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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要內容

◎

◎ APEC推動永續城鎮發展

◎ APEC數位貿易研究報告重點觀察

◎ 2017「全球風險報告」執行摘要

◎ 泰國的南-南合作經驗 - 
2017亞太永續發展論壇筆記

PECC主席致APEC貿易部長聲明:
21世紀亞太區域夥伴願景

2017年 5月 15日舉行第 24屆PECC大會，

PECC成員及受邀來賓於河內討論「21世紀亞

太區域夥伴願景」，在此感謝越南副總理兼外交

部長 Pham Binh Minh閣下進行的專題演說，重

申打造「無縫亞太社群」的重要性。他所提及的，

部分正是 APEC工作項目所處的背後脈絡。

APEC成員討論達成茂物目標 (Bogor Goals)

進程與後續的同時，我們認為此刻時機適當且具

急迫性，想表達對近期世界經濟發展與亞太區域

作為發展中心的看法。其次，未來的成長應該要

具備永續、創新與包容性，深化各地連通性及經

濟整合。重要的驅動來自結構改革、新科技—特

PECC 主席致 APEC 貿易
部長聲明 :21 世紀亞太區域夥伴願景

PECC主席 Don Campbell大使及唐國強大使
CTPECC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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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數位進展、電子商務、數位貿易、高品質人

力資本、具競爭力與創新性的中小企業，以及經

濟面、財務面與社會面等三方面包容。

亞太區域的前景

跡象顯示，亞太區域經濟體邁向復甦，但

東亞與東南亞新興經濟體預測成長趨緩，對此我

們感到憂慮。持續復甦的同時，也應關注最近成

長趨緩的結構原因，協力應對這個問題，同時急

需各層級政府部門提出包容性且具永續性的改革

倡議。

不平等日益擴大的政策倡議

不論是事實上的不平等，或是感受上的不

平等，近來都分割了公民、社群、區域，甚或

整個世界，亟需立即採取政策行動，有些已經

實施。許多常見的社會政策措施，像是取得基

本醫療、衛生、基礎教育、社會救助及社會保

險等，擴大且快速實施，但仍缺乏一套與經濟

政策措施有關聯且涉及結構面的創新作法。關

鍵挑戰在於運用即將蜂擁而至的科技所帶來的

分化、複雜與斷裂衝擊，促成傳統部門及傳統

工作的現代化與轉型。

我們呼籲各政府重申致力於貿易與投資自

由及開放。推動市場更有效率及更加開放，仰

賴持續的努力，但許多情形下很諷刺地，正是

未竟的自由貿易與改革阻礙企業—尤其是微中

小型企業 (MSMEs)—得以在相同立足點競爭。

許多壁壘措施與關稅無涉，需要另一番思維去

思考我們如何在區域層級討論、協商。我們須

要重建人民信心，讓其理解貿易自由化最終能

帶來繁榮，且要具體展現我們的工作能提升人

民的競爭力。

自由化實施以來，關稅降到歷史低點。

但消費者偏好的改變，例如追求更高標準、更

優良品質產品及其他偏好—包含與永續相關在

內—卻阻止許多企業成為國際貿易與全球價值

鏈的一環。這些障礙不成比例地衝擊最大的雇

主，即工作的最大宗來源：中小企業。應加強

這一類型企業發展經濟與技術合作 (Ecotech)的
能力，讓效果更為顯著。

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30充分反映出全世界以及亞太
區域今日所面臨的挑戰幅度。PECC認為，若要

達成永續發展的諸多目標，維繫開放的世界經濟

體是必要、甚至是充分的條件。當今世界的現實

環境讓我們認知到，若缺乏世界各地物料與智慧

資源的互通有無，是不可能達到永續發展目標提

到的像是零貧窮、零飢餓、完善的健康與福祉，

以及優質教育等目標。

找回開放

為改善當前世界經濟體的開放架構，已投

入難以計量的人力與財力。過去的努力帶來成長

與發展紅利，人類得以享有更好的生活水準，國

民所得毛額從 1970年的 $5,681美元 (以 2010
年美元為基準 )，增長到 2015年的 $9,931美
元。此外，1990年到 2013年間，11億人民得
以脫離絕對貧窮，絕對貧窮率於 2013年降到
10.8%。

這些數據證實世界經濟體的開放架構能帶

來成功與益處，而開放帶來繁榮的運作機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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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被瞭解透徹。故 PECC非常關切開放面臨
的威脅。若不認可開放的正面價值，恐將倒退至

