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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本期重要內容

◎ 

◎ 

◎ 

◎

◎

◎

◎

◎

蘇宏達

    前言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的次級房貸危

機以及後來的歐債危機，一直是世人關注的焦

點。同一期間，亞洲的整合「體」們正迅速進

展。步入千禧年的第一個十年間，在不同策略

架構安排下進行的亞洲區域整合機制正在萌興，

而這些不同策略架構安排間的競爭，也在金融

海嘯，以及美國歐巴馬政府對亞洲政策更加積

極的背景之下，隨著中國大陸日漸崛起的態勢，

而更加白熱化。 
為了比較這些不同亞洲整合策略架構安排，

並評價其區域政治意涵，首先筆者將回顧亞洲

地區四個互相競爭的區域整合途徑，再接著分

析區域整合上的理論爭辯。基於實證比較和理

論探究，筆者將比較和評價亞洲地區的四個區

域整合途徑，以及其各自對亞洲未來的影響，

最後作一總結。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對經濟學者而言，區域主義可能是指「設計

以便利貨品與服務自由流通，並協調同一地理區

域國家間經濟政策的制度性安排」，而對於政治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國際糧食儲備機制評估架構之初探

氣候變遷下的農業活動轉型

印尼推動藍色經濟路徑圖

泰國謹慎對待加入 TPP之路

OECD-FAO農業展望報告 ( 2012~2020)

駁 TPP騷動中的零和遊戲與短淺思考

日本政經情勢研析：日本眾院大選後政經情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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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來說，則可能是發展成一個區域性政體前的

任何「縱向和橫向制度化」區域合作。由於亞洲

地區目前並無建立超國家或聯邦政體的整合計

畫，本文中筆者定義區域主義為「奠基在政府

間，以促進自由貿易區的創建、單一市場、政策

合作、以及締約國和經濟實體間形成共通制度為

目的之任何制度性作為」。

◎  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區域主義

在所謂「開放性區域主義」的推力下，

APEC旨在創建一個組織較為鬆散的工業產品
自由貿易經濟區以及一個政治性的論壇。由於

APEC跨太平洋的本質可以涵括亞洲各國並避免
任何不包括美國在內的亞洲區域整合，所以對美

國相當有利 1，而美國、澳洲在 APEC內部倡議
「開路者機制」，允許會員體在某些限定領域中

進行次整合。在這樣的想法下，美國與澳洲企圖

鞏固傾向自由貿易與親美的國家在 APEC中居
於主導集團。2  2008、2009年之交，美澳策略

改變，宣布將開始進行協商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

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因此，

所謂的開路者機制與 TPP將會在 APEC內另成
為兩個小團體，使得美國與澳洲不僅是參與者，

而是實質上的亞洲整合領袖。就如美國國務卿希

拉蕊在 2009年七月東協論壇上所表示，美國意

在透過這些倡議，促進對亞太地區的出口，保持

其區域主導地位，並與興起中的中國大陸保持抗

衡均勢。3

◎  日本傾向以亞洲開發銀行為架構的
   

日本對亞洲整合最具企圖心的作為，則分別

是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4和 2008年全球金融
海嘯之後，不幸的是，日本所有提議最終都失敗

作收。2000年五月，日本與中國大陸、南韓及東

協，在泰國清邁簽署「清邁倡議」，建立一個額

度高達 800億美金的雙邊換匯協定網絡。5 2009
年十月，在北京、首爾、東京三方表示共同意願

之下，中日韓三國同意將發展「基於開放、透明、

包容的長程目標上的東亞共同體」，然而並無訂

1   M. J. Green, “American Quiet Victories in Asia＂,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3, 2007, p. A21; Elek, A. (1998). Open Regionalism 
Going Global: APEC and the New 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 Pacific Economic Paper, No. 286, December: 1-32.

6   Economy, E.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Focus Journal, No. 414, 2005. 
(http://www.japanfocus.org/category.asp?id=22, retrieved on December 27, 2005) 

2   H. Su, “Politics of Differentiation: Enhanced Cooperation in the EU and Pathfinder in APEC＂, Asia Europe Journal, 5, 2007, pp. 51-66.

3   Du Lan, “Comments on US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orking Paper at CII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3, 2011. 
4   Webber, D. (2001).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14(3): 339-372.

5   E. Kohlscheen and M. P. Taylor,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Swaps: Is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Pooling reserves Efficient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3, 2008, pp. 323-332.

出具體準則或時間表。日本在區域整合上似乎陷

於類似於英國的兩難局面。一方面，日本的島

國特質和重商傾向，使得日本無法全面開放其

國內市場，另一方面，日本在追求亞洲整合上

必須一直等待美國的背書支持，自身沒有獨立

的整合政策。

◎  東協所追求的三方平衡整合

冷戰終結之後，東協國家致力於執行以「東

協整體」做為獨立政治實體的認同，同時也認

為東協各國必須在亞洲整合擔任核心角色。在過

去二十年間，東協持續不斷的追求深化整合，

1992年的自由貿易區協議、1995年東南亞非核
條約，以及 2008年東協憲章正式生效，均為重

要的里程碑。在創造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的

同時，東協也不停地擴展其會員國範圍到整個

東南亞。東協的成功擴展，使得某些東協國家領

袖，尤其是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在亞洲金融

危機後，倡議組織包含原東協國家及鄰近國家

的更大區域單位，這便是以東協為中心的「東

協 +N」過程。由東協主導的整合期望達到三個

目標：強化內在平衡、與西方主導的太平洋區域

整合相互抗衡、和扼制新興亞洲強權，尤其是中

國大陸。不過在以上各項目標之前，東協企圖藉

由自身整合的深化與廣化，維持其內部平衡。依

循這邏輯，ASEAN+可以被視為東協內在平衡
的一種加強作用，同時強化東協國家作為一個整

體，並且對西方強權主導的跨太平洋整合起制衡

作用。

◎  中國大陸計畫的兩重同心圓整合

亞洲整合過程領袖地位的競爭在 2002-
2003年進入另一個紀元，此時中國大陸和東協

簽署了協議，決定於 20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 6，

而且中國大陸領導人首度清楚宣示上海合作組

織（SCO）長期目標將是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所表現的是中國大陸在

二十一世紀的大計劃，目標是建立以中國為核心

的雙同心圓。SCO、ASEAN+這兩個地域整合，

可能是 21世紀中國地域主義最重要的構成。鑑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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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相互衝突、競爭，或是日本的亞洲開發銀

行架構和中國大陸中心的整合兩者間的競爭。倘

若中國大陸持續崛起，而日本在亞洲整合上得到

美國堅定支持，中日之間可能會妥協。

◎  跨國菁英合作作為整合中的領導力

關於跨國菁英們的合作，相較於其他區域

主義，美國為首的跨太平洋區域主義似乎能夠聚

集較多來自亞洲各國的菁英們。與這類受美國教

育的社群相比，日本、東協是落於後的；受日本

教育的菁英尚未在其母國建立領導性或者具影響

力的群體，而儘管東協會員國間菁英交換流動頻

繁，然而，這樣的社群似乎會受限於東協之內，

目前還無法證明是否能延伸到其他亞洲國家。中

國大陸必定不會對美國在亞洲菁英內所建立的影

響力感到開心，不過華僑社群和華裔們具有利用

跨國菁英合作，領導區域整合的潛力。

◎  整合作為未來外溢效應之來源

除了日本途徑與上海合作組織之外，亞洲所

有區域主義皆開始隨著工業產品自由貿易機制的

建立而整合。日本的區域主義則是基於亞洲區的

貨幣合作。然而日本的倡議中，無論是亞洲貨幣

基金還是亞洲共同體，都沒有提出具體指出未來

發展方向的路徑圖。其他區域主義則多多少少創

造了一些外溢效應：上海合作組織在安全議題的

合作上開始了整合，而後發展成為更具政治性的

合作，甚至發起了自由貿易區的提議。美澳所提

的「開路者機制」也構成了幾個 APEC會員體的
初步整合。貿易便捷化措施與某些工業貨品的自

由流動，促使了商人的自由遷徙，以及原產地的

標準化認證，為 TPP未來發展鋪了路。TPP被
定義為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不僅只在創造

一個自由貿易區，也構成在所有貿易相關議題遵

循相似標準的共同體。至於 ASEAN+的早期收
穫計畫，已達成去除所有領域貿易障礙的目標，

為自 2010開始的貨物自由流動鋪路， 然而，

ASEAN+似乎停滯於自由貿易區的打造，沒有進

一步意圖或潛力邁向政治整合。和 ASEAN+不同
的是，東協本身似乎已從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決定

跨出一大步，採納以在 2015年建立三個共同體
為目標的憲章。

◎  制度建制

在各區域主義的制度建制中，APEC在管
制方面最優，而東協被認為在認知領域為冠。

APEC的「開路者機制」收穫豐碩，TPP目的
在創立遵循嚴格規範的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東協

3

7   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 “ASEAN and Northeast Asia: Stak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Union-ASEAN Partnership＂, 
Asia Europe Journal, 4(2), 2006, pp. 229-249.

