，參與的地位相當多樣化，身分與名稱用詞也相當

多元；務實的策略，使得擴大我國國際參與具有相當的可能性，徐司長

並告訴學員：參與國際組織不是只有名稱問題，相關的身分、地位、權利、

義務等問題，才是我們所應該注重的，也因此我們目前參與國際組織時，

盡量不去提「用什麼身分」，維持模糊狀態，避免造成各方不同的解讀與

揣測；若必須論及名稱問題，則通常與權利義務相關，也涉及公約。 

經建會綜合計畫處曾雪如處長根據自身經驗，闡述台灣參與國際經

貿組織應有之作法：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的目的不是「為參加而參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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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將涉外經貿策略與國內經貿政策緊密配合，也就是將國內經貿體制與

國際接軌。由於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我國參與其他國際組織仍有相當

困難。各界乃亟思藉 WTO 及 APEC 拓展我國對外關係或參與其他國際組

織，因此對在此二組織之功能、定位與活動，難免夾雜非經貿因素的考

量；我國雖已是 WTO 及 APEC 會員，但對會員資格與地位亦應持續善加

維護，若斧鑿過深，反客為主，難免產生負面效果，因此分寸拿捏尤應

審慎。此外，國際經貿組織業務範圍廣泛，並非第一線代表團或單一部

會能克盡其功，除了必須由各機關間彼此密切協調、合作之外，亦應結

合民間與學術界人才及資源，群策群力，才會有整體與加乘效果。現階

段民間智庫分別設有「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及「WTO 中心」。行政

部門與研究中心尤應妥適分工，各司其職，俾發揮綜效。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許銘海處長由個人外派東京兩次，與參與台灣加

入 APEC 與 WTO 的歷程，提醒學員：有實力，才有外交；外交工作沒有

捷徑，「誠心誠意做朋友」是最重要的。雙邊業務大致包括「政府之間的

雙邊對話」，以及「民間管道」等兩個方式，名稱則不一而足，各國在談

判上也有不同的特性，以日本來說，台灣與日本之間有相當多的聯繫管

道，官方的份量大於民間，一開會就通宵達旦，時常為了記錄字斟句酌；

跟泰國談判時，則不只要想我國的問題，也要幫泰國想問題談。

外交部研設會謝其旺處長則從會議規則角度切入，提示學員：開會

取得發言權，就是跟主席對談，談話時一定要切中議題，不要過度的謙

卑或高亢，說話有見解，讓大家對自己留下深刻的專業印象最重要。此外，

「不給人家發言機會」不符合「多數尊重少數」的原則，也不符合會議規

則，所以為求審慎，停止發言或重大議題都要「超過」2/3 的票數。會議

的成功與否，並非取決於流程一切順利，而是要看議題的發展程度；若

主席或主辦國能夠讓議題有重要的突破，才是一場成功的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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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營的第二天，分為國際會議模擬與講評、國際禮儀介紹，以及

青年參與國際事務經驗分享等三部分。國際會議模擬係就前一天各組分

別提出的倡議進行討論，CTPECC 副秘書長邱達生博士提醒學員，提出

倡議的理由與建議之間要有一致性，並使用較為正式的語言。台灣經濟

研究院國際事務處鍾錦墀副研究員建議學員，由於大家不是以英語為母

語，現場口語表達可能不如別人，所以倡議要寫得更清楚，呈現短、中、

長期的做法，並且讓各國的強項得以發揮。此外也可在會議前去了解 APEC

工作小組與經濟體已經做了什麼（如 EWG），從 APEC 本身的架構去切入，

也可納入 ABAC 為其中一環，使倡議更為具體可行。台經院國際處何振

生副研究員則表示，儘管每個經濟體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但是倡議仍應言簡意賅，並朝向「自己的長處如何幫助大家」的方向去

發展。

國際禮儀課程邀請到外交部禮賓司何建功副司長前來主講。何副司

長娓娓道來，提醒學員男女著裝應注重的小細節，並應以時間、地點、

場合的「TPO 原則」，做為「該怎麼穿」的標準。在飲食方面，首先應調

查訪賓喜好，了解貴賓的飲食禁忌，「位高、女士、未婚者」應先介紹，

並應注意席間話題不要惹怒別人。此外，中式與西式圓桌座次高低排法

不同，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國際事務經驗分享由台大政治所謝介豪同學與東吳法律所羅勝軒同

學，向大家講述個人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謝同學認為事前準備的重點

在於「專業、目標、經驗」，針對議題進行深入研究，配合上台灣同學較

為自由的想法，並參酌前輩的經驗，以尊嚴、自信去詮釋自己。會議當

中應盡力準備、臨時應變，衡酌自己有的時間，問出精采的問題，會後

回台則應盡量詳細記錄，進行經驗傳承。羅同學則向學員們強調：尋求

問題解答的過程中，自然的會去探討多個領域，而參加傑賽普國際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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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辯論的經驗，讓他學到怎麼在最快的時間抓議題、討論、抓好的資

訊來源，再應用到特定面向去。

營隊尾聲，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致詞：現在整個世界是一個地

球村，要想增進國民的福祉，就要關心全球問題，並且進行國際貿易與

投資，交換生產與消費；開放是絕對必要的，所有 APEC 與 PECC 的會議，

自然也在這種精神之下進行。雖然未來不是每一位學員都會從事政治外

交、出席 APEC 會議，但是國際組織不是只有這次研習營看得到的這些；

各行各業都有國際會議，我們也需要類似 APEC 與 PECC 的國際事務人才，

在專業領域有所參與。這兩天的集訓，目的不是只在準備參與 APEC 會

議，而是在培養學員們成為一個國際人；要達到此一目的，專業的準備

是基礎，廣泛的常識更加重要，那些「學校不教的生活知識」需要多多

吸收。最後洪副董事長期勉學員多多努力累積專業知識，再加上「創意、

活潑」的本質，相信未來將會如虎添翼。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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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亞太區域情勢前瞻圓桌論壇

