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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APEC 主題與
四大優先議題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位於太平洋彼岸的智利主辦今 (2019) 年 APEC 會議，智利並於去 (2018) 年 12 月
12-13 日在其首府聖地牙哥舉辦的非正式資深官員會議 (ISOM) 中，定調今年的 APEC
主題為「聯結人群，建構未來」(Connecting People, Building the Future)，以及四
大優先議題：數位社會、整合 4.0 、婦女與包容性成長，以及永續成長。以下簡述四
大優先議題內的相關重要子議題：

優先議題一：數位社會 (Digital Society)
面對人類歷史上第四次的工業革命，APEC 必須使我們的社會擁有恰當的工具與
技能，以充分參與網路與數位經濟。透過建立與數位經濟相關的法規環境和基礎建
設，APEC 將得以持續激勵貿易與投資的增長，促使民眾善用數位社會的特點來融入
全球經濟。其相關重要議題為：
一、 執行「網路與數位經濟路徑圖」
主要的工作內容包括：透過跨論壇的監督與報告程序，強化執行「APEC 網路與
數位經濟路徑圖」；透過電信服務來改善區域連結性；協助各經濟體為數位相關政策
建立高效率、一貫且全面性的法規架構；建立各經濟體間進行電子商務與數位貿易的
規則；設計 APEC 自身的教育訓練和知識策略，以掌握新技術所帶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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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測算 APEC 區域網絡與數位經濟發展現況

透過發展恰當的測算工具，APEC 各經濟體將得以瞭解本區域網絡與數位經濟發

展的現況，並進一步設計相關政策與目標來推動網路與數位經濟。這部分的工作主要

聚焦於：借鑑相關國際機構與利益關係人的作法，發展出一套 APEC 各經濟體共通的
測算方法。APEC 今年將舉行一場工作坊來辨識既存的最佳測算方法論，以及如何從
具可比性 (comparable) 的資料出發，測算本區域網絡與數位經濟的發展。

優先議題二：整合 4.0 (Integration 4.0)
整合 4.0 突破傳統貿易協定的架構，不再聚焦以往強調以優惠關稅為中心的貿易

互惠協定，範圍更加廣泛，包括貿易便捷化、邊境管理自動化、法規調和、參與全球

價值鏈和投資基礎建設，甚至於強化數位人才的移動等。隨著全球供應鏈各個環節間
互賴關係日益增强，各經濟體需要更緊密的合作，以回應各種政治、經濟與法律的挑
戰，迎接供應鏈自由化新世紀的來臨。其相關議題為：
一、參與全球價值鏈

自 2013 年 APEC 領袖同意推動全球價值鏈 (GVC) 的發展與合作，以及 2014 年

通過「APEC 連結性藍圖」以來，2019 年正是評估近 5 年來各倡議落實情況，以及進
一步結合 APEC 其他領域與議題的時機。智利擬訂定參與 GVC 策略和具體工作計畫，
以強化「APEC 連結性藍圖」和相關工作。
二、智慧邊境

推動 APEC「貿易電子單一窗口體系」(ESW) 的互通性，便捷化和增加貿易文件

的透明性，並討論調和與標準化等問題，增加互信，以利於亞太貿易和支持 GVC、微
中小企業與開發中經濟體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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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物流
增進對 APEC 安全認證優質企業 (AEOs) 的了解，共同推動 AEO 的合作計畫，同
時發展亞太區域內 AEO 計畫的共同標準，鼓勵各經濟體採納 AEO 相互認證 (MRAs)，
以利貿易便捷化。
四、智慧貿易
透過國際法規的合作來促進貿易便捷化和減少非關稅障礙。，今年 APEC 在推動
國際法規合作之際，也要確保境內法規不致成為非關稅障礙。
五、交換對 FTAAP 的觀點
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自 ABAC 於 2004 年智利主辦 APEC 會議期間提出迄今
已逾 15 年， APEC 各經濟體對於 FTAAP 的觀點已有所轉變，如今應透過當前觀點並
確認 APEC 各經濟體間的共通領域，討論未來如何落實 FTAAP 和相關工作。
六、智慧人才
APEC 人員移動與人與人連結常因跨界技術承認之障礙而受到限制，APEC 某些
經濟體已實施特殊的簽證計畫克服相關限制，例如，提供智慧簽證 (Smart Visas) 以
吸引擁有特定技能的人才，以因應經濟體境內所需。智利擬推動的初步方向是了解
APEC 各經濟體建立此類機制的最新情況，以期有助於增加跨亞太區域的就業機會和
改善技術移轉性等，進而促進亞太區域人與人的互動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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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議題三：婦女、中小企業及包容性成長 (Women, SMEs,
and Inclusive Growth)
提升民眾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是 APEC 的核心工作。亞太區具有多元的社群，且經
濟發展程度各異，APEC 主張推動有助於整體、包容、永續、創新與安全的區域經濟
整合包容性，因此提升婦女與中小企業參與經濟活動至關重要，各社群也應致力克服
阻礙，參與勞動市場。相關重要議題有：
一、 婦女與經濟
為提升婦女在非傳統部門的參與，APEC2019 將擬定「行動策略工具包」協助經
濟體擬定及推動相關策略，提升女性參與包括礦業、運輸、能源等產業。智利也將執
行「數位素養落差評估」，持續降低女性數位落差，並透過數據統計，包括婦女經
濟政策夥伴關係 (PPWE) 提出的「APEC 女性與經濟計分板」(The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 等倡議，提升婦女經濟賦權。智利期待 APEC2019 在各經
濟體共同努力下，能針對性別平等及提升婦女經濟參與工作，擬定「聖地牙哥婦女與
包容性成長路徑圖」，列為領袖宣言附件。
二、 中小企業
智利將提升中小企業在 APEC 的經濟整合，以及參與國際貿易。為便利微中小企
業的經商便利度，APEC2019 將致力提升微中小企業國際化，以及拓展 ICT 應用與電
商等，並推動 APEC 微中小企業市集倡議。此外，智利也將擬定「金融科技數位工具
包」，以強化微中小企業對新興金融科技的瞭解，利用包括數位籌資、電子支付、
B2B 數位管道等，並提升金融包容性、安全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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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議題四：永續成長 (Sustainable Growth)
APEC 需促進平衡且永續的成長模式以因應環境挑戰，包括降低廢棄物及污染、
發展更潔淨及有效率的能源，以及推動城市基礎建設等。相關議題還包括：
一、 保護海洋生態系
落實 2014 公佈的廈門宣言，減少海洋廢棄物、推動相關貿易與投資便捷化，支
持捕魚及水產養殖，以及打擊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IUU）漁業。
二、 推動永續能源
減緩隨經濟成長日增的能源需求，並推動低碳經濟轉型，導入科技以利用再生能
源、降低能源密集度和提升能源安全，達到 APEC 能源密集度及再生能源目標，並與
SDGs 接軌。能源現代化工作將聚焦推動永續運輸、支持創新技術，以及推動法規現
代化以降低相關技術及商業障礙。
三、 發展智慧城市的共同標準
APEC2019 可能聚焦智慧城市治理、運輸與基礎建設、意外預防、環境影響降低、
公共空間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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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區域青年就業政策
最佳範例分享
蔡靜怡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國家發展的關鍵在於對人才培育的重視，尤其優質勞動力與青年就業為各國政府
提升競爭力與經濟發展的基礎。當國際經貿環境面臨衝擊或景氣衰退時，首當其衝的
是就業市場，而打擊力重中之重的為青年就業。 近年來，人力資源提升與青年就業
成為 APEC 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根據 APEC 人力資源小組調查指出 2016 年 APEC 區域內約有 11.4% 的青年未進
入就業市場，同時並未參與任何職業訓練或者對未來就業作出準備。為了提供 APEC
經濟體在促進青年就業方面的政策建議，APEC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提出「APEC 經
濟體青年就業最佳範例」(Best practice of youth employment policies in selected
AEPC economies) 以韓國、日本、新加坡、越南的青年就業政策與市場分析為最佳
範例，以下為其青年失業率歷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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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韓國青年就業市場與政策
韓國透過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創造工作機會以及收入的分佈，成功解決青年就
業問題。韓國 1997 年的經濟危機，削弱了經濟發展的潛能，失業率達到自 1962 年
起的最高峰。青年（15 歲到 29 歲）失業率從 1996 年的 4.6% 及 1997 年的 5.7%，

APEC 關鍵議題與會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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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升到 1998 年的 12.2%，1999 年甚至達到 10.9%。2000 年雖然降至 7.6%，但一直
維持在 7% 到 8%，在 2013 年的時候才又開始上升，直至 2017 年，韓國青年失業率
為 9.8%。
近期韓國青年勞動市場，有幾項特點：( ㄧ ) 僱主的求才條件，由僱用無經驗的人，
轉為偏向有經驗的人才。( 二 ) 提供給年輕人的工作條件逐漸惡化。第 ( 三 ) 尼特族（不
升學、不就業、不進修的人簡稱 NEET）群體逐漸擴大。多項實證研究發現，政府的
短期就業計畫或配套措施，對於這些處於社會弱勢的人並無太大的幫助，反而是創造
就業機會的效果較為明顯。實證研究證實，在各種青年就業措施中，就業服務與專業
培訓等方法最為有效。就業服務對於求職的幫助，會依照受輔助者而有所不同。就業
服務提供給求職弱勢群體的效果較佳，而專業培訓則對於長期失業者較有幫助。事實
上，提供失業者個人化服務，幫助其分析並克服就業障礙，比提供標準化的制式服務
還來得有效。然而，礙於人力與經費的限制，無法提供每個失業者個人化服務。因此，
必需先協助求職弱勢群體排除就業障礙，畢竟這些弱勢群體透過就業中心的評估，有
可能長期找不到工作。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建議韓國政府應積極為那些教育
程度低的年輕人，提供輔助計畫，瞭解擴大勞動市場中的年輕勞動力，是政府的重任。
韓國在 1967 年施行職業訓練法（Vocational Training Law），保障就業人員的
專業素養。除了推行系統性的職業訓練制度，更首創國內技能測驗與認證制度。職業
訓練法是在 1973 年以前，許多資格認證的依據來源，也是 1973 年頒布的國家技術
資格認證（National Technical Qualification, NTQ）制度的先驅。1997 年到 2016 年，
韓國總計約 8,700 萬人次申請職業訓練，大約 2,800 萬人次通過認證，申請人次大於
當時的韓國 5,000 萬人口，可見此項制度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見，韓國國家技術資
格認證符合求職者與求才者的需求。這項制度正面臨在政策方向上，從初階提升到能
力本位（Competency-based）訓練的轉型挑戰。2012 年國家技術資格認證制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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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轉型為以國家能力標準（NCS）為導向的認證制度。期望這項轉變可以協助韓國成
為一個以能力為導向的社會。
2013 年韓國政府大舉實施師徒訓練制度（也稱作平行學習制度），適用對象從
2015 年的畢業生，擴大到提供正式課程給高中及大學在學生。透過師徒制度解決青
年失業問題，幫助青年培養技術並有效應用。截至 2016 年 10 月，合計 8,345 個僱主
參與師徒訓練計畫，其中 5,468 個僱主當中，有 35,864 名學徒正接受或已完成訓練。
參與的僱主合計每年平均花費 51,380,000 韓元，也就是說主顧在每一位學徒上平均
花費 33,530,000 韓元。就此制度利益分析，參與的僱主每年平均獲利 131,490,000 韓
元，亦即僱主在每一位學徒上平均獲利 29,130,000 韓元。
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韓國理工學院科技融合校區開設非學位的高科技職業訓練
課程，有效運作數據融合軟體科系、微生物醫學系統科系，以及嵌入性系統科系。該
校區提供客制化課程，給都會區中簽有就業協議的企業客戶，即使是人文背景，也可
以在大數據、生物或軟體公司任職。模式化的課程，讓修業時間從 2 年縮短為 10 個
月，並且邀請專家任教，在短時間內提供高品質的教育。課程訓練的程度等同於國家
能力標準四或五級，實務性課程與理論性課程比例為 74%~99%。韓國理工學院這種
提供進階與綜合訓練課程的實例，被工程科系畢業生，以及那些困於尋求高科技工作
的人文科系畢業生，視為就業管道。
上述韓國案例特點：( ㄧ ) 從 1962 年到 1990 年代中期，韓國成為透過利用分析「經
濟成長的良性循環、就業成長、收入的分佈」，來解決青年就業問題的典範代表。( 二 )
為了解決經濟危機和高失業率，韓國嘗試做經濟上與勞動市場結構上的改革，成功建
立勞動市場與福利政策。部份改革效果優良，幫助許多成功改善競爭力的業者成為全
球性企業，不受經濟危機迫害。( 三 ) 韓國實施的青年就業計畫最佳典範，廣獲國內
外學者，以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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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加坡青年就業政策
就新加坡這個小型經濟體而言，其外籍人士多於本國人口，是東南亞小型但經濟

發達的經濟體範例。新加坡「未來技能計畫（SkillsFuture Intiatives）」是指發展與
未來相關的技能，與青年就業相關的要點為：工作場合能順勢應變的能力，比學位和
傳統儒家思想來得重要；啟動未來技能發展，喚起未來技能意識；建立未來技能發展
的評估指標，評估該制度品質管理與相關措施。

未來技能計畫的執行，緣起於未來技能運動（SkillsFuture Movement）。首先與

新加坡人力部和教育部密切合作，第二是規劃技能架構，第三是建立新加坡工作技能
資格 (WSQ) 制度，第四是未來技能培訓補助計畫。遴選基礎設施中的最佳典範，作為
未來技能培訓補助計畫，像是政府治理、工作技能與競爭力、財務輔助等，直接或間
接提升青年就業。另外，進階實習、技能創前程工讀文憑課程、未來技能在職培訓計
畫等，透過職業相關的教育訓練，幫助學生強化就業競爭力，皆為值得參考的典範。

三、 日本青年就業政策
1980 年代日本就業政策，大大降低失業率，相較同一時期的工業經濟體表現最

好，青年就業也不是個大問題。直到 1991 年經濟泡沫化後的景氣長久蕭條，勞動需
求銳減，失業率上升，青年就業問題浮出水面。日本青年就業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人
力供應較需求嚴重，亦即，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無法馬上找到正職工作，也沒有意識
到他們在專業技能、出勤，或其他各方面的問題。同樣的問題在學校也會導致學生
被退學。日本聘任畢業生的條件嚴謹，年輕人難以找到全職工作，最後變成飛特族
（freeters）或尼特族（NEETs）。

為解決年輕人就業困難（尤其是飛特族或尼特族問題）導致經濟競爭力削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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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在 2003 年實施一項政策。政策的主要內容為幫助年輕人從學校到職場轉換期
間，以及從非正職到全職期間的緩衝，並且協助年輕人就業於中小型企業。這些政策
效果雖然不錯，但也有些限制。因為青年就業的問題早已根深蒂固，而且原因相當複
雜，例如家庭因素、育兒、健康、人際關係，以及企業招聘實務等，問題大到必需個
別分析，僅憑單一政策無法解決。

日本青年就業的政策目標為：( ㄧ ) 畢業等於就業相關做法，注重在提升學生對

專業培養的意識，減少退學情形發生，對於學生在學校與職場間的轉換相當有助益。
有些退學原因是父母離婚或家境困難，或者是缺乏專業技能意識，但是對學生而言，
不受家庭影響，接受良好教育及各式能力培養，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必需加強教育服
務。( 二 ) 鞏固專業教育，日本的大學畢業生中，約有 30% 的人耗費三年的時間才成

功獲得第一份工作，因此有必要透過就業選擇的準確性，來降低這個比例。要達成這

個目標，除了讓學生藉由課程認識各項工作，也應幫助學生提升選擇適合自身職務的
能力。( 三 ) 實現同工同酬，在社會上每個人都能選擇與自己的價值和狀態相近的工

作，且依據工作本身的價值，獲得等同報酬，這些都是必然的。現今日本政府促進改
革可先從實現這樣的社會著手，同時重視勞工及管理。

四、 越南青年就業政策
年輕人就業是越南國家政策其中一項刻不容緩的議題。越南要實踐國家工業化與
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創造青年就業機會，並且改善年輕人力資源素質。越南勞動人
口超過 5,450 萬人，其中青年佔四分之一。越南青年就業結構中，從事農林漁牧業的
人口下降，工業與服務業就業人口則上升。更進一步看越南就業情形發現，弱勢勞動
群體 ( 自營或家庭工作者 ) 大幅縮小，而受雇族與受薪族人口則增加。這個趨勢使得
年輕勞動力需求增加，也符合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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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失業率並不高（2017 年為 2.26%），但是青年失業率（2017 年為 7.67%）

則高於國家平均失業率。因此越南正面臨青年就業的嚴峻挑戰。除此之外，多數年輕
人任職與非正式機構、專業人力缺乏、青年專業技能不符合勞動市場需求、不適當的

技職教育結構等這類低就業品質問題，是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障礙，尤其是在第四次
工業革命與全球整合化下，問題更為嚴重。

越南政府為一般民眾（尤其是青年勞動人力），在國內實施各項輔助及創造就業

機會的政策。例如：國家就業基金（National Employment Fund）提供就業貸款；
2008-2015 支持青年專業培訓與創業計畫；支持勞動市場發展計畫等。政策帶來最大

的效益是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然而，仍然需要各種配套措施來解決青年就業障礙，
改善青年職場競爭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技能發展、技職教育，以及勞動市場發展等
輔助青年就業的方向，都是重要的議題。

綜合上述，4 個經濟體同樣面臨勞工技能與市場需求的差異日趨嚴重。自 1990

年代起，科技發展變革快速，但青年的教育訓練卻未與時俱進。為了解這個問題，新

加坡實施整體經濟人才發展政策 -「未來技能計畫」，韓國發展出一套適用於 800 項

職業的「國家能力標準」（NCSs），並實施以國家能力標準為基礎的職業訓練。另外，
韓國同時力求客制化在地工業人才發展計畫，以及培育第四次工業革命整合導向人

才。新加坡與韓國的就業保險計畫皆有發展職業競爭力，幫助失業者激發工作能力，

以及在職者建立終身的專業技能，讓僱主與勞工相輔相成。越南也面臨缺乏條件符合
的年輕工作者的同樣問題。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勞工技能不符需求，或是所有經濟
體都將面臨的重要課題。

年輕人普遍處於惡劣的就業品質，尤其是非正職的人口特別高。韓國直到 2017

年，35.7% 的 15-29 歲受薪族為非正職，低薪且工作不安全。這個比例自 2013 年開

始不斷攀升。日本在 2017 年，27.2% 的 15-24 歲以及 25.9% 的 25-34 歲的年輕受薪族，
為非正職工作者。日本就業品質的改善相當緩慢。越南青年就業品質也相當低，許多
年輕人任職於非正式且非正職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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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業、不升學、不進修的年輕人（尼特族）已儼然成為這 4 個經濟體嚴重的社

會問題，尤其是在韓國。如同第一章所述，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針對尼
特族做的各項統計數據顯示，韓國 2017 年有 16.7% 的青年（15-29 歲）為尼特族，
明顯高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 2016 年的平均 13.9%。日本也因為各種原因產生
尼特族問題，像是自 1990 年代開始為期二十年的經濟大蕭條，從以製造為主到以服

務為主的工業變革，以及隨著科技變遷而改變的勞動需求等。蛰居族（Hikikomori，
指那些不出社會自我封閉的人）與飛特族（freeters，指那些無論自身能力如何，均
仰賴兼職工作維生的人）都是長久以來存在日本的社會問題。但是截至 2014 年，日
本尼特族（15-29 歲）比例為 9.8%，遠低於同年韓國的 15.6%。

五、 結論建議
基於上述最佳範例，人力資源工作小組提出下列結論建議：第一，維持穩定的宏
觀經濟，修法摒除阻礙，是創造就業機會的關鍵方法。第二，促進青年就業分為二個
觀點，一為增加青年工作機會，一為改善整體就業品質。第三，改善青年從學校畢業
後到職場的過程，避免失業問題發生。第四，教育訓練改革，培訓高端人才；終身專
業培訓，強化個人就業力與適應力。第五，不斷創新就業服務的輔導機制與更新勞動
市場資訊，促進就業配對。第六，尼特族與蛰居族就業，有其複雜的困難度，因此對
於這些族群，必需提供個別化的就業服務。第七，每一個經濟體必需依據其政經情勢、
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建立青年失業與就業政策的評估方式。第八，為陷於就業問
題或失業保險方案的年輕人，建構一個次要的社會安全網，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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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優先議題：婦女與經濟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今 (2019) 年 APEC 會 議 在 主 辦 經 濟 體 智 利 設 訂「 連 結 人 群， 建 構 未 來 」
(Connecting People, Building the Future) 主題、核心主軸為「以人為本」的情況下，
首度將婦女議題列入 APEC 優先領域之一：「婦女、中小企業及包容性成長」(Women,
SMEs, and Inclusive Growth)。我國長久以來即致力於各層級推動性別平等，提高女
性在非傳統領域的參與，和關注婦女在數位時代的領導力及經濟參與。