於中國大陸急速經濟發展，亞洲整合的地緣政治

在 90年代尾聲、21世紀初期在對中國有利的情
形下重塑了。7

    關於亞洲整合分析的綜合框架
根據區域經濟整合領域的不同研究途徑，

權力架構、跨國菁英合作的程度、公部門整合的

潛在外溢效應、由整合計畫產生的規範性訴求，

以及制度限制等因素，來解釋歐洲區域主義於

1945-1974年的興盛和衰退，可表示如圖一。

因此，如果要評估前述競爭中的亞洲區域整合途

徑，第一步有必要研究其權力結構、區域內外重

要強權所偏好的策略、以及它們之間可能達成的

妥協。隨後對於這些國家的權力菁英所可能採取

的合作進行研究，以分析這些合作是否會如新功

能主義者所預期的，發展成跨國界的菁英領導，

並且平行的分析關鍵整合部門是否會構成區域整

合的原型，引發外溢效應，將會有建設性。此外

亦須比較各種區域整合途徑的建制設計與其下計

畫的未來發展，幫助衡量它們潛在影響區域的能

力。這樣的比較應已包括它們的管控性、規範性

與認知上的制度演變，其中最為進步的應能勝

出，成為亞洲主流的整合策略。

◎  權力結構與可能的妥協方案

美國仍無庸置疑的是亞洲各領域中的主導

強權。與美國相較，東協全體，或任一東協國

家，是權力光譜另一極端；幾個東協國家中的

政治上的騷動不安與不停歇的種族衝突，進一

步削弱了東協的力量。至於日本，過去 20年經
濟停滯、快速高齡化社會、小泉下台後不穩定

的政府，加上美國政府從未全力支持過日本所

發動的整合計畫，在在持續削弱日本在亞洲的

影響力。據此，可見中國大陸是唯一有能力而

且也有意願在此區域對美國力量挑戰的國家。

雖然中國大陸各方面還跟著美國步伐，它的快

速經濟成長和持續增加的政治影響力已經開始

挑戰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地位，造成美國對亞洲

整合影響力快速消褪的可能性。

由於東協尚未壯大到能與鄰近強國競爭，

未來亞洲整合的格局可能會是中美領導區域主義

1、權力結構
2、跨國菁英合作
3、溢出效應的潛力
4、制度限制

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圖一 區域主義競逐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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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則保證了其法人身分和所有必要的象徵。不

過無論是 APEC還是東協憲章，都未能在其區

域主義內形成規範性力量，APEC一開始只是個
單純的貿易和經濟論壇，直到最近才因為美國的

堅持，而納入反恐怖主義、區域安全等主題。冷

戰終結後，東協推動核子不擴散、區域安全，然

而未能在對外行動上，形成強有力的價值觀或模

式。中國大陸主導的同心圓整合建制也不穩固：

SCO雖然發展了複雜的制度，它的管制、規範

與認知影響力毋寧說是很虛弱的。它的跨政府合

作基於共識規則，因此減弱了它的管控力道，而

其會員國也並非民主政體，使得它所提的價值觀

幾乎沒有說服力；它的公開反西方本質與異質

性，也使其很難建立自我定位。ASEAN+也因為
其制度架構附屬於東協，以致被東協削弱，無法

建立強有力的制度。最終說來，這幾個策略沒有

一個能建立足夠強有力的制度，主導亞洲整合。

    結論與台灣的選擇
參酌整合理論之間的理論性辯證，美國主

導的跨太平洋區域主義應會繼續主導亞洲整合。

現有的區域權力結構仍利於美國，從而對受美式

教育的跨國菁英合作有利。美國主導之區域主義

的弱點會是其制度建制，因此，為了保持其優勢

地位，美國必須放棄她的被動態度和多疑，並

必須採取和亞洲國家協同作業的新政策。若美

國拒絕如其跨太平洋區域主義所暗示的，直接介

入亞洲整合，則它將可能藉由提供跨國菁英團體

支援，利用既有權力結構的方式，採行日本主導

的亞洲開發銀行整合模式，或是利用中國大陸在

ASEAN+建制上的努力，與中國大陸在區域整

合上進行合作。然而，若採行上述政策，美國同

時需要重新檢視、定義，甚至是定位她對亞洲區

域主義的路徑。

如何為中國大陸和所有亞洲國家利用這區

域的建制，對於中方領導人和菁英，是一項嚴肅

挑戰。慮及仍偏向美國的既有權力結構，及尚稱

初步的 ASEAN+建制，中國大陸領袖現下選擇

保持低調。目前即使亞太地區權力結構持續朝對

中國大陸有利的方向轉變，中國大陸仍因為欠缺

夠有說服力的價值觀和規範，而無力動員海外華

裔的網絡和親華菁英。隨著更進一步介入亞洲整

合，中國大陸將不得不改革內政，建構民主政

體，法治和人權保障。

東協亦是如此。它必須加速經濟發展以縮短

和東協外強國力量的差距，並以加強制度力量和

跨國性的社會化為目標，建構計畫中的共同體。

東協國家必須同時追求和鞏固民主，而做為整體

的東協也必須推行民主作為共同且至上的價值，

來加強其規範性的說服力。將人權保護納入東協

憲章，或許指出了這漫長旅程的新開始。

國家、人民希望彼此進行貿易，但是沒有

跨國菁英願意與非民主國家或政體合作，推動

區域整合。由非民主國家發起的整合，只能完

全依賴其利益或力量，而沒有任何規範力和認

知上的影響力。因此，即便權力結構演變成不

傾向美國，只要中國大陸和東協還距離民主甚

遠，美國主導的亞洲區域整合途徑仍會繼續居

於優勢，而不受挑戰。

受限於一個中國政策，台灣沒能進入這競爭

中的亞洲區域主義，而現在面臨被邊緣化危機。

這可能的邊緣化不僅會使外交困境更加惡化，同

時我們的經濟基礎、貿易、投資亦可能被掏空。

為了衝破孤立，我們首先應當做好準備參與美國

主導的 TPP。參與 TPP不僅可以加深與美方、

太平洋國家的經濟關係，還有鞏固民主的作用。 
受到經濟低成長率、日漸高漲的失業率，特

別是過去十年的工資停滯衝擊，台灣不可獨獨倚

賴出口來升級經濟。我們需要更多、更大量的投

資，尤其是來自海外的資金。為了吸引更多投資

進入台灣，以及增進台灣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向

世界開放，在供給面採取更自由化的政策。更重

要的是，作為年輕的民主國家，我們必須更加謙

遜地學習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有效治理。同時，

參與 TPP能讓台灣與中國大陸這個台灣目前第一
經濟伙伴、最重要貿易順差對象，以及國際社會

中最危險的威脅，有更多的整合。若台灣能善用

做為民主中國的規範性力量，設法在未來協商中，

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排上議程，將很有潛力得到

美國、整個西方世界、亞洲民主國家、以及絕大

多數中國大陸人民的支持。在即將來臨而且不可

避免的與中協商下，這將加強台灣的立場，同時

也賦予台灣參與競爭中的亞太區域主義的位置。

（本文中譯並節錄自作者發表於 2012 年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d Governance》之 

