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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 a c i f i c  E c o n o m i c  C o o p e r a t i o n  

C o u n c i l ,  P E C C）在八０年代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經貿合作組

織，由亞太各國產、官、學界菁英所組成。其後由於新組

織與區域整合模式的變化，尤其是因應 1 9 8 9 年具有各經濟

體官方支持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 s i a - P a c i f i c  E c o n o m i c  

C o o p e r a t i o n ,  A P E C）的成立，P E C C 對自身的角色進行了新的

調整。

歷經多次的組織變革，如今的 P E C C 已由一個計畫架構

論壇，轉型為一個以研究案為主要架構的組織，提供亞太各

國產、官、學界，針對區域內各項議題進行研討、交流的重

要國際平台。2 0 0 8 年度分別針對糧食危機、國際勞工移動、

氣候變遷與綠色機會等等議題進行了研究與討論，為各國合

作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

而「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 C T P E C C )

作為我國參與 P E C C 的代表機構，除了負責參與、協調國際

研究交流活動之外，對內也肩負著教育、宣傳的任務，使國

人能更加瞭解亞太區域目前的政治經濟動態，進而厚實我國

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能力。在這方面，C T P E C C 每年皆舉辦

多項論壇、會議與大小活動，廣邀社會賢達交流討論，同時

也透過網站經營、出版各項刊物等方式，使訊息傳播更為廣

泛。

呈現在各位眼前的這本《2 0 0 9 - 2 0 1 0 太平洋區域年鑑》，

便是上述努力的一部份。本年鑑的前身是《太平洋經濟與合

作發展論叢》。該論叢係以當年度亞太區域內發生的各項重

要議題為焦點，以個別的議題分析論文方式呈現，編輯成冊，

使讀者便於查找該年度重要議題的線索。

為了使讀者獲取更全面而系統的視野，由點至面至整體地

掌握亞太區域政經發展的構造，CTPECC 特將既有的《太平洋經

濟與合作發展論叢》，改編為《太平洋區域年鑑》(Survey of the 

Pacific Region)，以四個部分的完整架構向讀者介紹亞太區域的動

態。

第一部份是「P E C C 簡介與動態」，除簡要回顧 P E C C 的

宗旨與沿革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國人報告當年度 P E C C 的運

作情況，以及我國在其中的工作成果。

第二部分是「區域政經現狀與展望」，以整體回顧、掃

描的方式，分別就經濟與政治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使讀者從

全局的高度，快速掌握當年度亞太區域的經濟與政治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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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區域合作與整合」，係就區域內的經濟整

合進程，作一現況報導與分析，並由表及裡地解析各項合作

方案的背後動力，除涉及多邊的區域經濟合作方案之外，也

將深入討論目前盛行的各種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第四部分則是「議題研析與前瞻」，挑選當年度具有深

遠影響的重大議題進行專題分析，務求超越表面現象，從亞

太區域以至全球政治經濟的脈絡中理解箇中意涵，作為未來

走向的判斷參考。

我們希望依此架構，能夠幫助讀者掌握亞太區域的局勢。

尤其 2009 年全球經歷了全球金融 / 經濟危機的許多驚險關頭，

如今復甦的趨勢才正浮現，過去的經濟成長模式受到挑戰，也

牽動了新一波的國際政經關係的變化。

結合了產、官、學界參與的 P E C C，對我國而言是一個

極為重要的國際舞台，面對新的亞太局勢，我們的各項工作

可謂任重而道遠。藉《2009 -2010 太平洋區域年鑑》出版之際，

本人謹與 C T P E C C 秘書處同仁共勉，期許繼續積極參與 P E C C

活動，強化我國對 P E C C 的貢獻，靈活運用 P E C C 管道為國人

服務。

            CTPECC 副主席暨秘書長

                         



PECC 簡介

太 平 洋 經 濟 合 作 理 事 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以下簡稱 PECC）是一個由亞太區域各國產、官、學三方

的資深代表共同組成的國際組織，其目標是希望透過共同討論亞

太區域的發展情勢與政策，為區域內的貿易、投資、金融與其他

主要產業部門提供合作與政策協調之平台。

PECC 成立於 1980 年，目前 PECC 有 23 個會員體（Member 

Committee）：澳洲、中華台北、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哥

倫比亞、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厄瓜

多、紐西蘭、南太平洋論壇、秘魯、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美

國、越南以及蒙古；並有 1 個副會員（Associate Member），即法

屬太平洋島嶼；另有太平洋盆地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與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2 個組織會員。 

PECC 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非政府觀察員，為 APEC

提供相關資訊與政策分析，也是私部門參與的正式管道，APEC

秘書長則受邀至 PECC 常委會與年會中報告 APEC 工作概況。同

時，PECC 也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等有密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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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之成立與沿革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推動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最力者是日

本。1965 年 10 月，日本學者小島清（Kiyoshi Kojima）及粟本

弘（Hiroshi Kurimoto）首次提出了成立一個太平洋貿易自由區

（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的呼籲，此即後來太平洋貿易

暨發展會議（以下簡稱為 PAFTAD）的起源。自 1968 年成立以

來，PAFTAD 曾多次對 PAFTA 的觀念進行討論，但對其成立的

可能性則多表悲觀。 

在推動 PAFTA 失利後，日本改而倡議組成太平洋貿易與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for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OPTAD）。其主