「2011 亞太區域情勢前瞻」

圓桌論壇－中山大學、中興大學

黃暖婷、蔡靜怡

鑑於 2010 年亞太地區政經重大事件頻傳，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

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在 2010 年 12 月於高雄中山大學、台中中

興大學規劃一系列的「亞太區域情勢前瞻」圓桌論壇，邀集中南部大專

院校知名專家學者集聚一堂，共同探討區域政經環境發展的重要議題與

最新趨勢，以充分瞭解各界的觀點，針對我國未來在亞太區域內的發展

方向與因應之道，提出建言。

第一場：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經濟復甦之路仍有變數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在論壇開始，即就全球與亞太區域經濟的發

展，開宗明義提綱挈領。胡院士表示，世界經濟從金融海嘯逐漸復甦之

後，各國之間的政策見解時有衝突，如歐洲與美國對於是否擴張財政支

出，即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美國在政策上的重要目標，是希望亞洲能夠

對全球經濟復甦有所貢獻，也特別在 G20 會議上，要求大家不要競貶貨

幣，然而現在美國的 QE2 政策，卻可能讓熱錢流向亞洲國家，引起亞洲

幣值上升，使得亞洲與新興國家接受美國的出口擴張，甚至直接以本國

貨幣購買美元，反而帶動亞洲與新興國家各國國內與美國的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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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美國可以藉此達到經濟復甦的目的，但是亞洲各國如何反應（如打

擊熱錢與炒房行為），仍是變數。

多元導向下的亞太區域整合趨勢

成功大學政治系陳欣之副教授提出，目前亞太地區最大的問題，是

大國之間的信任感與合作感有下降的趨勢，權力衝突開始增加，相互合

作則有所減少，第一個徵兆即是美中 G2：中國大陸目前在國際社會上採

取「獨善其身」的態度，如近來的釣魚台事件，即為一例。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COP）則是第二個徵兆，美中在此議題上的衝突並沒有

改善的趨向，因此陳副教授對於亞太地區大國間的合作，抱持悲觀的態

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美國之外，俄羅斯也在重返亞太，於加

入 WTO、與越南和印度的軍事關係上都有增進，因此在亞洲多樣性的發

展中，也應該對俄羅斯因素，投以一定的重視。

在區域經貿整合方面，亞太地區似乎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彼此簽訂

的自由貿易協定具有「市場導向」、「資源導向」、「政治導向」等不同的

特性。陳副教授認為，韓美與韓歐自由貿易協定，具有明顯的市場導向

特性；日本目前積極與越南、蒙古進行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接觸，並希

望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則具有資源導向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紐西蘭、智利、祕魯、澳洲、越南都有「資源國家」的

特性，因此除了日本之外，美國加入 TPP 的動作，也有資源導向的意味。

「政治導向」最好的例子，就是兩岸的 ECFA，而將來的 TPP 也可能有此

意涵。目前亞太地區的整合呈現 ASEAN+3 與 TPP 相抗衡的態勢，當然

APEC 本身也是一種選項。從這兩個盤面看起來，美中爭取亞太地區主導

權的議題隱隱浮現，對於台灣來說，我方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策略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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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導向」，還是「資源導向」，甚至是以國家安全為重的「政治導向」，

以及夾在大國之間，我國是否加入 TPP，並如何在美中日三大國之間取

得平衡，在在都是應有的長期思考。

中美在亞太區域角色互換

「美中關係」無疑是亞太地區以至於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就此，中

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廖舜右助理教授認為，美國這次以新的面貌與動

能回到亞洲之後，所呈現的都是「硬實力（hard power）」，其方式則包括

單邊的軍力配置作為，展現更多的軍事意願，以及在雙邊上刻意強化與

亞太地區許多盟友的雙邊關係，重點則在於戰略關係的提升與意識型態

的接近。此外，在區域多邊層面上，美國已經加入東協的對話圈，未來

美國與東協各國的互動如何影響區域權力平衡，不容忽視。同時，美中

兩國在區域安全發展上，也展現出「黑道與警察」角色轉換的衝擊；原

本扮演警察而轉向黑道的美國再也不想背負過多的亞太區域責任，而在

北韓問題上，初次扮演警察的中國大陸卻似乎仍不習慣該角色。

強化台美關係為首要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林文程院長則認為美中雙方的合作衝突向來存

在，合作愈多衝突也愈多。目前美國正加強與印度的關係，除了經濟層

次也有安全上的考量。從 2010 年 11 月美國期中選舉，不難發現美國內

部經濟議題對其亞太經貿政策走向，具有相當影響力。因此隨著新的參

眾議員加入國會，美國在諸多經貿議題上對中國大陸抱持何種態度，值

得進一步觀察。林院長並提醒大家：我方應掌握 2012 年總統選舉前的時

間，與大陸加強經貿協商，並同時取得美國的理解，在改善兩岸關係的

同時，也加強台美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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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整合利益應全民共享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張其祿主任根據執行政府委託研究案的心