APEC 婦女議題的主要工作有四：

一、 提高女性在非傳統領域之參與：並將發展「行動策略工具包」(Action Strategies
Toolkit)，協助各經濟體發展性別多樣性策略。
二、連接數位素養之性別差距：執行「數位識字率落差」(Gap Assessment on Digital
Literacy)。
三、透過數據強化婦女經濟賦權：發展「性別回應數據倡議」(gender responsive
data initiative)。
四、「婦女及包容性成長路徑圖」(Women and Inclusive Growth Roadmap)：期盼
各 經濟體就促進婦女經濟參與及提高性別平等達成共識，並將此路徑圖列為今
年 APEC 領袖宣言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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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提升婦女參與經濟
為了推動 APEC 婦女議題以提升婦女的經濟參與程度，帶動亞太區域的經濟 成
長，2017 年我國和美國各捐 50 萬美元、澳洲捐贈 100 萬澳幣成立「APEC 婦女 與經
濟子基金」（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Sub-Fund），目前已進行至第二期，
共有 3 項計畫獲得補助，總補金額為 24 萬 9,000 美元，分述如下：
1. 我 國 與 俄 羅 斯 ：「 APEC 女 性 中 小 企 業 機 會 展 覽 會 」 (APEC Financing
Opportunities Fair for Women-led MSMEs)
2.「促進女性在能源領域發展：以性別角度擘劃能源政策」(Enhancing women’s
empowerment field: mapping energy policies with gender perspective)
3. 美國 ：「 運用數位經濟提倡包容性旅遊產業工作坊」 (Lever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an Inclusive Tourism Industry Workshop)

「APEC 婦女經濟政策夥伴」成為重要機制
「 APEC 婦女經濟政策夥伴 」（ APEC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PPWE）於 2011 年 5 月在美國蒙大拿州 Big Sky 召開的資深官員會議
（SOM）支持下成立，提供一個精簡且有效率的機制，以整合性別平等、婦女與 經
濟等各項考量，並提升婦女經濟議題在 APEC 所帶來的影響力。
性別平等屬於 APEC 的跨領域議題，PPWE 根據此一原則來提升「整合婦女參
與 APEC 架 構（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 並 配 合
APEC 各項程序，持續對影響 APEC 地區女性經濟賦權的議題做更多努力，PPWE 還
可向 APEC 論壇與資深官員提供政策與實務面的建議，提升婦女經濟參與程度及推動
APEC 地區的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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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WE 2019-2020 年 新 任 主 席 由 智 利 婦 女 與 性 別 平 等 部 次 長 Maria Carolina
Cuevas Merino 女士擔任。PPWE 2019-2021 年策略計畫非正式工作小組以美國為主
導，參與成員包括我國、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紐西蘭、巴紐、菲律賓、 俄
羅斯及越南。
主要經濟體執行婦女議題概況
以下為智利、墨西哥、美國和俄羅斯執行婦女議題之概況：
( 一 ) 加 拿 大 及 智 利： 聯 合 提 案 之「APEC 婦 女 參 與 礦 業 產 業 倡 議 」(APEC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ning Industry) 將於 2019 年 SOM 2 期間
舉辦兩天的工作坊，提案工作是透過 PPWE，獲得我國、澳洲、日本、墨
西哥、紐西蘭、秘 魯、菲律賓、泰國、越南等經濟體的支持，成為共同提
案經濟體；主要目標是：降低提高婦女參與礦業的主要障礙，尤其是透過
管理及企業治理角色，確認最佳解決方案。預計於 5 月舉辦 SOM 2 期間舉
辦兩天的工作坊之後，於 11 月前提出總結報告，並參與 APEC 秘書處負
責的 APEC 計畫長期評估。
( 二 ) 墨西哥：2018 年 12 月 3 日在墨西哥舉辦「驅動性別平等標準的角色研討
會」(The Role of Standards for Driving Gender Equality)，此一倡議的共
同提案經濟 體有：澳洲、智利、巴紐、印尼、俄羅斯、美國和越南，於標
準及符合性次 級委員會 (SCSC) 中提出議，獲得婦女與經濟子基金第一期
補助 7 萬 5000 美 元。本倡議目的為提出一項路徑圖，協助在標準制定時
落實性別主流化，並 透過 APEC 各經濟體之發展，提倡在標準化過程中運
用性別分析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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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美 國：「 運 用 數 位 經 濟 提 倡 包 容 性 旅 遊 產 業 工 作 坊 」(Lever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an Inclusive Tourism Industry Workshop)，
由澳洲、智利、日本、韓國、墨西哥、巴布亞紐幾內亞和秘魯等經濟體在
觀光工作小組 (TWG) 中提出，已獲得婦女與經濟子基金補助；目標是在今
年 TWG、PPWE 或中小 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任一會議期間舉辦一日工
作坊，旨在運用數位工具 推動包容性的觀光經濟，並促進女性及微中小企
業參與觀光產業。
( 四 ) 俄 羅 斯：The 4th BEST Award 將 持 續 於 婦 女 與 經 濟 論 壇 (Women
Economy Forum, WEF) 期間辦理，主要目的是為了透過表彰婦女在經濟
發展的潛能與成就，以及女性中小企業主分享成功經驗或商業模式，盼吸
引更多女性投身創業，以有效支持經濟的長期發展。

我國對婦女議題之落實情況
我國為 PPWE 2019-2021 策略計畫非正式工作小組成員之一，主要訴求皆順利納
入策略計畫：包括消除涵蓋數位環境的歧視與性別暴力、融入性別觀點的創新等。而
下述則為我國落實婦女議題情況：
首 先， 今 年 行 政 院 性 平 處 將 持 續 執 行 已 獲 得 APEC 經 費 50,000 美 元 補 助、
於 2018 年 4 月 展 開 的「 智 慧 科 技 農 業 性 別 化 創 新 」(APEC GIFTS A+: Promoting
Gendered Inclusion in Smart Agriculture, GIFTS A+) 倡議，預計至 2019 年 12 月完
成，目的主要是在利用科技性別化創新以促進農業科學、技術、設施和環境發展，鼓
勵女性參與具備包容性和創新性的綠色經濟，突破女性在農業參與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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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國已於去年 10 月 22 至 24 日在台北舉辦「善用性別化創新、掌握 包
容性機會、擁抱數位化未來論壇」(Seminar on Harnessing Inclusive Opportunities,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ture in Smart Agriculture)，今年我國將與菲律賓及智利依
據研討會成果，編撰中、英、西語三種版本之政策建議工具包 (policy toolkit)，並將
其數位化；並於今年 9 月 WEF 會議期間發表上述政策建議工具包。
第三，我國與俄羅斯今年將共同執行「APEC 女性中小企業機會展覽會」倡議。
此倡議於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中提出，並獲得 APEC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補助
11 萬 9,000 美元。將於 6 月和 11 月於俄羅斯西伯利亞及我國皆舉辦場工作坊及博覽
會，並依據兩地活動之成果，發表最終報告，將包括可為女性提供協助之資金及當地
社群等資訊，並集結運用此類協助而成功之中小企業的故事，供活動參與者及各經濟
體參考。
第四，經濟部能源局今年將執行「促進女性在能源領域之發展：以性別角度擘劃
能源政策」倡議，此倡議於 EWG 中提出，並獲得 APEC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補助 10 萬
美元。預計將於下半年舉辦一場 2 天工作坊，邀請 APEC 各經濟體及相關國際組織之
專家，分享以女性角度為出發之政策、執行關於如何從能源政策設計方面強化婦女
賦權之研究、從女性角度討論綠色能源發展，以及從女性圓桌討論總結電力自由化
(Electricity Liberalization) 的影響；最後依據工作坊之成果提出政策建議報告 (policy
recommend paper)，並在 EWG 及 PPWE 會議上與各經濟體分享，並於計畫結束後
產出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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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改革議題之重要進展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一、RAASR 的進展與 RAASR 行動小組的成立
結構改革為隸屬於 APEC 資深官員會議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 旗下之經

濟委員會 (Economic Committee, EC) 的重要議題，目前其推動仰賴 APEC 結構改革更
新議程 (Renewed APEC Agenda on Structural Reform, RAASR) 的發展，RAASR 源自於

2015 年部長會議的採認，其規劃 2016 年至 2020 年結構改革議題的推動目標。為因應
RAASR 即將於 2020 年屆期，EC 因此成立 RAASR 行動小組 (RAASR Action Team, RAT)

來強化 RAASR 的執行、提升各經濟體個別行動方案 (Individual Action Plan, IAP)，並且

開始研議 RAASR 於 2020 年到期後下一階段的結構改革計畫。目前除了澳洲、紐西蘭
及越南表達願意加入 RAT 外，我國也表達加入 RAASR 行動小組的意願。

二、APEC 經濟政策報告 (APEC Economic Policy Report, AEPR)
APEC 經濟政策報告為 EC 每年出版的刊物，其內容將根據每年 EC 所設定之主
題而有所不同，今 (2019) 年的主題為結構改革與數位經濟 (Structural Reform and
Digital Economy) 目的係探討在數位經濟興起之際，經濟體如何實施結構改革以掌握
新興機會並因應隨之而來的挑戰。我方為 AEPR 報告撰擬小組成員之一，1 同時也參
與提供 AEPR 的個案研究。
1 本年 AEPR 撰擬小組由智利主導，成員包括我方、澳洲、加拿大、中國、日本、墨西哥、紐西蘭、俄羅斯、泰國、美國及越南。
我方、印尼、中國及越南於今年 EC1 會中，表達意願將分別貢獻一則個案研究 (case study) 之撰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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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構改革的重要領域
結構改革又區分若干重要領域，如：經商便利度、強化經濟法治基礎、競爭政策、
公司法制與治理、公部門治理、法治革新。以下將逐一列舉目前這些領域的重要進展。
( 一 ) 經商便利度 (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
美國已於今年 EC 1 提出經商便利度第三階段計畫的倡議，第三階段計畫將以
2015-2018 EoDB 第二階段工作為基礎，2 重點為實際實施和持續改革。除了保留第
二階段的兩項指標 ( 執行契約、獲得信貸 ) 之外，第三階段計畫將另外納入三項指標
( 財產登記、債務清理，保護少數股東 )。目標係在 2020-2023 年期間內，各項指標
改善 10%，並於 2024 年盤點成效。
( 二 ) 強化經濟法治基礎 (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Legal Infrastructure, SELI)
2019 年 6 月日本於大阪舉辦「建立 APEC 線上爭端解決合作架構試行方案研討
會 (Workshop on building the APEC ODR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Pilot)」， 針 對
ODR 合作架構或程序規則相關問題之處理、試行方案推動行政細節、APEC ODR 供
應商夥伴之確認、經濟體 ODR 法規調和、經濟體能力建構及私部門與學界支持等議
題進行探討。

2 22019 EC1 會議評估 2015-2018 EoDB 第二階段成效。整體而言，經商便利度整體進展 (11.6%) 高於原設定目標 (10%)，在「開辦企業」、
「申請建築許可」、「獲得信貸」、「跨境貿易」、「執行契約」等五項指標中，進步幅度最大為「獲得信貸」(20.9%)，其次是「開辦
企業」(16.9%)，「申請建築許可」亦於 2018 年大幅改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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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競爭政策 (Competition Policy, CP)
2019 年 5 月我方派員出席墨西哥舉辦的 ｢APEC 區域內管制線上平台之競爭政策
研 討 會 ｣(Workshop o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Regulating Online Platforms in the
APEC Region)，並且積極擔任智利及越南提案之共同提案人。
( 四 ) 公司法制與治理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CLG)
越南擔任 CLG 主席之友協調人。日本與越南第三度在 EC 提出國營事業治理提案，
我方、智利與菲律賓擔任共同提案人 (co-sponsor)，本案前兩次皆於會中遭中國反對
而無法成案。本次日本與越南重新修正提案，改以內化 OECD 國營事業治理準則為提
案主題，中方仍表示難以同意通過該提案。
( 五 ) 公部門治理 (Public Sector Governance, PSG)
泰國擔任 PSG 主席之友協調人。泰國將於今年 EC 2 辦理「數位治理，朝民眾需
求轉型 (Policy Dialogue: Digital Governance, transform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itizens)」政策對話，我方對泰國該計畫表達支持。
( 六 ) 法制革新 (Regulatory Reform, RR)
墨西哥擔任 RR 主席之友協調人。墨西哥代表說明 RR 本年度主要目標，包括支
持 RAASR 結構改革工作、促進使用良好的監管做法，並實施旨在鞏固該地區監管改
革的國內政策和行動、改善經濟體的監管框架，使其受益於數位經濟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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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礦業週 (APEC Mining Week)
會議紀實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2019 年 8 月 5 日至 8 日期間，於智利阿卡塔馬區科皮亞波省舉行礦業週，我國
出席 6 位代表：經濟部礦務局周國棟副局長、李正鴻科長、鐘協候主任、李秋賢技士、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何振生處長、程明彥助理研究員。
一、本次會議由智利礦業部長 Baldo Prokurica 所主持，阿卡塔馬區代表 Patricio
Urquieta、APEC 智利 2019 資深官員會議主席 Mathias Franck、各經濟體代表，
及公、私部門專家共同與會參加。智利礦業部強調會議相關重要成果為：企業
能夠更有效率地使用水資源、利用非傳統可再生能源資源的優勢。
二、2019 年礦業週（Mining Week）重要討論主題為：1) 礦業安全（Safety in the
industry）。2) 減少礦業中汞的使用（The reduction of the use of mercury）。
3) 永 續 礦 業（Sustainable Mining）。4) 礦 業 數 位 化、 自 動 化 最 新 趨 勢
（Digitalization, Automation）
三、2019 年 8 月 5 日為礦業安全研討會，分為上、下午兩部分進行，上午著重於分
享礦業安全政策的經驗與最佳案例。下午實地參訪礦災發生地點－聖荷西礦場，
以紀念九年前 33 名礦工受困於地底的礦災，並再次重申改善礦業活動安全政策
的重要性。我國代表－經濟部礦務局鍾協侯主任於會中發言，請教礦災發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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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負責人關於當年礦災發生時，作為負責人如何實際調配人員調度及緊
急應變等相關經驗。
四、2019 年 8 月 6 日為永續礦業研討會 ( 上午 ) 及工作坊 ( 下午 )，上午討論重點為
礦業中永續性的概念分享，如：電動車、可再生能源 ( 氫 )、海水淡化應用於
採礦活動中。另也關注鋰的附加價值政策、循環經濟等內容，我國代表－經濟
部礦務局李秋賢技士於會中發言，分享台灣鋰電池價值鏈及與美國特斯拉合作
之經驗，並就教於該場次報告人關於智利方提供何種特定誘因予與企業，以吸
引至智利設廠。回應方表示智利提供低於市場價格的原料予於企業，並確保於
2030 年前穩定供應原料來源。下午的工作坊為 APEC-US 計畫，探討減少汞的使
用於手工、小規模採金礦。
五、2019 年 8 月 7 日為公私對話，與會者由 APEC 經濟體代表、APEC 企業諮詢委
員會 (ABAC)、私部門代表所組成。主要討論議題為：1) 礦業設備、科技、服務
（METS）。2) 礦產品追朔性、責任採購。3) 尾礦等。下午為技術參訪行程，參
訪內容分為：實地勘查露天採礦場、地下採礦場，我國代表亦分組前往參加。
2019 年 8 月 8 日為高階政策對話。討論重點為礦業實踐數位化、自動化的最新
趨勢，及其所造成的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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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研究中心聯席會議摘要
蔡靜怡
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常務
委員會暨第二十六屆大會於今（2019）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假智利瓦爾帕萊索，智
利 PECC 委員會主辦，本會由林建甫主席率團與會。第二十六屆大會結合「APEC 研
究中心聯席會議」以及「APEC 邁向後 2020 年多方關係人對話」為主軸，針對亞太
數位社會、改變中的貿易體系與 APEC 角色及邁向以人為中心的 APEC 等趨勢議題進
行討論，並邀國際知名多專家學者與會。
面臨美中貿易戰，全球貿易體系架構與規則有可能重新洗牌，APEC 區域內的經
濟體包括日本、南韓及智利，在雙邊 FTAs、區域複邊 RTAs 與多邊貿易體系 MTS 非
常活躍，應在這個過渡階段，及早規劃未來全球貿易體系的藍圖，思考如何邁向更
包容性、公平分配與調合不同經濟規模與標準的 FTAs/RTAs。APEC 的價值在於所有
的參與者在 APEC 所提出的承諾或倡議或意見皆是可承受及可負擔的 (affordable)，
APEC 應借力使力在新全球經貿體系規則與議題設定之際，取得話語權。尤其應著重
在數位經濟時代下的發展議題與永續包容性議題，例如技術合作、中小企業等。
在 APEC 的討論過程中，隱私權保護是一個關鍵議題，需要一個實際的運作的區
域框架作為實驗場域，雖然 APEC 在隱私權保護議題上已有相當成果。另一個重要的
面向是找出現行跨境資料流通的限制，以及如何在管制與資料流通間取得平衡。事實
上，開放資料運用在公共服務與研究創新是必要的，同時也可以提高數位包容性，建
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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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 APEC 研究中心聯席會議
Key Note Speaker：
●

演講嘉賓：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授 Robert Scollay
本場次演講嘉賓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教授 Robert Scollay，演講的主題為「挫折、

成功、挑戰與未來前進方向」，挫折為 : 美中貿易戰及 WTO 的生存威脅；成功為：
APEC 邁向茂物目標的過程與成果；挑戰為：APEC 茂物目標的未竟事宜 (unfinished
business)。事實上，APEC 在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及便捷化方面的成果，各經濟體的貨
物關稅障礙已經降低許多，只有農業部門仍維持較高的關稅級距。服務貿易方面的
市場開放與法規鬆綁仍有待加強。最後渠建議 APEC 未來前進的方向應以茂物目標
為本，面對未來的經貿環境仍有許多挑戰，包括 APEC 如何處理數位貿易議題等，
APEC 後 2020 年的責任加深，任重而道遠。
Panel 1：「APEC 新場景 : 貿易、產業革命與數位革新」
(APEC’s new scenario: Trad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revolution)
●

主席：智利 Diego Portales (UDP) 大學教授 , Harold Pardes

●

與談人：美國大學教授 Gwanhoo Lee
智利大學教授 Felipe Munoz
東南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Francis E. Hutchinson
區塊鏈研究機構處長 Maria Pia Aqueveque
美國大學教授 Gwanhoo Lee 表示 ICT 產業的發展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服

務貿易與自動化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ICT 產業較先進的國家通常
服務貿易成長高於其他國家；而 ICT 產業先進的國家主要的出口成長是來自於高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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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服務貿易的貢獻。Gwanhoo Lee 教授建議 APEC 應鼓勵區域性的共同研究計畫，
並發展區域性的數位技能認證，以及區域性新創企業中心。
智利大學教授 Felipe Munoz 強調全球與區域整合體系如何處理數位貿易法規，
並分析三個主要行為者 : 美國、歐盟與中國。美國在數位貿易的立場採取先發進攻
(offensive)，獲取最大的數位市場開放為其科技公司建立競爭優勢，通常藉由正式
與法律約束的途徑；歐盟採取守勢 (defensive)，希望為數位貿易塑造一個良好的法
規環境，通常採取較彈性與非約束力的途徑；中國在數位貿易的立場相當保守，不
開放數位邊界，開放的底線不超過 WTO 承諾以及 1996 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CITRAL) 電子商務示範法的承諾。
東南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Francis E. Hutchinson 則分享印尼巴淡島 (Batam) 的
數位經濟發展經驗。在過去，印尼電子產業多屬外資企業，多利用印尼廉價勞力從事
裝配，創造附加價值不高。近年來，電子通訊產業（ICT）為印尼政府亟欲推動的亮
點產業之一，將手機通訊產品列為發展重點，並制定保護措施。為符合印尼法規三成
自製率，目前國際大廠將巴淡島建立電子商務與與電子通訊產品的製造中心。投資許
多當地廠商，例如 Asus, Infocus, Sharp, Nokia, Oppo 等；近期小米手機則與 PT. Sat
Nusapersada 合作，開設月產能為 100 萬隻手機部件的組裝工廠。由此可見，巴淡
島的 ICT 產業，帶動整個印尼智慧手機零件部件的產業起飛，並吸引 10,000 人就業。
區塊鏈研究機構處長 Maria Pia Aqueveque 認為區塊鏈產業發展最核心的是建立
信任機制。的確科技的進步讓許多貿易更便捷化並且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但新科技運
用也牽涉到貿易過程中各個行為者的信任，一旦信任機制完善後，將成為數位貿易及
未來數位經濟的重要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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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2：「區域動態中的未來挑戰與機會」
(Regional dynamics framing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