難以預測的體系，將降低企業投資新廠、創造新

產品、新工作的意願。即便只是威脅，也會讓經

商環境充滿不確定性。

增加壁壘將造成成本上升，消費者選擇減

少。我們反而應該去探討不平等及所得停滯的

根源，提出適當的政策因應，確保更廣泛的成

長與發展在世界經濟秩序中得以持續。由於亞

太區域的經濟條件相對良好，故亞太區域在開

放的相關提案上，應一起合作扮演先鋒的角色，

充分運用過往在自由化、便利化，及技術合作

方面的深厚經驗。

隨著科技進步，政策倡議更廣、更深地

打破疆界藩籬，公平貿易的議題益顯重要。

過去三十年來，這個百年老議題爭論不斷。

部分跨國企業自願發起公平貿易倡議，而透

過他們實踐倡議的經驗，得以設計出更廣泛

的公平貿易體系。若要分配貿易的得利，則

採取競爭市場結構較為可靠，同時搭配因應

不平等根源的政策工具。

促進機會平等的各種措施中，影響最持久、

且政治上最不具爭議的，即改善人力資本。現

在經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新科技快速與廣泛發

展，衝擊貨物生產及服務提供的方式，衝擊貿

易，也形塑出新型態的工作與商業模式，更顯得

改善人力資本的重要性。PECC一直以來認為，

持續累積人力資本十分重要，因為它是經濟成

長的主要貢獻來源。若想縮小人民之間的貧富差

距，整個群體，以及群體內部都必須先縮小人力

資本的差距。

人力資本的發展，會觸及到健康、識字、

技能及企業家精神等議題，講求的是運用知識。

PECC與 APEC一直以來參與諸多提升人力資
本的倡議，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的
國際學生能力計畫 (PISA)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的人力發展指標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等多項衡量工具結果卻顯示，人力資本差

距仍大。和貨物貿易相比較，服務貿易及各年齡

層的教育投資並不夠國際化。儘管高等教育呈現

爆炸性成長，真正能跨國流動的學生、教師與講

師人數少之又少。

儘管近來遭遇逆流，亞太區域領袖應加強

推動自由貿易協議，建立信心持續推動區域性

倡議，持續補強涉及 APEC成員利益的區域性
措施，例如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協商，落實包含一帶一路倡議在內的連通性，

深化東協 (ASEAN)整合、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各個形式，並實施太平洋聯盟 (Pacific 
Alliance)，朝向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的終極目標努力。我們需要徹底檢視迄今這些

協議達成的工作項目，以改善國際市場的運作，

使企業與勞工受益於貿易。

2020後的 APEC

由於 APEC已啟動檢視「後 2020年願景」

的相關程序，在此我們呼籲 APEC慎重考慮下
述建議。開放的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收穫，固然

需要繼續維繫，卻也需承認一部分人不覺得從

中得益，對未來感到焦慮與不確定，需要我們

正視。APEC的角色是確保貿易自由化創造平
等出發點，讓人們有資金、能有效地在競爭日

益激烈的全球市場上競爭。措施應包括在無可

避免的變革發生時，祭出因應轉型與壓力，以

及因應舊產業所需要新技能、新心態的新產業

取代的社會政策。APEC作為創新思維的育成
者，也應繼續展現領導本領，處理新興的區域

及全球挑戰。

為確保未來 APEC工作會將這些變動納
入考量，我們建議第一步是在今年領袖會議坦

誠地針對各經濟體面臨的挑戰交換意見，利用

APEC長久建立起來的非正式、不具約束力的

氛圍，找出區域內各經濟體合作、面對這些挑

戰的方式。到 2020年里程碑只剩三年，重申我

們堅持自由及開放貿易、反對保護主義，且此

刻是建立 APEC願景小組的良好時機，以進一

步實現多方利害關係者對話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提出的構想。這項過程，應和官方進

程保持適當距離，促使利害關係者支持 APEC
的工作。PECC與 APEC長期合作的傳統，早

自 APEC成立後便建立起來，而 PECC致力
達成亞太區域整合、連貫及合作的目標，以及

提供前瞻思維，都與 APEC的議程不謀而合。

PECC重申將秉持開放式區域主義之原則致力
亞太區域的整合與合作，也有意願針對挑戰，

彙集利害關係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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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推動永續城鎮發展

陳威仲

永續
發展

APEC第二次資深官員會議的前夕，日本、

美國及越南連續三天舉辦 APEC城鎮化相關會

議，除「城鎮化主席之友會議」外，尚有「發

展測量及實現 APEC區域永續城市方法論工作

坊」，以及「永續城鎮化對話」，從實務、策略

到區域合作等各層面，進行深入交流。

歷史沿革

過去十數年間，綜觀 APEC推動城鎮化相

關的各項工作，僅以個別活動、倡議的形式，

散見於各次級論壇，缺乏系統性的聯繫及整合，

例如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曾推動商用建築

環保標準以及建築工程永續性；汽車對話討論

電動車；科技創新政策夥伴討論智慧城市、車

聯網、微中小企業與低碳轉型、最後一哩智慧

運輸；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有減少海洋廢棄物

等計畫；運輸工作小組則推動永續與創新運輸

系統；中小企業工作小組鼓勵綠色中小企業，

以及；能源工作小組所推行一系列能源效率、

低碳與再生能源計畫等。

大規模整合的城鎮化工作，以 2010年由美

日所提出的「能源智慧社區倡議」(Energy Smart 

Community Initiative, ESCI)為濫觴。ESCI下轄

多項倡議、計畫與網絡，為一大型傘狀倡議，並

依智慧運輸、智慧建築、智慧電網，以及智慧就

業與消費者等四大支柱推動，如圖一所示。

資料來源：陳威仲 (2010)

