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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景氣回顧與展望

邱達生

去年全球經濟表現不理想的主因有二：一是

國際油價下滑、一是中國大陸經濟走緩。油價下

滑導致原油供應國出口受到顯著的衝擊，且油價

走低導致物價下滑，更讓各國籠罩在通貨緊縮陰

霾。而中國大陸不僅是全球最大出口國，也是第

二大進口國，且多年來一直位處全球價值供應鏈

重要環節；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受挫，對世界經濟，

特別是貿易活動的制約相當顯著。

然而比較今年與去年全球經濟景氣情勢，

國際預測機構，諸如國際貨幣基金（IMF）、環

球透視資訊中心（GI）、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與世界銀行（WB）都一致認為樂觀

成分上揚。

本期重要內容

◎ 全球經濟景氣回顧與展望

◎ 展望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和美國的亞
洲再平衡

巴黎氣候峰會與APEC共同強調因應氣
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

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對企業佈局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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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基本上從 2014年的 6月開始持

續下滑，以西德州原油為例，其在 2014年每桶

平均約 93.17美元。時至 2015年，每桶平均

掉到約僅 49.08美元。油價到了 2015年第四

季已經出現微幅回升，美國能源資訊署（EIA）

預測 2016年西德州原油平均價格將回升到每桶

50.89美元，意味基期扭曲因素淡化。

國際主要經濟體的表現，與全球景氣息息

相關。美國、歐元區、中國大陸、日本等四個經

濟體的總和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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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衝擊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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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經濟的回顧與展望

在去年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中，美國經濟

整體表現算是一枝獨秀。雖然 2015年依然有若

干不確定因素諸如年初的嚴寒氣候與美西港口罷

工、國際資金流入造成美元走強，以及原油價格

持續處於低檔等皆對美國經濟造成些許衝擊，但

並不致於影響美國穩健復甦態勢。美國是世界最

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最大的進口國與消費市

場，因此美國經濟的增溫，在 2015年新興市場

需求趨緩之際，扮演拉抬全球經濟的角色。

美國景氣回春有助於就業市場數據好轉，雖

然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就業市場由循環性

失業惡化為結構性失業，然而 2015年美國失業

率已經降至危機發生以前的水準；2015年全年

度失業率平均為 5.2%，美國聯準會（Fed）因

應危機衝擊的量化寬鬆（QE）早已自 2014年

1月起開始循序漸進的減碼購債規模，並已經於

2014年 10月完全退場。

由於 Fed的 FOMC貨幣會議鎖定在升息時

點與頻率，市場解讀為相對緊縮動作，引發資金

回流美國，因此美元在 2015年基本上是呈現走

強態勢，而 2016年美元偏強機率還是較高。但

在升息頻率上應不致於太高，除了預期 2016年

通膨溫和之外，Fed也將考量其他國際央行寬鬆

措施造成的利差與匯差擴大。

在固定資本形成方面，2016年的表現可望

更優於 2015年，特別是在能源方面的投資將提

供主要的動能，主因是 2016年的油價可望逐

步回溫。美國的產能利用率早在 2014-2015年

就已經恢復到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水準，預期在

2016年會出現進一步的上揚，也成為支撐 2016

年美國民間投資成長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國營建

業市場也可望穩定回溫，但可能不是提供 2016

年投資成長的主要動能，因為隨著 Fed的漸進

貨幣緊縮措施導致房屋貸款抵押利率的上揚，恐

將會使美國房市復甦的速度減緩。

在商品與勞務的貿易方面，美國在 2016年

的外需表現將隨著國際經濟情勢的轉趨穩定而可

望更優於 2015年的表現，惟美元持續的走強，

將是在 2016年對於出口較為不利的因素，意味

進口比出口更暢旺。然而美國經濟本不是出口導

向，進口消費財增加有助於提升民間消費力道。

歐元區經濟的回顧與展望

從 2013年第四季起到 2015年全年度，通

貨緊縮陰影成為歐元區景氣復甦最大疑慮。雖

然歐元區在 2015年的需求推升力道出現些微回

預測機構

發佈時間 2015.10. 2015.11. 2015.11. 2015.06.
預測年度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經濟成長 3.1 3.6 2.6 2.9 2.9 3.3 2.8 3.3

IMF GI OECD WB

表一、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對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圖一、國際油價回顧與預測
（西德州原油每桶價格，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US EIA, 201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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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但是低檔油價使得成本拉抬力道出現疲軟，