主席：智利 Diego Portales (UDP) 大學教授 , Andres Zahler

●

與談人：利馬大學教授 Yuri Landa
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學教授 Miguel Montoya
秘魯太平洋大學教授 Rosario Santa Gadea
智利大學教授 Orlando Borquez
秘魯大學教授 Maria Cecilia Perez Aponte
巴紐國家研究中心研究員 Ronald Sofe
利馬大學教授 Yuri Landa 從全球價值鏈 (GVCs) 的角度切入，GVCs 是國際分工

的新階段，生產過程多樣化、速度、規模跟深度不斷增長。在某些 GVC 中生產過程
大量耗盡自然資源，也提供了 GVC 升級的機會。全球汽車製造與產業成長，帶動了
汽車工業中間財產業鏈的移動，吸納了包括中國、南韓、美國、印度及日本。以礦
業為例，墨西哥因為國際需求推升，使得金屬及相關產業高度成長，包括採礦業。
GVCs 在亞洲產業鏈橫向整合相當密切，從採礦、精煉、化學工程、建築、機械、運
輸設備、發電、營銷到工程服務和金融等產業。
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學教授 Miguel Montoya 研究中國國際企業在新興市場的營
運模式，並以中國汽車集團在拉丁美洲的佈局為例。事實上，中國藉由中國國際企業
做為中國式全球化的開展，而中國汽車產業也是中國想要領軍全球冠軍的目標之一。
中國政府針對中國國際企業設計不同的管理法規、營運計畫與誘因機制，讓中國國際
企業具備兩種不同特質於一身 : 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以廣州汽車集團
(GAC) 為例，該集團為了進入美國市場，分別先進入中東地區以及拉美地區的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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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與同樣是社會主義的古巴進行技術合作。先擴大中東與古巴的市場後進入美國。
秘魯太平洋大學教授 Rosario Santa Gadea 則聚焦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南美洲
的關係，從祕魯的角度來看，秘魯可以成為中國跟南美之間跨太平洋經濟廊道的中心
點，不僅僅是因為地理位置，也因為秘魯與中國關係密切，包括全面性策略聯盟、中
國與秘魯 FTA 以及秘魯也加入了亞投行。近年來秘魯與中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已成為
拉美地區戰略聯盟的模範，秘魯也能在中國一帶一路架構下為中國與拉美經濟、政治
和文化合作扮演重要角色。
智利大學教授 Orlando Borquez 以過去 15 年來中國與智利雙邊關係為基礎，進
一步推衍中國與拉丁美洲的交流模式。渠表示從過去的經驗可以看出中國藉由兩條路
徑展開與拉丁美洲的戰略夥伴網絡。一方面在過去 15 年，中國藉由傳統經濟合作倡
議，例如投資、貸款與援助，進行其與新興市場具體的經貿合作；另一方面，過去 5 年，
中國透過非傳統的經濟合作，所謂非傳統經濟倡議專注在全球工應鏈參與平臺建立，
雙方同意共同強化競爭力與尋求共同利益。
秘魯大學教授 Maria Cecilia Perez Aponte 評估近 20 年來秘魯參與 APEC 農業合
作平台與計畫的成果。雖然近幾年秘魯農產品出口取得重大進展，但仍面臨諸多困難
與挑戰，例如創新品種與產品多樣化。秘魯參與 APEC 與太平洋聯盟 (PA)，可作為農
產貿易升級與擴展國際市場的平台。PA 有助於參與全球價值鏈，區域與全球價值鏈
是諸多因素的結果。理論上，原產地累積規則意味擁有與其他生產合作夥伴進行更大
程度的商業整合，秘魯簽署的貿易協定為拓展農產貿易出口開闢了不同的市場。
巴紐國家研究中心研究員 Ronald Sofe 分享巴紐電力政策改革的經驗，主要從三
方面著手，包括 : 農村電氣化與再生能源 ( 推出農村電氣化措施與國家再生能源政策 )、
機構改革 ( 建利國家能源局與能源監管委員會 ) 與促進競爭 ( 鼓勵私部門投資與公私
部門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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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3：「 包 容 性 成 為 APEC 政 策 議 程 的 新 旗 幟 」(Inclusion as new flagship in
APEC policy agenda)
●

主席：智利 Diego Portales (UDP) 大學教授 , Ana Sofia Leon

●

與談人：APEC 性別議程協調人 Maria Ignacia Simonetti
全北大學教授 Seongman Moon
智利大學教授 Dorotea Lopez
Chilemujeres 董事長 Francisca Junemann
APEC 秘書處政策支援小組處長 Denis Hew
APEC 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作指
導委員會處長 Renee Watkins
APEC 性別議程協調人 Maria Ignacia Simonetti 深入剖析智利今年主辦 APEC 性

別議題，目前國際社會缺乏性別與就業方面的統計數據，世界銀行指出由於缺乏性別
排列相關的就業數據，導致女性及男性在經濟、社會與政治的情況不完整。聖地牙哥
婦女與包容性成長路徑圖將鼓勵婦女在各層及經濟活動中的參與，包括貿易、中小企
業、非傳統部門、數位科技與 APEC 性別主流化工作。
全北大學教授 Seongman Moon 探討最低工資對 APEC 經濟體性別薪資差距的影
響。目前大多數國家仍仍面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處境，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有助於降低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薪資差距，尤其最低薪資大幅縮短男女最低薪資的差異，特別是對
女性最低薪資的影響大於男性薪資分配。
智利大學教授 Dorotea Lopez 主要介紹智利自由貿易協定中與性別包容性的內
容。近十年來，貿易自由化一向為智利經濟發展策略的核心。尤其智利更是在貿易協
定中納入性別相關專章，此舉可謂在貿易與性別包容性議題的先鋒者，包括智利與烏
拉圭、加拿大及阿根廷 FTA、PA 與 APEC。上述協定內容可作為發展未來性別貿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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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基礎。事實上，性別包容性與貿易具備非約束性特性，不過各參與者政府應展現
其具備性別包容性的政治意願。
Chilemujeres 董事長 Francisca Junemann 以父母共同責任 (co-responsibility)
的角度來分析性別包容性。父母的共同責任意即父母雙方共同或單獨，皆可積極、公
平和永久的參與自女的輔育和教育，而父母共同責任需要有法律框架支持。以智利為
例，父母共同責任法律框架是企業必須提供員工的最低保證，如此私部門能提供超越
法律的勞動福利條件。例如，即便母親沒有工作，父親也能在勞動法中行使撫養和教
育的權利。
APEC 秘書處政策支援小組處長 Denis Hew 表示自 2018 年以來，PSU 一直為
APEC 經濟體與論壇提供專業與重要議題研究、分析與政策建議，藉此提高 APEC 的
成果與決策品質。PSU 的 5 大核心領域如下 : 結構改革、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連結
性包括供應鏈連結與全球供應鏈、經濟與財務分析以及永續經濟發展。
APEC 資深官員經濟與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處長 Renee Watkins 針對目前 APEC
計畫提出整體分析 :APEC 計畫是由一系列的行動與目標設定的框架，計畫產出與計
畫預期效益相符。尤其是將 APEC 部長與領袖所規劃的政策目標轉化為 APEC 體系內
的行動與成果。其中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讓 APEC 經濟體 ( 尤其是開發中經濟體 ) 獲得
發展知識、能力建構與技術合作，並改善其法規政策及體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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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4：「人才培育整合的教育、學術與政策」
(Education, Academia and policies for talent creation and integration)
●

主席：智利 Diego Portales (UDP)
大學教授 Julie Kim

●

與談人：亞洲管理研究所副主任 John Paolo Rivera
澳洲 APEC 研究中心研究員 John Faruggia and Aaron Soans
亞洲管理研究所副主任 John Paolo Rivera 從菲律賓人員相互承認 (MRA) 來看

APEC 的經驗。根據研究與文獻探討，MRA 是菲律賓提高專業人員競爭力的助力，尤
其是會計服務、醫療從業人員、建築師、工程服務與旅遊專業人員。不同區域貿易集
團所規定的 MRA 內容大致上要求派遣國提昇教育系統，並且在認證、培訓、許可專
業證照方面實施更高的專業服務審核標準。
澳 洲 APEC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員 John Faruggia and Aaron Soans 介 紹 後 2020 年
APEC 願 景 學 術 合 作 平 台 (www.apec.org.au/collaboration) 希 望 在 形 塑 後 2020 年
APEC 願景的過程中納入學術界的聲音。事實上，APEC 研究中心 (ASCs) 也是 APEC
領袖們在 1993 年提出「促進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之間區域合作，以在區域經濟挑戰
方面強化學術合作」。過去 5 年，ASC 聯席會議已審查並發表多篇 APEC 議題的論文，
但沒有 APEC 研究中心合作的案例。建議在 APEC 學術合作平台上以後 2020 年 APEC
願景為的一個合作項目，期望使學術界能為後 2020 願景的發展提出證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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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多方利害關係人對話 APEC 邁向後 2020 年會議紀實
蔡靜怡
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5 月 14 日 APEC 多方利害關係人對話 - APEC 邁向後 2020 年
●

APEC 可扮演 OECD 智庫的角色，為 WTO 提供亞太區域經驗

OECD 素有 WTO 智庫之稱，主要工作為研究分析，並強調尊重市場機制、減少
政府干預，以及透過政策對話方式達到跨國政府間的經濟合作與發展。而 APEC 在區
域經貿合作方面成果卓越，尤其 APEC 是少數政府間的對話平台，在 WTO 面臨談判
僵局之際，觀察近幾年的 APEC 領袖會議，領袖們所聚焦的議題，幾乎圍繞在 WTO
與 多 邊 貿 易 體 系 ( 如 圖 一 )，
APEC 可 發 揮 其「APEC Way」
的特性，促進談判議題交流，以
及整合各國談判立場以提高共識
達成。
尤 其 面 臨 美 中 貿 易 戰， 全
球貿易體系架構與規則有可能重
新洗牌，APEC 區域內的經濟體
包括日本、南韓及智利，在雙邊
FTAs、區域複邊 RTAs 與多邊貿
易體系 MTS 非常活躍，應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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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過渡階段，及早規劃未來全球貿易體系的藍圖，思考如何邁向更包容性、公平分配
與調合不同經濟規模與標準的 FTAs/RTAs。APEC 的價值在於所有的參與者在 APEC
所提出的承諾或倡議或意見皆是可承受及可負擔的 (affordable)，APEC 應借力使力
在新全球經貿體系規則與議題設定之際，取得話語權。尤其應著重在數位經濟時代下
的發展議題與永續包容性議題，例如技術合作、中小企業等。

●

APEC 可扮演數位經濟人力資源培訓、跨境資料平台與中小企業數位轉型的助力
一直以來 APEC 對數位經濟相當重視，同時也將數位議題列為核心工作 ( 如圖

二 )，從 1990 年代提倡 IT 產業與 e-APEC 策略開始，到近期的 APEC 網路與數位經

濟路徑圖。同時，APEC 也召集利害關係人一同針對數位時代所帶來的變動與商業模
式進行意見交流。但我們對於迄今無論在全球層次或區域層次仍缺乏針對數位經濟或
數位貿易的規則體系與協調平台。

圖片來源：PECC State of the Region Surve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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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PEC 的討論過程中，隱私權保護是一個關鍵議題，需要一個實際的運作的區

域框架作為替代，雖然 APEC 在隱私權保護議題上已有相當成果。另一個重要的議題
是找出現制跨境資料流通的限制與如何在管制與資料流通間取得平衡。事實上，開放
資料運用在公共服務與研究創新是必要的，同時也可以提高數位包容性。除此之外，

對於 SME 與促進數位商機非常重要，以往數位轉型大多發生在規模較大的公司，但
倘能藉由開放資料納入中小企業，可鼓勵更多的數位創新與商業模式。在人力資源方
面，數位學習跨越了年齡與地理的限制，藉由數位學習可提升人力資源發展，同時有
助於建構數位社會安全網。

心得與建議
( 一 ) 美中在拉美地區的主導權之爭：
從地緣政治看，美國長期控制自己「後院」，但進入 21 世紀後，隨著中國國力

增強和能源戰略調整，中國與拉美地區不論在經貿、能源合作和政治文化交流都日漸
頻繁。川普上台後，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及更嚴的移民政策，影響拉美、特別是中美洲

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此外，川普至今不但未出訪拉美國家，甚至詆毀這些盟

友。中國與美國在拉美的發展政策，其不同在於，中國對拉美比美國給得多、要得少，
並採取政經分離的務實主義。不過，長久下去，中國在拉美的影響力，最終也可能演
變為政治影響力。

( 二 ) 南美洲秘魯與智利主導權之爭：
智 利 為 南 美 洲 三 大 ABC 強 國 之 一 ( 阿 根 廷 Argentina、 巴 西 Brazil 與 智 利
Chile)，智利的經濟相對穩定，GDP 從 1984 年以來只有 2 年是負成長。智利國土傍
山面海，狹窄細長，最窄的部分只有幾十公里；北部是沙漠地帶，南部則是破碎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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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ikio KUWAYAMA,“ TPP11 (CPTPP):Its Implications for Japan-Latin America Trade Relation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 RIEB, Kobe University

岸線與寒冷的草原，因此智利人很早就懂得充分利用有限的國土，生產高價值的產品：
與其種植糧食作物，不如種植相對高單價的水果；與其只生產葡萄，不如製成葡萄酒。
反觀秘魯，其經濟增長與未來發展潛力在智利之後急起直追，秘魯穩定的總體經濟政
策和法律架構。從地理角度來看，秘魯在南美洲西海岸的戰略位置，使秘魯成為製造
與商業中心，並成為南美洲、亞洲與美國市場之間的有效橋梁。
兩個國家在中國向拉美地區推動一帶一路後，皆以扮演南美洲門戶「Gateway」
的定位自居，同時希望在美國於拉美勢力消退的權力真空時期，帶領南美洲區域經濟
整合與扮演要角。
( 三 ) 拉丁美洲區域經濟整合新路線：
過去的幾年中，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的經濟整合取得了很大進展。太
平洋聯盟有拉丁美洲地區最活耀的經濟體，旨在分享全球願景和國於食品、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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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服務及人員的動態訊息。APEC 區域經濟整合的主軸為 FTAAP、CPTPP 與
RCEP，今年智利為 APEC 主辦國，欲強化 PA 在跨區域貿易圈 (trading bloc) 的概念
也提出了新的區域經濟整合概念，意即「bloc by bloc」( 如圖三 )。跳脫以往地域性
或鄰近區域的整合，而將重心擺在不同整合程度的貿易圈藉由 bloc by bloc 的途徑達
成 REI 市場進入、服務貿易及境內措施的調合與擴大。而 bloc 之間可以作為個別成
員國簽署雙邊 FTAs 的補充或擴大方案。
( 四 )APEC 應掌握先機成為亞太數位治理的政策平台：
正當我們思考 APEC 後 2020 願景之際，不可忽略未來亞太地區趨動經濟成長的
關鍵即是數位科技引領下的產業轉型，以及外溢或擴大數位受惠部門的經濟規模膨
脹。網路革命與數位環境帶來大量的創新活動，深深影響經濟與社會的廣大層面。數
位產品與服務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不斷增加，已晉身為各國策劃未來經濟戰略的優先領
域，包括英國的「2017 年數位策略政策」、德國「2025 年數位策略計劃」、日本「世
界最先進 IT 國家創造宣言」與新加坡「資通訊媒體發展藍圖 2025」等。
亞太地區已邁向數位科技時代，包括新的商業模式、新科技革命、包容性成長及
永續發展等。根據雅加達環球報 (Jakarta Globe) 報導，東協國家的中小企業倘能以
單一區域共同成長而非各自為政，解決數位貿易壁壘，改善數位基礎建設，2025 年
將可提升 GDP 成長由 2000 億美元至 1 兆美元的規模。
全球和亞太地區出現的新趨勢，影響了 APEC 的角色。APEC 應成為全球數位經
濟治理平台，保障每個人皆可獲得數位成長機會；引導包容性數位成長以及強化數位
韌性 (digital resilience) 與智識 (literacy)。數位科技時代下，考驗公共服務與法規體
系的反應速度，APEC 可做為亞太區域數位治理的政策平台，例如為提升亞太地區的
數位信任而提出 APEC 跨境隱私保護體系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倡議；APEC
經濟體有可能因為數位基礎建設與數位能力不足而導致數位稟賦差異與數位轉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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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阻礙數位經濟發展。藉由調和與一致性標準降低數位貿易障礙，讓數位貿易環境
更加透明，降低中小企業的進入門檻；APEC 應強化數位韌性 (digital resilience) 與智
識 (literacy) 方面的合作，透過相關的數位智識之培訓幫助大眾或勞工獲得必要技能，
以縮短或補強數位轉型的適應能力，充分掌握數位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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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紀實
徐韋宇
2018 年我國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代表