得，就「內政」與「南部」的觀點提出論述。張主任提出，從這次的五

都選舉可以觀察出來，雖然目前我國的經濟表現讓執政黨感到相當自豪，

但是亞太地區各種經貿合作所帶來的好處，是否能反應在民眾的日常生

活上，卻是一個問題。目前常有人覺得我們的經濟是「無感復甦」，而所

謂「（台灣）南北／台北－上海一日生活圈」，也並不是大多數人都能享

受這種便利。儘管全球化促進經貿整合不啻為一件美事，但是實質上也

不難發現美國歐巴馬總統目前對外各種經貿上的努力，都不乏藉著這些

力量，解決國內種種內政問題的跡象；進一步來看，我們向來強調經貿

整合對國內的好處，但是經貿整合對國內帶來的壞處，卻也不可忽視。

雖然全球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但是當各種經貿整合帶來的效應，

如前述所提的「（台灣）南北／台北－上海一日生活圈」，卻帶來更大的

國內社會階級差距時，政府如何在談判與經貿整合的過程中，兼顧對內

的影響，應是重要的關鍵考量。再者，南部具有「中小企業多、中低階

層多」的特性，而張主任近來執行研考會委託的相關研究，也從調查結

果中發現要輔導這些中小企業轉型，「要往哪裡轉型？」、「怎麼做成功？」

都是令它們感到困難重重的問題，也使得中小企業主常覺得自己是全球

化下的犧牲者。

最後，張主任表示，任何的經貿議題都不脫從內政的角度去思考，

經貿整合的成果，是否只獨厚某些地區與階層？中南部民眾「無感復

甦」、「主權流失」的感受，值得經貿談判當局投注一定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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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中國」農業部門整合值得借鏡

中山大學亞太與中國研究所翁嘉禧副教授則就中國大陸與東協農產

品的貿易進行探討。翁副教授表示，近年來中國大陸與東協的農業關係

發展相當密切，而這兩地農業互動的發展，也影響到臺灣的農業。中國

與東協簽訂了合作備忘錄之後，雙方的成長合作都有十倍速的成長，並

同時面臨互補與互相競爭的關係。而就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貿易潛力估算

來說，台灣對中國大陸存在龐大的潛在農產貿易量，可能原因是：1）台

灣和中國大陸的農產貿易仍存在嚴重的關稅壁壘；2）東南亞國家農產品

低價競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3）亞太區域內各國紛紛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成立自由貿易區，使得台灣農產品在打入國際市場時，受到一

定程度的阻礙。

翁副教授認為，未來幾年，台灣不可忽視「中國因素」，可是這也

對執政當局造成了兩難：在區域的大潮流下，兩岸關係更進一步發展，

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是細部上對個別產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卻也給了

南部相當的衝擊。若台灣將來要開發與中國大陸潛在的農產品貿易市場，

或可依循中國大陸與東協的模式，先實施早期收穫計畫，簽署自由貿易

協定，以增進雙邊農產貿易量。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 中山大學社科院林文程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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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亞太區域安全與經貿情勢急速變動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蔡明彥所長在本場次的開幕致詞中，回顧

2010 年的亞太區域情勢，認為無論是安全還是經貿情勢上，亞太地區都

在急速變動時期：諸如兩韓天安艦與延坪島事件、中日釣魚台事件，以

及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的南中國海問題，導致美國對南中國海航行權表

示關切等事件發生，在在使得傳統安全議題又回到區域政治議程上。在

經貿整合方面，過去亞太地區經貿整合的發展路徑，感覺上似乎以中國

主導的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的「東南亞加 N」結合為重，但是最近美國

歐巴馬政府藉由成立出口貿易委員會與積極推動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TPP）的談判，再度展現經貿上的「亞太主義」，自是不容忽視的

進展。在這些過程中，台灣如何自我評估，在區域內找到定位，拓展對

外關係，無疑是本系列論壇討論的焦點。

從 APEC 看亞洲崛起與美國重返亞太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則指出此次橫濱的 APEC 峰會中，儘管由胡

成功大學政治系陳欣之副教授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其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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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濤與菅直人的互動，以及中國大陸僅派財政部副部長參與會議的動作，

可以窺見中日之間的的摩擦與衝突，但是 APEC 整體大致還是維持合作

的社群態勢。此外會議也凸顯了亞洲在政治、經濟上的崛起，以及美國

積極「重返亞洲」的宣示，使得 2010 年與 2011 年的 APEC 會議格外重要，

台灣自應擬定策略，以能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爭取最高的利益。

從天安艦事件看美國在亞太地區霸權的維繫

中興國政所蔡東杰教授指出美國歐巴馬政府上台之後，對外政策已

經從長期「重歐輕亞」，改往「歐亞平衡」的方向發展，諸如希拉蕊的

「美國重返亞洲」、歐巴馬的「美國第一個太平洋總統」等，皆為明證。

但是「亞洲崛起」，尤其是「中國崛起」的問題，也是美國必須面對的

現實，而「美中衝突」即是這股趨勢下，區域內最大的潛在風險。

以 2010 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南北韓天安艦事件進行觀察，由於南韓的

經濟重心在鄰近北韓的大首爾地區，而北韓經濟也在崩潰邊緣，需要其

他國家（也包括南韓在內）的援助，戰爭是「只能贏不能輸」的最後手

段，所以兩韓之間會維持「大衝突不會，小衝突不斷」的狀態，但是這

些衝突也成為大國做文章的藉口；何以天安艦事件能成為動搖國際（起

碼是區域）平衡的問題，即源於此。

在經濟方面，過去美國是「幫助大家」的霸權，但是從 2008 年開始，

它卻因金融海嘯而變成製造經濟問題的中心，所以蔡教授認為未來美國

還是會繼續利用兩韓衝突做出維護其霸權地位的表態，但是美國如果無

法改善自身的經濟問題，外交加分恐怕有其困難。 

而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說，蔡教授認為因為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接

壤，所以介入兩韓紛爭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重開六方會談」也成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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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反應，問題的關鍵是在美中雙方的角力上，而對於北韓的反應，美

國也會究責於中國。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則補充中國現在已經在

幕後串連六方會談，俄羅斯也樂於重回對話，然而美國與南韓卻也強烈

表態，要求讓十一月底發生的延坪島事件落幕，才願意恢復六方會談。

吳副處長也提醒大家：兩韓只簽署「停戰協定」，不是「和平協議」，

所以戰爭並沒有結束，可以隨時再起；目前「六方會談」還是解決兩韓

問題的主渠道，中國大陸則是「關係利益者」，而對於南韓來說，韓美自

由貿易協定也是李明博鞏固其國人軍事信心，藉由經濟尋求安全的動作

之一。

亞太經貿格局大幅變動，糧食安全議題受到矚目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張國益助理教授由貿易角度切入，剖析亞太地