“Regionalism in Competition: EU Experience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Asian 

Integration＂一文，作者現為台大政治系教授、

歐盟莫內講座教授、台灣歐洲聯盟中心主任）

TPP 亞銀架構 ASEAN+

權力架構 10 4 2 4

菁英合作 8 1 4 2

外溢效應 6 1 3 3

建制強度 4 1 3 3

Total 28 7 12 12

影響各途徑
之因素

中國大陸為主
的同心圓

表二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潛力之評價

註：5分最高，1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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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糧食儲備機制評估
架構之初探

邱奕宏

    建立國際儲備機制以因應糧食
    安全

近年來由於全球糧食價格的高漲、天然災害

頻率的增加導致農作物歉收、生質能源的激增排

擠人類糧食的供給等因素，使得糧食安全 (food 
security)議題成為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亦使得

建立國際或區域的糧食儲備機制成為一項因應糧

食安全挑戰的重要選項。事實上，自二次大戰以

來，國際間對於建立糧食儲備以因應不時之需的

想法有著廣泛的認同，也進行諸多的嘗試及建立

許多不同的機制來因應，1但是目前國際間因應

緊急災難的跨國糧食儲備機制仍處於多頭馬車並

缺乏有效的統合，以致於儘管在全球階層存在著

如聯合國之世界糧食計畫署（WFP）的緊急糧
食援助之機制，但在區域階層卻仍不斷出現成立

新的區域內跨國之緊急糧食儲備體系，以資就近

因應區域內所發生的緊急糧食需求。

本文之目的在藉由建立一套概念性的評

估架構，以資日後對目前之各種跨國糧食儲備

機制來進行一套具邏輯性 (logical)及前後一致
（consistent）的系統性分析，進以闡明各種機制

之強項與弱點，以作為日後評估與促進這些機制

間之合作的參考依據。

    建議評估架構的必要性
由於國際間成立跨國糧食儲備之目的與宗

旨各自不同，所建置之機制的組織規模與人力員

額、及能使用的物力資源也大異其趣。因此，是

否能對這些具備相當差異之跨國糧食儲備機制一

併至於同一天平上進行評估，則不無疑問。

然而，國際糧食儲備機制之成立有其理性

的邏輯存在，與該機制所必須達成之目的與使

命。因此，本文所研擬之評估架構 (assessment 
framework)，其目的不在於針對所有的國際糧
食儲備機制建立一套完整而全面的評鑑性指標

（evaluative indicators），而在於提出一套可供

審視的分析視角 (analytical perspectives)，以檢

1  「從糧食安全看二次戰後國際糧食儲備機制之發展 (上 )」，APEC通訊，159期，民 101年 12月，頁 10；「從糧食安全看二次戰後國際
糧食儲備機制之發展 (下 )」，APEC通訊，160期，民 102年 1月，頁 10-12。

視並凸顯各糧食儲備機制的制度設計特點、優勢

與不足之處。為達此目的，本文將先說明這些分

析視角的概念性原則 (conceptual principles)，

之後再就符合上述原則之糧食儲備機制的設計與

運作的評估分析架構進行闡釋。

    五項評估概念性原則
（一）目標明確（specific objectives）

蓋凡建立糧食儲備機制之目的，不外乎在

因應例如天災時的緊急狀況，藉由釋放糧食庫存

以作為及時賑濟災民的用途。另一方面，則是因

應國際糧價發生劇烈波動而造成該地區糧食供給

不足時，經由儲備糧食適時的釋出，以解決短期

間供需失衡及糧食短缺的問題，並進而達到平抑

糧價的效果。

然而，無論是基於何種目的而建立的跨國

糧食儲備機制，其目標之明確與否，將嚴重影響

該機制成立後運行的成效。由於糧食安全的確保

具備多種面向，跨國糧食儲備的建立僅是增進糧

食安全的一環，因此，攸關目標是否能達成的明

確定義與啟動機制之條件則至為關鍵。

此外，由於災難糧食援助如從災害衝擊發生

之初 (beginning of impact)到後續災區復原的過
程來觀察，約可分為緊急糧食救援 (emergency 
food relief)、災區恢復 (disaster rehabilitation)、

及 重 建 與 發 展 階 段 (reconstruction and 

糧食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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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三階段，各階段所需之糧食援助

的形式與項目皆不相同。因此。糧食儲備機制必

須具備明確的目標，才能達成具體的效果。

倘若以提供緊急救援為主的糧食儲備機制

被賦予過多額外任務 (如消弭貧窮或糧食重建發
展等 )，可能會導致其機制過度負荷 (overload)，

而喪失原先機制成立之目的，並影響該機制實際

運作之成效。因此，以因應緊急災難的糧食儲備

機制，即不應再肩負以處理、拯救貧窮 (poverty 
alleviation)為目的之糧食援助，因為兩者所需

的規模大小、反應能力及持續時間長短等皆有差

異。工作任務之單一與明確與否，將影響該機制

之日後實際運作的成效。

（二）即時回應（timely responsiveness）

建立糧食儲備的目的，如果是為因應緊

急災難而造成特定地區或國家的短期糧食短

缺，進以提供災民足夠與即時的人道糧食救援

(humanitarian food relief)，遂來達成挽救生命
及減少人命損失的目的，在此前提下，糧食儲備

機制是否能夠對緊急災難作出即時的回應，將成

為該機制是否能成功達到其設立目的的關鍵。

換 言 之， 即 時 回 應 的 能 力 (timely 
responsiveness)遂成為評估以救急為目的之糧
食儲備機制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標之一。評估糧食

儲備機制是否具備即時回應之能力，有多種層面

可資觀察。首先、該機制是否能在適當時間內提

供災民適切 (adequate)、足夠 (sufficient)及具
備營養 (notorious)的糧食，當然是最為明顯而

具體的評判標準。然而，要達成前述目標則需要

多種的條件來配合。例如，該機制在接獲受災國

提出緊急糧食需求後，需要多少時間來啟動援助

機制，評估及決定賑濟災民的糧食援助數量。此

外，該機制需要多少時間來連繫及協調相關會員

國與民間團體來進行緊急糧食釋放、運送及分配

給災民的工作。這些問題皆在在考驗的糧食儲備

機制的規劃設計是否完善，與其所具備的回應能

力是否能達成緊急糧食救援之目的。

（三）成本效益（cost-benefit）

建立糧食儲備機制的本身是一項耗費人力、

物力、金錢與糧食的工作，涉及包含管理、倉儲、

物流、資訊蒐集等事項，而牽涉設立該機制的成

本效益之考量。不僅糧食儲備的本身，即意謂著

該機制必須保存一定的糧食以因應不時之需，被

儲備之糧食穀物原本應於糧食市場販售之機會成

本也必須由參與該機制的會員國所吸收。相關參

與該機制的國家也同時必須負擔儲備糧食之來源、

管理、倉儲、換新 (replenishment)等相關費用。

由於糧食儲存之規模攸關該機制之建立所

需的成本，倘若建立該機制所獲得之正面效益

(例如減少人命因糧食短缺而喪失所造成的相關
經濟損失 )，不抵建立該機制所需之成本，或是

有其他更具備效益之選項 (alternatives)可滿足
設立糧食儲備機制之目的 (例如藉由從國際市場
購買糧食以因應緊急糧食需求 )，則建立以實體
庫存 (physical stocks)為主的糧食儲備機制之正
當性與迫切性即可能遭到質疑，因為該機制設計