導致通縮陰影揮之不去。理論上，維持物價穩定

是央行的最主要任務。然而歐洲央行（ECB）

所要面對的問題與挑戰要比其他各國央行更為困

難與嚴峻，因為歐元區每一個成員國的物價水準

在相同時間點的差異很大，舉例而言：在 2015

年歐元區有 7個成員國的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出現負值，而另外 12個成員國

的 CPI年增率則還處於正值。由於成員國的經

濟環境與條件有別，導致貨幣政策的不夠即時與

彈性，突顯歐元區設計的缺陷。

歐元區經濟成長在 2015年持續復甦，但力

道相當有限。在內需表現的展望方面，預期歐元

區在 2016年的民間消費成長溫和，而固定資本

形成毛額成長率將提供稍高動能。內需的回溫其

實也是歐元區在 2016年經濟景氣復甦的最大功

臣。在外需表現方面，歐元區的出口自 2010年

的後金融危機時代開始表現還算穩定，即使是在

歐債危機蔓延擴散期間，歐元區的出口還一直維

持正成長。預期歐元區出口在 2016年將維持正

常增長，而進口在 2016年也可望成長持續以供

應區內消費、投資與出口的需求。歐元區經濟對

貿易的倚賴度達 95%，惟因為高度經貿與金融

整合的結果，約有 62%為區域內貿易。

撙結開支政策使得歐元區平均的政府消費

成長率偏低，2016年可望達到 1.09%的成長。

景氣雖然略有回溫，但屬於落後指標的失業率在

2016年恐仍居高不下。歐元區的失業已經由循

環性轉變為結構性失業問題，而薄弱的復甦動能

不能快速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因為必須在未來

景氣前景更加明朗的前提下，廠商才可能增加雇

用員工人數。預期歐洲地區的高失業率將會持續

一段時間，也成為抑制歐洲經濟積極成長的障礙

之一。然而在平均物價方面，預期 2016年歐元

區的 CPI年增率在需求推升與成本帶動下，相

較於 2015年通縮疑慮可望解除。

在歐元區個別成員國家的總體經濟表現展

望方面，預期歐元區所有成員國將可望在 2016

年全數擁有正成長。而在象徵債務曝險風險指標

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方面，持續 2015年的風險

下滑，歐元區國家在 2016年的長債利率都可望

獲得控制，但不盡然意味著風險消失，只要就業

市場復甦緩慢且成長動能不充分，部份國家違約

的風險還是存在。

儘管 2016年歐元區景氣復甦預期將持續，

但屬於落後指標的失業問題在 2016年恐仍延

續，就業市場復甦進度緩慢。另外一向擔任歐

元區火車頭的德、法兩國預期在 2016年將比

2015年出具更好的成長表現，整體而言歐元區

各國在 2016年的經濟表現將是相當的平均。

中國大陸經濟的回顧與展望

2015年的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屬於 2012-

2014年成長趨緩的延續，亦即 2012年以前中

國經濟動輒 9-10%的高額成長已不復見。2015

年絕大多數的國際預測機構都認為中國大陸經濟

面臨無法「保七」的命運，且在 2016年將發生

進一步趨緩現象。

中國大陸在最近一次的全球經濟危機期間

仍然保有高額成長，當時被世界譽為典範。但其

實危機透過貿易管道衝擊亞洲是無一倖免的，例

如在 2009年中國大陸的出口出現負成長，下滑

了4.0%。然而中國大陸為了保有高額經濟成長，

不惜以投資來擔任出口的替代動能；2009年的

固定資本形成出現高達 22.8%的成長率。過度

投資的結果造成產能過剩，而出口方面則是因為

最大出口市場 -歐洲復甦力道薄弱。投資與出口

都不能再積極倚賴，民間消費的成長是中國大陸

經濟可以冀望的下一個目標動能，這也是為何中

國大陸目前希望以調結構的方式來解決內部問

題。中共政府希望藉由調整中國大陸經濟結構，

減少對外需以及投資的倚賴，冀望一舉提振擁有

13億人口為後盾的消費動能，然而民間消費成

長一直沒有顯著的起色，佔 GDP比重始終低於

40%。所幸 2016年的出口可望隨著國際終端市

場的需求增強，而稍獲回溫。

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巨幅財政擴張雖然

讓中國大陸在世界經濟舞台一枝獨秀，但後續效

應則是信貸浮濫、呆帳暴增、產能過剩、資產泡

沫、通貨膨脹等問題一一浮現。類似先進國家的

公共債務問題，中國大陸則是出現地方政府大

量貸款、主導公共投資後無力償還的地方債問

題，衍生至 2013年爆發地方銀行隔拆利率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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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揚的錢荒事件，而錢荒與影子銀行問題恐怕直

到 2016年都無法解決。此外中國大陸股市泡沫

跡象越來越明顯，加上政府年年補貼國有企業造

成鉅額財政負擔，經濟改革仍是一條漫漫長路。

2015年，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投行正式成立，鎖

定對亞洲基礎建設進行融資，目的是希望協助消

化中國內部過剩的產能。

英國經濟學人資訊中心（EIU）預期中國

大陸在 2016年的成長率為 6.5%，IMF則預測

其成長率只有 6.3%。但是即便如此，中國大陸

的經濟規模可望在 2016年超越歐元區的 11兆

3,010億美元，達到 11兆 5,340億美元。而相

較於美元的走強態勢，人民幣可望走貶，有利挹

注出口動能。中國大陸的成長趨緩以及與鄰國的

主權爭議等等都可望延續至 2016年，然而成長

不若以往，或許將成中國大陸經濟的新常態。但

為了持續改革，並且避免硬著陸，中共政府可望

於 2016年持續降息降準的寬鬆措施。

日本經濟的回顧與展望

回顧 2015年日本經濟的表現，安倍首相的

經濟政策仍然扮演關鍵的推手角色。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與其內閣自 2012年起積極推動的安倍經

濟學政策挾著參眾兩院勝選民氣，在 2012-2013

年間成果豐碩，但是在 2014年因為消費稅的上

揚嚴重衝擊民間消費，加上對外貿易赤字持續，

使得安倍政策成效飽受質疑。惟相較於2014年，

日本經濟在 2015年還是呈現溫和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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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打擊日本的復甦動能。在企盼脫離通縮、

提振經濟成長的最高原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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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非但延續至