ESCI各項子計畫中，又以「低碳示範城

鎮」(Low Carbon Model Town, LCMT)，以及
我國的「知識分享平台」(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KSP)最為活躍。LCMT至今已有 6個
城市獲選，分別為天津于家堡 (2011)、泰國蘇
美島 (2013)、越南峴港 (2014)、秘魯利馬的聖
伯爾哈區 (2016)、印尼比通 (2016)，以及菲律
賓的曼達維市 (2017)。

我國主辦的知識分享平台 (網址：http://
www.esci-ksp.org) 則在 2011年第 41屆 APEC
能源工作組會議成立，與美國合作成立資料庫、

網站以及資訊管理中心，協助 APEC經濟體瞭
解 ESCI相關的政策研究、最佳範例，推動知識

與資訊交流，並促進公私部門夥伴關係。截至目

前為止，KSP已經蒐集跨 18個 APEC經濟體，

超過 400個案例，超過 10萬次瀏覽。

台美也分別在 2013、2015，以及今年舉辦
「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評選」活動，以推廣能

源效率與永續城市，並提升 APEC各經濟體的
參與及交流。回顧歷屆的評選競賽，參與者的人

數與來源逐年上升並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今年所

舉辦的第三屆「能源智慧社區最佳案例評選」活

動，計有 21個經濟體，共 197件案例參賽，評

審來自 8個經濟體及兩大研究中心，包含我國、

澳洲、香港、韓國、新加坡、泰國、美國、亞太

能源研究中心、APEC永續能源中心。得獎者則

來自包括我國、韓國、墨西哥、新加坡、泰國及

美國等 6個經濟體。

然而，在 2014年之前，APEC的城鎮化工
作仍以能源為主軸，直到中國大陸在主辦 APEC
時，提出「透過亞太夥伴關係形塑城鎮化與永續

城市發展的未來」倡議後，城鎮化工作才開始

走出能源議題逐漸發展而成今日的樣貌。近幾年

來，相對於其他跨年度議題，例如連結性、人力

資源，以及微中小企業等，城鎮化的工作並未受

到大力推廣，因此 SOM2會前的各項會議，正

勾勒 APEC新一輪城鎮化工作的輪廓。

SOM2階段性成果
本次會議的重要成果有四。首先是日本經

產省所完成的「永續城市發展手冊（Guid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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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Cities）」，協

助 APEC經濟體檢視永續城市重點工作的現況
與進展，包括資源循環、空氣、土壤、能源、

水、資通訊科技、運輸等，並提供相對應的解決

方案。該手冊提供APEC經濟體推動城鎮化時，

衡量永續程度的指標工具，以及參與城鎮化各部

門可參考的最佳範例，以及城市間互相觀摩與交

流的項目。

美國提出的「發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支

持廢棄物管理基礎建設及減少海洋垃圾」倡議是

第二項成果。該倡議不同於其他側重能源及資源

管理的計畫，聚焦減少廢棄物，其提出之背景為

2014年的藍色經濟，希望降低海洋汙染的合作，

減少海洋廢棄物，包括陸地排放之汙染。過去 4
年間，美國在APEC場域，主要透過「化學對話」

與「海洋與漁業工作組」合作，成立虛擬工作組

共同推動，今年的重點則在提升投資、建立有利

的法規及政策條件，透過提供財務誘因、健全基

礎建設、提升利害關係人參與等方式，強化廢棄

物管理系統，有效減少排放。

第三項成果為 APEC政策支援單位 (PSU)
所完成的研究 --「亞太區域城市永續發展夥伴
關係」(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for C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厚達 500
頁的報告分析亞太區域 14個城鎮化案例，包括

我國的大台北都會區，並指出經濟發展、基礎建

設、社會發展、自然環境，以及政府治理是達到

城市永續發展的 5個同等重要的工作面向，型

塑廣泛且強勁的夥伴關係則是推動經貿、永續都

會區、策略性基礎建設，以及提升投資的關鍵。

「永續城鎮化對話」會議後，越南所提出

的「APEC 2017永續城鎮化對話河內政策建
議 (Ha Noi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APEC 
Dialogue 2017 o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則總結了 SOM2一系列城鎮化會議所獲致的共
識與建議，計有 9項：