恐無法達到滿足成本效益之考量。

另一方面，鑑於人命價值無法全然用經濟

效益之估算來作考量，且現今極端氣候與天然災

害的不確定性急遽增高，以至於建立糧食儲備機

制的成本效益評估在無法全面地獲得相關之客觀

資訊的前提下，難以達成完整與準確之評估結

果。在人命價值至高的原則下，糧食儲備機制之

建立，仍具備道德之高度 (moral height)來作為
支撐其成立的正當性 (legitimacy)，而參與國是
否具備足夠的政治意願來履踐其承諾則是此類機

制是否能持續順利運行的關鍵。

因此，成本效益的考量並非是建置糧食儲

備機制的充分條件 (sufficient condition)，但如
何透過更有效率與妥適之途徑，以縮減機制設置

之成本，並進而發揮最大之效果，仍是評估相關

糧食儲備機制的必要考量。

（四）組織治理（organizational gover
-nance）

由於跨國糧食儲備機制不僅涉及該機制之

治理單位 (governing organ)與參與國家之相關
權責單位的協調合作與溝通，也牽涉該機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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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是否在對外方面能與相關從事人道救援之非

政府組織 (NGO)在救援工作上進行分工與合作。

此外，在對內方面，倘若該機制之規劃對各單位

進行不同的功能性分派 (functional allocation)，

這些單位是否能迅速、確實地進行內部協調而在

原先規劃之時程內達成各自之任務使命，亦將是

該機制是否能成功運行及發揮最大功效的關鍵。

此外，在組織治理上，糧食儲備機制除面

臨一般組織共同面臨的問題外，也遭遇到其作為

糧食儲備的特殊課題。首先，如何在組織架構的

精簡流線性 (streamlined)與確保具備足夠能力
(sufficient capacity)上取得平衡，即為難題之一。

更具體地說，組織之精簡與流暢將有助於效率的

提升及成本的降低，但過度精簡的組織將引發糧

食儲備機制是否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之質疑。例

如，設置糧食生產與天然災害的早期預警機制

(early warning system)將有助於提升對緊急糧食
需求的因應，但建置此具備預測能力的研究單位

勢必將耗費相當規模的資金與人力，導致人員組

織的擴大，而引發是否具成本效益之疑慮。

再者，由於跨國的糧食儲備機制之建立，有

賴於參與國的合作與協力。參與國的積極參與是

維繫跨國糧食儲備機制能否實質運作及達成功效

的關鍵。然而，糧食儲備機制之治理單位的權力

完整性 (integrity of authority)，則是確保該機制
是否能具備效率運作與達到預訂效果的基礎。因

此，如何在尊重參與國之主權的考量下保持該機

制之彈性 (flexibility)，並在另一方面確保糧食儲備
機制之治理單位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問責性
(accountability)與能力 (capability)，則成為另一檢
視糧食儲備機制是否完備的重點。

（五）機制設計之健全性（soundness of 
mechanism design）

由於糧食儲備機制受到其欲解決之議題複

雜性 (complexity)的影響，使得該機制之設計是

否完備及全面，將影響其日後運作之成效與未來

之發展。具體來說，糧食儲備機制的糧食庫存規

模將影響該機制設置之成本，倘若該機制設有嚴

謹的緊急災害與糧食

需求的風險評估單

位，將可藉由較佳的

風險預估來準備因應

之糧食庫存是否足

夠，以進而降低成

本。此外，如果糧食

儲備機制設置早期預警系統來有效地統整與分析

參與國家及地區發生緊急糧食短缺的可能，並進

而及早準備或通知相關會員國來因應，則可把

糧食儲備機制之功效從提供緊急糧食援助之準

備 (preparedness)，提升到糧食短缺情況之避免

(prevention)，進而達到強化糧食安全之效果。

再者，鑒於緊急糧食救援乃是災民從最初

受災到日後重新站起、自立更生過程中的其中一

環，糧食儲備機制是否具備對外連結性 (external 

connectivity)，以在其任務完結時能夠與其他相

關機構聯繫，來繼續扶助災民重建及發展，亦是

考驗該機制是否具備完備性的指標。

此外，對外連結性亦具備其他諸多面向。例

如，該糧食儲備機制是否具備與其他糧食儲備機

制連繫、協調及分工的設計，以使該機制在本身

能力無法負荷或超過預期之緊急糧食需求時，能

獲得其他儲備機制或組織之援助，或是相反地，

提供援助其他區域之管道，以達成跨區域連結之

緊急糧食救援網的鞏固。另外，在糧食供需或緊

急災難的風險評估分析上，是否與其他國際或區

域組織具有資訊交換與分享的設計，進以提升相

關糧食資訊之透明度與準確性，並達成成本削減

及效益提升之功效，亦應是觀察的重點之一。

    小結
總言之，上述五項概念性原則為分析現行

的國際糧食儲備機制提供一套分析視角，進而對

目前國際與區域間現存的各種跨國糧食儲備機制

進行剖析，藉以闡明各機制的優缺點與日後可相

互彌補提攜之處。鑒於全球糧食安全議題的日益

重要，我國作為亞太地區與全球的重要成員，如

能提出具有創意且可行的機制設計，除可補足現

有機制之不足外，亦能大幅提升目前各糧食儲備

機制的合作與效能。如此一來，我國的糧食安全

不僅可以獲得確保，也可進而為亞太以至於全球

的糧食安全提供進一步保障。因此，此議題值得

我國相關政府單位持續給予關注與支持。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2 0 1 3年 2月號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8

氣候變遷下的農業活動轉型
陳威仲

根據世界糧農組織的報告，目前的糧食產

量足夠供養全世界的人口，但是近一億人口處於

飢餓狀態，10億人口營養不良 1。食品短缺和營

養不良的現象主因於收穫後糧損以及分配不均，

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必須面臨日益惡化的糧

食供給波動風險。農業活動的轉型除了要解決降

低糧損、分配不均的挑戰，展望未來，到 2050

年時，糧食產量較今日產能還需要增加 60％。

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將遠超過已開發國家，

除須大幅提升技術外，由於人口快速增加推升糧

食的需求，與已開發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必須

要增加更多的糧食，以支應未來之所需。

然而，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的

影響正日益擴大，成為農業轉型工作需正視的外

在因素。氣候變遷、農業活動，以及糧食安全具

有三位一體的關係，彼此關係密切，交互作用也

相當複雜。首先，農業活動為提升糧食安全的基

礎。為提升糧食安全，現代化農業應增加糧食產

量，供應充足的營養，並保持作物及耕地生態的

多樣性。而另一方面，如何適應氣候變遷是改良

農業的重要考量。Lobell等所完成的「1980後

氣候變遷與全球作物產量變化 (Climate Trends 

and Global Crop Production Since 1980)2」研

究顯示，自 1950年以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

0.13ºC，全球玉米和小麥產量與不計入氣候變遷

因素的情境相比，分別減少 3.8％和 5.5％。值

得注意的是，氣候變遷在不同國家造成作物減產

的程度差異甚大，在俄羅斯小麥面臨 15％的損

失，而美國則因氣候變遷的程度較和緩，小麥減

產程度並不顯著，由此可知，氣候變遷可能擴大

目前糧食供給與需求間的落差，並加深分配不均

的窘境。

氣候變化與農業產量之間關係的另一項特

色是，低度發展區域面對的減產威脅遠大過技術

領先的已開發國家。根據 Lobell的研究，平均

溫度的增加造成糧食減產的程度遠大於降水量

的改變，因此在氣候變遷的趨勢下，低緯度地

區的農業活動及糧食供應系統較高緯度國家更形

脆弱。由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多為發展中或低

度開發國家，因此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的威脅，

將較溫帶國家更形嚴峻。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

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以及政經衝突將因此日益惡

化。Lobell指出，某些高緯度地區水稻產量甚至

因氣候變暖而增加，此觀察與 IPCC3的研究結

果一致 ---全球變暖可能會增加在中高緯度地區

的農作和畜牧活動的生產力。今日，由於高緯度

區域受到溫度上升的影響，過去的不毛之地已可

耕種耐生作物，生產季節也逐漸延長，在格陵蘭

已可見永久性的灌溉系統。但人口壓力大、技術

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農業活動轉型及糧食安全工

作將更為困難。

然而推廣農業科技的應用，也有可能增加

農業對氣候變化的敏感程度。根據 Schlenker與

Lobell4對非洲南撒哈拉區域玉米、高粱、花生

和木薯的調查研究，施肥的增加將提高作物對氣

候變遷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世銀 5的研究顯示，

利用灌溉技術，短期間雖可有效對抗氣候變遷，

提升農業產能，但在 2030年後，將因水資源不

足等因素，產量快速下滑。換言之，高度施肥、

農業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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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的農業可能因為未能有效提升資源效率，資