海洋奇緣 - 我們要像大海一樣兼容與流動
還在驚嘆從天空俯視而下的各種藍色海洋，波光粼粼地與萬里無雲的天空輝映；
看見地理課本上示意圖的熱帶雨林地貌成為真實的樣子，我們一行人來到了我們都沒
想過此生會造訪的國家－巴布亞紐幾內亞。
準備啟航 - 如何成為 APEC VOF 的中華台北代表
1.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Model APEC (SOM)
該營隊每年都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舉辦，提供國
內青年包括 APEC 與亞太區域重要議題及實務技能之培訓課程。至今已邁入第十一
屆，藉由「北部場」和「中南部場」的兩梯次舉辦，給予全國青年機會學習亞太區域
議題和體驗「模擬 APEC 資深官員會議」(Model APEC (SOM) )，也透過團隊合作，
創造出「文化之夜」（Cultural Night）之表演，以遴選推薦出席 APEC「未來之聲」
(Voices of the Future, VOF) 青年活動之優秀青年。
航行在海上 看著海發光
1. 青年之聲青年論壇（APEC VOF Youth Forum）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是亞太地區最具影響的經濟合作官方論壇，為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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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亞太經合組織在青年一代中的影響力，為亞太地區培養青年領袖，由 APEC 建制下
APEC Voices Leadership Council 每年會在峰會舉行期間同期舉辦「APEC 未來之聲」
（APEC VOF）活動，給青年代表提供和政商領袖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始於 1998 年的
青年之聲，恰巧於今年迎來 20 週年，不僅於開幕儀式中由活動主辦人－來自新加坡
NYAA 的 James Soh 邀請與會嘉賓的祝福，更讓我想起過去參與此活動的學長姐，藉
由如此好的平台，對於國際交流、外交工作後，增進個人的視野與成長，都是活動最
好的回饋。
青年之聲論壇於巴布亞紐幾內亞大學揭開序幕為期一週的活動，我們也透過開幕
式正式與個經濟體代表相見歡；與會的巴紐 Peter O’ Neil 閣下、巴紐埃克森美孚常
務董事 Andrew Barry、和許多商界和政界的代表都給予我們精彩且動人的演說，分
享個人故事和在地的連結，也藉由青年之聲 20 週年里程碑告訴大家亞太經合會整體
論壇的延續與成長，最後也扣回期待能藉由論壇來達到亞太地區的永續經濟成長的概
念。而後各經濟體青年接續上台針對今年主題給予演說，泰國代表以在地小農透過網
路連結創造商機的案例作為對主題的概念詮釋；新加坡代表細數過去該國的相關作為
與倡議，尤其是科技的快速發展，如何能夠與社會做出連結，增加大家的認知；美國
代表放了許多的重點於女權議題，增強了本年度的重點之一－「連結性」，這個部分
也和我們的代表 Meg 所發表的想法相近，並且 Meg 更以自身的樣貌和中華台北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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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作為來舉例，強調尊重與友善各個社會群體，並以民主自由的狀態保障每個人的權
利，達成沒有人被遺漏的核心價值。
緊接著演講，青年代表被分為四個小組，分別根據小組所指定的主題討論。我是
第一組，需要根據「利用科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為題提出想法，如何增加網路使用
的普及率、數位串連和科技技術學習、推展科技使用的教育以及網路使用的基礎建設
費用等等，由於巴紐的國家發展情況和來自不同經濟體的大家，針對此一議題熱烈討
論時，提出更多單一國家所忽略的部分，使得想法能夠更全面與考量的更周延，我也
特別提出了我國成功的「APEC 數位機會中心計畫」，利用公私夥伴關係（PPP），
由政府規劃、企業先行的方式，彌補費用不足和專業技術教學能力的問題，實際將科
技應用至當地；其中澳洲代表也提出「加速器」和「育成器」的想法，從不同的角度
讓企業帶領，使得科技能力能實際與當地社會產生連結，對於過境澳洲發現他們完善
運用電子化的日常生活的我，印象深刻。論壇期間的對談，不僅是讓青年們對議題激
盪出多元的想法，也是對個人或國情有深層的認識，「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每一
次的對話都讓我受益良多。
2.ABAC 代 表 對 話 與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參 觀（Dialogue with ABAC Members and Walk
SME stalls at ICC）
圖上我們身後的館場是巴紐本次會議主要的舉辦空間－國際會議中心，青年之聲
參訪時間的安排正好是會議代表們轉場的空隙，因此我們便有幸能見到我國的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 代表－ PChome 董事長詹宏志先生，詹董事長見到我們也是
來自台灣便熱情地和我們寒暄、關心我們，去年也擔任我國 ABAC 代表的他對於青年
代表不陌生，也樂於和我們分享他的看法與在 APEC 的成果。ABAC 是 APEC 架構下
連結起政界和商界主要的機制，透過企業諮詢委員會，把各國商界領袖們每年四次交
流的想法與意見，撰寫成果於「呈經濟領袖建言書」提交給 APEC 領袖，統籌不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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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專業人士的視野，共創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藍圖。
由此可知每一次的會議，每位領袖與代表及工作團隊都是十分的忙碌，要抓緊正
式或私下的機會來促進彼此的聯繫、增強雙方的溝通，所以很感謝圖中來自菲律賓的
ABAC 代表和詹董事長，願意花費時間來和我們見面，並以和藹的長者角度與我們分
享他過去長達十年內，議題轉換和倡議推廣與執行的過程，也提出他的觀察與期待，
從他的身上讓我看到敦厚卻生氣勃勃的毅力，讓我感受到中小型國家的企業，靈活且
懂得掌握趨勢的能力。除了是我國的企業領袖代表，詹董事長更是身兼 ABAC 內「數
位創新工作小組」主席，身兼數職的疲憊程度可想而知，不慍於午餐時間被打擾，甚
至歡迎我們與他共桌，與我們輕鬆地暢談他對數位創新和科技運用的看法，並且從他
口述中，我們得知原來他就是改組五大工作小組的倡導者，從一開始接下總統所賦予
的任務，透過國際組織平台，打開台灣與國際接觸的大門，以個人之力為外交盡心力，
到參與其中，並將想法化作行動，做出改革並提升連結性的效用，這一切的過程都深
刻烙印在詹董事長心中，結尾雖然感傷地告訴我們因為時間和事業因素，他不得不與
這個會議告別，但是就詹董事長的付出與成果，不論是個人和工作的連結，就如同他
在會中和大家告別時所接受大
家的掌聲，淵遠而深刻。
3. 領袖高峰會（CEO Summit）
青年之聲的重頭戲－領
袖高峰會，藉由青年之聲的身
份，我們得以進入企業家需要
支 付 3000 美 金 的 會 場， 近 距
離看見區域內政經領袖們的風
采，聆聽他們對領域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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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願景。座談會中的主題涵蓋許多面向：新進程對於全球化的未來、能源發展、生態
系統與永續發展、中小企業的機會與成長與數位化和創新等等，就我的觀察，我認為
因巴紐主辦國身份和主題設定的權利，因此多數議題多環繞在能源問題和永續成長來
建構，透過企業界、學界、媒體等專家對談，提供我們思考的廣度與深度，並也描述
議題領域對亞太地區所帶來的挑戰與機會。
出發之前及得知美國總統川普並不會到訪巴紐，但讓人振奮的是副總統彭斯會代
替他出席，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會演講；然而這次的會場是舉辦在遊輪上，當我們就
行程規定時間準時到達檢查口時，安檢人員一再地推延我們上船的時間，最後更以人
數超載絕不允許進入和不儘速離開將會被鎖在安檢帳篷的理由，讓我們離開，沒能夠
在如此近的距離見到俄國總理梅德維傑夫、馬來西亞新任總理馬哈蒂、WTO 副總幹
事、世界銀行區域副總等人，絕對是我這趟旅程極度扼腕的遺憾。基於美中之間的不
和諧，雙方尤其在貿易上戰火四起，兩者激烈的對抗也搬到了企業領袖峰會的現場，
彭斯和習近平在貿易、投資與安全議題上互嗆，中國以保護主義批川普是自我封閉，
彭斯則以主權回敬中國一帶一路對周邊國家的蠶食鯨吞，會後結果造成了首次領袖宣
言的難產。從媒體報導上可以得知言談的內容，但是和順利進到會場的其他青年代表
聊天中，他們觀察到，原來雙方各自上台前，都撤換成自備的演講台，以及領導者的
說話方式與狀態都什麼不同。
經過這次的教訓，讓我瞭解到參與大型活動中技巧，過去總是聽談判課老師說的
利用會議間機會做出突破，或者像是本次的領袖代表張忠謀先生，藉由彭斯至領袖峰
會演講的間隔，與其碰上一面與會談，也把握機會和安倍會唔，同意了雙方深化合作
的意願，一在地創造過去所達不到的紀錄。堅持與等待是不變卻又容易忽略的要素，
期待未來正式為國家坐上談判桌時，會面面俱到地展現所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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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部長晚宴
羨慕於日本青年代表能夠受邀與安倍會面，加拿大青年獲得與杜魯道碰面並暢
談的機會，我們終於不落人後，感謝過去學長姐的建議，讓我們能獲邀參與由行政
院鄧振中政務委員和國發會陳美伶主委所舉辦的雙部長晚宴。原本希望能從晚會中一
睹領袖代表張忠謀先生的風采與許多長官辛勤的身影，殊不知卻能有這榮幸見到台
灣的友邦－諾魯總統瓦卡（Baron Divavesi Waqa）、索羅門群島總理何瑞朗（Rick
Houenipwela）、吐瓦魯總理索本嘉（Enele Sopoaga）、吉里巴斯駐斐濟高專提布
（David Teaabo）與其夫人，甚至為大家在舞台上高歌。
部內的參事、從馬來西亞、澳洲等代表處來支援的各位長官們也都對我們非常
和藹，利用有趣的小問答幫我們上了一課，呈現三大分布的太平洋島民，巴紐人是屬
於美拉尼西亞，膚色偏黑；當地盛產天然氣，而台灣最大的天然氣進口，是從卡達而
來…等。不僅暢聊自己過去外派經驗，也提供我們有夢朝向外交人員一職的學生諮詢
的窗口，並歡迎著我們的加入，對我來說更是大大的鼓舞！其中更感謝一路從 Model
APEC 期間及帶給與會同學豐富知能，在巴紐期間，甚至在忙碌之餘仍和我們於國際

我國領袖代表張忠謀及夫人與諾魯總統瓦卡及賢伉儷

48

PECC 會議紀實

The 2018-2019

太平洋區域年鑑

CTPECC

Yearbook of
Paciﬁc Region

會議中心碰面時，告訴我們現階段開會的情形與流程，並且在晚宴時協助和提點我們
的國組司鄭參事，多虧有多位長官們的照顧，讓我們感受到與自己人的深刻連結，更
有身為中華台北青年代表的實感，更榮幸能有機會體驗到在外交活動之中。
從沒想過能夠見到這麼多位元首甚至和他們拍照，南太平洋島國的元首們的熱
情與大方，完全超乎我的預料。回程的路上與來自諾魯受邀晚宴的官員聊天，他說他
很清楚台灣在哪裡和處境，也明白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從受邀至外交部的訪賓團或是
隨行總統到訪台灣等活動明白；也讓我想起過去帶團的經驗，系上學長提到正好因為
「你好，台灣」能接待到南太平友邦國家的訪賓，他們論及國家外交政策時，承認中
國的勢力逐步在國會中擴張，但是他們也明白台灣對他們的幫助和友誼，不是純粹以
金錢就能取代的關係。這提醒了我，對於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雖然受中國因素驚起許多
波折，但是我們透過認同的建立、對外的援助和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等，以多元的操作
來觸及對方，仍是有很好的效果。
晚宴後，我們趕上了中國演員、公益倡導者－姚晨與青年代表的會面，她鼓勵青
年能積極向世界發聲，為亞太地區貢獻青年的智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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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化之旅（Cultural Tour）
巴紐是大洋洲面積第二大，人口
第二多的國家，因位處赤道多雨氣候
區，其國土多被丘陵和雨林覆蓋，也造
就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植物多是闊葉
樹木，動物則是以鳥類和靈長類為主，
被繪入國徽中的天堂鳥是這裡的特有
種，跟著當地的籌備代表，就算在大熱
天要穿上長袖長褲，仍迫不及待前往自然公園一睹天堂鳥的風采和傳聞中的蝙蝠！
●

自然公園（Nature Park）
前腳剛踏進園區，奔騰的鼓聲和歌聲便隨著表演者上上下下地跳動著，一下激

昂、一會兒平穩，每次見到的歡迎表演，基本上都由不同的面部塗鴉、衣著和裝飾的
團體所演出，也是展現巴紐極度豐富的原始部落文化，人口大約七百萬的國家卻有上
百個部落，說著大約八百五十種的語言。
受到熱情招待的我們，和他們一同在敲擊的音樂聲中共舞，沾染來自海洋國度的
活力，也隨著自然公園的嚮導一同去認識豐富鳥類物種。果不其然是賞鳥人士此生必
到的目的地，天堂鳥的尾巴如同流蘇在跳耀中漂亮的擺動，還有世界上體型最大的鴿
子晃著扁扁的頭親人地走來走去、大嘴鳥 Billy 不停地大聲叫喊，一邊移動一邊跳到
我們的面前。以及巴紐特有種－樹袋鼠，身手矯健地打破我們對袋鼠只會雙腳往前跳
的認知，還有太多有趣且特別的物種，殺光了手機記憶體，隨著籠外一大片蝙蝠霎忽
地從樹上飛起，我們也要往下一個地點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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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原本的我只知道南島語族文化是從台灣發散出去，卻不明白學者專家是如何研究

和確認台灣的原民文化是太平洋島民的根源，但是當我們來到了國家博物館之後，館
內的收藏和展示，對於不久前才到屏東的原住民文化園區參訪的我，有著強烈的既視
感。圖騰和木雕都有著相似卻富有創意的展現，聽聞館員講解面具的來歷，於酋長死
後，守靈期間的夜晚，為了遏止惡靈的侵入，卻也需要給予男丁休息的時間，因此會
在屍體周圍擺上看似兇狠的面具，來保護過世的酋長。
青年之聲的巴紐方籌備人更和我們分享，在部落文化之中，有分成母系社會和父
系社會這兩大社會系統，就如同過去社會課老師告訴我們的，於母系社會中，女生擁
有繼承財產以及主導重要事務等權利，而相反的，如果在父系社會中，男性便是社會
的重要依歸。有趣的是，在巴紐這麼多部落的地區，極為容易產生部落間通婚的現象，
而父系社會的男子迎娶了母系社會的女子（或者說母系社會的女子「迎娶」了父系社
會的男子），兩人對於權力的掌握要如何劃分？但這還是幸運的，如果是母系社會的
男子迎娶了父系社會的女子，在沒有身家、資產的情形下，要如何建立起新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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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紐 埃 克 森 美 孚 ExxonMobil

PNG
埃克森美孚是世界上總市
值最大的股票公開上市的石油公
司，不同於在其他國家是與當地
廠商簽訂契約方式，購買當地油
源或天然氣資源，埃克森美孚直
接到巴紐投資，設立 PNG LNG（天
然氣廠），以開發巴紐境內蘊藏豐富的資源。就數據上來看，2015 年巴布亞紐幾內
亞擁有 2 億桶之原油蘊藏量，據 BP 統計，2016 年巴布亞紐幾內亞有 0.2TCM 之天然
氣蘊藏。這座液化天然氣（LNG）廠，占全球 LNG 產量約 3%，2017 年對台灣、中
國和日本境內買家出口約 780 萬噸 LNG。
和來自美國的僱員交談中，得知他已經到當地長住許久，對家人和故鄉的想念
是必然的，但是對於就業考量和薪資水平，他已習慣於被公司調派的規律；而和來自
巴紐當地的員工互動下，他們看待埃克森美孚液化天然氣廠的投資案抱持著樂觀的態
度，認為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不僅是原物料輸出的收益，還有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與
提升當地生活水平有實質效益。
文化之旅帶給我們不僅是當地觀光資源的認識，還有當地產業與能直接地與人民
接觸，讓人十分雀躍，我更開心的是因為台灣是這個廠的第三大進口國而對台灣略知
一二，即使烈日之下曬得我們眼睛都睜不開，依然開心地嘴角上揚。
6. 文化之夜（Cultural Night）
快 樂 的 時 光 總 是 過 得 特 別 快， 才 剛 與 各 經 濟 體 的 代 表 熟 識， 就 要 在 文 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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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和彼此道聲再見。文化之夜是青年之聲的閉幕式，以簽署青年宣言（Youth
Declaration）及各經濟體精彩的文化表演為年度青年之聲畫下句點。
換上日本和服的五位日本代表，帶著大家一起跳早晨健身操，以活潑簡易的舞
蹈，帶出大家平日西裝包裝下的青年活力；美國代表將過去西洋流行樂暢銷曲目編組，
以大家都能朗朗上口的熟悉曲目與舞蹈，再度炒熱氣氛；紐西蘭的代表甚至準備了吉
他自彈自唱，從青年論壇的演講開始，只要有舞台或需要團體上場的狀態，我們便能
享受到染如天籟的毛利文化合唱，他們也在表演中告訴我們這些曲目的意義，也教導
大家使用毛利語言和他們一起歌唱。
雖然我們的人數不多，但我們將台灣近期的歷史區分為四個階段，並且於每一段
的開頭簡介當時的情形，再以代表的歌曲串連整個故事；首先是《明天會更好》作為
開頭，簡介台灣自二戰後民生凋敝的情形，接受外國援助和民眾的打拼，才能逐漸看
到希望，看似穩定成長的經濟，帶來越發美好的願景時，緊接著 SARS 的爆發，被排
除在世界衛生組織體系之外的我們，最終能與國際醫衛系統接洽，藉由資訊共享、醫
療資源補強和台灣引以為傲的醫療技術，我們終於度過了這個難關，《手牽手》便是
故事的轉折，也告訴大家世界上沒有一個角落是能夠被忽略或遺忘。受別人幫助來走
過的風雨，我們都會銘記在心，當有能力為世界貢獻的台灣，我們在 2017 年以舉辦
世大運的形式，提供各國優秀選手相互切磋，以體育會友的機會，也顯現我們積極參

與巴紐的青年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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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舞台的壯志，世大運主題曲《擁抱世界擁抱你》的歡樂氣氛中，更以台灣排灣
族的語言來傳唱，藉由輕快的旋律告訴大家我們對於多元文化的兼容與愛護。最後則
是以台灣許多當紅歌手合唱的《We are One》作結，台灣從一個亞細亞的孤兒，接
受世界的幫助，進而挺過許多艱苦的時刻，作為青年－享受台灣經濟奇蹟的世代，我
們認為除了要穩健踏實台灣的未來轉型，朝向更永續成長的方向努力，更重要的是要
有更完善的社會系統，來承接以往被歧視或忽略的群體，我們也更希望將「宇宙是聯
合國，和來分你我」的想法，在地發芽，向外推廣，如同本年度的會議主題與項目，
落實「連結性」與「包容性」。
會後的禮物交換時間，我們所準備的鳳梨酥與台灣地標小磁鐵也會得大家的好
評；個經濟體代表也換上當地傳統服飾，讓大家的搶著和彼此留下美麗的倩影。透過
有形和無形的文化資產，以及團員們的溫暖人際特質展現，都加深了我們所帶來的台
灣印象。一週的時間不長也不短，藉由談天互動與議題討論中，往往相互驚艷於彼此
對各自國家政經情勢的廣泛了解，而以文化交流為本次活動畫上完美的句點，更體現
了跨越不同背景、族群藩籬的我們，來到了海洋的國度，學習到要像是海洋一樣的兼
容與流動：熱情與開闊地歡迎每一種的不同；並像海水一般的可塑，藉由數位或者新
型態的生活，讓機會於國家、社會與市場中相互流動。
歸途
1. 國際會議參與的反思
搭乘還有泡泡塑膠套保護的公車，有冷氣的吹拂在處於熱帶的國家移動，和路上
趴伏在窗框、沒有門的小巴上的當地民眾，我們是十足的對比；嶄新的接駁車可以看
出應該是某個國家對於活動的捐助，繁忙市區中的最大馬路，一眼即可看見紅紅大旗
沿著路中間的安全島隨風飄揚，旗海的盡頭是國家首相和習近平握手言笑的看板橫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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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馬路兩端，往前行
駛不遠的路段，T 字
大型廣告立刻印入眼
簾，說著美國與巴紐
的穩健聯盟與協助。
這樣的實際感受，將
會議中議題－對全球
化的進程的討論，活脫脫地在生活圈中體現，到底部落社會國家，是否要趕上西方的
資本主義發展，套用自由貿易理論，塑造期成現代國家的樣子？雖然我們處於首都
莫士比港的街道，但大範圍仍是如同鄉間的黃漠漠一片，偶有小叢的樹林於點綴於其
中，走在路上的民眾對於我們都是熱烈地揮手回應，但貧窮與基本的糧食安全等問題
印入眼簾，顯而易見地困擾著當地，若沒有外來資金投入，且教導與培養更多政策制
定、貿易經濟規劃的專才，也很難改變國家處於世界經濟弱勢的地位，接受全球化與
否，一直都是爭辯中的問題，而更進一步，大家探討到區域主義與全球化的銜接，期
待能以適切當地的規範與規則，最終達成全球治理的目標。但如上所述，出發之前的
新聞閱讀，到當地實際到訪，一再驗證美澳與中為求亞太地區的領頭羊地位，在經濟、
政治等外交能夠置入的多方位置都相互競爭，難產的領袖宣言也讓以共識決為規則的
亞太經合會更蒙上了沒有效率、各國官員或企業界寒暄場域的負面觀感，對於未來的
新型 FTA 輔助是否有幫助也是未知，期待每日都瞬息萬變的國際場域，會有轉圜的
大國關係與相互補足的國際組織，加乘起彼此的功能，讓實際問題能夠被認真重視，
也讓良善的倡議能夠具體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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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能力培養
文章以《Moana 海洋奇緣》為開頭，闡述這一趟驚奇的過程，努力扮演好青年
外交官的我，就像是 Moana 決定放手一搏，出海向未知的另一端，追尋海洋傳說；
來到富含海洋文化的國度，我們的經歷也像劇情中充滿冒險與友誼等元素，透過青年
之聲，我們看到了無限的機會，更勉勵自我的成長，從與會的長輩身上學到活躍的思
維與築夢踏實的人格特質。自我學習、成長的過程亦會對自身能力與價值懷疑，但是
從身邊優秀的青年代表身上看見勇敢和旺盛毅力的態度，激發了我對自己的規劃，並
找回學習的方向與求知若渴的動力，此外，本身都是能力值滿點的卓越青年，卻也保
持著開放多元的心胸，尊重與擁抱差異，這樣的自信卻不自傲的展現，讓我對個人品
格有了學習的榜樣。
文末，由衷的再度感謝能夠得到如此寶貴的機會，成為中華台北的青年代表，期
許自己能夠從此經驗中獲得的啟發，繼續學習和砥礪自己，未來能夠給予國家、社會
更多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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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屆太平洋貿易與發展會議
(PAFTAD) 會議紀實
王聖閔
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第 四 十 屆 太 平 洋 貿 易 暨 發 展 會 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Forum,

PAFTAD）於 2019 年 7 月 17-19 日在泰國曼谷的 The Arnoma Grand Bangkok 飯店
舉行，此次會議的主題是「亞太地區連結性的新次元」。

PAFTAD 秘書處目前設立

於「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今年的會議在泰國舉行，

由泰國的「泰國發展研究院」（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負責協

辦。 此次的 PAFTAD 會議與會者為來自亞太地區的學者與各領域專家。會議在學術
研討方面，共分為九個場次。CTPECC 林建甫主席，代表我國於第四場次擔任場次主

席，並於 7 月 18 日晚上參加 PAFTAD 的管理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會議，
會議的討論摘要紀錄如下：