1. 城鎮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因此推動永

續、包容的城鎮化應是為永續、創新、包容

性成長的重要目標及基礎工作。

2. 為確保和諧及平衡的發展，以運輸及城鎮

中心網絡為基礎的土地開發與管理法律及

政策，應是優先工作，以便利區域連結、減

少城鄉發展落差、確保環境保育，以及整合

經濟競爭力、文化與社會各面向成為一個整

體。

3. 應推動因應區域特性而調整的創新解決方
案，例如運輸、水源供應、下水道系統、

垃圾處理、學校等，以提升超越行政疆界的

廣大城鎮區域的永續性及對自然災害的復原

力，以對抗城鎮化所帶來的挑戰，尤其是氣

候變遷。

4. 有鑒於各 APEC經濟體各城市面臨的氣候變
遷相關風險日益增加，尤其在山區、海岸、

低地、河谷等。都市計畫、管理與發展，以

及利用科技及社會基礎建設以發展安全、包

容住宅區等整合型解決方案是確保都市居民

生命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不可或缺的行動。

5. 發展綠色解決方案的科學與科技應用，包括

綠色、智慧、低碳城鎮、提升能源效率等，

應持續推動以開創 APEC經濟體間的合作新
趨勢。

6. 應藉由凝聚共識及分享最佳範例，推動

APEC優質基礎建設投資，確保永續城鎮化

及經濟成長。

7. 認可協助各城市克服城鎮化所帶來的挑戰是
重要工作，我們注及「永續城市發展手冊」

提供相關的解決方案。

8. 將生態保育及生物多樣性考量納入、提升以

及恢復環境涵容能 的政策框架，以促進永續

發展實屬必要。

9. 為了共同的未來，應鼓勵 APEC區域各城
市、城鎮中心間的連結，並強化都市計畫、

永續城鎮管理與發展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小結

沉寂多時的城鎮化工作，在 SOM2再次獲
得關注。從 2010年開始以低碳、能源效率為核

心，到 2014年納入連結性以及基礎建設的擴張
內容，今日的 APEC城鎮化更重視生態環境、

永續發展、夥伴關係，以及政府治理議題，尤其

是河內政策建議所揭示的生活品質與永續資源管

理層面，將過去著重的技術問題，逐步向 APEC
優先領域靠攏，顯示與 APEC重點工作，包括

結構改革、基礎建設、人力資源結合的潛力。對

我國而言，或可思考在既有的能源工作之上，

連結城鄉均衡發展、都市計畫以及就業與教育工

作，擴大與 APEC工作的銜接，可提升對城鎮

化議題的參與及貢獻。

(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

參考文獻

1. APEC, 2017, Appendix 2 - Summary of Key Findings of

the APEC 2017 Dialogue o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2017/

SOM2/024. 

2. 陳威仲，2010，綠色成長內涵與工作事項，亞太經濟合作評論，

18，頁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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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的南 - 南合作經驗 - 
2017 亞太永續發展論壇筆記

黃一展

永續
發展

永續發展成熱門課題

亞洲及太平洋永續發展論壇 (Asia Pacific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於 3月 29

至 31號，在曼谷聯合國總部舉行，主要針對未

來在貧窮、性別、糧食、環境、經濟等永續發展

議題 (又稱 2030議程 )方面，邀請會員國代表

與專家學者齊聚，形成共識，並擬定亞太地區未

來發展路線，供各國政府政策參考。

近十幾年，永續發展成為國際社會中的熱

門話題，不僅全球性的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

易組織 (WT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等，以及區域性的如歐盟 (EU)、東南亞國協

(ASEAN)，乃至諸多新簽署雙邊投資貿易協定，

都會考量永續發展目標。於 2015年底聯合國大

會上所通過的大方向共有 17個，分別在減緩極

端貧窮、健康經濟發展、人權與環保等，又各分

為若干執行細項，並依據不同國家的發展狀況，

予以調整。

在泰國，由於聯合國亞太總部設立於曼谷，

加上眾多 NGO在此發展，推行不同的專案，

讓泰國在十幾年前，便脫離了受國際援助的角

色，近年更是積極的將過往在農業改革的經驗，

輸出其他東協國家，特別是在「南 -南合作」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SC)方面，建立穩

定且可持續的模式，其中具體表現在與超過 120

個國家的合作項目，以及承諾投入數十億泰銖在

有關計畫。

若談起永續發展，其實泰國在早期便有類

似的思維，特別是前任國王普美蓬 (Bhumibol)

所提倡的「適足經濟」(Sufficient Economy 

Philosophy, SEP)，一直影響著泰國的經濟與社

會發展。簡單來說，SEP出現於 1990年代，時

值亞洲諸國經濟發展迅速，輿論圈甚至有「泰國

或將成為亞洲第五小龍」的說法，但泰皇並未採

納向資本主義靠攏的建議，反而是提出「自給自

足」、以民生必須為優先的產業發展模式，進

而有所謂的「皇家計畫」、「20年國家戰略」

(20-year National Strategy)、和「第 12期經濟

與社會發展計畫」(12th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2017 - 2021)等，強

調「適度」和「發展」並存的中間道路，而非以

GDP為唯一指標。

2003年停止接受外援後，隔年泰國政府在

外交部底下成立了國際發展合作機構 (TICA)，

用意是建立與其他國家的雙向合作，並開始輸出

自身的發展經驗。具體項目包含設立國家基金，

外派專家與農業服務團，於各大學建置獎學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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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發展中國家學生等，由於泰國傳統為產糧大

國，加上「皇家計畫」中針對各偏遠鄉鎮實行「一

鄉一特色」的計畫，因此泰國在糧食安全，生產

效率的進步，都可以讓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模範。

此外，TICA也致力於家庭計劃，公共衛生，技

職教育等領域的發展，以提升泰國整體競爭力與

生活水平。

直到 2015年，泰國總計投入了超過 27億

泰銖，用作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 ODA)，其中與科技和農業合作的部分

就佔超過一半，約為 14億泰銖。而透過 TICA

執行的外援計畫，也有將近七成直接流入鄰近東

南亞國家。除了 TICA，泰國政府另外也利用不

同的機構進行開發援助，例如透過睦鄰經濟發

展合作機構 (Neighbor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NEDA)對總計 12億泰銖