源投入反而產生依賴性，造成糧食系統在氣候變

遷的威脅下顯得更為脆弱。

由上可知，未來農業需與氣候變遷「適應

(Adaptation)」行動一致，相關技術應用需有

效強化糧食系統對抗氣候變遷的韌性。但除此

之外，吾人應體認農業轉型同樣是氣候「減緩

(Mitigation)」工作之一。主要原因在於農業活動

(包括畜牧 )是造成氣候變遷重要人類活動之一。

農業活動主要透過兩種方式加速氣候變遷，一

是排放溫室氣體，包括氧化亞氮（N2O），甲烷

（CH4）等。以歐盟地區為例，31％的溫室氣體

由糧食系統排放。IPCC6估計，到 2030年，農

業活動將增加 35-60％氮氧化物，及 60％的甲

烷排放。二是加速生態資源的耗竭，包括使用超

過 70%的水資源，林地流失 (減少碳匯 )，以及

生態多樣性的降低等。為減緩農業活動對氣候變

遷的影響，提升農業活動的資源利用效率，亦即

在提升產能的前提下，減少生產要素 (水、氮、

土地等 )的投入，將是減緩工作的重點。總而言

之，為確保糧食安全，供養下一代的全球人口，

提高農業的產能以及資源使用效率，已是發展前

瞻農業的兩項指導原則。

從既有的農業活動觀之，同時達到減緩氣

候變遷以及提升糧食安全有相當困難，但這正是

吾人探討農業轉型的首要目標。世界糧農組織認

為，建構氣候智慧農業或許是當前農業追求的答

案，其行動方針在於研析農業活動和糧食生產要

素之關聯，並提升糧食生產在各級治理層

級 (社區、國家、區域，以至全球 )的效

率和彈性。

對政府而言，至少需積極投入 3方

面工作。首先是協助農業部門利用創新技

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及作物產量。例

如，推廣深度施肥技術可提高肥料的效

率、減少施肥、增加農業部門就業等多重

效益。二是建立農業轉型的政策框架。政

府須提升國內糧食供應系統、培養管理能

力、並協助相關工作與國際接軌，包括減

少農業補貼，及提供氣候智慧農業所需的

諮詢服務以及政策與經濟誘因。最後，將農業活

動連結森林復育、國土規劃，以及更廣泛的綠色

經濟與低碳社會願景，才能有效提供農業轉型政

策環境，降低農業生產對氣候變遷的連結、促進

糧食安全，而這也正是落實農業轉型最大的挑戰。

（作者為 CTPECC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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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FAO農業展望報告
(2012~2020)

蔡靜怡編譯

OECD 與 FAO 近期發表農業展望報告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旨於探討農
業產品的價格變動性。雖然其預測價格可能隨市

場反應而下跌，不過仍會因為與日俱增的需求與

成本上揚的壓力，使得價格居高不下。事實上，

價格雖然有逐漸緩漲的趨勢，但整體而言仍處

於高位。在零售通路方面，糧食價格雖然已從

2008年的頂峰劇跌，在許多開發中國家，糧食

價格的通膨仍相當嚴重。

全球農業與能源市場息息相關，預估未來

石油價格大約比去年平均高出 25美元，價格約

為每桶 110到 140美元間。高油價是促使農產

品價格攀升的原因，其不只影響石油相關商品的

成本，也刺激對生質燃料的需求。

有鑑於開發中國家開發農業用土地與增加

生產力的強大潛力，在 2021年以前這些國家
將是全球生產的主力，屆時全球可能會再新增

六億八千萬人口，尤以非洲與印度的人口成長幅

度最為驚人。隨著收入增加和都市化的趨勢，人

們的飲食習慣也隨之改變，加工食品與動物性蛋

白質的攝取需求亦將增加。這意味著高品質的肉

品與乳製品會大受青睞，間接使得粗製穀類與牲

畜所需的油籽類需求大增。

新興經濟體在未來世界農業經貿版圖佔有一

席之地，尤其是巴西、中國、印度、泰國、俄羅斯、

烏克蘭等國，均已投入大量資源提升農業產值。

2021年前，開發中國家將成為稻米、油籽、蔬菜、

棕櫚油、糖與動植物蛋白質食品的出口大宗。

    商品焦點
全球的乙醇燃料與生質柴油生產預計在

2021前倍增，主要集中在巴西、美國、歐盟等

地。生質燃料主要來源是農業原料，預期將佔全

球蔗糖 (34%)、蔬菜油 (16%)、粗製穀物 (14%)

的生產額度。

因應政府政策要求，巴西與美國的生質燃

料預期將增加。本報告預測美國將由巴西進口更

多蔗糖生產相關的乙醇燃料，以因應其國內政策

對於高階生物燃料的需求，而巴西則會從美國進

口更多用於玉米製造的低價乙醇燃料。

穀物存量與利用量之比值將比歷史平均還

低，對未來的價格變動性增添風險。俄羅斯、烏

克蘭、哈薩克等國可能在 2021年前成為主要小
麥的出口國，但這些國家的高生產變異性可能意

味著全球貿易與世界價格水準存在許多變數。亞

洲的未開發國家預估成為稻米的大宗出口國，非

洲的稻米進口量可能將增加。

油籽生產與出口仍將由傳統主要出口國主

宰，但烏克蘭與巴拉圭等國家可能成為全球油籽

出口成長的生力軍，而中國身為主要的進口國，

將會佔全世界超過一半的出口量；巴西的油籽生

產在本前景預測期間內應會趨緩。

糖類作物的糧食與乙醇燃料需求在中期仍

可被滿足，亞洲的糖類市場會持續受到生產週期

的牽制，可能不時導致貿易的震盪和價格波動。

由於巴西在糖類市場的優勢地位，該國分配在乙

醇燃料與糖類產品間分配蔗糖作物的比例將成為

主宰市場的關鍵。

    長期的展望
在未來的四十年間，農業生產必須成長

60%，以因應節節高升的糧食需求，另外也勢必

要有額外的產量，以提供生物燃料日益擴張所需

要的原料。

以全球的層面而言，區域擴張的範圍仍受

侷限，擴充產值必須來自生產力的提升，如同過

去半世紀的模式，因為即使有資源短缺的限制，

生產力的增加是牽制食物價格的核心要素，且可

大大幫助降低全球對食物短缺的不安全感。在中

期，生產力的提升主要須由減少生產中國家生產

力落差做起，但依過去經驗而言，多數用於原物

料生產的穀物可能會被挪用於製造生物燃料。

同時，永續發展更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地

球上大約四分之一的農業用地已經高度退化，許

多國家的農業用水問題更是雪上加霜，漁類資源

亦受到濫捕或面臨過分濫捕的風險，全球氣候變

遷與極端氣候加劇更是人類不爭的共識。

（資料來源 : http://www.oecd.org/site/oecd-
faoagriculturaloutlook/Summary%20of%20
OECD%20FAO%20Agri%20Outlook%202012.
pdf，譯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農業
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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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推動藍色經濟路徑圖
陳子穎

印尼今年所設計的 APEC
標誌以象徵著藍色經濟的深藍

色為底，表示其推動藍色經濟

的決心，並將藍色經濟作為推

動今年三大優先領域：實現茂

物目標、促進區域連結性、達

成公平的永續成長的基礎。至

於印尼要如何推動藍色經濟？

可初步於其在 2012年第二次
APEC資深官員會議期間所提出的 “Promoting 
Blue Economy Initiatives to Strengthening Food 
Security Linked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報告中看到推動方向，印尼表