區域整合對於包容性成長的重要性
Racquel Claveria 使用多層次方法來評估區域整合的程度，並分析要如何達成更
高度成長，更加公平及減貧的目標。首先建立一個 2006-2016 年多面向的區域整合指
標 (Multidimens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ex, MRII) 序列。MRII 由 6 個面向組成，
將核心社會經濟要素整合進入動態區域整合的過程。這六項要素包含 (1) 貿易與投資、
(2) 貨幣與金融、(3) 區域價值鏈、(4) 基礎建設與連結性、(5) 人員移動、(6) 組織與社
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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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DRII 來看，歐盟在區域整合方面是最先進及一致性最高的，亞洲則是排名
第二，且呈現向上的趨勢。近幾年亞洲在貿易及投資面向已超過歐盟，數個亞洲國家
已進入最高區域經濟整合分類等級。南美及非洲在這方面是相對落後的，歐盟在各面
向的指數都得到最高分。
在使用 MDRII 上，從個別及整體的區域整合程度來看，對主要發展要素之影響，
例如成長性、不平等、貧窮及連結性等，而組織性及社會性整合已成為經濟成長的重
要動力，在進行一系列的穩定性測試，持續顯示基礎建設、連結性及組織與社會整合
等對成長有顯著的影響。研究成果也顯示基礎建設及連結性可以改善低收入層級的收
入分配以減少不公平性。
區域整合對貧窮有顯著的影響，研究顯示整合、貿易與投資、貨幣與金融、及
組織與社會整合是對於改善減貧的重要動力，對低收入國家的減貧整體影響會更為
顯著。
當區域整合已是經濟成長及發展的重要因子，且不應忽略各別國家特定的組織性
及治理能力等因素。該研究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整體人力資源投資、總體經濟的穩
定性、制度品質 ( 用教育、通膨、貪腐指數等 )，來評估對經濟的影響。區域整合對
發展的衝擊是正向的且非常明顯的，實務研究結果也支持區域整合可以成為一個有效
的發展策略。同時也與聯合國認可的區域整合為支持各國執行永續性發展時程表的重
要工具。

改善區域連結性 - 東協的未來經濟挑戰
Yose Rizal Damuri 以改善區域連結性 - 東協的未來經濟挑戰為題目進行演講，認
為東協的海洋連結性仍未完備，東南亞各國間的海洋連結性是相對的低，直送運輸的
網絡並不充分，與其他區域的連結性反而發展的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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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有發展「海運雙邊連結性指數」(Liner Shipping Bilateral Connectivity
Index) 是基於數個海洋連結性相關的因子，包含由 A 地到 B 地的航運班次、直航班次、
競爭的程度、兩國的運輸量等。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相較其他東協會員體的
連結性程度較高。
2010 年 東 協 連 結 性 主 計 畫 中， 從 2010~2015 年 東 協 高 速 公 路 網 絡 長 度 成 長
10.6%，從 2010 年的 24,035 公里成長到 2015 年的 26,594 公里，主要是緬甸的道路
建設成長最多，成長約 59%，但是印尼、寮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是幾乎沒有改變。
2025 年的主計畫與 2010 年的計畫相比採用不同的方式，在重要的連結性有更透明的
策略，並採用更好的監控及檢視的策略。
全球價值鏈 (GVC) 及國際生產網路是及發展的重要動力，區域已見證 GVC 的成
熟，因此 GVC 的參與將持平或減少。但保護主義及不確定性的抬頭，將降低 GVC 的
效益。
服務業是主要的經濟趨動力，服務業在增值及雇用方面已相當重要。服務業及製
造業的界線已經相當模糊，服務業外包也變得更常見來改善競爭力。數位連結性要求
不只是基礎建設，但更重要的是適合的政策及法規架構。

中國大陸及亞洲的數位連結性
王勛介紹中國大陸的數位支付發展的進程。2003-2004 年發展電子錢包的安全交
易，以解決淘寶的網路交易信用問題。2004-2013 年財是從快速支付發展到行動支付，
改善支付的成功率，利用手機、行動網路及 QR Codes 來進行行動支付。2013 年到
現在則是從行動支付發展到數位生態系，不僅行動支付，也支援即時轉帳、線上借貸、
財富管理、信用紀錄等。在 2015 年之前中國大陸是致力於降低守規成本、進入門檻
及法規阻礙。由於 P2P 借貸的問題，建立可運作的法規及滲透率監控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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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全球化的腳步中，世界不同地區的國家意識到全球化帶來的衝擊與挑戰，
於是訂立了各種區域性的協定，1967 年東協成立，隨著東協不斷壯大，經濟及政
治實力不容小覷，東協在亞洲太平洋區域具有重要主導性力量。2015 年東協正式
提出「東協連結總體規劃 2025」，目標包含（1）強化內部連結，藉此加速東協
內部的跨國流動與區域整合的腳步、（2）擴展外部連結，東協希望能持續強化東
協在各種合作架構的核心地位，以東協來連結東亞，確保集體利益。東協連結總
體規劃 2025 是延續東協連結總體計畫 2010 的目標，目的在於達成一個無縫接軌
且完全連接與整合的東協，重點著重在五大領域，分別為：可持續性的基礎設施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數位創新（Digital innovation）、無縫接軌的後勤
（Seamless logistics）、良好的管控（Regulatory excellence）以及人員流動（People
mobility）。由此可以看出，東協在加強區域連結性的決心。
而 APEC 連結性議題最早是在印尼於 2013 年主辦 APEC 會議時，以東協連結性
藍圖為本提出 APEC 連結性藍圖的倡議，同年獲得 APEC 領袖們的支持。2014 年在
APEC 完成「APEC 連結性藍圖」(APEC Connectivity Blueprint for 2015-2025)，致力
於採取明確具體之行動，以達成實體、制度性和人與人連結 (physical, institutional
and people to people connectivity) 三 大 支 柱 目 標。2015 和 2016 年 APEC 領 袖 宣
言，重申承諾支持「APEC 連結性藍圖」。2017 年 APEC 領袖宣言，則進一步提出應
孕育區域和次級區域與包容性的連結。對於「APEC 連結性藍圖」的三大支柱，包含
(1) 實體連結：透過適當的投資與強化公私夥伴關係 ( PPP )，推動質量並重的基礎建
設。推動次級區域、鄉村和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整合，包括發展有效率、可負擔與
永續的運輸系統。(2) 制度性連結：加強 APEC 區域貿易便捷化與供應鏈連結等，此
外也還包括結構改革。(3) 人與人連結：探討偏遠地區觀光發展潛力，促進永續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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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助提升當地經濟成長，並致力於 2025 年前達到 8 億 APEC 觀光客造訪的目標。
APEC 在連結性議題上也深耕多年，因為連結性對於區域經濟整合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但是由於各經濟體的發展程度不一，尤其是法規上各經濟體存在著許多差異，因此仍
需要有長遠的規劃及磨合，才能讓亞太區域的連結性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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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將邁向自由市場經濟
余慕薌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今年 10 月份巴西總統大選，最後由極右翼的社會自由黨候選人波索納洛 (Jair
Bolsonaro) 勝 出， 獲 得 57% 選 民 的 支 持， 較 競 爭 對 手 勞 工 黨 的 候 選 人 哈 達 德
（Fernando Haddad）的 43%，高出 14 個百分點。原因來自於連串的政治、經濟和
社會風暴，激起的波濤洶湧，將波索納洛推上巴西總統寶座。目前處於低潮的巴西經
濟是否會因新總統上台將實施自由市場經濟政策，而將巴西經濟帶向更美好的未來，
且拭目以待。

巴西新任總統勝選原因
波索納洛代表社會自由黨競選巴西總統，最後之所以能夠擊敗爭取第五度連任的
勞工黨，可就政治和經濟兩個面向簡析：
首先，就政治層面言，主要是工黨執政 13 年來，除爆發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
例如，前任總統魯拉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因貪污被判刑 12 年，已引起社會情
緒的反制，表達對勞工黨的不信任；續任的廸爾瑪 (Dilma Rousseff) 則促使政府預算
赤字不斷高漲，原因是龐大的政府預算大半都用在公務員們的薪資和退休金體系，未
來無法永續：公務員的退休金體系占國民生產毛額 (GDP) 比，由 2013 年的 3% 大增
至去 (2017) 年的 8%，兩年前接任廸爾瑪的現任總統 Michel Termer，雖宣稱在這方
面要進行改善，但至今改變幅度仍非常小。此外，2017 巴西犯罪率和謀殺率皆創下
歷史新高，強化不斷大聲疾呼巴西正陷入道德危機的福音教派人士、不滿暴力浪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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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軍人等等，皆出面捍衛國家的未來發展與前途。
其次，就經濟層面言，截至今年九月巴西失業率高達 12%；巴西政府 9 月份公
共債務總額為 3 兆 8000 億雷亞爾（reals）- 約 31 兆元台幣，雖比前一個月略減，但
這項數據仍為 5 年前的近 2 倍，且公共債務佔 GDP 比仍近 80%；而巴西央行的最新
數據顯示，截至 9 月份的巴西平均家庭債務持續增加，占家庭收入比達 41.9%，為一
年半來的最高比例。而巴西儘管擁有約 2 億的人口，如今面對急速老齡化的問題，尚
未有具體政策足以因應。交通運輸基礎建設未臻健全以及各州的稅制各不相同等，都
使得整體生產力受到不利的影響。巴西目前正力爭自嚴重的經濟衰退中重新站起。

巴西經濟仍將面臨挑戰
即將於明 (2019) 年元月一日正式就任的巴西新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
獲得企業界的大力支持，但巴西政府是否真能從此改變，加速解決早已陷入沉疴
的政府預算赤字和失業等問題，甚至於順利推動將擔任新任財長—古德斯（Paulo
Guedes）1 所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 ? 仍待時間來驗證。不過，整合國會各個黨派的
勢力，是一項不可獲缺的要素。
1. 政府預算赤字問題必須加速解決：
波索納洛於明年正式上台後面臨的頭號重大課題是必須針對巴西政府公務部門
的退休金體制進行改革，另一則是控制公共支出。依據波索納洛的承諾，上台後會
削減政府官員們的特權與浪費，部長人數減半，以精簡政府和促使政府運作更加順

1 巴西經濟學家 Paulo Guedes 擁有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其在智利於 1980 年代由 Augusto Pinochet 軍政府執期間於智利大學任
教，Pinochet 因採用芝加哥學派非常推崇的 Milton Friedman 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學，解決當時面臨嚴重的高通膨與財政赤字問題。
Paulo Guedes 自智利返回巴西後擔任銀行家，極力建議新總統波索納洛應重視目前的財政赤字問題，並打算大幅降低進口關稅壁
壘，展開新的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和重新調整外交政策與華府關係更為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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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而為抑止政府官員們的貪污，波索納洛將任命 Sergio Moro 擔任新的司法部長，
Moro 是曾將前任總統兼勞工黨創辦人魯拉判以貪污而入獄的法官，無疑正開啟一個
好的方向。
波索納洛同時還允諾會展開一連串大幅度的結構改革，包括進行修憲以有助減少
特定的公共支出，大幅簡化稅制改革 - 每個月的最低薪資 5000 雷亞爾可免稅，超過
此最新薪資者的稅率則會由目前的 27.5% 調降至 20%)；並將實施國營企業民營化，
以期帶來 7000 億雷亞爾的營收，協助降低政府債務；給予巴西央行更大的獨立地位，
自行依市場實際情況來調整目前幾乎是居全球高點的利率水準。
2. 巴西國會仍待整合各黨利益：
巴西部份分析家們仍質疑波索納洛可能缺乏必要的政治資本來處理各項經濟改
革，主要是基於波索納洛所屬的自由社會黨（Social Liberal Party）在 10 月 7 日國
會選舉中雖已成為眾議院第 2 大黨，但在眾議院 513 席位中僅占 52 席，仍不及為國
會第一大黨的工黨；更何況，巴西國會目前約有 30 個黨，彼此仍存在嚴重的衝突，
波索納洛能否順利組成多數執政聯盟、來管理擁有 30 個政黨的國會，以通過財政緊
縮措施，還待觀察。再者，由波索納若以往在國會 30 年的記錄顯示，其曾提出增加
公共部門支出並反對國營部門民營化，顯示其領導型式充滿變數。
亦即，當前關鍵在於波索納洛能否團結內部嚴重分裂的巴西，並在國會中組成多
數聯盟以獲得全力支持，來進行快速和大膽的財政改革，否則，缺乏結構改革，巴西
經濟仍有可能持續維持低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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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銀行於今年十月底公佈「2018 年全球經商便利度」報告顯
示，巴西在「經商友善度」方面雖仍在百名之外，但已由前一年的 125 名往前進至
109 名，其推力來自於巴西政府允許新企業網上註冊來開展業務，去年也改善取得信
用資訊以及現代化勞動市場的規定；並引進進口產品原產地的電子證明，以促進跨界
貿易的容易度，例如，加速引進自阿根廷進口汽車零件的之程序。
未來隨著新總統的上台，也會對目前受到詬病的進口關稅方面進行大幅調整，企
圖對外界做更多的開放，若再加上能任命更多偏向自由市場經濟的內閣成員，並順利
整合國會內的各方利益，巴西邁向自由市場的腳步必不遠矣 !
參考資料：

1.”Brazil’s new finance minister eyes ‘Pinochet-style’fix for economy”, https://www.ft.com/content/1a2ba4f4-de4e-11e8-9f0438d397e6661c

2.http://www.ft.com/content/bd14cbfa-db83-11e8-8f50-cbae549d92b

3.https://www.ictsd.org/bridges-news/bridges/news/bolsonaro-wins-brazilian-presidential-elections-prompting-scrutiny-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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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運用 APEC 論壇協助中小企業拓
展海外夥伴關係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
智 利 全 國 貿 易、 服 務 與 觀 光 協 會 (National Chamber of Trade, Services and
Tourism) 會 長 Manuel Melero 於 今 (2019) 年 元 月 和 國 際 經 濟 關 係 理 事 會 理 事 長
Rodrigo Yáñez 舉行特別會議，Manuel Melero 特別強調，許多專家協會都已迅速全
力投入協助政府舉辦 APEC 會議，目標在透過 APEC 論壇為中小企業與海外貿易夥伴
建立關係，尤其是將在今年 9 月舉辦的中小企業週。 Melero 於元月 9 日的前述會議
中強調，「APEC 會議是我們將參與一項極重要的專業挑戰。我們扮演角色，並運用
APEC 論壇為全國中小企業與海外貿易夥伴建立關係、衍生各個平台；目標是協助中
小企業透過電子商務進入國際市場，以促進其產品外銷和進口他國產品。」「我們希
望與海外代表們產生各種連結，便捷化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平台，以利未來貿易。」
Melero 還表示，APEC 是當今全球最有活力的論壇，在區域內建立重要的經濟整合機
制，對智利至關重要；APEC 論壇已證實可在雙邊與多邊層次上催化亞太經濟與貿易
自由化的過程，並有效落實智利的外交目標。 最後，與會的官員還強調，關鍵在於
透過 APEC 論壇，採取植基於公民社會與連結人民之途徑，向前推動定位和強化智利
在亞太區域之地位。 智利並定調今年 APEC 優先議題為數位社會，整合 4.0，女性與
中小企業和包容性成長，以及永續成長。
參考資料來源：
https://www.apecchile2019.cl/apec/media/news/trade-representatives-meet-to- analyze-apec-2019-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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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情勢回顧與展望
邱達生

CTPECC 秘書長

前言
觀察國際經貿情勢，國際油價程度上的反應了全球經濟景氣的走勢，以代表世
界原油供需狀況的布蘭特原油為例，其在 2017 年每桶平均約 54.15 美元，而在 2018
年則價格上揚來到 71.19 美元，顯示國際經濟景氣自 2017 年來的復甦態勢。然而根
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預測 2019 年全年的的布蘭特原油平均價格，將可能回落到
每桶平均 65.15 美元，除了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達成減產協議的可能性下
降之外，景氣趨緩導致石油需求下滑也是原因之一。再者代表美國國內供需情況的西
德州原油價格的走勢也相仿，意味未來一年的經濟復甦減速，而反應在國際油價的表
現上。
國際主要經濟體的表現，與全球景氣向來息息相關。美國、歐盟、中國、日本等
四個經濟體的總和經濟規模，以 2018 年而言占世界經濟的 68.14%。根據 IMF 預測，
四大經濟體在 2019 年將占世界經濟總量的 68.25%。透過貿易與金融連結，這四大
經濟體相關的經濟政策都能夠對其他的經濟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外溢效果。對世界資
金的流向、出口與投資佈局以及匯率與利率的震盪等，都具備左右動向的能力。因此
這四大經濟體的經濟表現，對全球經濟景氣的過去和未來具有絕對的影響力。
至於台灣經濟在 2019 年的表現，由於 2000 年之後，台灣與全球經濟成長的相
關性高達 80%。因此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台灣經濟很難獨善其身。台灣經濟研究院
於 2018 年 11 月 12 日，預測台灣經濟在 2019 年的 GDP 成長率為 2.2%，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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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月 30 日發佈的預測為 2.41%，中央銀行則於 12 月 20 日更新預測數值為 2.33%。
亦即台灣經濟在 2019 年的表現，較諸 2018 年恐將有所不如。

美國經濟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2018 年的經濟規模達 20 兆 5,130 億美元，占全世界
GDP 總和 84 兆 8,355 億美元的 24.18%，將近四分之一。此外美國也是世界最大的
進口國與最終財貨消費市場；美國經濟復甦、需求回溫，有助於國際間價值供應鏈的
運轉，更是拉抬全球經濟的最主要關鍵。同理，當未來美國的需求開始出現走緩，則
跨國價值供應鏈的運轉也必然減速。
回顧 2018 年全球經濟表現，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中，美國經濟的表現一枝獨秀，
GDP 成長率逐季增長。美國總統川普的稅改政策上路，有效的拉抬固定資本形成。
此外美國就業市場強勁復甦，失業率下滑至近 50 年來新低，加上企業獲利增加，前
三季股市表現暢旺，顯著的支撐民間消費成長。美中貿易戰雖然為 2018 年全球經濟
復甦帶來疑慮，但實則對全球貿易的衝擊尚不至顯著，多屬僅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消
息面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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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美國經濟雖然在先進國家中屬表現最佳，但是美國總統川普為實現
其在 2016 年競選總統期間提出的美國優先、公平貿易承諾，啟動並執行 201 與 232
條款調查，對美國貿易夥伴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模組、洗衣機、鋼鐵、鋁等產品課徵高
額關稅。川普政府更依據 1974 年美國貿易法的 301 條款，對中國進口產品，特別是
「中國製造 2025」相關品項，分階段課徵高關稅。川普對外的貿易政策，導致國際
經濟與金融的不確定因素升高。
由川普總統推動，並於 2017 年由參、眾兩院審議通過 - 號稱 30 年來最大的稅
制改革「減稅與促進就業法案」已於 2018 年正式上路，對提振美國經濟產生相當顯
著的成效。美國聯準會（Fed）評估相關效益後，認為稅改拉抬了美國 2018 年實質
GDP 成長率 0.4 個百分點，然而稅改對美國的財政條件卻也造成負面影響。
展望 2019 年的美國經濟，預期民間消費成長仍可維持相當的力道，而主要原因
分別是：持續穩定的就業市場復甦以及薪資幅度的穩定增長。雖然根據國際主要預測
機構的看法，美國在 2019 年的平均失業率雖仍可望為 2000 年以來的相對低點，但
是貿易戰對進口原料與半成品的關稅加徵，導致成本上揚，已經讓部分的美國企業不
堪負荷。如果企業因而停止相關製程，也將衝擊美國的就業市場，進而影響民間消費
的成長動能。
至於在固定資本形成方面，由於美國能源資訊署預期油價在 2019 年將有出現下
滑的可能，因此油價停滯或下跌將導致美國能源方面的投資動能減緩。至於美國不動
產市場雖然也是美國經濟景氣的關鍵環節，但可能也不是提供 2019 年民間投資成長
的主要動能。因為隨著 Fed 的貨幣緊縮措施導致房屋貸款抵押利率的上揚，也將會
使美國房市復甦的速度減緩。
在商品與勞務的出口與進口方面，美國在 2019 年的外需表現雖將隨著國際經濟
情勢的不確定性升高而受到衝擊，因為一則提前因應貿易戰的拉貨效應已經在 2018
年完成，再則基期因素導致相關的年成長率將不若 2018 年的數據強勁。除了基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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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外，Fed 緊縮措施導致美元持續走強，也將是在 2019 年對於出口較為不利的因素。
雖然 Fed 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升息一碼，將聯邦基金利率拉高至 2.25-2.5% 區間後，
釋放出較為鴿派訊息，但是 Fed 與國際主要央行的利差持續擴大，對美元仍有顯著
的支撐效果。進口方面，2019 年的美國進口成長率預計也不如於 2018 年的數值。川
普政策對多數進口產品課徵高關稅，終究會讓美國的進口受到影響。

歐洲經濟
歐洲經濟以歐盟而言，其經濟規模在 2018 年達 18 兆 7,693 億美元，占全世界
GDP 總和的 22.12%。雖然 2018 年歐洲經濟大致上仍然處於復甦態勢，但是在 2018
年歐盟與英國之間的脫歐談判一波三折，硬脫歐的傳聞與負面效應在 2018 年不時的
對歐洲的金融市場信心造成干擾，多數的國際企業也因此紛紛計畫撤離英國。如果英
國與其他歐盟國家形成貿易和非貿易方面的障礙、壁壘，不意外將給歐洲經濟增長帶
來負面後果。
表三、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對 2018-2019 歐元區經濟成長率估計值
與預測值（%）