的基礎建設融資，以及透過國營的進出口銀行

(Export-Import Bank of Thailand)對執行相關計

畫的私人企業，提供約 6億多泰銖的放款 (2015

年 )。此外，在泰國財政部的支持下，NEDA和

TICA在近幾年也專注於投資貿易，環境保護等

議題，像是泰 -寮鐵路第二期工程，胡志明市防

洪計畫，都可以看到泰國官方的角色，以及將適

足經濟的哲學，運用其中。

南 -南合作的發展與泰國之角色

談起南南合作 (SSC)，可追溯至 1955年

第一次亞非會議 ( 又稱萬隆會議 , Bandung 

Conference)，當時的國際氣氛瀰漫著抵制美蘇

殖民主義，希望能夠關注平等發展與民族議題。

參與的國家多半是亞洲非洲相對落後的國家，

會議中也達成了「亞非會議公報」，「促進世

界和平與合作宣言」等共識，自此間間促成了

後來的不合作運動 (Non-aligned Movement)，

以及所謂的 77國集團 (G77)1的形成，也成為

日後發展中國家彼此密切合作的基礎。

在以往，低開發國家間的合作，很大程度上

受制於原殖民母國，或者外援提供國的影響，然

隨著部分經濟體逐漸脫離貧困，甚至有能力輸出

自身發展成功的經驗，開發中國家彼此幫助的

情形日增，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統

計，超過 15%的跨國合作專案，屬於 SSC或

著以三邊 (triangular)合作的方式進行。更甚者，

許多長期追蹤的調查也顯示，傳統 North-South

合作的結果，往往對於提供援助國有較大的利

益回報，反而對接受援助國並未達預期的效益，

因此也越來越多解決方案，從發想，籌資，到

執行全部來自開發中國家本身，不再依賴已開

發的國際強權，這也是 SSC的主要精神，希望

不僅納入更多在地化的考量，並在知識，經驗，

與科技等共享，而非仰賴先進國家從上對下的

指導 (top-down guidance)。

此外，2010年聯合國南 -南高峰會後，所

通過的奈洛比共識 (Nairobi Outcome document)

也點出多方利害關係人 (multi-stakeholder)協

作，是 SSC的核心概念，特別是應用在如今複

雜多變的世界，除了政府間的合作，非營利組

織，私人企業，甚至個別團體等投入也越來越重

要。誠然，傳統的 North-South模式，也仍扮演

重要角色，以促成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

根據聯合國估計，SSC所創造的價值可高

達每年 200億美金，而泰國，作為早期脫離受

援的角色，更是積極貢獻於國際社會，例如在十

年前便以達成千禧年發展第八目標 (MDG 8)2，

以及逐年提升對外援助佔國內生產總額的比例。

另外，在解決債務問題，藥物濫用管控，防止人

口買賣，以及 HIV防制等部分，近年來都可以

看到泰國政府做出的具體承諾與進步。

主要泰國參與的 SSC計畫與地區如表一，

可發現泰國在農業，教育交流，公衛醫療等領

域，具有相對優勢，足以運用其經驗協助其他開

發中地區。

1  發展中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與發展空間，團結起來在大型國際組織中，如聯合國，爭取發聲，並期盼在國際經濟秩序中，能妥

善考量較不發達國家的立場，提倡南 -南合作。雖目前參與國已超過 130個，但名稱仍維持 77國集團 (G77)。
2  MDG 8: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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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TIPP與AITC學術交流計畫，始於 1999年，

一開始僅提供柬緬越寮的人申請，爾後又開放其

他發展中國家人士申請，近年更是接受來自全球

的申請者。

Source: 參考 'South-South In Action Sustainability in 

Thailand'，作者自行整理。

此外，除了雙邊的 SSC，三方合作

(Triangular Cooperation)甚至多方合作，也是

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合作方式。泰國在這方面也

被視為重要的國際參與者，由於其位處東南亞

中樞，與許多開發中國家皆有交流關係，故也

成為不少第三方國家 /機構選擇合作的對象。

舉例來說，德國國際合作局 (Germ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IZ)就以曼谷

為運作中心，將合作與服務輻射至周邊以及其

他發展中地區，像是在寮國的 Strengthening 
of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GAP)，便是
由泰國政府農業部門，TICA和德國 GIZ共同
推行的計畫，另外該計畫也幫助寮國生產的農

產與水果，協助符合國際 ISO認證標準，以

利出口。

除德國外，泰國亦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一起主持「第三世界國家訓練專案」，

提供為期三年的教育，職業訓練給不同的地

區，訓練內容包含投資創業，能源效率，技能

培養等。再者，泰國與以色列合作的溫室種植

技術，農作保鮮技術和乳製場 (dairy farming)
科技等，都在部分亞太，非洲與中南美洲國家

推行成功。

結語

泰國不僅是農業大國，也在發展達一定程

度後，積極參與國際援外任務，並將自身經驗與

技術，推廣至其他地區。尤有甚者，結合傳統觀

念的「適足經濟」(SEP)，也被充分應用在各種
合作專案中，甚至由於泰國在達成 SDGs方面
的努力，在 2016年 G77國集團由泰國輪值主
席之際，在第 40屆部長級會議上，各國也一致