2015年，也將繼續在 2016年強力執行。

「大膽的金融政策」於 2013年 4月開始啟

動 60-70兆日圓的量化寬鬆（QE）計劃後，一

直強調該寬鬆政策將足以挽救通縮、提升通膨。

2014年 10月，日本宣布將擴大量化及質化寬

鬆（QQE）規模，加碼 30兆日圓收購政府公債，

同時宣布每年收購股票指數基金和不動產投資信

託的金額調高至三倍，以及將日本養老金公積金

管理運用獨立行政法人的股票投資比例由目前的

24%提高至 50%。

然而日本經濟在 2015年，受到國際油價下

滑影響，連通膨目標也無法達成，經濟成長目

標更似乎遙不可及，唯貿易赤字在日圓貶值拉抬

出口的成效下，已經出現縮小跡象，進口成本

降低成為日本經濟在 2015年復甦的助力。預期

2016年日本經濟將可因為民間消費回溫，而出

現小幅復甦。QQE的效果也預期在 2016年發

揮較為顯著的效果，出口可望持續增溫，貿易赤

字進一步縮小，並且帶動固定資本形成的成長，

惟公共債務將隨政府支出增加進一步擴大。

結語

影響 2015年國際經濟情勢的油價下滑與通

縮疑慮，可望在 2016年解除，意味景氣樂觀的

成分增加。中國大陸經濟趨緩成為新常態，但為

了避免硬著陸，可望比照歐洲與日本，執行寬鬆

的貨幣政策。而在匯差與利差的考量下，Fed的

緊縮動作也將不致於太過猛烈。市場預測 2016

年的全球商品與勞務進出口將會轉趨熱絡，因而

帶動一定程度的需求與成長。在其他外在條件不

變情況下，全球經濟景氣可望回溫。

（作者為 CTPECC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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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和美國的亞洲再平衡

余慕薌

區域
政經

「一帶一路」和 TPP似乎是推動中美兩國
在亞太地區的經濟與外交政策，儘管「一帶一

路」和 TPP是深化亞洲經濟整合兩個非常不同
的途徑，但就長期而言，各個成員仍可因參與不

同的途徑而獲利。

「一帶一路」目標在透過實體的基礎建設

穩步形成更寬廣的經濟連結；相反地，TPP則
是希望創造全球貿易的新規範，要求關稅自由化

和解除非關稅障礙─例如，勞動與環境標準，來

形成更寬廣的經濟連結。至於「一帶一路」的地

理焦點在歐亞大陸，TPP則聚焦在太平洋兩岸。

是否要在「一帶一路」和 TPP選邊站呢 ? 
就長期而言，各國可同時自二者中獲利，因此沒

有必要選擇其中之一。主要是因為：美國歐巴馬

當局已公開表示，TPP會對中國大陸開放，中

國大陸只要符合會員標準，可以經由談判加入

TPP；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宣稱，歡迎美

國加入「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可能達成的目標

「一帶一路」是達成多種目的的一個手段。

第一是，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走緩之際，北京視

其為可以找到新成長來源的一個方法，尤其對亟

需新客戶的建設公司和產能過剩的產業而言；其

次，可以促進中國大陸核能和高鐵科技的對外輸

出，尤其是中國大陸正致力於將出口由低階提昇

到具有高價值的資本財；第三是，北京還期盼「一

帶一路」將可協助人民幣的國際化，畢竟人民幣

已被視為貿易結算的工具，愈來愈多的中國實體

也使用人民幣來進行投資和提供貸款；第四是，

「一帶一路」此一倡議很可能擴張中國大陸在日

益走向經濟整合之歐亞大陸上的政治影響力，並

有助於穩定不穩定的鄰國，如巴基斯坦。

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最終將創造出

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基建網絡 (包括道路，鐵

路，港口，電力與能源 )，貿易與財政連結。

融資來源不限於亞投行

除了 2016年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亞投
行 (AIIB)外，負責推動中國大陸國家利益的中

國發展銀行 (CDB)和中國進出口銀行 (China 
Eximbank)，未來都可能扮演比亞投行更重要的
角色；此外，2014年成立的絲路基金 (SRF)也
將提供「一帶一路」所需資金，且將持續投資在

中央國營企業，並扮演吸引其他金融家參與特定

計畫的重要角色；另外，還有中國主權財富基金

之附屬的 CIC資本 (CIC Capital)─ 2015年才
成立，主要是用來支持投資海外基建和農業計畫

的中國業者。中國銀行 (Bank of China)和其他
商業銀行亦將涉入「一帶一路」重要計畫。1

結語

當然，或許有人質疑，TPP聚焦在貿易和
關稅層面，部份國家可能未必能獲利；其實，

TPP和一帶一路仍有很類似的地方：TPP和一
帶一路同樣涵蓋全球約 40%的國民生產毛額
(GDP)，且二者都有助於減少供應鏈的障礙，並

強化彼此之間的連結性；只不過，一帶一路更強

調硬體部份的連結，最終仍會涉及邊界或是海關

與通訊連結；TPP則強化軟體方面的連結，長

期仍可能激勵中國大陸進行更深的經濟改革，除

了優惠關稅外，還會致力於環保、勞工權和智財

權保護等，彼此之間的大門將相互敞開，也更有

利於各自之成員。

(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

參考資料：

1.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Initiative: Outlook For OBOR and the US 

Rebalance”, 03/12/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12/chinas-one-belt-

one-road-initiative-outlook-for-obor-and-the-us-rebalance/

2. “Opportunities abound with TPP and OBOR”,11/2015, http://www.nst.

com.my/news/2015/11/111951/opportunities-abound-tpp-and-obor

1  「絲路基金」正擬將其授權資本由 100億美元增加至 400億美元，中國銀行和 CTTIC則分別允諾 1000億美元和 1130億美元；CIC
資本公司將支出 1000億美元其中一部份，計畫籌措全球投資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此外，中國發展銀行已準備對「一帶一路」相
關約 900項計畫其中部份提供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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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
對企業佈局之影響

黃一展

東協
經濟

歷經多年努力與協商，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終於在 2015年
12月正式成立，象徵著東南亞區域經貿整合的