資料來源：IMF, IHS Markit, OECD, & EIU Country Data

表四、2019 年歐洲前五大經濟體總體經濟預測

資料來源：IMF, Country Data,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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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第四大經濟體 - 義大利經歷過債務危機之後，經濟成長幾乎處於極度緩
慢情境，2018 年義大利總體經濟表現沒有顯著改善，因此義大利聯合政府計畫增加
支出，提出降低退休年齡、減稅、投資基礎設施和提高福利。由於義大利財政刺激計
劃將使該國容易受到利率上升的衝擊，可能最終反而使其陷入經濟衰退。所幸義大利
終於 2018 年 12 月妥協降低預算赤字，也讓 2019 年的風險獲得程度的掌控。
雖然歐洲經濟在 2018 年大致處於復甦階段，但是波折不斷，主要是在金融危機
後，又先後受到債務危機與通貨緊縮的衝擊。發生自 2009 到 2013 年第三季的歐債
危機是延緩歐洲經濟復甦的主要原因；而自 2013 年第四季起到 2016 年這段期間，
通貨緊縮陰影成為阻礙歐洲經濟回溫的另一個主要原因。雖然 2017-2018 年起，國際
油價出現回溫跡象，基期扭曲因素減弱，歐洲經濟復甦態勢順勢再起。但是 2019 年
3 月 29 日，英國將脫離歐盟，時間逼近的不確定因素對 2018 年歐洲經濟產生衝擊，
加上德國與法國國內政局動盪、經濟成長趨緩，也無力肩負起拉抬歐洲經濟的重任。
歐洲經濟整合最深化程序當屬歐元區，國際主要預測機構皆認為歐元區在 2019
年的經濟成長將會出現走緩。而歐元區經濟政策的設計原則是由歐洲央行（ECB）統
一執行貨幣政策，各會員國依情況各自執行財政政策，但受到歐盟規範的監督。歐元
區經濟在 2018 年仍然仰賴 ECB 的寬鬆貨幣政策，ECB 在 2015 年宣布總金額達 1.1
兆歐元的購債計劃以因應通縮威脅，並開始每月收購 600 億歐元資產，購買的資產包
括成員國公債、資產擔保證券與擔保債券，是為歐版量化寬鬆（QE）。2017 年起歐
洲經濟慢慢回復至正常復甦軌道，ECB 也開始檢討 QE 縮碼與退場機制，已經決定自
2018 年底結束量化寬鬆政策。
IMF 預期西班牙在 2019 年的經濟成長率仍將高於其他四大經濟體，甚至牽制西
班牙財政條件多年的結構性失業，在 2019 年也將獲得些許的改善。脫歐問題讓英國
經濟走緩，預期在 2019 年其經濟規模將再次被法國超越，排名將退至歐洲第三大經
濟體。義大利債務問題將讓 2019 年歐洲經濟的不確定性升高，雖然財政刺激強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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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是預期經濟成長仍不樂觀。IMF 也預測德國與法國在 2019 年的經濟表現僅屬
一般，通膨在控制的範圍內，且就業市場持續改善，因此 ECB 不至於祭出力道太強
的貨幣緊縮政策。

中國經濟
中國是以國家別而言，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規模在 2018 年
達 13 兆 4,573 億美元，占全世界 GDP 總和的 15.86%。但是如果以購買力平價指數
來衡量，則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大陸在 2018 年的經濟成長表現以 GDP
成長率而言，尚可達到 2017 年十九大與執行中十三五規劃的平均目標值。中國經濟
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產能過剩，過去中國經濟成長最主要是倚賴投資與出口兩具引擎
的拉抬，然而 2018 年以來持續擴大的美中貿易戰，恐將對 2019 年中國的投資與出
口產生衝擊。
中國因應產能過剩的結構性問題，提出所謂「供給側改革」，包括去產能、去庫
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等幾個面向。在調結構的政策大原則下，中國經濟成長
趨緩已然成為定局。但是中國北京當局主要經濟策略是，在調結構的主軸背景下，努
力避免硬著陸的發生。此外中國製造 2025 則是北京在結構調整、拉抬內需目標外，
最主要的國家發展目標。然而此一目標卻在美國 301 調查下，暴露出中國侵害美國高
科技智財權與強迫技術移轉內幕，亦即美國華府認為中國製造 2025 目標的追求，其
表五、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對 2018-2019 中國經濟成長率估計值
與預測值（%）

資料來源：IMF, IHS Markit, OECD, & EIU Countr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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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建構在美方技術的基礎上。因此雖然美國在期中選舉過後，參眾兩院形成兩黨分
治情況，但是共和與民主兩黨卻對中國侵權一節保有一致共識，未來長期的美中貿易
紛爭恐將成為常態。
除了因應外部貿易戰之外，中國內部的金融風險在 2018 年也沒有任何改善跡象。
且因應貿易戰，中國再啟貨幣寬鬆，但是資金未流入實體經濟，造成股市波動與房市
泡沫難解。雖然中國聲稱財政狀況良好，其在 2018 年的公共債務占 GDP 比重僅有
18.5%，但是實際上中國內部的地方債與企業債問題相當嚴重，此外銀行不良貸款與
影子銀行更是問題重重，加上因為金融結構問題，致使債務增速過高，亦導致風險過
度集中在銀行體系。中國地方債包裝成金融商品在國內販售情形，頗為類似 2007 年
之前的美國次級房貸包裝成衍生性金融商品流通歐美市場情形，避免形成系統性風險
是北京有效掌控內部金融危機的當務之急。
在內外衝擊的不利情勢下，國際主要預測機構一致預測中國經濟在 2019 年將會
進一步走緩，但不至於發生經濟大幅衰退現象，國際主要預測機構一致預測中國經濟
在 2019 年的成長率僅有 6.2-6.3%，無法再達到北京設定的 6.5% 目標。主要原因之
一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紛爭，將導致 2019 年中國商品及勞務出口的萎縮。雖然 2018
年 12 月 1 日的 G20 川習會，美中貿易戰似乎取得短暫休兵協議。但是未來即便談判
順利，關稅戰暫緩；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禁運等非關稅貿易戰預期還是會持續，供應
鏈移轉的影響將難以避免。
此外貿易戰導致廠商外移，因此 2019 年的固定投資成長率相較於 2018 年，也
將進一步減緩，所以內需的表現特別是民間消費的部份仍是觀察重點。而人民幣歷經
2018 年的貶值，預期在 2019 年美國 Fed 可能持續緊縮政策壓力下，仍然沒有強勢
的本錢。需求推升力道陸續減緩，加上國際油價基本上將維持在低檔，拉抬原物料價
格力道亦屬有限，中國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上，將以寬鬆為主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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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
日本經濟規模在 2018 年達 5 兆 0,706 億美元，占全世界 GDP 總和的 5.98%。日
本經濟以單季成長率而言，達到 2014-2015 年石油價格崩跌以來最長復甦，亦即持續
的季對季正成長。2018 年日本經濟的三具引擎都有一定的表現，特別是固定投資與
商品及勞務的出口成長，對拉抬日本景氣復甦功不可沒。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需市場表
現方面，2018 年延續 2016-2017 年恢復的對外貿易順差，但是因為 2018 年的油價
反彈，導致日本的進口成本激增，第二季之後出現幾個單月的貿易逆差。
最近一次的全球經濟危機透過貿易管道衝擊日本經濟，隨後發生在 2011 年的
311 大地震，以及 2014-2015 年的油價跳水式下滑等等因素，都進一步打擊日本經濟
的復甦動能。在企盼脫離通縮、提振經濟成長的最高原則下，首相安倍晉三推出「安
倍經濟學」祭出三大方向，號稱安倍三箭：「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以
及鼓勵民間投資的成長策略。」其鎖定的政策方向包括：上調通貨膨脹目標至 2%、
大幅增加日本政府的公共支出，以及有效提升日本外貿實力。而透過相關政策目標的
落實與實現，安倍晉三呼籲讓日圓貶值，以恢復日本產品出口價格競爭力，進而達到
提升經濟年成長率至 3% 的水準。但回顧 2018 與展望 2019 年的相關經濟預測數值，
追求安倍經濟學的目標，事實上有點不切實際。惟 HIS Markit、OECD、EIU 皆認為
日本經濟成長率在 2019 年，將有機會比 2018 年的成長略高，只是依舊屬力道有限。
安倍的寬鬆貨幣政策與擴張財政政策皆已經持續執行，但是成效有限。寬鬆貨幣
表六、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對 2018-2019 日本經濟成長率估計值
與預測值（%）

資料來源：IMF, IHS Markit, OECD, & EIU Countr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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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擴張財政政策並非安倍政府首創，而是過去幾十年來同樣經濟政策的劑量加強
版。然而日圓是國際避險資產，常常受到地緣政治影響而上揚，例如 2018 年的美國
聯準會緊縮政策導致新興市場資金外流，出現金融風險升高現象。每當新興市場爆發
危機，日圓的避險成分便會升高，抵銷了日本央行的寬鬆措施。此外日本有全世界最
嚴重的公共債務問題，其占 GDP 比重在 2018 年已達 225.6%，預期在 2019 年進一
步擴大至 226.8%，如此沈重的債務負擔顯著的牽制了財政政策的揮灑空間，是以安
倍第一與第二支箭成效確實不易發揮。
眾所矚目的安倍第三支箭 - 成長策略其實是鎖定在日本參與以及「跨太平洋夥伴
協定」（TPP）的落實上路，日本政府希望透過 TPP 的高標準、高品質要求來引進國
際競爭，來貫徹日本經濟結構改革，以尋找新的成長動能。然而 TPP 原先的主導國 美國已經在 2017 年元月宣布退出 TPP。美國退出 TPP 後，TPP 一則失去主導國、一
則失去最大需求市場，存在的必要一度令人懷疑。但是日本並不放棄擴大自貿協定覆
蓋率的機會，以 2017 年完成「日本與歐盟 EPA」談判來宣示追求自由化決心，並在
2017 年的 APEC 會議期間帶領成員國完成凍結條款談判，通過決議將 TPP 改名為「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及進步協定」（CPTPP），充分展現主導 CPTPP 的決心。在日本積
極主導之下，CPTPP 的 11 個成員國之中，有 7 個國家的國會在 2018 年已經通過對
條約的核可，因此 CPTPP 已經於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上路，未來是否讓安倍第三支
箭順利射出、有效的拉抬日本經濟動能，值得進一步觀察。
雖然 2019 年日本經濟情勢預期穩定，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打算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將消費稅從 8% 調漲至 10%，是時隔 5 年半之後再度增稅，加上
日本政府日前公布 2019 年 1 月 7 日開徵出國稅，參考先前日本調高消費稅的衝擊，
2019 年的加稅是否將對日本的消費動能產生抑制效果，也值得密切關注，畢竟現階
段的日本經濟內需與外需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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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
受到 2018 年第四季以前全球景氣持續擴張的帶動，甚至貿易戰的拉貨與轉單效
應，台灣的出口在 2018 年一至三季仍有優於預期的表現，且上半年經濟成長率均在
3% 以上。雖然出口暢旺，然而投資表現相對不如理想。第三季起，美中貿易戰開始
擴大，加上美國升息帶動強勢美元，引發全球資金移動，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金
融波動加劇，連帶影響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及台灣金融市場。
過去以來拉抬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一直是以外需為主。2019 年的台灣經
濟，在民間消費部分，由於屬於落後指標的失業率，受惠於 2018 年前三季的出口與
企業獲利營收增長的加持，而處於歷史相對低點。顯示就業環境仍屬正面，有助於支
撐民間消費，然近期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加劇，台灣股市動能不足，加以財政改革措施
上路，影響消費信心與購買能力。
固定資本形成方面，儘管美中貿易衝突升溫，有助於廠商回流，然台灣投資環境
仍待改善，回流成效還需後續觀察，不過受惠於政府部門擴增公共建設支出與國、公
營事業投資，使得 2019 年的整體固定資本形成動能可望較 2018 年略有增長。貿易
部分，受到貿易戰影響，信心衝擊逐漸擴散至實質面數據，對於亞洲供應鏈造成影響，
各主要預測機構下修 2019 年全球經濟與貿易成長率。再者近年來中國結構調整使得
經濟成長放緩，由於兩岸在全球價值鏈高度整合，所以台灣終將受到影響。在物價及
貨幣政策部分，2019 年方面，儘管有基本工資調漲效應，然預期國際原物料價格波
表七、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對 2018-2019 台灣經濟成長率估計值
與預測值（%）

資料來源：IMF, IHS Markit, EIU Country Data、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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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不大，加以菸稅效應消退，國內物價大幅上漲不易。儘管美國自 2018 年以來已升
息四次，不過預期 2019 年升息頻率降低，且未來面對貿易戰、中國經濟趨緩、新興
市場風險等不確定因素，加上國內物價仍屬溫和，預期台灣央行貨幣政策將持續維持
動態穩定，以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可能變化與衝擊。
由於台灣經濟與全球高度連動，特別是美、中兩大經濟體，同時亦為台灣最主要
出口市場，其經濟成長率都將於 2019 年下滑，也使得台灣經濟表現受到考驗。倘若
2019 年台灣外貿及消費將分別受貿易戰及金融緊縮影響，資本形成，特別是政府固
定投資就成為支撐經濟的重要因素，政府是否能適時推出相對應的投資政策，也成為
2019 年另一項對台灣總體經濟及投資構成影響的不確定因素。

結語
根據主要國際預測機構的看法，2019 年全球景氣樂觀成分不高，但也不至於爆
發災難式的危機。但在個別主要經濟體部份，美國、歐洲、中國在 2019 年的經濟表
現，預期都會稍稍不如 2018 年。即使日本經濟復甦可望持續，但動能實則相當有限。
在利差持續擴大，資金流向影響匯率穩定的考量，歐洲與日本等世界主要央行的寬鬆
貨幣政策可能會慢慢縮手，逐步與 Fed 措施接軌。但是在財政條件的牽制下，替代
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執行力道預期不大。中國經濟成長在 2019 年內外偏空因素夾擊下
將會進一步走緩，但民間消費如果能夠有效的拉抬，可以程度上的分擔全球的需求成
長。美國經濟在 2019 年可望仍然是主要經濟體中表現較為穩定的一環，期中選舉導
致兩黨分別掌握參、眾兩院，但是美國國內基礎建設的更新與推動則不難達成共識，
可望有助於需求的推升。
展望 2019 年台灣經濟，受惠於公共建設與可望的台商回流，預期投資將有回升。
然受到貿易戰是否持續的不確定因素影響，國際主要預測機構皆認為 2019 年全球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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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長將不如 2018 年表現。美中貿易爭端若持續延燒，不僅傷害貿易本身，長期也
將打擊投資及製造活動。再者受到美中貿易紛爭與國際油價回落影響，使得台灣經濟
最重要的出口引擎，恐怕也將難以維持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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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 APEC 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 基於國別與產業之分析 ( 上 )
張博欽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全 球 價 值 鏈 (Global Value Chain, GVC) 的 快 速 發 展 已 改 變 全 球 貿 易、 投 資 和
生 產 聯 繫 關 係， 亞 洲 開 發 銀 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ADB)、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T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甚至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等國際組織因此積極對 GVC 和貿
易附加價值 (TiVA) 計算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2014 年 APEC 領袖會議通過「APEC
促進全球價值鏈發展和作戰略藍圖」、「APEC 貿易增加值核算戰略架構」等綱領
性文件，開始推動亞太地區 GVC 合作的躍升工程。

台灣長期以來深度融入全球貿

易體系，無法避免 GVC 和貿易附加價值之核心觀念所影響。本文利用全球價值鏈的
附加價值分析法，首先挑選我國的支柱產業，在剔除不屬於任何國家 GDP，純粹因
中間財往返反覆跨國境移動造成的重複計算部份之後，分別將各產業的總出口值 (
Gross Export) 區分為兩部份：(1) 由出口國創造的附加價值，即本國附加價值 (DVA)，
並劃分為最終產品出口與中間財出口，藉以瞭解我國出口產業的消費市場動向與我國
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生產關係；(2) 歸屬於國外所創造的附加價值 (FVA)，藉以
反映我國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生產關係。經由完整的國別與產業分析，不但能
瞭解我國出口產品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實際流轉情況與變化，更清晰架構出我國支柱產
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基本結構。
為聚焦起見，首先挑選出我國具經濟影響力的支柱產業，接續計算 2000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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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 APEC 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 - 基於國別與產業之分析 ( 上 )

2014 年各產業出口至目標市場的出口值，從中將其區分為自身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
值 (DVA)，與歸屬於國外所創造的附加價值 (FVA)，在同時考慮國別與產業的基礎上，
進行我國與 APEC 及主要國家或地區於全球價值鏈的分工關係與變化。

我國支柱產業的選擇
支柱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中生產發展速度較快，對整個經濟具有引導和推動作
用的先導性產業。支柱產業具有較強的連鎖效應：例如誘導新產業崛起；對為其提供
生產原料的各部門、所處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發展變化，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支柱產
業的特徵為大規模產出，在國內生產總值 GDP 中占較大比重者，產業的附加價值占
GDP 百分之五以上的，可以稱為支柱產業。
支柱產業必是出口項目之一。比如中東國家靠出口原油賺取外匯，換取進口其他
產品，那麼原油便是該國的支柱產業；日本靠出口機械電子產品換取各類進口產品，
那麼機械電子就是日本的支柱產業。所謂支柱產業必定是指在國際貿易上，一個主體
與另一個主體互相交換的跨主體商品項目。依此定義，根據世界投入產出表（WIOD）
的產業分類，自農林漁牧礦與製造業中代碼（C1~C22），其附加價值（產值）占
GDP 比重高者，作為我國的支柱產業進行分析。
從世界投入產出表資料庫（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分別計算我國 2000
年與 2014 年農林漁牧礦與製造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占 GDP 比重（如表 1 所列），
依序可以得出我國的支柱產業，分別是：
（一）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
（二）其他機械設備製造業
（三）食品、飲料、菸草產品製造業
（四）汽車、拖車及半拖車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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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力設備製造業
（六）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
（七）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
此外，WIOD 並將所有產業屬性區分成初級產品 ( 第一級產業 )、製造業與服務
業均區分成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由表 1 計算結果得知，從 2000
年至 2014 年，我國所有的知識密集型製造業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占 GDP 比重，均呈現
成長的情況；反之，資本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則呈現衰退的情況，顯見從發達國家的
經濟發展過程來看，我國不僅經歷了從勞動密集型企業向資本密集型企業的過渡，而
且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正呈現知識密集型企業不斷擴大的趨勢。
若將表 1 資料以雷達圖繪製，可以明確看出我國農林漁牧礦與製造業之產業結
構，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我國農林漁牧礦與製造業之產業結構雷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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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第一、二級產業附加價值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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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篇幅，本文挑選（一）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三）食品、飲料、
菸草產品製造業；（六）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各自代表知識密集
型、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等三種不同屬性的製造業，分別探討我國產業出口在全
球價值鏈的分工的結構與變化。
本文將 WIOD 涵蓋的 43 個國家（或地區）重新劃分成美國、歐洲（包括歐盟 28
國、瑞士、挪威）、日本、韓國、中國、金磚三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其他國
家或地區（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澳洲、印尼、土耳其、Rest of World）共七個出口
目標市場，研究我國的支柱產業，其最終產品出口的本國附加價值、中間財出口的的
本國附加價值，以及出口中的國外附加價值的比重變化。其中，中間財出口的的本國
附加價值，反映我國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生產關係；出口中的國外附加價值，
則是我國利用進口的中間財進行生產，產品出口中包含國外創造的附加價值，反映我
國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生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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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 APEC 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 基於國別與產業之分析 ( 下 )
張博欽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知識密集型製造業 - 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
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係我國最重要的出口產業。由表 2 綜觀我國電
腦、電子及光學產品總出口值中，最終產品的本國附加價值 (DVA) 比重逐年遞減，由
2000 年 21.65%，減少至 2014 年 9.99%；反之，中間財的本國附加價值比重逐年增加，
由 2000 年 29.70%，上升至 2014 年達 50.17%，顯見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
造業從最終產品與中間財兼具的角色，已轉換成以生產中間財創造附加價值為主。
而歷年來國外所貢獻的
附加價值 (FVA) 則處於
下降趨勢，顯見我國電
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
造業自上游國家進口的
依賴關係逐年減輕。
就主要出口對象
國 家 或 地 區 觀 察， 從
表 3 得 知， 在 2000 年
時，我國電腦、電子及
光學產品最主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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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依序為美國 (27.36%)、歐洲 (21.34%)、日本 (12.74%)，出口至中國的比重僅佔
8.02%。自 2003 年起，中國超越美、歐、日，一躍成為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
的最大出口市場，當年度出口比重為 27.26%。至 2014 年時，出口至中國的比重已
高達 48.87%；相對地，美、歐、日則分別萎縮至 5.99%、6.79%、6.22%。
進一步根據出口的目標市場，詳細分析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出口，其最
終產品、中間財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以及外國附加價值的歷年變化情形。
1、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
如表 4 所示，就 DVA 總值而言，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本
國附加價值，自 2000 年 153 億美元，至 2011 年 204 億達到高峰，回落至 2014 年
為 138 億美元。其中，我國出口最終產品至中國，國內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占比，於
2000 年僅 4.67%；然而，在 2004 年比重增加為 33.48%，轉而超越出口到美國所創
造附加價值的比重 20.47%，至 2014 年更高達 54.67%。相較於美、歐、日等出口市場，
我國所能獲取的最終產品附加價值的比重大幅萎縮，中國儼然已成為我國電腦、電子
及光學最終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及附加價值的創造來源。
2、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中間產品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
中間財出口的的本國附加價值，反映我國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生產關係。
由前述表 2 已知，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中間財的本國附加價值比重至 2014 年已高
達該產業總出口值的 50.17%，足見其對於國內經濟的貢獻程度。就表 5 觀察，2000
年時，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製造業所生產的中間財，出口美、歐所創造的附加價
值比重最高，分別為 20.68% 與 19.89%，其次為日本 (10.40%) 與中國 (10.57%)。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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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總出口值與出口對象國比重