通過 SEP作為促成永續發展的重要參考，並希

望積極應用在政府，NGO以及私人企業的 SSC
行動中。

泰國並非特別富裕或領先的國家，卻在國

際社會中積極參與，輸出農業，科研，觀光發展，

公衛保健等經驗，協助相對落後的地區，是十分

值得借鏡的事。同時，藉由長期的交流計畫，深

耕受援國在地社區，提升泰國在當地的影響力，

也可作為台灣對外政策的參考。

（本文作為聯合國資訊與

通訊科技辦公室 (OICT) 顧問）

參考資料

1. Asia-Pacific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網址：http://www.unescap.org/events/apfsd4

2. South-South In Action Sustainability in Thailand, 

網址：http://tica.thaigov.net/main/contents/images/text_editor/

files/Sustainability%20in%20Thailand%20Expereince%20

for%20Developing%20Countries.pdf

表一：泰國對外援助計畫概覽

受援助地區/ 
國家 

執行機構 
(泰國) 

援助領域 計畫/專案舉例 

柬埔寨 
泰國政府

TICA

教育， 

農業， 

公共衛生， 

醫療 

班迭棉吉省設立產業訓練中心

鄉村醫療衛生推廣計畫

國公省建立醫院

寮國 
泰國政府

TICA

醫療， 

產業輔導， 

公共建設， 

環境保育 

Phone Hong 醫院計畫：由泰國

提供軟硬體，派常駐醫療團，以及

提供當地醫療訓練。

泰-寮鐵路

Borkaew 醫院第二期建設

農漁害風險管控計畫

緬甸 
泰國政府

TICA

教育， 

農業技術， 

公共衛生， 

財政 

仰光大學開設泰語學程

污染防治計畫

竹林復育與防止濫墾計畫

越南 TICA 教育，農業 

建立語言(泰語)發展中心

農產研發中心：提高越南蔬菜的

質量與產量

不丹 
泰國政府

TICA
教育， 

綜合外援 

於自然資源學院(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提供公務人員訓練

「不丹之友」(Friends of Bhutan)
計畫：派泰國志願者協助當地社區

發展，協助公衛，旅遊，飯店管理

科技，手工業，土木工程等。

太平洋區 TICA
學術， 

雙邊交流 

Thai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Programme (TIPP) / Annual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AITC) (註): 提供東加，東帝汶等

國家的學生，研究與交流機會，以

及赴泰獎學金。

中東 TICA

農業， 

水力資源， 

觀光旅遊， 

藥物濫用 

防制 

與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等

有長期的雙邊合作。

非洲 TICA
農漁業， 

獎學金計畫 

例如，協助莫三比克吳郭魚養殖

計畫，提供 TIPP，AITC 獎學金等。

拉美 TICA
農業，漁業， 

研發，能源， 

中小企業發展 

針對阿根廷，巴西，莫西葛和秘魯

等，中小企業(SME)發展，提供訓

練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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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數位貿易
研究報告重點觀察

陳翠華

數位
貿易

前言

美國於 2016年 APEC第三次資深官員會

議 (SOM3)期間，針對推動數位貿易提出「2017

年下階段推動數位貿易工作」（Next Steps for 

Advancing Work on Digital Trade in 2017） 倡

議，並獲總結資深官員會議 (CSOM)採認。為

推動此倡議，APEC政策支援小組（PSU）針

對數位貿易進行相關研究，於 2016年 10月提

出 APEC 數位貿易（Digital Trade in APEC）

報告草案。2017年彙整各經濟體之修正意見

後，於 4月提出「促進數位貿易包容性成長」

(Facilitating Digital Trade for Inclusive Growth: 

Key Issues in Promoting Digital Trade in APEC)

報告。此份研究報告之觀察重點為：有關數位貿

易較具爭議的「定義」及各經濟體較關注的議

題－跨境資料流通和電子商務法規。

數位貿易之定義

由於運用網路數位科技的產業變動太快，

因此各國用詞不同，無法精準定義，學界至今

仍無統一的用法。APEC政策支援小組數位貿

易研究報告採用全球領先的高增值管理諮詢公

司科爾尼〈A.T. Kearney〉之理論，以價值鏈

的概念將數位貿易分成五大區塊來加以定義。

這五大區塊為：內容物權 (Content rights)、

線上服務 (Online services)、技術應用及服務

(Enabling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連 結 性

(connectivity)、使用者介面 (User interface)。這

五大區塊事實上是相互依存，並不單獨成為一個

部門，業者通常也橫跨這些區塊，如臉書。在此

定義下的數位市場規模，預估 2015-2020將增

長 11%，服務成長最快可達 13%；其次是使用

者介面和內容物權達 10%；連結性只有 7%。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所熟悉的電子商務

(e-commerce)歸類於線上服務，且細分為電子

零售 (e-retail)和電子旅遊 (e-travel)。此與馬雲

所提的概念不同。馬雲認為電子商務這名稱將會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電子零售，或稱新零售。