重要里程碑，同時也進一步朝向貨物，服務，勞

力，資本等自由流通的單一市場目標邁進。東協

十國擁有 6億人口，普遍具有年輕勞力市場的

特色，若再加上東協加三 (中日韓 )與東協加六 
(紐澳印 )的區位優勢，勢必成為全球重要的市

場所在。所以無論是美國所主導的 TPP，或者
中國大陸所倡議的 RCEP，東協都是兵家並爭
之地。在全球區域經貿整合盛行的今日，例如北

美自由貿易協定，歐盟等成熟的區域貿易集團之

外，AEC的成立促使東南亞市場一體化，並積

極與其他區域貿易協議相輔相成，有助於擴大市

場基礎與重新整合全球供應鏈，都將是未來影響

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的關鍵，也是台灣企業西進的

重要參考。

1. AEC發展

回顧歷史，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以下

簡稱東協 )於 1967年 8月於曼谷成立，初始會

員國除泰國外，尚有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與

菲律賓等共 5國。旨在促進經貿，社會，科研，

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並達成區域和平穩定

發展的目標。不過基於各國發達程度有別，且各

自經濟，社會條件不同，東協成立之初便確立其

「不干預他國內政 (non-interfereence)」與高度
尊重差異等基本原則 1。隨著區域以及全球貿易

的發展，東協角色促進東南亞穩定逐步的成長，

並隨著更多成員國的加入而有效提升區域合作：

1984年汶萊 (Brunei Darussalam)旋即在脫離
英國獨立後加入東協，1995年越南 (Viet Nam)
成為成員國，1997年納入寮國 (Lao PDR)與緬
甸 (Myanmar)，最後則是柬埔寨 (Cambodia)於
1999年加入，至此，東協 10國輪廓大底完成。

為了促進國與國間的貿易與經濟成長，世界

貿易組織 (WTO)所主導的多邊貿易架構行之有
年。礙於杜哈回合進展緩慢，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PTA)與區域結盟 (FTA)等漸取而代之成為主要
談判戰場。東協為促進區域合作與和平發展，於

1976年提出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框
架，敦促會員國間簽訂互惠協議，並發展經濟，

社會，政治，文化，資訊與安全等多方位的合作

關係。另一重大進展則是 1992年於新加坡召開
的東協峰會，當時的 6個會員國於會後提出東
協自由貿易區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以及共同有效優惠關稅方案 (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 CEPT)等倡議，預

計在一定的時間內，以及針對發展程度不同的國

家給予緩衝期限，對不同種類的貨品，將關稅降

至 0% - 5%。

於 1997吉隆坡年會上，「東協 2020展望」

(ASEAN Vision 2020)正式被提出，更進一步指

出「貨物」，「服務」，「投資」，「資本」

等於區域內自由流動的願景，以及加強經濟平等

發展，有效降低平窮與解決社會問題等議題。

相關倡議在隔年的河內行動綱領 (Hanoi Plan of 
Action)中再次被強調，甚至有「建構東協共同

貨幣」與「創立共同匯率機制」等構想被提出 2 
。上述的發展過程，都可視為AEC成立的背景，

歷經多年的討論與談判努力，依據發展需求規劃

出不同程度的合作範圍與時程，東協對內將走向

更加緊密的整合，對外亦將提供許多新的機會與

商機。

2. 區域貿易整合過程

全球區域貿易盛行，先後有北美自由貿易

協議 (NAFTA)，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歐
盟 (EU)等程度不等的區域整合，近期亦有跨太

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PP)及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議 (RCEP)等相繼成為熱門議題，不

同的區域經貿集團間比較與借鏡，值得思考。

1   ASEAN. (2014b). Overview.
2   ASEAN. (2014g). Hanoi Plan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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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來看，區域經貿整合是一個動態連

續的過程，藉由不斷的提出新的倡議，規劃並落

實提案，加以適時依據全球經濟狀況作出調整，

進而逐漸發展成為更緊密的互惠合作做關係。學

術上許多學者相繼對經貿整合提出論述，其中又

以匈牙利籍經濟學家 Bela Balassa所提出的五
階段最廣為人知 3。其論述指出，當一區域內的

國家決定發展更為緊密的貿易夥伴關係，過程可

區分為五個階段：

1.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FTA)
2.關稅同盟 (Customs Union)
3.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
4.經濟結盟 (Economic Union)
5.全面經濟整合 (Total Economic Integration 

/ 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Balassa的五階段提供簡易的藍圖，由淺而

入深不同階段的整合，以達到區域經貿緊密合作

與互惠的目的。然而，國際經貿局勢的快速變

遷，加上新科技的應用與新型態貿易方式的發

展，Balassa於 1960年代所提出的五階段理論
顯有不足解釋之處。因此，為更加細分不同的整

合階段，並以此觀察AEC未來可能發展的趨勢，

本文引用 Patrick Crowley的看法 4，除立基於

Balassa的五階段理論之外，他更進一步將區域

經貿整合細分為以下步驟：

1. 降 低 貿 易 障 礙 (Reduction in Trade 
Barriers)

2. 關稅同盟 (Customs Union)
3.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
4. 經濟結盟 (Economic Union)
5. 貨幣聯盟 (Monetary Union)
6. 財政聯盟 (Fiscal Union)
7. 完 全 經 濟 整 合 (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

國際貿易的發生，源自於國與國之間擁有

不同的比較優勢與生產要素，因此為滿足供給與

需求，透過分工與交易可以以較有效率的資源配

置，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力，最後交易的彼

此皆能從中獲利。故此，如何減少國與國之間貿

易障礙，便成為當今國際貿易中的重要議題。

依據 Crowley的分類，在不同階段成員國會進

行程度不同的減讓與互惠措施，以降低貿易障

礙為例，「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以及「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是最常見的兩種模式，也通常發生在早期