示將在 (2013)年提出保護海洋漁業資源、打擊

非法漁業（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以及減緩氣候變遷對於珊瑚礁衝

擊之倡議。

印尼從 1998年起轉變了原先鼓勵經濟發展
的路線，主要係由於當時鼓勵發展工業的路線，

導致印尼周邊海洋品質惡化、海洋資源耗損，

導致沿海漁村的貧窮情況嚴重，因此，印尼政

府研訂「國家發展綱領」（National Guidelines 
for Development）與「五年發展計畫」（Five 
Year Development），開始重視海洋漁業資源

的保護，維護海洋生態之永續發展、增加海洋資

源多樣化，希望藉此支持國家經濟發展、改善工

作及就業機會，以減少當地漁民貧窮的機會。此

外，非法漁業的猖獗更是導致印尼漁村貧窮的主

因，估計印尼每年由於非法漁業的問題，至少損

失 40億美元，因此，印尼今年將在 APEC提出
有關打擊非法漁業的相關倡議。

印尼也關注珊瑚礁之保育，由於珊瑚礁包含

有豐富的漁業資源與經濟價值，包括 76%的珊瑚
種類、37%珊瑚礁魚種，以及全球53%的珊瑚礁，

並估計全球約有 3.6億人口係仰賴珊瑚礁所保存
的海洋資源生活。為維護數億人口生計之權利，

印尼總統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早於 2007
年催生「珊瑚礁、漁業與糧食安全等珊瑚大三角

計畫」（Coral Triangle Initiative on Coral Reefs, 
Fisheries and Food Security, CTI-CFF），主要目

的在於透過利害關係人的能力建構、重視跨國合

作、促進技術支援以強化水域管理與保育，以保

護印尼、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和菲律賓海

域之間的珊瑚三角區（Corial Triangle, CT）；印

尼欲在 APEC推動減緩氣候變遷對於珊瑚礁衝擊
之倡議可視為是此項計畫之擴展。

由以上可知，印尼目前推動藍色經濟的第

一步在於保護漁業資源，促進糧食安全，並循

著其國內政策之脈絡，有系統地在 APEC推動
區域內的合作，以促進 APEC重要工作項目
與其國內推動的政策方向接軌。然而，印尼推

動藍色經濟的範圍不僅於此，從 SOM1期間
APEC經濟暨技術合作委員會（SCE）所召開
的海洋相關議題主流化對話會議（Dialogue on 
Mainstreaming Ocean-Related Issues in APEC 
2013）可知，海洋環境保護、海洋能源發展、

海運，以及海洋與海岸觀光等面向，都將會是今

年 APEC所持續重視的海洋議題，甚至延伸至

由中國大陸主辦 APEC的 2014年。

我國係海洋島國，海洋議題在 APEC中獲
得重視，並與 APEC重要優先領域進行連結，

有助於我國深化在 APEC各論壇之參與，特別

是我國在海洋資源保護相關政策上已有良好發

展，該如何利用 APEC海洋議題主流化的熱潮，

將我國相關落實政策帶入 APEC場域中進行分
享，並藉此平台推動在海洋議題上的區域合作，

應是我國今年和明年參與 APEC的重點之一，

我國並應將海洋的概念與相關議題進行串連，

一方面符合印尼對於海洋議題跨領域性質的設

定、一方面也呼應 APEC現階段對於跨領域議
題的推動，有利於我國的 APEC參與更加深化
與落實。

( 作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

據估計，IUU佔了全球 20%的捕漁
量，價值高達每年 7.5億美元；IUU可
能導致漁業資源短缺，造成仰賴漁業資

源生存或工作者的問題，嚴重者則可能

導致整體漁業的崩壞，特別是開發中國

家；歐盟自 2008年起關注 IUU的問題，

並於 2010年實施捕漁追溯條例（catch 
certification scheme），規定全球所有漁

類供應商需向歐盟當局提供原產國官方

捕漁證明，方可將魚類製品或原料進口至

歐盟。然而，目前 IUU仍是存在且嚴重
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漁業的經濟價值常被

低估，導致政府未能優先處理 IUU問題，

且國與國之間缺乏針對國際 IUU問題所
進行之協調與合作機制。

非法、沒有申報及不合乎法規所允

許的捕漁（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

區域
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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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謹慎對待加入 TPP之路
余慕薌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2年 11月 6日贏得
總統連任後，同年 11月 18日首訪泰國。歐巴

馬此行最受關注的焦點之一是美國邀請泰國加

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儘管泰國在

2012年底前已表達參與加入 TPP談判的意向，

但從準備談判到最終實際加入仍有一個漫長的過

程；主要原因除來自於冗長的法律程序外，國內

相關利益團體的呼聲，特別是對於來自美國藥品

的專利保護期會因此更加延長，對於泰國欲以可

負擔之價格取得亟需藥品更加不利。

首先，就泰國政府的角度而言，政府需要

對加入 TPP的利弊進行深入研究並聽取各方意
見，談判框架和最終協議需經過泰國憲法第 190
條所規定的國會授權和批准程序，最後還需經

過 TPP現有 11個成員國的一致批准才能正式
成為 TPP成員國。而新成員國對於 TPP條款進
行協商或調整的機會有限，因 TPP屬於多邊協
定。面對國內質疑聲，泰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Surapong Tovichakchaikul也公開表示：根據泰

國憲法，政府簽訂任何國際條約都需要舉行公共

聽證會並獲得國會批准，相關各方將在此過程中

認真權衡利弊，不致草率加入 TPP談判。

     TPP要求開放程度高於東協共同體
 另一方面，泰國一旦加入 TPP，儘管

泰國部份商品將以更低的關稅進入美國等

TPP成員市場，但是根據泰國知名智庫 King 
Prajadhipok’s Institute(KPI)的研究顯示：TPP
架構對市場開放性要求高，排斥性強，在金融服

務、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等方面的

規則將對泰國相關行業產生衝擊。因為 TPP架
構下的市場開放程度比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
更大，而且市場開放的腳步預期在正式簽署後的

3-8年內達成，相對較快。同時，TPP的多項條
款可能涉及一般民眾的利益，如藥品專利權問

題；或者可能涉及農民和當地社區的利益，如植

物和動物的專利權、地理標誌保護等問題。

例如，根據泰國消費者基金會估計，依照

TPP規則，藥品專利保護期將從現有的 20年增
加至 25年，這意味著在加入 TPP後的五年內，

泰國購買藥品的成本將增加 200億泰銖 (約合

6.6億美元 )，在 30年內將增加 1200億泰銖 (約
合 39.3億美元 )。

    泰國關注藥品專利
也就是說，泰國對於加入 TPP所關切的一

大焦點是：無法再以可以負擔的價格取得所需藥

品，這在之前美泰談判雙邊 FTA時，也是爭議

焦點。2006年底，在泰美雙邊FTA談判破裂後，

泰國衛生部開始對所需藥品授予強制性的授權。

2006年 11月至 2007年 1月間 ，泰國衛
生部對 Bristol Myers Squibb所銷售的兩種心臟
病藥物：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antiretroviral)和血
小板凝集抑制劑 (clopidogrel)給予專利授權；

而歷經與專利所有人談判數年後，授權給政府

使用，並包括 0.5%的專利費用 (royalty rate)。

美國 USTR因此將泰國列入 301優先觀察名
單，並提到「進一步顯示其對專利權尊重程度減

弱」，因為泰國政府宣佈決定對數個已擁有專利

的藥品發出強制性的授權許可。」泰國自此一直

被列入特別 301報告的觀察名單之中。

泰國加入 TPP談判，毫無疑問會被迫取消這

些強制性的授權― TPP重要特性之一即在於強化
對藥品專利的保護；如此一來，無可避免的結果

將是泰國境內關鍵性的藥品價格會因此調高，結

果更多人會因無法負擔而受苦甚至於死亡。 
曾任泰國副總理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