跨境資料流通與隱私資料安全

提供跨境商品或服務，在自由貿易與全球

化的快速發展下已為常態。隨著資通訊科技之發

達，網路線上商務活動隨之頻繁。為擴張市場、

提高產能，企業經常需要蒐集、傳輸與利用相關

個人資料，使貿易更為便捷。因此個人資料的跨

境流動已成為跨國貿易之常態需求，隨之而來的

就是隱私資料的保護問題。為保護個人資料不被

濫用，許多國家紛紛制定個人資料保護的相關法

規。APEC中 13個經濟體有資料保護法，法規

精神都是國家安全利益高於跨境資料流通的需

要，只是各經濟體對隱私資料的定義不同。另一

方面，APEC部分經濟體目前某些措施導致企業

成本增加，阻礙數位貿易成長。簡言之，跨境資

料流通衍生安全問題，不跨境 (在地化 )則衍生

成本、無效率等問題。

為發展有效的個人資料隱私保護措施，同

時確保跨境資料安全流通，APEC近年致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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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CBPR System)，希望藉

此提升消費者對跨境資料傳輸之信賴，進而促進

區域內電子商務活動之發展。

貿易協定中的電子商務法規

WTO與 GATT與電子商務相關的法規是

早期定下的，存在許多傳統制造業的思維，相

對網路數位的新興快速發展，顯然有許多不足，

例如：新科技已經使產品與服務的界限變得模

糊。另一面，以美國為主的 FTA，在貿易與服

務採「負面列表」，但仍有部分產業被排除在

外；且大多無電子傳輸產品或數位碼之關稅，

對跨境資料流通無明確規範；金融服務則大多

在協定中自成一章節。而 TPP對於跨境資訊流

通有較明確的規定，如明確禁止公司在地化；

金融服務有其專章；智財保護較嚴格。但因川

普不支持 TPP，TPP前景不明，新版報告中沒

有TPP的段落，只略為提及，保留在比較表中。

研究報告指出，將數位產品列為服務，將給予

進口經濟更多監管餘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跨境資料流通之段落，小標題拿掉了「Free」

一字。

綜觀來說，跨境資料流通一直是各經濟體

意見較不相同的部分，在最新的修正版本中，

提及「跨境資料流通」時，不再強調「自由」

(free)，內容亦大幅修改，可視為重要的進展

之一。也就是說，跨境資料流通是 APEC網路

數位經濟重要的議題，各經濟體的分歧在此次

報告中已有合作的進展。有關跨境資料流通方

面的工作，當前最重要的就是推動「APEC跨

境隱私資料規則 (CBPR)體系」 。原先持觀望

的經濟體，預期會有部分提高參與之意願，如

泰國。

結語

我國於 2016年底就已在 APEC年度部長

會議中表達申請加入 CBPR體系之意願，且

積極展開申請作業。政府為提升各中央目的

事業及外界對於跨境隱私保護規範暨 APEC 

CBPR體系之認識，於本 (2017)年 10月 2日

將舉辦參與 APEC跨境隱私資料規則 (CBPR)

體系能力建構研討會，盼透過跨境隱私保護國

際趨勢、我國個資法及 APEC CBPR體系制

度內容之說明，使各界對於 APEC CBPR體

系以及加入可望帶來之效益能有基礎認識，以

利後續推動加入 CBPR體系，為爭取跨國商

機奠立基礎。

為達爭取跨國商機之目標，政府除了積極

推動有關 CBPR體系之參與及相關活動外，在

舉辦 CBPR相關之研討會時，應多與南向政策

之重點國家合作。因為美、加、墨、日、韓雖早

我國加入 CBPR，但並無協助其他經濟體加入的

相關工作，僅協助該經濟體之企業加入之活動。

我國若在建置基礎法規上與南向國家合作，除能

更了解這些國家的法規環境，同時也能增加往後

與其數位貿易方面的合作機會。因為跨境隱私法

規的建置與網路數位產業習習相關。我國與南向

國家在 CBPR(法規面 )的著力越深，就越能有

其數位商機之機會。

在 CBPR研討會方面，特別要注意 CBPR

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因中小企業不僅是我國的強

項，也是南向國家重點發展之項目。然而，目前

加入 CBPR之企業多為大型跨國企業，因此提

供中小企業低成本之加入路徑和措施，為 CBPR

研討會不可忽視之工作項目。

(本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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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球風險報告」
執行摘要