的經貿整合過程，除提供單邊或多邊多國家藉由

降低關稅與其他貿易障礙，更因為條約排除非締

約國享有優惠措施，進而促進區域內成員彼此合

作與提升貿易與投資總量。

在關稅同盟的部分，顧名思義，FTA內締
約的成員國共同對區域外的進口貨物採取統一關

稅，避免差別稅率影響各國的淨出口貿易，但由

於不同成員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有時同一關稅

同盟內仍會有各自制定貿易配額與給予適當緩衝

期的狀況，例如 ASEAN中對於 CLMV國家 (柬
埔寨，寮國，緬甸，越南 )，給予不同的待遇。

至於共同市場除建立在關稅同盟的基礎上之外，

將更進一步允許勞力與資本的自由流通。這種

「生產要素」方面的整合，通常需要歷經跨國相

關部門協商，以及政府應輔導國內產業轉型或升

級，以便因應開放外來勞力與資本後對本土市場

結構所造成的衝擊。

在經濟結盟的階段，不僅對外採取共同關

稅，區域內貨物，服務，勞力，資本等自由流

通，同時在對內與對外的貿易政策，管制規範與

發展策略上，成員國亦彼此協調同步一致，目的

是為了提升共同效率，與打造更為緊密的經濟

與政治關係。經過經濟結盟，下一步便可邁向貨

幣整合，以發行單一區域貨幣與對外實施共同匯

率，減少企業在跨境交易過程中所需支付的貨幣

成本。1999年正式成立歐元區，便是貨幣聯盟

的最佳範例。而 Crowley所提出的第六個步驟：

財政聯盟，代表著單一市場內成員不僅大幅降低

貿易障礙，發行共通貨幣，實行相同的的關稅，

對外匯率與外貿政策，成員國政府國內稅制與

財政政策，亦交由統一的超國家 (supranational)
機構統一規劃。因此舉凡國內利率，發放與購買

公債，政府支出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都將不再

由單一主權國家可自行決定。最後，全面性的經

濟整合則是無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貿易政策

皆一體化，同時也象徵著更高層次的政治整合。

在任一成員國內經營商業活動將不再有任何差

異，各種生產要素 (例如：勞工，資金 )也能夠
毫無障礙的流通於區域之內。

誠如上述，經貿整合理論清楚地介紹了個

階段的發展過程，然而實務上並非完全吻合每個

階段的定義。以 AEC為例，假設未來發展可以

符合其「東協 2020展望」以及 AEC所羅列的
目標，我們可以大致將其歸類在關稅同盟邁向共

同市場的階段，原因是 AEC內尚未全面自由化

3   Balassa (1961).
4   Crowley, P.M. (2006). ‘Is there a Logical Integration Sequence After EMU?’.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21(1), March,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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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勞力與資本的流通，僅特定產業的「技術勞

工」可以享有此優惠措施。然而，實際上 AEC
並未統一對區域外的國家實行相同關稅，特別是

CLMV國家基於保護本國發展的必要，仍制定不

同的進口關稅與限額。誠此，依據嚴謹的理論定

義，AEC尚還處在階段一進行 FTA與 PTA的過
程中，未來是否發展成北美自由貿易區，或者甚

至歐盟區的經貿整合模式，還有待 ASEAN成員
的談判與努力。

3. AEC目標，政策及其影響

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自 2015年底成立，

其所擘畫的目標涵蓋眾多面向，其所規劃出四大

願景分別是：1) 創立單一市場與生產基地 (single 
market and production base)，2) 提升區域經濟
競爭力 (competitive economic region)，3) 平等
經濟發展 (equi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4) 與全球市場接軌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economy)。而在具體政策方面，參照東協秘書

處出版「東協經濟共同體概況」5中提出五個主

要的核心要素，不但要使其在 AEC成員國之間
無障礙流通，更要促成其自由化，國際化與便捷

化，該五要素分別為：

1. 貨物 (Goods)
2. 服務 (Services)
3. 跨國投資 (Investment)
4. 資本 (Capital)
5. 技術勞工 (Skilled labor)

此外，為促使區域貿易的合作與吸引外國

直接投資 (FDI)，AEC章程規劃中亦包含許多其
他相關政策，諸如更進一步降低貿易障礙，智

慧財產保護，基礎建設發展，原產地認證，行

政單一窗口，通訊科技與再生能源以及電子商務

等，期望取經於其他成熟的自貿集團的相關經驗

(例如：歐盟 )，打造東南亞地區共同市場的貿
易新規則，重塑東協在世界價值鏈 (global value 
chain)中的地位。以下，本文將挑選幾個 AEC
的主要政策來做介紹，以及其所對於消費者，

ASEAN國內產業，供應鏈以及境外投資人可能

的影響。

3.1. 貨物與服務跨境流通

貨物與服務跨境自由流通，旨在降低進出

口時面臨的額外成本，特別是來自於關稅 (tariff 
barriers)與非關稅的障礙 (non-tariff barriers)。
從消費端來看，終端產品的進出口受惠於關稅

減免因而價格下降，外來品將因統一的關稅與

非關稅障礙的降低而以比以往便宜的價格流通於

AEC市場，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不僅如此，

使用於製造以及服務的中間產品 (intermediate 
goods)亦可蒙受其惠，享有成本下降與便利通

關的好處。故在全球價值鏈方面，AEC的政策
有助於產業思考如何運用區位優勢，結合在地生

產要素，調整自己在供應鏈中的地位，創造更大

利潤。

此外，有關於貨物自由流通的具體實踐，

東協貨貿協定中 (ATIGA)中亦有清楚的說明 6。

其重點包含「關稅自由化」，「降低非關稅障

礙」，「提升貿易透明度」，「單一窗口」以

及「原產地認證」等方面，都期望能夠藉此降

低進出口貨物的額外成本，以及減少貨物跨國

境通關所需面臨的繁複手續，令 ASEAN以外的
商品以及服務順利進入東協市場。自世界貿易

組織 (WTO)歷經多回合的談判以來，在降低關

稅障礙的努力已可見成效，而非關稅障礙的排

除，則逐漸成為各國努力的目標。傳統上來說，

非關稅障礙可以表現在諸如配額 (quotas)，進口
許可 (permit requirements)，國家標準 (quality 
standards)以及動植物衛生檢疫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等方面。移除這些非關稅壁