表 4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5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中間財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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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出口中的外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自 2001 年起，我國出口中間財獲得的附加價值來源比重，中國 (14.25%) 已超越美
國 (13.50%) 與日本 (8.17%)，自 2002 年起中國比重 (20.69%) 亦超越歐洲 (15.48%)，
2014 年更高達 47.88%。此外，我國中間財出口韓國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比重大抵呈現
穩定上升趨勢。整體看來，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製造業中間產品的出口，與美、歐、
日的全球價值鏈上游生產關係日趨薄弱；反之，對中國、韓國的上游生產提供則處於
上升與穩定的狀態。
3、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產品出口中的國外附加價值
出口中的國外附加價值，是我國利用進口的中間財進行生產，產品出口中包含國
外創造的附加價值，反映我國與各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下游生產關係。
就表 6 分析，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製造業早期主要依賴美、歐、日進口
關鍵零組件等中間財進行生產與加工，在 2002 年，歸屬於美、歐、日所創造的國外
附加價值 (FVA) 比重分別仍有 25.70%、19.63%、10.63%。然而，自 2003 年起，我
國出口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中，中國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比重為 24.85%，超過美國
20.36%、歐洲 18.74%、日本 9.30%，成為我國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進口原物料、
中間財的主要來源，2014 年比重高達 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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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照 表 4、5、6 的 結 論， 約
略可以得出我國電腦、電子及
光學產品製造業參與全球價值
鏈的基本結構，亦即我國自中
國、歐洲、美國、日本等國家
或地區，進口電腦、電子及光
學產品製造業所需之原物料商
品、甚至技術等 ( 表 6 所呈現 )，
所生產出的中間財，則出口提
供中國、歐洲、美國、日本、
韓國等國家或地區，進一步加
工生產使用 ( 表 5 所呈現 )；所生產出的最終產品，則主要供應中國、美國、歐洲龐
大的消費市場 ( 表 4 所呈現 )。

資本密集型製造業 - 食品、飲料、菸草產品製造業
由表 7 綜觀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總出口值中，最終產品的本國附加價值
(DVA) 比重歷年大抵維持在 60% 以上；中間財的本國附加價值比重僅約在 8%~12%
之間，顯見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製造業以生產最終產品的角色為主。而歷年來
國外所貢獻的附加價值 (FVA) 則處於上升趨勢，表示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製造
業相當程度地仰賴上游國家的進口供應。
就主要出口對象國家或地區觀察，從表 8 得知，在 2000 年時，我國食品、飲
料、菸草產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場為日本，出口比重高達 54.57%，2014 年比重雖滑落
至 27.04%，仍遙遙領先中國 (17.70%) 與美國 (9.54%)。除了出口中國市場的比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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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總出口值與出口對象國比重

表 9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最終產品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10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中間財出口中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2000 年 2.87%，大幅成長至 2014 年 17.70% 之外，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對於
出口韓國的比重，亦呈現穩定成長的形勢。
進一步根據出口的目標市場，分析食品、飲料、菸草產品製造業出口，其最終產
品、中間財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以及外國附加價值的歷年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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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食品、飲料、菸草產品出口中的外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如表 9~11 所示，就 DVA 總值而
言，無論是以最終產品或中間財的
型態出口，甚至是進口原物料的依
賴關係，我國食品、飲料、菸草製
造業的主要目標市場與進口來源係
以日本為首，美國居次，互相形成
一個完整的價值鏈。中國的地位，
在進口我國的最終產品方面，除了
2011 年以後，大抵是居於日本、美
國以外的第三消費市場；在進口我國的中間財，以及成為我國原物料供應國兩方面亦
是如此。

勞動密集型製造業 - 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
由表 12 綜觀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總出口值中，最終產品的本
國附加價值 (DVA) 比重逐年遞減，由 2000 年 25.93%，減少至 2014 年 14.33%；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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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總出口值與出口對象國比重

之，中間財的本國附加價值比重逐年增加，由 2000 年 42.37%，上升至 2014 年達
46.32%，顯見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始終均以生產中間財創造
附加價值為主要獲利方式，生產最終產品創造附加價值的地位愈加低落。而歷年來國
外所貢獻的附加價值 (FVA) 則處於不斷上升趨勢，顯見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
關產品製造業對於上游國家的依存度愈加提高。
就主要出口對象國家或地區觀察，從表 13 得知，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
關產品出口市場的變化，依舊呈現美歐消、中國長的局面，日韓則呈現穩定成長的狀
態。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對於出口金磚三國 ( 巴西、
俄羅斯、印度 ) 的比重，於 2000 年僅 1.67%，2011 年曾達 7.93%，已與 2005 年之
後歐洲的比重相仿。對於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的拓銷與往來，是值得
密切注意的新興市場。
進一步根據出口的目標市場，分析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出口，
其最終產品、中間財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以及外國附加價值的歷年變化情形。
如表 14 所示，在美國市場中，我國出口最終產品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一支獨秀，
比重雖然自 2000 年 61.13%，滑落至 2014 年 42.08%，依然遠高於歐洲 12.22%、日本
9.55%、中國 9.11%。至於金磚三國，自 2010 年 11.97%、2011 年 19.93%，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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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最終產品出口中
的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15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製造業中間財出口中的
本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表 16 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出口中的外國附加價值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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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有 7.96% 的最終產品消費比重，則是值得政府與企業密切注意的。
此外，表 15 顯示，我國出口中間財所創造的本國附加價值，在中國市場所獲得
的利潤最高，自 2000 年比重 24.79%，逐年成長至 2014 年 40.47%；美國則以 8.03%
的比重居次。
另由表 16 觀察，2014 年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和相關產品出口中包含國外創
造的附加價值，主要依續以中國 28.04% 最高、美國 19.35% 居次，歐洲 8.46% 第三，
在此顯示出我國紡織業自上游國家進口的依賴關係。
依照表 14、15、16 的結論，約略可以得出我國紡織品、成衣、皮革業參與全球
價值鏈的清晰結構，亦即我國自中國、美國、歐洲等國家或地區，進口紡織品、成衣、
皮革業所需之原物料商品、甚至技術等 ( 表 16 所呈現 )，所生產出的中間財，主要出
口提供中國，進一步加工生產使用 ( 表 15 所呈現 )；所生產出的最終產品，則主要供
應美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其次依序為歐洲、日本與中國 ( 表 14 所呈現 )。

結論
我國與 APEC 及主要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生產網絡關係相當緊密，文獻中已早有許
多探討，惟多數文獻仍採用傳統的貿易統計資料進行分析，致有將中間財因跨越邊界
多次而重複計算的問題，進而產生偏誤之全球價值鏈分析結果。本文採用世界投入產
出資料庫中的相關資料，並以產品附加價值分解方法，針對出口對象國家或地區整體
及個別產業部門進行分析，出口支柱產業的選擇亦具有代表性與經濟影響力。所得結
果不僅刻劃出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及變化，並清晰描繪出單一產業參與全
球價值鏈的基本結構。藉由國別與產業的細部分析，對於我國政府單位在進行區域經
貿策略部署、企業在進行產業策略調整，本研究結果均得以作為制定相關的戰略規劃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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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貿易戰擴散與貿易互賴武器化
邱奕宏

國立交通大學副教授

一、前言
今 (2019) 年 4 月世界貿易組織 (WTO) 公布對全球貿易前景的預測報告，指出

2019 年的全球商品貿易量成長將較 2018 年的 3.0% 下跌為 2.6%。2020 年可能反彈
到 3.0%，但是否如此仍將取決於全球貿易緊張情勢是否獲得緩解。

對此預測結果，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 (Azevedo) 指出：「隨著貿易緊張升高，
應該沒有人會對此前景感到驚訝。當我們看到如此高度不確定性，貿易自然無法充分
地扮演其推動經濟的角色。」1
彷彿對應著 WTO 秘書長的警告，全球貿易情勢在今年上半年度如同坐著雲霄飛

車般，呈現高度不確定的衝突升高、緩解、再升高及下降的循環發展。國家間的貿易
糾紛從美國與中國自 2018 年後正式彼此互徵關稅、正式宣告貿易戰啟動後，逐漸蔓

延並擴散到其他國家。近來引發關注的日韓貿易爭端與其後續事態的發展，更將對目
前已經是烏雲密布的全球貿易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

本文主旨在闡明美中貿易戰自 2018 年爆發後，所引發全球保護主義高漲與國

家間貿易爭端遽增的現象。此外，針對有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惜以貿易互賴 (trade
interdependence) 作為武器來追求自身利益的趨勢，本文亦將分析此「貿易互賴武

器化」現象的背後意涵與對全球經濟的可能衝擊。最後，本文將說明此發展對未來全
球貿易格局的可能影響。

1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9_e/pr837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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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貿易戰場的擴散
自 2018 年 7 月美國總統川普向中國價值 340 億美元的商品課以高達 25% 關稅
的命令正式生效後，北京隨即也對美國商品施以同規模、同強度的關稅報復。自此美
中貿易戰的序曲就此展開。隨著美中貿易戰的升溫，經濟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
風潮也開始在各地滋生，全球發生貿易爭端的戰場也隨著爭端國家數目的增加而逐漸
擴大。
截至目前為止，美中貿易戰業已持續一年之久。當前美國已對價值 2500 億美元
的中國商品課以 25% 的關稅，而中國亦對價值 110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課以不等的關
稅。儘管在此期間內，美中雙方歷經數回合貿易談判，但始終未能克盡其功。最近一
次幾乎快達成協議的美中貿易談判突然在今年 5 月因北京反對而宣告破裂，致使川普
大為光火，除大幅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幅度與數量外，並對中國的電信龍頭企業—
華為通訊—施加出口禁令。
儘管華府此一作法並未能迫使中國屈服，反倒激化北京的反彈與反制措施。但最
後美中雙方仍然在繼 2018 年底於阿根廷 G20 峰會達成首次貿易戰停火共識後，雙方
領袖在今年 6 月底於日本大阪舉行的 G20 峰會再次達成貿易戰停火及重啟貿易談判
的共識，並於 7 月底再度重啟雙方的貿易談判。
美中貿易戰之所以引發全球關注的原因，不僅是因為這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與
第二大經濟體的貿易糾紛，更因為此貿易衝突是全球排名第一大貿易國與第二大貿易
國間的貿易糾紛。特別是兩國貿易加總即占 2018 年全球出口與進口總額的 21.3% 與
24%。2 倘若兩國爆發全面貿易戰爭，則將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的負面衝擊。

2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9_e/pr837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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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更令人憂心的是，除了兩國間貿易戰會對當事國雙方造成負面經濟影
響外，也可能連帶對他國造成不樂見的經濟衝擊。對第三國而言，最不願見到的是肇
因於貿易戰兩國間相互施加高關稅後而導致原本是輸往兩國為目的地的貨物，因為貿
易戰的關稅壁壘而導致整批貨物被迫轉往其他第三國出口，進而對第三國的國內市場
造成貨品傾銷的負面衝擊。為避免遭受此貿易戰火波及，第三國政府可能會對貿易戰
當事國的貨品設立較高的關稅壁壘來保護其國內市場。倘若許多第三國皆採取此種作
為，這將使原本僅局限於兩國間的貿易戰將因其他國家為保護本國市場與產業而採取
自我防衛措施而使得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隨之蔓延擴大。
儘管目前尚未有明確證據顯示當前的美中貿易戰已然引發如 1930 年代各國紛紛
採取高關稅壁壘來保護國內市場之「以鄰為壑」（bagger-thy-neighbor）政策的連
鎖效應，3 但根據「全球貿易警戒」(Global Trade Alert) 對世界各國貿易措施的統計
資料顯示，自 2016 年起世界各國採取對貿易有害的措施之數量已持續三年上升，並
在 2018 年度達到 1122 件。4
此外，從 WTO 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2017 年向 WTO 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提出諮商
請求（request for consultation）的數量僅有 17 件，但在 2018 年即驟升為 38 件。
正式在 WTO 貿易爭端解決機制（trade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提出訴訟
的案件，亦從 2017 年的 18 件上升到 2018 年的 38 件。5 從這些跡象顯示，全球貿易
保護主義的風潮確實在近年來於各國間逐漸擴散蔓延。
倘若美中貿易戰目前並非引發其他國家起而效尤的主因，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措
施的數量大幅增加之原因，或許很大一部分可歸咎於川普政府遍地烽火的貿易政策。
事實上，除了中國外，川普政府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南韓等國也揮舞著關稅制
3 https://www.ft.com/content/e48fb63c-fec3-11e8-ac00-57a2a826423e
4 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global_dynamics
5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stats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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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大棒進行威脅，並已成功地迫使加、墨、韓重新與美國簽訂對美國更為有利的自
貿協定。
然而，並不滿足於此的川普，在今年 6 月宣布美國將取消對印度的「優惠貿易待
遇」(preferential trade treatment)。此舉引發新德里當局的強烈不滿而宣布對包含
杏仁與蘋果手機的 28 項美國商品課徵高達 70% 的關稅。這使得川普開啟的貿易戰場
又添一樁。6 不僅如此，同月川普亦將矛頭指向越南、歐盟及墨西哥等國。川普除了
威脅墨西哥政府如不改善移民問題則將面臨關稅制裁外，7 他也在前往大阪參加 G20
峰會的途中將砲口轉向越南，宣稱越南占美國便宜的情況比中國還要嚴重，因而考慮
對越南課徵關稅。
此外，美國以 WTO 對歐盟補貼空中巴士飛機的裁決為由，繼今年 4 月對歐盟提
出價值高達 210 億美元的關稅清單後，再次宣布將對價值 40 億美元的歐盟出口商品
提高關稅。8
從川普陸續開啟與正在醞釀開啟更多貿易戰場的決心與舉措觀察，各國因受到貿
易戰衝擊而導致其出口商品面臨轉向的壓力恐將逐漸增加，此發展勢必迫使各國必須
透過強化其對進出口貨品的管制措施，以減緩或避免因遭受他國商品傾銷、或因被他
國以洗產地跨境出口所產生的負面衝擊。倘若川普政府遍地烽火的貿易戰風格不變，
可預見的，將會有更多的國家採取更為嚴格與更為繁複的貿易管制措施來維護本國利
益，而此區是的發展亦將更助長貿易保護主義的風潮。

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48650505
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06/trump-renews-mexico-tariff-threat-row-migration-deal-190610212227154.html
8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9/jul/02/donald-trump-new-tariffs-eu-cheese-whisky-aircraft-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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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貿易互賴武器化的發展
除前述貿易戰場的數量增加外，國家在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的作法上也趨於多樣及
細緻。從自詡為「關稅人」的川普最常使用的傳統貿易武器—關稅—外，近來的事例
顯示美國政府亦善於利用諸如出口管制與出口禁令的相關貿易措施來制裁貿易對手。
例如，2017 年美國商務部對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公司—中興通訊—因違反美國
對伊朗的出口禁令而頒佈禁售其美國晶片的懲罰措施，幾乎使得該企業面臨倒閉的危
機。最後得藉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川普通話溝通後，美國政府方以高額罰款來取
代禁售晶片命令，遂使該企業逃過因晶片斷貨而關門的命運。
美國利用中國企業對美國高科技產品與技術之高度依賴的弱點而施加的貿易武
器，除前述的貿易禁令外，川普政府亦在今年 5 月雙方貿易談判破裂後，以國家安全
為由，針對中國電信設備龍頭企業—華為科技—頒佈出口禁令，並將包含華為與其他
公司的共 78 間企業納入實體清單 (entity list)，表示若無美國政府的批准，美國企業
不得出售產品或技術給華為，亦不得購買華為的相關產品。美國政府企圖透過此一禁
售與禁購的雙重禁令，來達到斷絕華為與其技術來源的美國廠商的業務往來之目的，
並藉此迫使華為徹底放棄及退出美國市場。
儘管後來美中雙方領袖在大阪 G20 峰會舉辦的川習會中達成暫時取消對華為禁
令的結論，但川普政府對中國龍頭企業的敵視態度，除已引發中國政府企圖透過研擬
「不可靠實體清單」來予以反制外，9 亦激發北京積極思考其他反制美國的貿易報復
工具與更加堅定謀求自身半導體產業的自製之路。
事實上，此類出口管制與出口禁令措施皆是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一環，目的在把
當今國家間貿易相互依賴的貿易結構作為武器，以用來作為威脅或制裁貿易對手國的
9 所謂「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說法，是指出於「非商業目的」對中國企業封鎖或斷絕供應的外企等，以及對「國
家安全構成威脅」或潛在威脅的外國法人組織或個人，列入清單。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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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很明顯的，川普政府在對中興和華為的案例上，巧妙地運用此兩家企業大量仰
賴美國高科技產業的技術與產品之軟肋，而以此作為武器來脅迫北京退步及協商。近
來日韓貿易爭端的發生無疑與川普政府在施壓中國企業的案例，在使用貿易保護主義
的措施上無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四、國家間互信降低的經濟影響
日本政府宣布對出口韓國的三項高科技產業所需之原物料恢復出口管制，並啟動
將韓國排除於其「外匯與外國貿易法」下中的「白色國家」清單外的公共審議程序。
此舉引發韓國政府的嚴重抗議，認為這是日本對韓國法院判決日本企業應對其在二戰
時強徵勞工行為予以賠償的報復之舉，但日本政府則堅稱此舉是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
要作為。
事實上，日本的「白色國家」清單是指日方認為特定的少數國家（包含南韓僅有
27 國，台灣不在名單內），其出口管理制度在攸關國家安全的物資輸出管理上是足
以信賴的，因此日本廠商在向這些國家出口攸關國安的物資時可以免除向日本政府申
請出口執照的手續，藉此來享有免除冗長繁複程序的優惠。
此外，日方宣稱，此種貿易出口的便利是日本政府基於自身國安考量而給予特
定國家的權宜作為，是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 21 條中明列「安全例外」
（security exemption）所允許的範圍，因而很難說日本將南韓移除白色國家名單之
外是特意歧視的舉動。況且，日本此舉並非是針對南韓採取物資禁運，而是將出口到
南韓之攸關國安的物資恢復到其原本法律所規定的出口管制程序。
儘管如此，日本政府此舉很難說不是刻意來迫使南韓政府與其協商及退讓的精心
設計作為。日本政府恢復出口管制的三項原物料皆是日本廠商在全球市場占有率上近
乎寡占的地位，而為南韓半導體產業的生產所必須，且很難找到替代品的原物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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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恢復對此三項物資輸往南韓的出口管制程序，勢必使得南韓高科技大廠，包含
三星電子、海力士、LG 顯示器等面臨斷料停工的命運，因為長達三個月的物資出口
核准審查將使得向來強調供應鏈緊密連結而無須囤積備料的跨國高科技產業面臨斷鏈
的危機，亦將使得日韓高科技產業分工合作的貿易結構面臨信心崩解的窘境。
事實上，國家間經濟上的貿易互賴是取決於國家間外交關係上的政治互信。日方
以對南韓輸出管理制度不信任為由來強化對南韓輸出的高科技物資的出口管制，無論
該理由是否為真，日本首相安倍所指稱的日韓關係信賴感的下滑是此爭端的根源，則
值得認真思考玩味。無論是日韓貿易爭端或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出口禁令皆凸顯國家間
貿易互賴的脆弱性，特別是當雙方的貿易結構是存在著不均等的貿易互賴時，將對有
較大貿易依賴的一方造成極高的風險。
當兩國關係和諧時，此貿易互賴將提高經濟效益與資源配置，使雙方皆獲得經濟
繁榮的好處。但當兩國關係處於衝突或信賴感降低時，貿易互賴的風險及打破此貿易
互賴的巨大經濟代價遂成為被較少依賴之一方來威脅另一方的工具。中興及華為的案
例充分說明川普政府是如何善用中國企業對美國高科技產業依賴的脆弱性，而以此為
武器來迫使北京讓步妥協。日方對三項物資的強化出口管理措施同樣達成透過威脅南
韓產業之軟肋，來迫使南韓改變其對日政策。
此種不惜以「貿易互賴武器化」來破壞既有國家間貿易相互依賴的作法，凸顯的
是國家間信賴感的下滑與衝突的升高。更重要的意涵是此種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將削
弱當今全球經濟高度貿易互賴的現況，進而破壞及動搖現今全球的生產供應鏈及支持
貨物自由流通的全球自由經濟秩序，並使得國際間的貿易成本因國家間政治信賴的降
低而巨幅上升，進而對全球經濟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負面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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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隨著貿易爭端的擴散，經濟民族主義的論調也逐漸成為當今引發關注的風潮，國
家安全亦成為國家運用貿易保護主義工具來保護本國產業及市場，及打擊貿易對手的
最佳理由。在自由貿易漸失其號召力與國家間競爭日益白熱化的當下，越來越多的國
家在國家安全的大纛下不惜將貿易互賴作為武器，進以捍衛及增進本國自身利益。
然而，當貿易爭端的數目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寧願透過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傷害
貿易對手、牟取自身利益時，促進及支撐世界經濟成長的全球貿易互賴及供應鏈分工
與自由經濟秩序也將雖之遭到破壞。可預見的是，倘若各國對彼此的不信賴感持續上
升，則各國重視國安考量而願意犧牲經濟利益的作法亦將更為普遍，則結果將是使得
貿易保護主義更加盛行，進而更破壞全球互賴的貿易結構。
此趨勢發展的最終結果恐將徹底翻轉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而使得世界經濟變成更
為不均、碎裂、分歧及相互排斥的數個區域貿易集團。此一結果不僅是因為貿易保護
主義而導致跨國間營運及製造的生產成本增加，更是因為國家間互信的下降，而致使
各國將更強調經濟與產業的自力更生，而不願依賴他國而造成國安風險。
為避免前述不樂見的惡夢成真，各國應該更致力於改善 WTO 體制，使其能成為
有效解決當今各國因為貿易失衡、科技發展與數位經濟所帶來之各種挑戰的最後憑
藉，進而重振 WTO 作為伸張世界貿易秩序與解決各國貿易爭端的聲譽，如此或能扭
轉當前貿易戰擴散與貿易互賴武器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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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圍牆競逐
一個世界兩套系統
蔡靜怡