區的經貿動態。張教授將產業貿易分為三類：1）「垂直式」產業貿易：

如亞洲區域內，具有「產品品質差異化」特性的貿易。2）「水平式」產

業貿易：透過需求面來對產品多樣性的需求，所引起的異類產品貿易，

如歐盟各國之間的貿易。3）「碎裂（Fragmentation）」貿易：指中間財的

貿易，如日本、台灣、韓國在外地組裝零件，再把成品運回。

張教授指出，所謂的「中國崛起」，正是充分利用中國大陸相對豐

沛的勞工資源的結果。若以我國而言，台中中部的機械（尤其是工具機）

產業，也在亞洲扮演重要的分工角色，與日韓大陸都非常的相互依賴，

增加了碎裂貿易。實證顯示，碎裂貿易已經佔亞洲整體區域貿易的六成

左右，而影響碎裂貿易的決定因素，在於海外直接貿易，特別是中國大

陸與東協的直接投資，在廠房、設備、人才、研發等方面的外溢效果。

「糧食安全」則是亞太區域內另一個受人矚目的議題。2010 年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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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潟舉行農業部長會議，旨在東亞區域內建立跨國糧食儲備機制的「區

域糧食安全互信合作機制」，是會議上的焦點話題。不僅是我國農委會非

常關心這個廣義糧食安全議題，非常積極的在尋找海外的農地購買或租

賃，種植玉米、大豆等糧食作物，以回應糧食安全、糧食貿易的不穩定性，

在日本，糧食安全的討論層次更上升到國家安全、區域合作等層次。 

就此，中研院胡勝正院士表示，「亞洲崛起」第一個展現的特徵，就

是貿易的區域化，十年前區域內貿易只佔亞洲貿易額的百分之四十，區

域外佔百分之六十，現在比例則完全逆轉，也影響了亞洲地區的產業分

工。以台灣來說，台中的機械業，及中南部的光電業，都是這波貿易結

構改變下的重點。此外，台中是台灣的農業中心，隨著氣候變遷，糧食

安全也變成非常重要的項目，如何回應並進行糧食儲備，是重要的問題。

美國「門戶開放政策」再度重演，維基解密提供

觀察中國新方向

中興國政所廖舜右助理教授由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剖析亞太地區

的複雜情勢。廖教授認為一百年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如今再度重演，

然而卻是以軍事為主題，範圍則擴大到整個東亞地區；由美國利用其軍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蔡明彥所長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蔡東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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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安全優勢，頻頻或主動或被動的介入亞太區域內軍事安全事件，即可

見一斑。

有關中國大陸的內部發展與經濟關係方面，根據「維基解密」資料，

中國前副總理李克強提出「用電量」、「貨運貨櫃數量」、「各省貸款」等

三個經濟指標，認為要觀察中國的經濟成長，這三個指標比光看 GDP 數

字更精準。李前副總理並表示中國採集體決策制，政策要由二十六個政

委共同同意，這些資訊都是重要的決策研究參考。此外，維基解密也洩

漏了前澳洲總理陸克文建議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必要時應考慮向中國動

武，以讓中國了解國際社會的運作，這對中國大陸的決策會產生多大的

衝擊，是否會進一步以戰爭印證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值得進一步觀察。

區域整合、兩岸開放，帶來更多機會與挑戰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所黃琮琪教授則從兩岸經貿關係切入，進一步觀

察亞太區域發展。目前中國大陸在全球跨國貿易總額排名第三，國民所

得卻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無論是台灣或是東南亞其他國家，其國內強

勢產業更發展，弱勢產業受傷害，都與中國大陸密切相關。

黃教授認為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困難，是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另一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張國益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廖舜右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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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驅策力，而政府也在人民的監督之下，不斷提出國內研發、教育提昇

的要求，各式產業的發展，以及科技外移的限制；從「戒急用忍」到「積

極開放」，台灣的產業不僅面對 2002 年加入 WTO 之後的開放局面，也面

臨 2010 年正式啟動的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所帶來的壓力。就此，中經院

曾進行「戒急用忍」與「積極開放」政策下的經濟獲利分析研究，結果

證明在積極開放政策下，整體經濟確實獲利，但是弱勢產業的受害可能

被低估。

面對區域整合為產業帶來的挑戰與威脅，台灣所創造出的優良、優

勢產品，剛好可以在經濟整合所帶來的更多機會下，於中國大陸取得優

勢；「台灣種的大陸產品」、「台灣種的越南產品」，就是因應市場開放整合，

取得各自商業利益的混種現象。

中研院胡勝正院士補充，隨著兩岸經商投資愈趨開放，我國在東協

各國的投資排名有下降的趨勢，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則較去年成長了一倍，

佔對外投資的 80％。因此 ECFA 簽署之後，台灣究竟是「結合世界，進

入中國」，還是「結合中國，進入世界」，值得進一步觀察。

「變與不變」帶來更多機會與挑戰

台灣經濟研究院東南亞研究所黃兆仁所長由「變與不變」的概念，

觀察國際社會與亞太地區的發展。就「不變」的部分，「糧食、就業、

貧窮、不均」一直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若再加上亞洲各國的崛起所引

發的變化，使得亞太地區的發展更加複雜。

「不平衡」則是近來國際社會的流行：對於美國來說，中國大陸經濟

的抬頭、中國大陸與東協的合作，兩岸 ECFA 以及臺海兩岸關係的改善，

都是它面臨的不平衡與不可測因素，所以美國必須修正此一失衡，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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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海岸盟邦防線，透過澳洲、新加坡等代理人表態、菲律賓駐軍，