壘，或者使用共同的國際標準，也是 AEC發展
成為單一市場的目標。依據 ASEAN Economic 
其所 COmmunity Blueprint7，除 ASEAN個成員
國應於 2015年底開始執行上述減免障礙措施，

促使貨物與服務在區域內自由流通，針對 CLMV
國家，則彈性放寬至 2018年的，提供一定的緩

衝期調整其國內產業，以便降低衝擊。

再者，另一很重要的議題則是「原產地認

證」(Rules of Origin)。特別是在多重加工品的
部分，該認證標示從原物料到最終產品的加工過

程，其產地，加工國與出口國等資訊。AEC在這
方面的政策主要為保障在 ASEAN境內進行加工
與生產的產品，相較於在以外的地區，享有更完

整的降低關稅 /非關稅所帶來的優惠。為能夠更

便宜與便利取得製造零件，廠商將傾向調整其原

物料進口來源，提升 ASEAN會員國與國之間的
貿易往來，因此也是 AEC計劃打造東協生產基
地 (production base)的重點策略之一。同時，為

6   ASEAN Trade in Good Agreement (ATIGA).

7   ASEAN (2008).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p.7.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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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省以往繁瑣的行政作業與不同的貿易程序，東

協單一窗口 (ASEAN Single Window)也可被視為
一大重點政策。因應國際貿易活動發展之需求日

增，相關作業一體化，資訊化與整合發展之趨勢，

AEC亦將簡化原會員國系統各自立門戶，行政與

報關曠日耗時之情形，計劃以「單一窗口」處理

所有貿易簽審，報關，稅務，港務以及運輸，申

請相關認證，經商許可等多種服務項目，達到提

升效率，增進進出口效能，並與國際供應鏈整合

等。相較於以往更便捷的手續與降低行政過程中

衍伸的經濟成本，不僅能夠吸引外資入駐東協區

域，同時也能提升 AEC整體的國際競爭力與擴
大區域內產品出口至其他市場的優勢。

3.2 基礎建設與運輸系統

國際物流一直是國際貿易中重要的一環，

貨物在供應與需求間的流通，仰賴便捷的運輸系

統，以降低違約風險，或者諸如時效性商品無法

準時送達目的而產生的經濟損失。由於東協佔

地範圍廣闊，地理上分別連接東亞 (中日韓 )，
南海 (紐澳 )以及印度 /中亞等廣大市場，故交

通樞紐的地位不言可諭。AEC對其基礎建設的
規劃，著重在「交通建設」(transport)，「能源

運輸」(energy)，「觀光」(tourism)與「資通訊

科技基礎建設」(information/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等領域，並在運輸系統途經的地

方打造多個特別經濟區 (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帶動東協單一市場整體的發展。

誠如上述，便利的交通運輸有助於國際物

流，無論是貨物轉移，貨品存放，以及所牽涉的

時間成本，都將因為基礎交通建設的完善而增進

其利潤與降低風險 8。因此，AEC規劃三大協議
以改善其區域內的交通建設，配合單一窗口的行

政作業，整合不同國家關口所需文件以及相關規

範，使貨物流通更為順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總長 7000公里的「新加坡 -昆明縱貫鐵路」

(Singapore-Kunming Rail Link, SKRL)，由中國
大陸政府投資，配合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

形成連結中國大陸西南，越南，寮國，柬埔寨，

緬甸，經泰國曼谷，往南至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龐大的鐵路系統。儘管該鐵路計畫仍未能涵蓋所

有的重點城市與生產基地 (例如：缺乏泰國與緬

甸之間的直接連結 )，但所帶動沿線周邊的經濟
發展，以及鐵路系統可乘載運貨量的提升，都有

助於 AEC境內的運輸效率。

另外，由日本投資的橫向「經濟走廊」也

值得關注。其一，投資於鐵路與公路計畫的「南

方經濟走廊」(Southern Ecoomic Corridor)連
接緬甸土瓦 (Dawei)，泰國曼谷以及越南胡志明
市，令往後東亞貨櫃在越南上岸後可直接經陸

運前往緬甸出港，避免南繞經麻六甲海峽所耗

費的時間。其二，另一條預計打造的「東 -西經
濟走廊」(East-West Economic Corridor)則是
計畫連結緬甸毛淡棉 (Mawlamyaing)至越南峴
港 (Da Nang)9，可望提升貿易頻率，並大幅提

供貨物以及旅遊的便捷性。最後，東協高速公路

網 (ASEAN Highway Network, AHN)提倡整合
AEC境內總長 38400公里的 23條跨境高速公
路，計畫在 2020年以前升級完成，並依據國際

公路標準，整合號誌與其他相關道路設施。

除了陸路交通建設之外，能源的輸送則體

現在兩大重點計畫中：東協能源輸送管道 (The 
Trans-ASEAN Gas Pipeline, TAGP)以及東協能
源網 (ASEAN Power Grid, APG)10。前者尚處於

倡議與協商階段，後者部分設施的修建與設備更

新已經正在進行中。AEC對能源運輸的政策，

預計可加強區域能源安全，支持永續發展及工業

需求，吸引更多廠商進駐。

8   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商品價格往往變化甚大，加上運輸所牽涉到的運裝期，交貨期，港務，關務，銀行，保險以及國際匯差，時間成
本與風險管控是很重要的考量。

9   Mission of Japan to ASEAN (2015). Japan’s cooperation towards AEC
10   Hermawanto, B. (2015). ASEAN Power Grid: Road to Multilateral Power Trading. ERC Forum 2015, Bangkok, 1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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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投資與資本