書長 Supachai Panitchpakdi 還認為，在 TPP框
架下，泰國對外貿易將缺乏政策空間。不僅如此，

TPP內部可能會出現大小經濟體不平衡的現象。

「總而言之，TPP的發展方向是由美國主導。」

此 外， 泰 國 國 內 知 名 智 庫 Kasikorn 
Research Center也認為：泰國應當謹慎對待

TPP，避免被捲入美國外交軌道，損害與周邊國

家的友好關係。該研究中心的報告還強調，美國

目前仍然是泰國的重要貿易夥伴，但值得注意的

是：美國原在泰國出口總值佔 20%比重、為泰

國第一大出口市場長達 20年的局面已發生重大
變化，目前對美出口在泰國出口總值中的比重僅

為 10%。其它東協成員亦出現類似情況，美國

以往同樣以 20%的比重作為東協第一大出口市
場長達 20年，而目前這一比重僅為 7.5%。

(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

經貿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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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 TPP騷動中的零和
遊戲與短淺思考

山下一仁作

鄒宗佑編譯

日本國內對安倍政權的期待增加，但是對

於加入 TPP的期待似乎沒有成長，而這兩年間

反對日本加入 TPP的論點，也有不少。

    對於 TPP反對論的反駁
有人說，「因為缺乏相關情資，所以無從判斷是

否加入 TPP 談判」。

但是現在各國都仍在交涉狀態中，「TPP
究竟會是甚麼」不到最終結果公布，誰也不知

道。如果日本參加 TPP，可以努力改善不適於
TPP的現狀。我們不能了解一年後的股市會是

如何，但 TPP的談判結果都有記錄，而日本加

入TPP的談判，也能保有變更TPP規定的餘地。

有人說，「那麼，等 TPP協定成立，再參加也
不遲」。

但是，如果等到 TPP協定成立再加入，我

們將無法參與 TPP協定內部諸如貨物關稅的存
廢、服務業自由化等規則的制定，反而會受到現

有談判國單方面要求的約束。若後來日本加入

時，再向現有談判國做出如關稅存廢等額外要

求，可能會被現有談判國拒絕，反倒成為不平等

條約的談判。

有人說，某位大學教授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

「『日本會受美國所害』，美國是個巨人，但日

本就像小叮噹裡的大雄，沒有勝算」，這就是對

於缺乏自信的貧弱日本的建議。

但是，從 TPP談判的現狀來看，國營企業

和藥品價格等項目，是美國最重視的領域，而

各國反對美國的提案，也使得美國被孤立。雙邊

談判中美國是受害者，而在尋找盟友的多邊談判

中，美國受到孤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從越南、

馬來西亞等發展中國家，到像新加坡這樣的小

國，都能自主參加 TPP談判，與美國對等的進

行角力，而且認為「NAFTA讓美國苦惱」的加

拿大和墨西哥也自發性的參加 TPP；何以情勢
如此，值得思考。

有人說，「全民健保（公共醫療保險）將會變

差」。

但是，保險僅是一種服務。公共性的服務

是在WTO服務貿易協定規範外的對象。做為自

由貿易協定基礎的WTO所屬協定中，公共醫療

保險制度並非受到規範的項目之一，而WTO所
屬協定的規範，也與美國所關注，而對日本有所

要求的美日協議，以及以WTO等國際經貿法規
範為前提的 TPP，是不同的三者。此外，美國

政府也明白的表示：公共醫療保險不在 TPP的
適用範圍內。

有人說，「基因改造食品將無法標示出來」。

根據個人參加 2003年的 APEC貿易部長
會議的經驗，日本的制度與澳洲、紐西蘭相同，

所以美國也將基因改造食品視為問題，與這些國

家一同合作回應。另外，TPP的談判經過了近 3
年，提案還沒全部完成，而基因改造食品問題在

TPP中也沒有討論。與公共醫療保險相同，基

因改造食品到現在為止都不是談判的討論項目，

也不是談判的對象。

關於食品的安全規定，包含美國本身在內，

各國都能以保護健康為由，自行在WTO食品衛
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架構下做出保留，

既然各國至今迄未考慮變更此架構，個人無法理

解為何 TPP反對論者認為可以全盤改變目前世
界上既有的食品安全規定。若是這樣做的話，美

國的消費者團體不會保持沉默，況且即便是爭議

甚大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也就基因改造食品有

清楚的規定。

另外，雖有以美國的食品安全標準做為合

適標準的主張，但同協定中各國也希望有適合本

國的標準，故目前各國對於食品安全問題仍以國

際標準為主，而不是美國標準。若美國要求以自

身的標準為主的話，會造成否定「主權國家」或

是「國際法秩序」的行為。

有人說，「因為有投資爭端解決條文做為投資者

能控訴國家的工具，日本政府可能會被美國企業

提出告訴，及廢止規制的要求」

但是，日本目前所締結的自由貿易協定中，

都有這項條文。這樣看來，若美國企業在泰國設

立子公司對日本投資的話，透過日泰間的自由貿

易協定，現在便可對日本政府提出告訴。日本企

經貿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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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也利用了與荷蘭、捷克間的投資協定，對捷克