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前言
全球的新賽局，主角可能不是飛彈、核武的威懾對抗，美中貿易戰演變至今，自

從美國降下「科技鐵幕」後，科技戰提升為中長期的主戰線，而延伸戰線可能是貿易
戰、貨幣戰、專利戰與投資戰。美中之間的爭點已從制度競爭轉向國家安全與利益的

科技競爭，5G（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通信技術為美中科技戰揭開序幕，
許多評論也顯示，美中的華為之爭顯示美國希望遏制中國用科技獲得地緣政治霸主地
位的企圖。

壹、5G 華為崛起
自從美國政府宣布將華為列入高科技產品禁售的實體名單後，Google 不再提供

GMS 與 Google Android 更新華為後，正式築起美中科技圍牆，不難看出美國打擊中

國科技崛起的起手式便是「斷炊」華為供應鏈。事實上，在 2018 年美國司法部開始
指控華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華為逐漸成為美國政府向中國殺雞儆猴的對象，以及

此次美中科技戰的中方代表。華為崛起可以從三個面向探討：必要專利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SEP) 比例、龐大的供應鏈採購能力以及品牌實力。1
1 林宏文，從 5G、半導體到品牌，臺灣如何看待華為新霸權的崛起 ?，數位時代，2019/3/8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2497/5g-huawei-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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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要專利
5G 的標準必要專利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SEP) 所有者，也可能因 5G SEP

應用而成為技術和市場的領導者，影響層面很廣。3G 和 4G 主要涉及智慧手機業者的

參與，但 5G 將透過物聯網實現整個實體物件的連結，未來任何依賴連結，例如運輸、
能源、製造、醫療和娛樂等都將需要 5G SEP。整體來看，2018 年與 5G 相關 SEP 專
利有 53,935 個（2015 年僅有 2,055 個），至 2019 年 4 月則有 4,826 個 5G SEP。根
據 2018 年 12 月 IPlytics 公司所提出的調查 ( 圖ㄧ )，2 顯示 5G SEP 前十名專利所有
者為：三星、華為、中興、愛立信、高通、LG 等。

不過根據今年 4 月 IPlytics 發佈的報告 3( 圖二 )， 在 SEP 領先持有人的項目上，

華為擁有 1,554 個 5G SEP，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 Nokia。目前華為已提供超過 1 萬個

5G 標準，單一家專利超過 Nokia 和高通（Qualcomm）總和，已超越三星，顯示出
廠商的實力對比正在發生變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SEP 的數量多寡並不能說明中國在 5G 專利上已經佔有絕對優

勢。事實上，儘管高通 5G 專利的數量沒有華為多，但核心專利數量並不少，尤其是

其強項基帶晶片，在終端廠商中依然有強大的號召力。中國電信科技委主任韋樂平曾

表示，儘管中國在 5G 技術申請數量上較之前有大幅提升，中國在 5G 核心技術上依
然與世界有差距，可能要經過幾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突破，征途依然十分漫長。
4

顯示中國在很多核心技術的命門方面仍被其他國家掌握。

2 Tim Pohlmann,“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 IPlytics, 2018/12/18
https://www.iam-media.com/who-leading-5g-patent-race

3 Lytics,“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IPlytics, April 2019

https://www.iply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1/Who-Leads-the-5G-Patent-Race_2019.pdf

4 每日頭條，韋樂平 : 推動中國光通信從「0」走向「N」，2019/4/11
https://kknews.cc/zh-tw/tech/o3x23n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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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ㄧ：2018 年 5G SEP 前十名專利所有集團

資料來源 : Tim Pohlmann, “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 IPlytics, 2018/12/18
https://www.iam-media.com/who-leading-5g-patent-race

二、供應鏈採購能力
根據 Gartner 資深首席分析師山路正恆表示，2018 年前十大半導體買家中有 4 家
為中國 OEM 廠商，高於 2017 年時的 3 家，包括華為、聯想、步步高電子和小米，其
中華為的晶片支出增加 45%，躍升成為第三名，超越戴爾（Dell）和聯想。5 反觀三
星電子與蘋果在 2018 年的晶片支出成長均呈大幅趨緩。華為採購晶片量大增，主因
當然是華為手機去年快速成長導致晶片用量大增。不過，華為因手機銷量成為全球第
二，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了品牌聲譽。

4 每日頭條，韋樂平 : 推動中國光通信從「0」走向「N」，2019/4/11
https://kknews.cc/zh-tw/tech/o3x23nm.html

5 工商時報數位編輯，2018 年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客戶四家韋大陸 OEM 廠，工商時報，2019/2/14
https://ctee.com.tw/news/global/37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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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ed many meetings (eg, NTT Docomo, Fraunhofer and Orange).

Figure 4: Top companies as to their attending employees at 5G meetings
(IPlytics Platform, July 2019)

圖二：2019 年 4 月 5G SEP 前十名專利所有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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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IPlytics, “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 April 2019
https://www.iplytics.com/wp-content/uploads/2019/01/Who-Leads-the-5G-Patent-Race_2019.pdf

華為龐大的採購力，將左右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方向，因為採購關係最容易培養忠
誠的供應商，並且與中國發展自身半導體產業政策密切相關。之前幾年，華為手機採
IPlytics Platform – The IP Intelligence Tool | info@iplytics.com | www.iplytics.com
用的高、中、低晶片供應商，仍是以華為海思、高通及聯發科的分布為主，但如今華

為海思的晶片已從高階全面滲透至中階，形成高、中階都用華為自己的晶片，只有低
階產品才向聯發科採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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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實力
大部分中國企業都先從簡單的東西入手，之後再想辦法往比較困難的領域發展，
不管是早期聯想的「貿、工、技」路線，或小米從低價手機切入都是如此。但華為在
海外市場上採取雙品牌銷售模式，一個是「華為」這個主品牌，另一個則是「榮耀」
子品牌。華為品牌的手機都是採取高價位、高規格的產品風格在販售，而榮耀品牌的
手機則是以性價比高、價格親民的方式推出，這樣的策略在海外市場非常有效。

貳、美中 5G 科技圍牆
隨著 5G 時代的到來，讓原本 4G 網路世界看似各自獨立的中國互聯網模式及美
國開放網路模式產生衝突。中國的目標是成為全球 5G 領導者之ㄧ。5G 設備本身是
中性的並不會改變美中在 5G 的勝負，只不過因為華為跨越了兩個網路模式的鴻溝。
若不是美國出來高喊要禁用華為設備，美國司法部代理總檢察長 Mattew Whitake 以
「國家安全」和「網路犯罪」為名起訴華為公司共 23 項罪名，全球許多電信商一定
優先考慮採購華為 5G 設備，包含加拿大、澳洲、德國、法國、英國等等的先進國家，
都曾計畫採購華為的 5G 設備，只是後來受到美國施壓才改變方向。當 5G 技術及設
備扣上國家安全與情報蒐集的大帽子時，美中間的 5G 競賽立刻提升成「科技冷戰」
的規格。
今年 5 月 15 日美國商務部以華為與伊朗進行交易、竊取技術、造成危險為名，
納入「出口管理法」的實體清單 (Entity list)，同日川普總統簽署禁止美國企業採購華
為產品的總統行政命令，似乎是用來封殺涉及華為的進出口。近日中國於 5 月 31 日
祭出「不可靠實體清單」與 6 月 8 日提出正研究「國家技術安全管理清單」作為回擊，
兩者同樣是針對進出口「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意味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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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各國對華為 5G 設備的立場與反應

資料來源 : Tim Pohlmann, “Who is leading the 5G patent race?”, IPlytics, 2018/12/18 https://www.
iam-media.com/who-leading-5g-patent-race

華為全球供應鏈已進行修正，華為短期除面臨手機無法出貨、供應鏈轉換問題
外，長期來看，華為聲稱可用自行研發的晶片替代，旗下海思晶片進入 3/5 奈米製程
將有挑戰，華為智慧手機無法使用 Google 後，將影響華為手機的海外銷售，品牌信
任度也將流失，即便美國解除禁令也不代表客戶會願意立刻買華為產品。對於全球產
業的影響，5G 建設恐將放緩，而華為集體危機，也將加速零組件自製化腳步。

參、歐盟 5G 網路安全模式
歐盟於 3 月 26 日公佈 5G 網路安全指導方法，6 該指導方法主要為建構一種歐
洲方案，以確保 5G 的完整性，將成為歐盟數位生活的渠道。尤其 5G 網路中的任何
6 EU Commi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recommends common EU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of 5G networks” 26 march,201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9-1832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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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漏洞或針對某一成員國未來的網路攻擊，終將影響整體歐盟。該指導方法分為
兩大運作措施 (operational measures)：會員國層次 (national level) 與歐盟層次 (EU
level)：7 就成員國層次而言：各成員國應在 2019 年 6 月底之前完成對 5G 網絡基礎
設施的國家風險評估。國家風險評估將是建立協調的歐盟風險評估的核心要素。如
果公司不遵守國家標準和法律框架，歐盟成員國有權出於國家安全原因將公司排除在
市場之外；就歐盟層次而言 : 成員國應相互交換信息，並在委員會和歐洲網絡安全局
（ENISA）的支持下，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之前完成協調的風險評估。顯然歐盟與美
國走不同道路，未強制或建議排除華為參與，採取「自我管理 ｣ 及「區域互助 ｣ 兼備
的模式，作為歐盟因應 5G 風險的措施，也是歐洲因應新局勢的一環。
近期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亞洲議題專家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
及高德蒙（FrançoisGodement）撰寫一份歐洲與 5G(Europe and 5G: the Huawei case)
的報告。 8 內容表示華為獲得中國政府鼎力支持，股東制度晦暗不明，與中國安全機關
間的關係疑慮也無法消除。歐洲國家對華為的意見分歧，雖然歐盟執委會努力提倡統
一安全規範，但各成員國不同調，可能會給歐洲帶來戰略上的漏洞；若有歐盟層級的
設備認證固然是種進步，但還不夠，建造 5G 相關基礎設施對歐洲來說是個鞏固科技及
產業的機會，也可成為歐洲主權的工具之一。9 報告建議應先把 5G 技術視為維護歐洲
主權的關鍵基礎建設，保護歐洲資訊、提升政治決策自主、替企業打造最低風險環境，
重要的是降低或平衡歐洲對外來電信供應商的依賴。其次要重視預防，華為既然不可
能證明自己與中國政府無關，歐洲就有必要排除華為參與有風險的基礎建設，問題在
於劃定安全限制的範圍，若歐洲無法完全採用本地企業，也只好以一些外來企業彌補，
所有企業都會有安全問題，但或許沒有一家會像華為這麼無法控制。
7 同前揭

8 Mathieu Duchâtel & FrançoisGodement, “Europe and 5G : the Huawei case”

2019/5/29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publications/europe-and-5g-huawei-case-part-2

9 同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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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綜合上述，我們不難梳理出隨著美中科技圍牆不斷升高，刺激中國發展國產獨立
的供應鏈及採用華為自有作業系統。5G 設備本身是中性的並不會改變美中在 5G 的
勝負，只不過因為華為跨越了美中兩個網路模式的鴻溝，這只是短期內的問題。
美中兩套系統應保留一定互動空間，一方面鼓勵中國，融入並實踐國際規則體
系，如此才能發展「世界級」的中國巨頭，在規則體系中進一步推動金融和法律改革，
10 如果中國遵守國際普遍承認的經濟規則，它就會被國際社會接納。回顧 1980 年代
美國以日本未遵守美日半導體協議為由，課徵百分百的報復性關稅。然而，真正弱化
日本半導體的並非是美國的半導體業者，而是 1990 年代趁勢而起的南韓三星與臺灣。
11 今日美國以同樣的思維，企圖一舉擊垮華為。無論如何，美中兩個經濟大國倘要
徹底脫鉤，對雙方都將造成龐大損失，但令人擔心的是，過程中有更多國家與業者被
迫選邊站。面對未來美中可能打打談談，臺灣科技業與代工大廠正在摸索跨國「分散
式生產」及「分散式創新」的新模式，中小規模廠區、分散式生產組成的跨國製造聚
落，將在未來 10 年崛起，我們應該有信心擁抱產業新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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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AI 釋放數據價值 再創產業
成長動能」會議紀實
陳翠華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在經濟部技術處的支持下，與美國史丹福
大學合作建立長期共同研討平台，每年定期在台灣舉辦「國際產業前瞻研討會」，依
趨勢發展及國內需求探討不同議題。今年以 AI 供應鏈及自主移動的導入應用為主軸，
於台北及新竹各舉辦一場「應用 AI 釋放數據價值 再創產業成長動能」國際研討會，
邀請美國專家來台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國際案例分析及對未來趨勢之觀瞻。國內產、
學、研共襄舉，共同交流探討台灣相關產業如何透過 AI 的導入，持續競爭優勢，再
創產業成長動能。以下會議重點摘要為 6 月 10 日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之場次。
首先由工研院產科國際所闕志克所長介紹「台灣人工智慧技術研發與應用」主
題，闕所長表示，5G 應用受關注不僅僅是高頻寬，其低延遲的特性可擴大未來科
技運用。5G 將大幅提升 AI 邊緣運算效能，特別是實時視訊分析 (Real-Time Video
Analysis) 之邊緣運算，可廣泛運用於監視系統、智慧醫院、智慧零售及智慧製造
等。而其應用可以分成製造商用產品 (possible commercial products)、提出解決方
案 (application solution) 或技術構建模塊 (technical building blocks) 三方面。台灣
雲協於 2018 年成立「台灣 AI 系統聯盟」(Taiwan AI System Alliance, TASA) 協助國
內廠商發展產業技術，2019 年工作重點即為推動高性價比之 AI 邊緣運算系統，試煉
AI 應用場域，帶動國際合作。而工研院在實體主機租賃服務 (Hardware as a Service,
HaaS)、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s, DNN）及多租戶邊緣運算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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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cy Edge Computing) 方面之技術研發上都有顯著的成果。
接著由史丹福大學工程學院 Chuck Eesley 教授分享「人工智慧與自主移動激發
之新創機會」。Eesley 教授表示，目前新創投資最大的項目就是自動駕駛，傳統汽車
大廠預期規模會逐漸縮小。而未來的交通運輸市場，中國是值得關注的地方，如 DiDi
的發展。在個案分析方面，以 Uber 為例。儘管 Uber 今年第一季營收高達 10 億美元，
但仍是虧損，主因是收入的 60%~80% 歸給駕駛。這也是 Uber 積極開發自駕的主
因，目前 Uber 的自駕夥伴有 Volvo、Daimler、 Tata 及 Toyota。另一家交通新創公
司 Lyft，也有相同的問題，但其有更多的自駕合作夥伴，包括 Ford、GM、 Jaguar、
Drive AI、 Nutonomy 及 Waymo 等。Eesley 教授同時也強調，自駕並非要淘汰汽車，
而是在原本的車子元件加載智能配備，發揮更安全便利的功能。自駕車產業相關的智
能配件，如資料、顯示器、晶片及感應器等，都是台灣具有競爭力的地方。
然後 End-to-End Analytics LLC 共同創辦人 Mr. Allan Gray 分享「人工智慧在供
應鏈：炒作或是現實？」議題，創辦人認為 AI 應用於內部供應鏈曾紅極一時，但也
很快的消減，主要是受到軟體供應商「炒作」，將 AI 擴大解釋，把一些以往不屬於
AI 的定義，或是單純的大量資料處理稱之為 AI，使得產業對 AI 產生懷疑或失去信心。
自「深度學習」理論發表以來，AI 運用穩定成長。而 AI 應用於供應鏈主要有五大面相：
需求預測、倉管物流、預測維修、數位孿生 (Digital Twins) 及庫存優化。數位孿生已
是航太業的標準實行，可擴大應用於供應鏈，測試局部條件改變，整體會是什麼情況，
AI 應用內部供應鏈最成功的案例，可說是亞馬遜 (Amazon)。
最後，由史丹福大學工程學院 Marco Pavone 教授分享「自駕車與都會移動的未
來」。Pavone 教授表示，史丹福大學研究自駕是「以人性為本」(human-centered)，
目標是使機器人有能力自行做決定。自駕可能改變個人未來城市交通模式，同時在現
有的交通基礎建設上將引發新的問題，需要有合適的模型檢視，進而找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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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AI 並不是未來的趨勢，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reality)，並且應用層面極廣，不只
是新創的利器，亦是傳統產業的好幫手。面對這樣新科技的浪潮，產業需即時掌握，
勿須過度恐慌而受過度「炒作」之害。此外，有研究指出，單獨使用 AI 做預測，其
效果不如合併其他方式使用。也就是說，AI 是必要認識的技術領域，但不是萬靈丹。
因此，傳統產業或可將 AI 視為數位化或智慧化的升級與轉型，做好因應準備與規劃，
思考各種合作的可能性。因為未來能勝出的，將是能融合人工智能與領域知識者，科
技公司不一定必然會勝過傳統產業。
相信未來隨著技術日趨成熟，相關產業包括金融、行銷、零售、醫療、製造等陸
續導入 AI 後，許多創新應用將應運而生。台灣的 AI 應用特別著重在與物聯網的結合
亦即 AIoT。然而 AIoT 的發展仍面臨諸多難題，包括投入資源與金額不菲，以及人才
不易取得。我國在「亞洲．矽谷」計劃下，於桃園成立「虎頭山創新園區」以搶先布
局ＡＩ人工智慧和發展物聯網資安為宗旨，把台灣一流的產業、科技、人才結合，將
專業能力轉換成台灣科技最重要的基礎。虎頭山創新園區於 6 月 18 日開幕，中央與
地方共同投入 1.5 億元經費，建置台灣首座「車聯智駕」及「資安物聯網」中心測試
研發基地。我國重視資訊安全，科技產品深受國際信賴，同時擁有國際稱羨科技人才，
無論是質或量，這是我國核心競爭優勢。台灣應把握此優勢，藉由公私部門協力合作
促成產業創新升級，共同因應中美貿易戰變化，以創造下一波經濟發展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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