在韓日練兵等有所動作；美國加強對台灣的支持也是可預測的。相對來

說，中國大陸的興起與它對於自己的看法，也是另一個部分。透過交通

基礎建設，未來整個中南半島可以直通北京，兩邊鐵公路的銜接，也造

成了糧食區域的銜接，整體布局透過交通動線而成形，實現東西網狀連

結到中南半島、印尼。中國大陸與東協合作的力道由是加深加大，中國

大陸整體的戰略布局也因之成形，美中抗衡的輪廓更加明顯。

兩岸間的微妙關係，牽涉到東方與西方的競爭，會隨著政治與經濟

不斷的解構與失衡，讓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拉力更加強烈。面對空前

的機會與挑戰，黃所長勉勵在座同學透過集體的知識、力量、創意，以

簡馭繁，共同面對區域性、社群性的問題，迎向未來。

美中正在進行無形的軟對抗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吳福成副處長認為國際政治上除了系統

的因素，也有變動的因素，而變動因素可能會推動系統的改變。

在亞太地區，日前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亞洲，輿論認為「美國在亞

洲撒下了一張網」，舉凡美印高峰會強化軍事合作，以及印尼本身在東協

的重要地位、與中國大陸的矛盾，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與軍事同盟的進展，

加上日本的 APEC 峰會、美日軍事同盟及日本的新安全策略可能改為瞄

準中國大陸，都顯示了改變。對照美國從東北亞到南亞的撒網動作，近

來中國大陸則朝向中東、中亞與俄羅斯發展：中國大陸與俄羅斯雙方的

關係空前緊密，同時也往中亞大鋪能源管線，伊朗與巴基斯坦的鐵路更

是要連結中國大陸。凡此種種，皆顯示美中之間正在進行著無形的軟對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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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全球性、區域性與對我國的影響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陳威仲副研究員則針對全球關注的氣候

變遷議題進行闡述。氣候變遷議題雖然「單純」- 將二氧化碳濃度控制在

350 PPM 內，以使確保球溫度上升不超過 1.5℃，卻難以依循現有之全球

複邊合作（如聯合國）解決。未來有關氣候變遷的談判工作料將從目標

訂定，轉為強化氣候減緩行動的經濟誘因，因此在區域層次上將著重於

能力的培養、知識的散播等。

對我國而言，應關注國際間氣候協商的四大趨勢：1）氣候經濟著

重於部門與產業別的行動，以能源、製造、運輸等三大產業為優先。2）

氣候行動將迅速透過國際價值鏈與供應鏈影響台灣，而非透過外交及政

治的傳統路徑。3）氣候經濟行為強調私部門參與，故政府需致力於建立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推動綠色成長。4）全球碳經濟的建立勢將影響未

來外貿競爭力的定義，因此推動知識經濟的工作須與全球氣候減緩行動

接軌。由於氣候變遷議題，諸如碳排與其他氣體排放、能源耗用等議題，

皆將促使全球經濟秩序重新洗牌，故我們須注意相關結論對研發、設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黃琮琪教授 台經院東南亞所黃兆仁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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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行銷等商業活動的影響。

因此對於台灣而言，除必須持續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對經貿外交所產

生的影響外，更應從長遠的角度思考並及早調整產業結構，以適應未來

低碳社會的需求。現有的生產模式，除應保持既有競爭力外，也需從國

際上引入相關環境技術，並試圖瞭解與參與國際相關的標準的訂定，以

提前為未來做好準備。

（本文作者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 台經院國際處陳威仲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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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亞太區域情勢前瞻」圓桌論壇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黃暖婷

鑑於近來亞太地區政經重大事件頻傳，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

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合辦「亞太區域情勢前

瞻」圓桌論壇，邀集知名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區域政經環境發展的重要

議題與最新趨勢，以充分瞭解各界的觀點，針對我國未來在亞太區域內

的發展方向與因應之道，提出建言。

亞太區域局勢變化多端，美國因素與中國崛起是

為關鍵

CTPECC 副董事長暨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洪德生，在本場次開始即

指出，由於近來國際政經局勢變化多端，故本系列論壇特別選在東協、

G20 與 APEC 等三大高峰會結束後舉行，希望能多多與各方學者專家交換

意見。

金融海嘯之後，美國亟欲振興經濟。面對中美兩方貿易失衡，以及

國內的雙赤字問題，美國不斷施壓，不僅推出 QE2 的量化寬鬆政策，也

希望人民幣能夠升值。在因應亞太局勢方面，歐巴馬總統與先前小布希

政府「重歐輕亞、單邊主義」不同，積極運作加入東亞高峰會與 TPP，

多邊動作頻頻，以實現其所宣示的「太平洋的總統」目標。

在區域安全現勢上，近來南北韓的問題影響到區域的穩定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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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以其全球領導的角色，連日與南韓、日本進行軍事演習，希望能嚇

阻北韓的軍事活動，同時中國大陸、俄羅斯則希望回歸到六方會談，以

協商和對話的方式，緩和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此外還加上中日台之間的

釣魚台問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問題，在在都影響區域的繁榮與

發展。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傅恆德院長也回應洪副董事長的意見，認為

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上勢必更加舉足輕重，而此次南

北韓的對峙和衝突也必然對地區內的穩定安全有所衝擊，但是將來有

何影響尚待觀察。因此若討論東亞、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發展，「美

國」與「中國大陸崛起後的趨勢與發展」無疑是兩大關鍵因素，也是

這場會議的題旨之所在；如果透過此一會議，讓產官學界廣泛交換意見，

發表對現勢的看法，並對將來做出前瞻性的展望，做出具體的建議並

得以落實，必可對區域的穩定和平有所貢獻。

由經濟面向看美國的經濟政策轉變與台灣的 FTA
之路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由 2010 年 11 月的美國期中選舉談起，分析