林子科 譯

全球
風險

數十年來，全球風險報告專注於全球風險

的演變和不同風險間內部深層的關聯。在報告

中也強調一些持續存在的潛在風險和長期趨勢，

如不對等及深化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的風險，

這可能會加劇經濟復甦疲乏和快速技術變革的

相關風險。隨著世界各國對政治不滿情緒高漲，

2016年中這些趨勢遭到更高度的關注。最高調

的破壞性跡象已經出現在西方國家─英國脫歐

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但在全球範圍內，有證

據顯示人們對國內和國際現狀的各方面產生了

越來越強烈的抵觸情緒。

全球風險格局

全球風險報告其中一項關鍵投入分析是

全球風險感知調查 (Global Risks Perception 

Survey, GRPS)，他綜合了各年齡層、國家、

領域 (商業、學術界、民生和政府 ) 多樣化的

觀點。

今年的調查結果，發現了全世界正面臨

著五大挑戰。前兩項屬經濟類別─事實也證

明 GRPS 受訪者將收入增加和財富不均列為

未來十年全球發展的重要趨勢─這表明經濟

成長的復甦是需要的。但反民粹主義興起的

情緒越來越多，這意味著我們已經錯過了能

補救社會的階段。同時，重組資本市場必須

列入議程。

隨著 2016年令人驚訝的選舉結果和在歐洲

乃至強調國家主權和傳統價值觀念的黨派崛起，

更凸顯兩極分化和民族情緒的社會趨勢被列為前

五項的挑戰之一。因此對於身份和社區認同的重

要性成了下一個挑戰。在性別、性取向、種族、

多元文化、環境保護及國際合作領域的快速變化

讓許多選民覺得被自己的國家給遺忘了，尤其是

老人和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此產生的文化分裂

正考驗社會和政府的凝聚力，如果問題不解決，

這將會擴大許多其他風險。

雖然反建制政治運動有意譴責全球化惡化

了社會前景，但證據顯示管理技術變革是勞動市

場的一個更重要的挑戰。從歷史上來看，創新似

乎製造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確也摧毀了舊有

的，不過這過程有可能會放緩。現階段技術變革

具有高度顛覆性，而同時社會凝聚力和決策合法

性面臨多項挑戰，這並非巧合。

第五項重要的挑戰是在全球合作中保護和

強化我們的系統。例如越來越多的國家正試圖

退出各種國際合作機制。全球體系正持續從外

向型轉為內向型，這情勢將會具有極大的破壞

性。除了持續不間斷的敘利亞危機和其引發的

移民風潮，全球合作對形成風險格局的相互聯

繫越來越明顯。

另一些挑戰是屬於需要全球共同合作的環

境類，這一類在今年 GRPS 調查中特別突出。

在過去數十年中，一系列與環境相關的風險─尤

其是極端氣候事件、為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行

動失敗以及水資源危機，始終是風險格局中的一

項核心特徵，並與衝突、移民等其他許多風險密

切相關。 今年，環境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加嚴重，而在這一類別下的所有五項風險的發生

概率和影響力都高於平均水平。

社會和政治挑戰

在去年的選舉震懾後，許多人問，西方民

主國家主流政黨危機是否代表民主本身有更深

層的潛在風險。第二部份的報告考慮了三項 "焦

點風險 "中的第一個評估了三個相關的理由來思

考 : 經濟和技術的快速變化帶來的衝擊；日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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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社會和文化的兩極分化；以及 "後真相 "政

治辯論的出現。政治進程面臨這些挑戰讓政策問

題成為了關注焦點，例如如何使經濟增長更具包

容性，以及如何協調日益崛起的身份認同民族主

義與多元化社會之間的關係。

第二項焦點風險也與社會和政治的運轉有關：

它關注政府如何逐步壓縮公民社會組織和個人活

動家的公民空間，範圍從限制外國資金到監控數

字活動，甚至到施行身體暴力。這些措施雖然聲

稱目的是為了保護公民免遭安全威脅，但學術、

慈善和人道主義機構已經表明感受到其影響，而

且這些措施有可能威脅社會、政治和經濟穩定。

對政治和經濟現狀不滿的背後潛藏著一個

問題 : 社會保障制度正瀕臨瓦解。第三個焦點風

險分析即是國家制度資金的不足，如何與雇主支

持的社會保障計劃衰落同時出現；在「零工經濟」

時代，技術變革意味著穩定的長期工作讓位給自

由職業。如今，與失業、被開除、疾病、殘疾和

高齡化之類的經濟和社會風險相關的成本主要由

個人來承擔，社會保障體係因此出現了缺口，該

章內容建議採取一些創新來填補此缺口。

管理第四次工業革命

報告的最後一部份探討全球風險和第四次

工業革命出現的新技術彼此之間的關係。如果

我們需要開發和運用這些新技術，我們需要制定

規則、規範、標準、誘因、制度和其他機制，因

此我們正面臨一項緊迫的治理挑戰。如何管理快

速發展的技術是一個複雜問題：調控若過重過

快，則可能會阻礙技術發展；但缺乏治理則可能

加劇風險，並且會產生不利於潛在投資者和創新

者的不確定性。

目前，新興技術的治理是不完整的：有些

管控嚴格 ;有些不符合任何監管機構的職權範

圍，因而處於幾乎不受監管的狀態。GRPS的

受訪者認為，最需完善治理的是以下兩項新興技

術：生物技術，一般處於高度監管之下但進展緩

慢；而針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監管卻非常

有限。重點講述人工智能相關風險的一章思考了

人類將更大決策權交由人工智能程序會帶來的潛

在風險，並討論了是否以及如何應對智力水平高

於人類的機器發展。

報告最後評估了技術在重建物理基礎建設

上帶來的風險 : 不同基礎設施網絡之間的相互依

存度日益加深，擴大了系統失靈的影響範圍─無

論像是網路攻擊、軟體故障、天然災害或其他原

因引起的系統失靈都可以在不同網路間擴散，並

以不可預測的方式影響社會。 

（譯者為東吳大學企管系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