除了貿易障礙的降低與減免，行政效率的提

升與區域內硬體基礎建設改善之外，外來投資也

會考量資本運作以及區域內金融體系健全與否。

相較於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更能有效吸引外

資與技術移轉，增加本國產業的競爭力。對此，

AEC尚未制定出強制性的規範及時限，但仍針對

幾個方面建議已充分評估並有執行方案的會員國

先行執行，而其他尚未準備完成的國家可隨後加

入。其具體措施包含：排除政府直接操作而由市

場決定利率，大規模私有化金融服務機構，立法

保障外來投資，以及建構健全的風險管控系統等。

再者，AEC藍圖中也明確指出：「打造更自由且

開放的投資環境，將是吸引國外直接投資 (FDI)
與區域內投資 (intra-ASEAN)的重要關鍵」11。因

此，跨國整合金融系統與提供市場化的便利服

務，便是 AEC重要的發展目標。舉例來說，減

少官方對資本的管制將提供企業與個人更方便

的在 ASEAN境內轉移其資金 ; 資本帳戶自由化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亦有助於投資者
自由進出國際金融市場進行投資與籌資，藉此補

足 ASEAN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資本短缺的
問題，同時也可有效吸引外來投資利用單一市場

的優勢。

關於金融服務方面的整合，以及減少非市

場力量的干預，2009年所提出的「東協貨幣與

金融整合路線」(Roadmap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of ASEAN, RIA-Fin)，便特
別強調上述資本帳戶自由化與確保金融機構的獨

立運作。此外，於更早的 2003年 ASEAN+3財
長峰會中所提出的「亞洲債券市場倡議」(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 ABMI)12計畫，也建議強

化金融機制的自由度與透明化，並透過連結東協

與中日韓的債券市場，使資金流轉更加便捷，有

助於企業投資與資本操作。然而，東協國家中，

尚有成員國的金融體質不夠健全，監管制度不夠

完善等問題，仍有待未來各國政府進行相關改

革，以及銀行體系對其資產，負債與放款等業務

的確實掌握。

3.4 其他項目

AEC各國自 2015年底開始，相繼降低或免

除關稅與非關稅障礙，服務業除少部分仍需特許

經營的行業 (例如：電信 )，也將全面相互開放。

加上行政，基礎建設，跨境運輸，物流，能源與

金融服務等相繼整合並與國際市場標準接軌，東

協致力打造區域一體化，單一市場，生產基地為

主的自由貿易區，換言之，未來在東協任一國設

廠生產，整個 ASEAN都會成為「內需市場」，

並且透過境內各國擁有不同的比較優勢，以及垂

直及橫向的價值鏈整合，往東可銜接中日韓，往

南直通南海與西太平洋，往西則接壤印度與中

亞，形成一以 AEC為核心的貿易圈，加上東協

國家普遍超過 50%屬於年輕勞動力，和不斷增

加的中產階級消費力，都是吸引投資的亮點。

除上述在貨品，服務，資本，基礎建設等

努力，AEC也在勞力，通訊科技，電子商務與

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分別提出未來的發展計畫。

為促進專利保護與鼓勵創新，「智財合作工作

小組」(ASEAN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ral 
Property Cooperation, AWGIPC)於 1994年東協
峰會上倡議成立，旨在參考先進國家標準，並敦

促東協區域內各國成立智財辦公室，執行與保護

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另外，於「2011-2015智財
行動綱領」(IPR Action Plan 2011-2015)中也明
確揭示了幾項原則，包含：改善專利登記，智慧

財產權的保護與執行等相關法規，並建構 ’user-
friendly’的服務流程，以及改善服務品質並打造

更為簡便的註冊程序，減少商標與專利等待認證

的時間等 13。此外，AEC亦鼓勵成員國遵照並
成為馬德里議定書 (Madrid Protocal) 14的締約

國，不僅大大減少申請與核准的等待成本，同時

該註冊商標在所有締約國中 (截至 2015年底全
球共 96國簽署 )，均可享有智慧財產全的充分
保障。目前，AEC成員之中，菲律賓，新加坡

與越南已分別成為馬德里議定書的締約方。

資 通 訊 科 技 的 部 分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以下簡稱 ICT)，過
去有許多倡議與報告相繼提出，以加強與檢視東

協成員國之間 ICT的建置與發展。其中最為重

要的一項是 ASEAN ICT Masterplan 2015，回
顧過去包含加強城市通訊系統品質，擴展偏鄉網

路覆蓋率，提升兒童網路使用普及率，以及建置

共同網路安全規範等，在 2015年所提出的 29
項行動計畫，超過 86%已達完成，或短期內可

達標的狀態 15。ICT在 ASEAN區域中的改善與

12   OECD (2012). Achievements of 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 (ABMI) in the last decade and Future challenges.

15   Lovelock. (undated). ASEAN ICT Masterplan (AIM 2015) Review: Statistics & Indicators.

13   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rtal. (undated). AS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ction Plan 2011-2015. 

14   參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國際註冊馬德里協定有關議定書，[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7122
       &ctNode=6781&mp=1 [Accessed 10 Jan. 2016].