歐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胡院士認為歐巴馬總統推動全民健保與金融改

革，讓失業民眾能以合理的價格得到保險，可說貢獻卓著，然而振興經

濟績效不佳，也種下了期中選舉失利的原因。

期中選舉之前，歐巴馬政府主要透過提昇景氣、促進內需的短期政

策推動經濟復甦，但因為這些短期政策未能促進就業，使消費者信心不

足，又有鑑於美國、歐洲復甦緩慢，亞洲復甦迅速，所以大選後的經濟

復甦政策遂轉向以促進出口為主，歐巴馬總統並在亞洲行之前宣布「五



316

CTPECC 年度活動 --2011 亞太區域情勢前瞻圓桌論壇

年內加速出口」。亞洲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在此背景之下勢難避免，而

美國也認為貿易必須重新取得平衡，希望貿易順差多的國家多多促進內

需，幫助經濟成長緩慢的國家能夠貿易逆差。

這樣的政策考量包含著「陰謀」與「陽謀」兩面。陰謀的部分在於 QE2，

美國希望藉量化寬鬆政策製造熱錢，把熱錢往經濟復甦迅速的亞洲推；

熱錢到亞洲來，不是造成亞洲各國貨幣升值，就是會使得各國貨幣供給

量大幅增加，產生通貨膨脹，亞洲的對美順差也就因此減少。但是熱錢

也會使泡沫風險增加，所以實際上美國在 QE2 之後，利率不降反升。

陽謀則是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奇要求系統性重要而且持續貿易順差

的國家，考量經濟復甦緩慢國家的處境，修正其出口導向政策，而美國

眾議院也訂定法案，要對操縱貨幣國家的出口品課以「公平關稅」，財長

蓋特納則希望這些國家把經常帳順差控制在 GDP 的 4% 之內。

相對於美國的上述動作，目前台灣的經常帳順差佔 GDP 的比例上升

至 8.63%（中國是 5.96%），在匯率方面則由於台幣升值幅度相對少，所

以若以基於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實質匯率觀之，台幣的實質匯率呈現下降

的趨勢。至於人民幣該升值多少，胡院士認為，由於人民幣潛藏著超額

儲蓄的問題，在社會福利制度缺乏、人民買房需要的狀況下，人民幣無

論升值多少，都無法光靠升值解決貿易失衡的問題。尤其中國大陸現在

面臨通貨膨脹、股市房市泡沫，以及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就其本身利

益來看，雖然人民幣的確有升值的空間，但是中國大陸政府能接受人民

幣升值的幅度應該不會太大。

此外，美國也積極表態進入亞洲，藉由「重新發現 TPP」，積極加入

並且指導 TPP 擴張，另起爐灶與中國指導的 ASEAN+N 對抗。胡院士認

為 TPP 與 ASEAN+N 當然會有所摩擦，但是未來這兩股勢力最終應該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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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整合並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達成。因此，胡院士建議台

灣應該積極利用 ECFA，在 TPP 與 ASEAN+N 的矛盾中尋找與美方洽簽自

由貿易協定，以及參與區域整合的機會，然而國內是否願意對美大幅開

放農業，以及各部門的開放程度，便成為我方最應事先進行內部意見整

合的問題。

後美國時代，台灣在美中之間應有的策略建構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潘兆民副教授呼應胡院士善用「政策工具」

的看法，認為目前台灣的問題在於常常搞混「困境」、「政策問題」與「政

策工具」，既然困境無法解決，那麼台灣應該利用自身現在的地位，在制

定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尋找政策工具，做為切入點與嗣後外交政策運作的

方式。

潘教授認為現在的問題應該是「如何面對金融海嘯與外交政策輸出

失敗下的『後美國時代』」：美國的大國外交向來遵循「民主自由」的意

識型態，向外輸出其發展模式，但是目前「民主加市場」的「華盛頓共

識」卻得不到亞非拉國家的認同。最近美國學者奈伊提出「威權政治加

市場經濟」的「北京共識」正逐漸形成，而這套模式也在最近於天津舉

行的世界經濟學家高峰會中，受到許多亞非拉國家的青睞，「北京共識」

與「華盛頓共識」的競逐不言可喻。

同時，中國大陸正在多管齊下的進行區域經濟整合，但是其他周邊

國家也對中國大陸有一定的不信任，所以現在的和平是不信任下所建構

出的「冷和平」，周邊國家在從中國大陸獲得好處的同時，也希望對中國

大陸有所制衡。因此美國近來積極與中國大陸周邊的國家進行交往，採

取「聯合制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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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岸簽定 ECFA 之後，台灣忽然受到了美中日的關注。潘教授認

為既然中國大陸、美國和周邊國家都在玩兩手策略，台灣也應該有自

己的兩手策略，「向中間靠」，利用「何處是台灣可接受兩岸關係的政

策底限」、「美國能接受兩岸關係的政策底限」、「我國是否能向中國大

陸買武器」等政策工具，測試美中雙方的底限，做為我國操作政策槓

桿的參考因素。          

兩岸簽訂 ECFA 對美中台三方造成的影響

東海大學政治系楊三億助理教授聚焦於「兩岸簽訂 ECFA 對美中台

三方造成的影響」，從戰略三角的角度，分析 ECFA 時代美中台三方可能

的互動。楊助教授認為 ECFA 的影響相當深遠：美國向來支持兩岸關係

的穩定和平，所以認為 ECFA 簽訂具有正面積極的效果，也抱持肯定的

態度，然而美國也憂心 ECFA 簽定後，台灣對美國的兩岸關係資訊提供

未能即時全面有效率，所以進一步美國也擔心 ECFA 是否會造成路徑依

賴，影響台灣外交政策制定習慣的形成，以及政策範圍框架的影響。

對於台灣來說，正面影響誠如胡院士與潘副教授的闡述，而若簽定

ECFA 之後，台灣無法在自由貿易協定洽簽上有所突破，則可能會造成某

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傅恆德院長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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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問題。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ECFA 的簽訂是兩岸互信與政治合作的開端，此