政府提出訴訟並勝訴。至於拒絕在與美國間的自

由貿易協定中導入投資爭端解決條文的澳洲，美

國企業已根據與香港間的投資協定，提出告訴。

日本政府還沒有被提告，是因為日本還沒有只對

外國企業不利的政策。若有適當的制度和政策的

話，就不會有訴訟的發生。此外，被提出要求的

話，大概僅限於金錢的賠償，而制度和規則並不

會變更。

雖然美國可能是個巨人，但在美國對加拿

大政府提出訴訟的事件中，只有 2案勝訴，5案
敗訴。投資爭端解決條文中，不只有企業對國家

的，國對國間的WTO紛爭處理手續也有同樣的
案例，美國對人口只有 7萬的加勒比海小國也
敗訴了。而儘管韓國國內對美韓 FTA批判頻頻，

也曾有透過在公共醫療保險制度實行投資爭端解

決條款的主張，但在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中，已明

確的將公共醫療保險制度從投資爭端解決條款適

用對象中排除。

    TPP對農業是必要的
以上的反對論隱含一種「日本是沒有交涉能

力的可憐國家」這種否定自我的思考，以及「遵

守規則可能導致自己權益受到損害」的零和遊戲

感覺存在。特別是農業、醫療及勞動者，至今全

部都因為利益是否會遭到侵害而感到不安，欠缺

「將餅做大」這種正和遊戲的思考。在TPP中，

公共醫療保險並非討論議題，而且也沒有接受單

純勞動的要求。

現在的利益，無法在未來受到保障；我們將

迎接的，是高齡化及人口減少的時代。對 TPP
反對力道最強的農業，直到現在也以高關稅保護

國內市場，而目前日本國內市場已經因為高齡化

及人口減少而近乎萎縮。零和遊戲的思考將會與

「負和遊戲」的結果相連結。對大餅縮小產生仇

恨的話，也將使農業不會把目標指向海外市場。

在那時候，如果問出口夥伴國 100%關稅或零
關稅哪個好的話，一定是零關稅比較好。也就是

說，要維持日本農業的話，以廢止對外國關稅為

目的 TPP貿易自由化的談判，將會不得不推動。

TPP對農業是必要的。

1994年，日本國內的稻米生產有 1200萬
噸，但是現在已減少 3分之 1的量，只有 800
萬噸。今後高齡化及人口減少後，國內消費也會

跟著減少。以貿易壁壘鞏固國境、保護國內市場

的行為，在那時也將只是等待日本農業滅亡的行

為。高唱反對 TPP的日本農業界領袖們中，沒

有放眼日本農業未來 10年及 20年視野的人。

稻米約佔了日本農業生產量的 20%。比果

樹和稻米生產量還多的蔬菜，關稅僅佔了幾個百

分點，而花卉的關稅是零，而這兩者並沒有受到

TPP廢止關稅的影響。從品質面來看，日本的

稻米在世界上獲得極高的評價。另外，稻米的國

際價格上昇，與國內價格的差距也變小。從現狀

看來，日本也有以輸出為主的農家。所以關於國

內外農產品價格的差距會擴大的主張是錯誤的。

廢止以減產來提高米價的方式，改採降低

價格，提高價格競爭力的做法，是如虎添翼的事

情。對於本業受到影響的農家，以直接支付補助

的方式是好的，而直接補助制度在美國及歐盟也

都有實行；日本在 1991年的牛肉自由化中，也

將此困難排除。廢止減產後，稻米單位面積的收

穫量增加，加上直接補助制度、稻農的農地累

積、規模擴大，使得稻米生產的成本也減半。

為了保護市佔率只有 14%的日本國產小麥，

日本對於佔了 86%市佔率的進口小麥，課徵高

於國際價格的高關稅。保護農業的方法若從課高

關稅，轉變成從財政直接補助，並對進口物資

不課關稅，也可減輕消費者的負擔。目前日本的

農業政策是一種倒退。與其考慮降低消費稅的稅

率，不如加入 TPP，也可消除徵稅的成本支出。

     零和遊戲的思考對日本沒有益處
相反的，因為害怕就不加入 TPP，後果會

是如何 ?現在世界貿易的一半以上，都是為了

製造最終成品的零件和原料。許多日本企業實行

從日本輸出高技術零件和原料，並在海外組裝成

品的分工體系。大企業走出海外投資，但中小企

業確比較困難。在廣大的亞太區域中，若只有參

與國能透過 TPP達成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話，

那麼不參與 TPP，會造成日本的中小企業被排
除在此區域外，進而導致大量失業。一年前日本

政府表示要加入 TPP，使得加拿大、墨西哥也

同樣慌張的表態，擔心自身從日本加入後的龐大

自由貿易區中，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見若不加入

TPP，日本將走向自我毀滅之途。

世界上沒有像日本這樣，因為是否要加入

TPP，而形成激烈爭論的國家。可能會受到影響

的農業，其產值僅佔日本 GDP 1%；日本農民

中有一部分贊同加入 TPP，另一部分則一邊迴
避 TPP所帶來的影響，一邊思考日本農業轉型

發展的政策。瀰漫著整個日本經濟的短淺零和思

考，已使日本至今浪費不少寶貴時間；世界不會

等待我們，是否及早參加 TPP談判，將是迫在

眉睫的決定。

  （ 資 料 來 源：http://www.rieti.go.jp/jp/

columns/s13_0011.html ，作者為日本經濟產業

研究所上席研究員，譯者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

究所碩士，並為頂新獎學金得獎者，即將就讀早

稻田大學亞太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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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經情勢研析：
日本眾院大選後政經情況變化

王聖閔

日本眾議院於 2012年 11月 16日宣佈解散

後，並於同年 12月 16日進行改選，選舉結果

為自民黨拿回執政權，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再度

出任日本首相，並大幅改變日本之經濟政策，對

於世界經濟造成衝擊。

    日本眾議院改選結果，自民黨
    重回執政

日本民主黨由2009年執政3年3個月期間，

2012年 11月 16日，日本眾議院議長橫路孝弘

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宣讀解散詔書，日本眾議院

宣告解散，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於 12月 4日發佈

眾議院選舉公告，並於 12月 16日舉行投票。最

後選舉結果揭曉，眾議院的 480個席次之中，自

民黨單獨獲得 294席，過去與自民黨合作執政的

公民黨席次也增加至 31席，總計自民黨與公民

黨的眾議院席次達 325席，取得眾議院三分之二

以上的席次，確定由自民黨重新執政，其席次為

可以控制眾議院17個委員會的穩定之多數席位。

反觀原本執政的民主黨由選前的 230席大

幅縮減，本次選舉僅獲得 57席，許多原本連任

多次並在內閣擔任重要官員的議員也中箭落馬，

如前官房長官的仙谷由人、前文部科學相的田中

真紀子等 8位閣員意外落選，連擔任日本首相

及民主黨黨魁的野田佳彥也陷入苦戰，最後險勝

對手。對於選舉大敗的結果，野田佳彥決定辭去

黨魁職務，為選舉失利承擔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壇除了自民黨及民

主黨等原本的兩大勢力之外，在本次眾議院改選

之中，第三勢力的政黨也逐漸崛起，其中最受矚

目的，應該算是日本維新會。日本維新會是由前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擔任黨魁，並結合大阪市

長橋下徹聯合組黨，在本次眾議院改選之中拿下

54席，一舉躍升為在野第二大黨。其他如「大

家的黨」的席次也由選前的 8席，增加至 18席。

綜觀本次日本眾議院改選的結果來分析，

2009年在經歷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日本經濟在

自民黨的執政之下，並無明顯的改善，因此內閣

的民眾支持度不斷下滑，也導致在 2009年的眾

院改選之後，由民主黨勝選並上台執政。但是

2011年發生福島核能電廠危機，之後日本政府

宣佈消費稅將逐年大幅增加等事件，加上民主黨

黨內的派系內鬥，在在影響日本民眾對於民主黨

的執政支持度。

    安倍晉三再次擔任日本首相，
    並提出新的經濟政策

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在眾議院改選之

後，於 2012年 12月 26日再次接任日本首相的

職務。前首相麻生太郎出任副首相兼財務金融大

臣，菅義偉任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在眾議院

改選之前已提出脫離通縮及貨幣量化寬鬆等新的

經濟政策方向，因此在安倍二次就任日本首相之

後，首要的任務就是宣佈未來日本政府將實行的

經濟政策。

安倍執政後新的經濟政策包含積極的金融

政策、機動性的財政政策及加強民間投資的成長

策略等三項基本方針。在個別政策方面，則包含

國際
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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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目標調升至 2%、修正日幣升值的情況、負

利率化、無限制的量化寬鬆政策、大規模之公共

建設投資、日本央行對於公債的公開市場操作、

修正日本央行法等項目，這一連串的經濟政策在

發表之後，被市場稱為「安倍經濟學」。

在這些經濟政策中，以無限制的量化寬鬆

政策最受到市場矚目。在民主黨執政的期間，由

於美國接連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日幣對美

元的匯率一直維持在高檔，使得日本出口導向的

製造業在的獲利上受到較大的壓力。為了刺激日

本經濟的復甦，日本政府與日本央行於 2013年

1月 23日共同發表「導入物價通膨目標 2%」

聲明，共同聲明的重點如下：

1、為脫離通縮，要加強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

的合作，兩者一體化為目標。

2、為維持日本物價穩定，因此通膨目標為

2%，朝貨幣寬鬆的方向前進，並儘早達

成目標。

3、政府努力強化競爭力及經濟成長，並確立

永續的財政結構

4、定期在經濟財政諮詢會議中，定期檢視包

含物價、就業等經濟狀況。

為了確保日本內閣的經濟政策與日本央行

的貨幣政策能夠一致化，並能徹底落實經濟政策

的實行，因此日本內閣也想要對日本央行與日本

內閣府的關係將進行改革。現任日本央行總裁白

川方明的任期將於四月初屆滿，但白川方明宣布

提前於 3月 19日卸任，市場也在揣測日本央行

總裁接任人選。在發表「導入物價通膨目標2%」

的聲明之後，日元在短期間內開始大幅貶值，由

大選前的 1美元兌 78日元高點，下跌至 2013

年 2月下旬的 1美元兌 94日元的價位，貶值幅

度約為 20%，這對於歐美先進國家及亞洲新興

經濟體都造成不小的衝擊。

    結語
日本身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其貨幣政策

的走向對於世界經濟發展皆有重大影響，日本的

安倍政權在上任後，希望於短期間內透過貨幣政

策來改善日本長期不振的經濟，但是世界各國皆

採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並透過貨

幣競貶的方式來增加本國出口的優勢，但是隨之

而來的將可能是物價持續上揚的問題，必需審慎

考量各項貨幣政策對於經濟成長及物價平穩的平

衡所帶來的衝擊。

（作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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