11   ASEAN. (200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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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不僅提升經貿效率與資訊傳遞的便捷性，

更能降低成本與提升風險管控的能力，以及對於

未來發展成熟的電子商務 (e-commerce)，ICT
的基礎建設，技術維新與使用者普及度等，更是

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

最後，則是有關勞力市場的探討。AEC寄
望在關稅同盟 (Customs Union)的基礎上建立
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其中標準之一便
是勞動力的自由流通與否。雖各國宣稱計畫加

大開放技術勞工 (skilled labour)的自由流通並
放寬工作簽證的限制，但目前階段，AEC實際
上僅開放八大類職業的技術勞工，分別為：醫藥

(medicine)，牙醫 (dentistry)，護理 (nursing)，
工程 (engineering)，建築 (architecture)，調查
(surveying)，會計 (accounting)與旅館及旅遊業
(hotel and tourism industry)，佔東協全體就業
人口約1.6%，可以在不同國之間取得就業機會，

且該政策同時要求必需能夠流利的使用所在工作

國的官方語言，方能夠申請工作簽證 16。故此，

在勞力市場自由化方面，若預期打造成如歐盟的

單一市場，AEC確實還有待政府間的協調與發
展相關配套措施。

結論

綜而觀之，AEC為一具企圖心的經濟整合
計畫，在世界貿易日益頻繁，區域合作盛行的今

日，以 ASEAN為核心的經貿圈，結合亞太與周

邊國家的貿易網絡，以及與其他貿易夥伴發展更

緊密的雙邊關係，例如與 TPP和 RCEP的整合
等，都是未來企業佈局與經濟成長的重大議題。

誠然，即便東協 10國近年來長居外資看好
的投資地區，豐沛的資源與普遍年輕的勞動力，

以及 AEC的整合進一步的串連起各國的比較優
勢，加強了許多從硬體到軟體方面的全方位基礎

建設。但東協 10國各自發展不均，部分國家長

期仰賴少數初級產品出口，勞動力仍未能全面自

由化，以及對於外資持股比例的設限，金融體制

與監管制度有待改善等問題，仍需觀察未來東協

各國政府間的努力與合作，並參考其他成熟經貿

區的例子，連接世界市場與全球價值鏈。再者，

東協無論在宗教，語言，政治體制，文化等方

面，都呈現高度的多元化與差異，以及雖大部份

貨物與服務均已承諾減免貿易障礙，但部分牽涉

政治敏感的行業，以及攸關政府採購的產業，仍

是 AEC各國政府暫時避免觸碰的議題。

AEC的整合所帶來的效益非立即產生，不過

其在交通，基礎建設，減免關稅與非關稅障礙，

貨物與服務自由流通，金融機構自由化等方面，

確實有助於單一市場，生產基地導向的區域整

合。根據美銀美林估計，至 2030年 AEC生產總
值可望超過 10兆美元 ，同時 AEC居民消費力
的提升，訊息科技的改善，行動裝置與網路的普

及，導致區域內的交流與區域外的合作皆因此而

增加。企業佈局除考量原物料取得，鄰近消費客

群以及生產成本降低等因素外，也應思考如何結

合在地區位優勢，投入研發，經營品牌，並拓展

至其他市場，密切注意 AEC的發展趨勢，有效

利用優惠措施增加自己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

( 作者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化與跨國企業碩士，

現於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社會經濟委員會

投資貿易處實習 )

16   Siripunyawit, S. (2014). ‘What does AEC really mean?’ Bangkok Post. April 17.

17   參考新加坡代表處經濟組 (2014). ‘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2015) 之進展及新加坡政府協助業者拓展商機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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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非營利性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於本刊物內容有任何指教者，請逕洽本會編輯部主編黃暖婷（分機

544），更改收件資料請洽林金鳳小姐（分機 529）。

◎ 歡迎由 CTPECC網站，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Facebook粉絲頁。

連 絡 地 址：台北市德惠街16-8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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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 （02）2594-6528
P E C C 網址： http：//www.pe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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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箱

巴黎氣候峰會與 APEC共同強調
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陳子穎

最近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之締約方大會（COP 21）於 2015

年 12月在法國巴黎舉行，本次會議中，各國主

要在 2011年 COP 17所成立的德班平台（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 ADP）之基礎上進行新的談

判，並強調必須共同尋求政治承諾以建立一具有

均衡性及雄心壯志的協議。

本次會議達成的「巴黎協議」中有幾項爭

議受到環保團體之質疑，包括國家自主減碳預

期貢獻仍與全球升溫 2℃以內的目標有差距、全

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何時下降？ 2050年全球量化

減碳目標為何？此外，巴黎協議草案特別重視

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adaptation）更勝於減緩
（mitigation），然而，不論是調適或減緩的行動，

由於被歸類為在地行動，缺乏國際資金挹注，因

此，環保團體鼓勵巴黎協議中納入氣候變遷相關

融資行動，以協助發展中國家達成減碳目標。

APEC早在 2004年南亞大海嘯即開始重

視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天然災害對於亞太區域之

衝擊，由於全球約有 70%的大規模天災都發生

在亞太區域，並造成嚴重的人員損失與經濟衝

擊，因此，APEC在 2010年正式設立緊急應變

工作小組（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 EPWG）因應區域內天然災害相關議題。

為因應 2015年 APEC主辦經濟體—菲律賓

所設定的優先領域之一：「建立永續且韌性之社

群」，APEC領袖與部長通過「APEC減少災害

風險合作架構（APEC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Framework, DRRF）」 文 件， 做 為 2015 年

APEC緊急應變之成果以及亞太區域未來面臨

天然災害之因應基礎；該架構的主要目的為協

助 APEC經濟體強化調適力與能力建構，以因

應氣候變遷所導致頻繁天災的「新常態」（new 

normal），這也呼應了此次巴黎峰會強調因應氣

候變遷的調適之重點。

「APEC減少災害風險合作架構」包含有 4

個支柱：預防與減緩、準備、回應、復原與重建，

並強調應致力於降低全球價值鏈中中小企業的災

害風險，以支持包容性與永續性成長的發展，確

保區域內經濟體減少損失。

APEC與 COP21在氣候變遷的因應上具有

一致性方向，相信在巴黎協議出爐後，APEC經

濟體可致力於發展計畫以落實 DRRF，並有助於

達成巴黎協議所設定之目標。

（本文轉載自台灣經濟研究院網站「時事關

注」專欄，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氣候
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