外目前中共正在推動海西經濟區，諸如「給台商國民待遇」、「發展與台

灣專長所相似的產業」等海西經濟區發展策略，都可能做為 ECFA 之下，

兩岸深化整合的重要根基。但是就目前的交往來看，兩岸相處還在蜜月

期；之後互動緊密下所帶來的競爭、衝突應該如何解決，也是中國大陸

所必須要注意的問題。

如果以「戰略三角」的概念進一步分析，楊教授認為：目前美國官

方對於美中台三邊持「美中台三邊應該穩定互動」的看法，「台－中」最

緊張的這邊有所紓解，令美國人感到滿意；然而「美－中」與「美－台」

的互動如何更加穩定深入，是美國要面對的問題。就台灣而言，ECFA 簽

訂後，台灣可能在實質議題談判上面臨內部反彈所產生的壓力，以及台

灣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應該到何限度，才不會在美台與美中間失衡，是未

來政府必須要思考的。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它當然希望「台－中」關係

的發展能遠優於「美－台」關係，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大陸是否願

意對台灣提出更多的誘因，值得商榷。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潘兆民副教授  東海大學政治系楊三億助理教授      外交部國組司 APEC 小組

張謙彥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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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的亞太戰略，看美國與亞太主要國家的互

動及台灣的因應之道

外交部國組司 APEC 小組張謙彥組長則論及美國與亞太主要國家如

何互動，由美國的亞太戰略談台灣的因應之道。張組長認為歐巴馬政府

的美國亞太大戰略與貿易政策從模糊到明確，揚棄了布希政府的單邊主

義，以「雙邊與多邊並行」的雙軌模式，進行戰略安全上的布局，強調

美國與亞太重要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是另一方面，美國也同時與中

國大陸維持經濟與國防上「二加二」的對話。

歐巴馬今年年初提到，「對外出口」是他施政的重要方向，也曾提

出目標，希望 2013 年前美國赤字能減半，2015 年前要使美國出口倍增，

並增加兩百萬個工作機會，而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不僅對全球經濟

復甦所能提供的能量甚大，也將會提供美國經濟復甦最重要的動能。張

組長根據個人實際參與 APEC 會議的觀察，認為在亞太經貿整合方面，

由於中國大陸崛起並深入區域整合之後，美國擔心自己在亞太被邊緣化，

所以積極參與諸如東亞高峰會、APEC 等多邊機制，並慢慢將它國際貿易

的規則，納入與亞太各國的經貿關係中，尤其是人類安全議題所衍生出

的種種經貿安全問題，更是美國主要推動的議題之一。

總結美國的亞太政策，歐巴馬強調亞太區域的崛起與重要性，而且

美國與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密不可分，經貿關係的密切前所未見，未

來也將繼續成長。因此在策略上，美國希望促進雙邊經濟均衡與永續

發展，追求雙贏，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而歐巴馬也藉著參與

G20 高峰會的機會，與印尼、韓國都在自由貿易協定上取得進展，並進

一步深化與的經貿關係。在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上，鑑於美國對亞洲的出

口值雖然成長，但市佔率卻降低，所以美國積極推動相當高標準且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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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 TPP，希望能透過此一平台，促進亞太區域整合。「個人的力量有

如一滴水；群體的力量加起來卻如汪洋大海」，美國希望能與亞太地區國

家攜手共同創造雙贏共榮的局面，並誓言將繼續在亞太地區扮演領導性

的角色。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廖舜右助理教授

張組長也表示，在亞太經貿外交政策上，我國向來重視 APEC 的參

與，也在 2010 年九月十二日 ECFA 正式生效後，將 ECFA 當做與亞太地

區經貿接軌，與我國在亞太地區重要貿易夥伴增進經貿關係的重要敲

門磚，如「台星經濟夥伴關係（ASTEP）」的實質談判便正在積極進行

中。TPP 則是另一個焦點：在 2012 年許多亞太國家都將舉行大選的前提

東海大學政治系宋興洲主任 東海大學政治系高少凡副教授

 東海大學政治系王啟明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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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若 WTO 杜哈回合若無法在明年獲致結論，再有進展的機會便不甚

樂觀，而受到今年 APEC 領袖會後宣言認可，承認是達成 FTAAP 的途徑

之一的 TPP，便將成為亞太經貿整合的另一個關鍵。

根據 TPP 第二十條第六款「向各 APEC 會員體開放」的精神，我方

有名正言順藉 TPP 參與亞太經貿整合的機會。然而參與 TPP 的同時，在

區域政治上，台灣必須參考自身在美國亞太整體大戰略中的角色，以及

中國大陸的態度，衡量兩岸、美中台、美日的互動，但目前美國與中國

大陸都尚未就此明確表態。此外，TPP 是一個涵蓋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

現在參與的九個國家也都有相當豐富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參與經驗，目

前也正在研擬新的條文，討論市場進入途徑，以及既有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與 TPP 間的連結等問題。因此，台灣在表達參與 TPP 的意願之餘，需

要在實質議題上與政治意願上，儘快進行全面性的研究與準備，權衡各

產業部門的利害關係與讓步尺度，並且進行國內的產業結構改革，以免

遭逢邊緣化的危機。

亞太區域的架構與建構，以及台灣應可扮演的角色

在主持人東海大學政治系宋興洲主任的引言之後，東海大學政治系

高少凡副教授以「架構」的角度，從亞太國際結構之下，大國之間的互

動與彼此的戰略利益切入，認為如果亞太地區的互動是一場遊戲，那麼

美國仍然在結構上的龍頭位置，強調維持現狀。面對目前推動亞太地區

改變的驅動者－中國大陸，東協與韓國在區域互動上猶豫不決，日本在

政權頻頻輪替下也不知何去何從，原來態度不明朗的美國，則在 2010 年

10 月 28 日，希拉蕊在夏威夷演說中提到「前進佈局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 之後，顯示美國似將使用其軍事力量，努力保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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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洲角度看來，過去十年，東南亞、東北亞都跟隨著美國霸權，

但是現在東北亞明顯的構成「軍事鐵三角」聯盟，不可小視；東協則表

態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也希望美國能在亞太區域內，成為「負責任的

一份子（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不要只顧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

在美國的霸權領導雖然仍有實力，但不夠穩定的前提下，亞洲人問

美國：目前美國的領導地位能撐多久？維持霸權的能力有多少？所以高

教授對於目前希拉蕊的作風感到憂心，更發現亞洲以中國大陸為首的秩

序正逐漸形成。未來台灣必須繼續以 ECFA 尋找利基，「摸著石頭過河」，

跟著區域內的霸權秩序，在與中國大陸的緊密關係上求生存。

東海大學政治系王啟明助理教授由「社會學習論」的角度，從「智

慧成長」、「永續成長」、「包容性成長」三個方向著手，以歐盟的發展回

首亞太，認為台灣似乎可以從永續發展中連結到很多議題上，在區域內

扮演提出政策倡議性聯盟架構的角色。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廖舜右助理教授則以「結構現實主義」闡

述亞太區域情勢的演變。2000 年至 2009 年，亞太的高階政治與低階政治

都處於合作階段，至 2010 年，釣魚台與南北韓事件，以及 TPP 與 ASEAN+N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         CTPECC 邱達生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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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隱含的美中對抗，都使得亞太地區未來在高階與低階政治上都會有

所衝突。

在政策建議方面，過去台灣洽簽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新近有所發展的

經貿關係，不是政治因素為大，就是與會造成障礙的關鍵產業部門無關，

所以 TPP 將會是台灣真實的挑戰。台灣選擇加入某個自由貿易協定的同

時，也在選擇自己的盟邦，談判速度與動能皆強，且明年美國打算強力

推動的 TPP，情勢必然會很快就明朗。廖教授認為台灣沒能力玩雙重賽

局，所以要往東靠還是往西靠，必須要有所決斷。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回顧了 2010 年的區域發展，並延伸展望

至 2012 年：2012 年將是亞太地區變數很大的年代，以中國大陸來說，胡

政權要退位，習近平要上台，十二五規劃要改善改革開放後的弊端，加

上 ECFA 的實施，恐怕不是可以用單一面向的理論可以見證。其次，俄

羅斯即將加入 WTO，又要在 2012 年舉辦 APEC 高峰會，還要面對內部政

權領導人路線之爭的問題。再者，印尼要舉辦 2013 年的 APEC 年會，東

帝汶又要加入東協，象徵東協之間的大團結，有助於東協邁向 2015 年的

共同體。

此外，美國歐巴馬政權面臨不穩定，南韓李明博政權在韓美自由貿

易協定下面臨親美或親中的矛盾，未來也可能有內部政權不穩定的問題。

加上 2012 年是金日成冥誕一百週年，北韓宣示要擠入強國之列，同時又

有南韓的總統大選，朝鮮半島未來變數甚多。

隨著各國行動規範的準法律化，「南海問題」引發衝突可能性慢慢

降低，未來最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是東北亞。當日本在軍事戰略上以

中國大陸為假想敵，若美日安保同盟宣言又明顯針對中國大陸，可能會

引起中國相當大的反彈。另外，儘管在政治、軍事、安全上的「美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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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戰線」形成，但是在經濟、市場、利益上，日韓反而在與中國大陸

結盟。2012 年，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將開始談判，韓國甚至要提早在明

年啟動韓中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這種既聯合又競爭的狀況，非常值得注

意。

近來的觀察顯示，美國在東亞地區已經在包圍中國大陸，但是中國

大陸也不是省油的燈，向菲律賓突破（如菲律賓響應中國大陸，不去參

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也向中國買武器），也向泰國突破（如中泰聯

合軍事演習），加上中國大陸與緬甸石油天然氣與鐵公路的連線，顯然整

個東亞局勢有相當的競爭。

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展望

CTPECC 邱達生副秘書長則從 2010 年北京的 PAFTAD 國際研討會，

圍繞在美國應該加強其領導力（leadership）開始談起，認為 2008 年的金

融海嘯提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但是目前中國大陸並不想擔任全球性的

霸權，做為 ASEAN ＋的領導倒是比較有可能。最近中國大陸雖然面臨經

濟過熱的問題，但是核心通膨並未急遽惡化。

回頭看美國，邱副秘書長認為捲起 2008 年金融海嘯的房貸泡沫與

2000 年的網路泡沫之間有連動性，而美國的經濟問題也對世界各國產生

連動的影響。目前美國以「一手貨幣政策，一手財政政策」撐住搖搖欲

墜的經濟天花板，如果天花板塌下來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呢？目前美國

的財政政策已經用到了底，加上歐巴馬輸掉 2010 年 11 月的期中選舉，

未來兩年內，如何解決美國的失業與赤字問題，將是歐巴馬政府最重要

的考量，而他最近與共和黨協商的目的，也在於在財政政策上繼續獲得

支撐。因此邱副秘書長預測 QE3 不太可能實行，而 QE2 的規模也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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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

日本最近幾年的經濟表現，在先進國家中表現非常不好，起因是

1986 年的廣場協議，強迫日圓大幅升值。目前日本的經濟結構還是以外

貿為導向，通貨緊縮可能還會持續五至六年。歐洲國家目前是在謹慎採

行貨幣政策，「自己把一隻手綁起來」的狀況，但是絕大多數國家的狀況

也都不好。

展望 2011 年的經濟發展，邱副秘書長認為會在先前 GDP 基期過低，

以致成長率不會太高的狀況下穩定復甦，美元中長期將持續走貶，各國

也會持續強化內需。至於第二次的經濟危機是否會發生，邱副秘書長則

引用泰德利差、採購經理人指數與領先指標，認為發生的可能性很低。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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