要目的是： 

1. 強化美、加、日、澳、紐五國的貿易關係。

2.   加強對區域內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並改善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

的貿易關係。 

另一方面，在日相大平正芳的推動下，日本於 19790 年成

立了太平洋盆地合作研究小組（Pacific Basin Cooperation Study 

Group），1980 年 5 月該小組提出研究報告，其要點有三： 

1. 防止排外性的區域主義興起。 

2. 維持自由及開放的互賴關係。 

3.  本組織應為各國關係的輔助工具，不能與各國現存的雙邊及多

邊關係產生抵觸的效應。 

1980 年 1 月，大平氏訪問澳洲，與當時澳洲首相 Malcolm 

Fraser 達成協議，將針對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舉行

非官方的研討會。日本選擇澳洲作為合作夥伴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1.  如果由美日共同提出此一構想，將會使亞太地區的國家有不當

的連想。 

2.  日本與澳洲早在六○年代起就已經在進行合作，1968 年成立

的 PAFTAD 就為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故在人員交流及資訊交換

上早有一套規範可循。 

3.  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侵略的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計畫存有戒心。 

1972 年，日本及澳洲針對 OPTAD 進行聯合研究，結果對成

立 OPTAD 表示正面的肯定。1979 年，澳洲國立大學教授 Peter 

Drysdale 及美國 Hugh Patrick 教授也提出了成立類似 OPTAD 國際組

織的構想，其建議的架構觀念後來影響 PECC 甚深，特別是 PECC

組織架構中最重要的執行單位 --「任務小組」（Task Force）。 

1980 年 9 月，日本及澳洲在澳洲國立大學舉行了太平洋共同

體研討會（Pacific Community Seminar）。會議主席為該校校長 John 

Crawford 爵士及 Drysdale 教授。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要釐清太平洋

地區經濟合作的目標，並且尋求協調本區域內國家及如何加強區

域合作。在本會議中亦確立了一個重要原則，即產、官、學界投

入本區域的經濟合作，後來這也成為 PECC 最大的特色之一。 

在溫哥華宣言中，對 PECC 的組織架構特性有以下四點宣示： 

1.  PECC 的代表來自產官學三個部門； 

2.  PECC 是一個諮詢性，尋求共識及政策導向的組織； 

3.  PECC 是一個具有現實性及前瞻性的組織； 

4.  PECC 是一個以尋找解決問題方法為主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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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的組織架構有六個主要部份，分別簡單說明如下： 

1.  大會（General Meeting）：大會是 PECC 最主要的論壇。在大會中，

會針對自上次大會至本次大會間各任務小組所進行的工作進行

討論。此外，大會亦會針對未來 PECC 的活動方向進行討論。在

1995 年北京大會前，PECC 每十八個月召開一次。北京大會後，

改為每兩年召開一次。 

2.  會員體委員會（Member Committee）：負責協助大會及任務小

組推動各項活動，並積極爭取該國政府對大會的支持與各項活

動之參與。這些委員會分別由各會員國之產、官、學三方面

（Tripartite basis）代表所組成。 

3.  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為 PECC 的最高決策單位，負

責籌劃、指揮並執行 PECC 的各項活動計劃，此外，並負責

監督各任務小組的工作。常委會下設一財務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由數位常委會成員組成，負責審查有關 PECC 基金

之運用以及國際祕書處預算等財務事宜，目前由中華台北委員

會辜董事長濂松擔任主席。常委會係由各國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組成，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就 PECC 重要工作之推動進行討論

與決議，會議主席則由當屆國際主席（亦為該屆大會主辦國之

主任委員）擔任。 

4.  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為常委會的代理執行單

位，也堪稱是 PECC 的核心小組，負責策劃與執行。目前執委會

的成員有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印尼、日本、韓國、紐

西蘭、新加坡、中華台北、美國等共 11 席。 

5.  任務小組與計劃（Task Forces and Projects）：任務小組在 PECC

改組前是 PECC 的主要運作單位，在常務委員會的認可下，透

過召開會議、研討會及進行研究計劃等方式來推動 PECC 的運

作。在 1996 年 9 月哥倫比亞常務委員會決議重新調整本會現

有之任務小組架構，原有 17 個任務小組與 APEC 相關工作小

組（Working Group）關係密切，其研究成果更提交 APEC 成為

政策宣言（Policy Statement），充分扮演 APEC 智庫的角色。這

17 個任務小組為：

    (1)  太平洋經濟展望結構小組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Structure 

Project Group, PEO) 

(2)  太平洋經濟展望預測小組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Forecast 

Project Group, PEO) 

(3)  貿易政策研討會 (Trade Policy Forum, TPF) 

(4)  人力資源發展任務小組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Task 

Force, HRD) 

(5)  金融市場發展計劃 (Financial Markets Development Project 

Group, FMD) 

(6)  科學與技術任務小組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sk Force, S&T) 

(7)  電 信 論 壇 工 作 小 組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Forum, TIIF) 

(8)  漁業合作暨發展小組 (Fisheries Task Force) 

(9)  礦產研討會 (Minerals Forum) 

(10)  運輸任務小組 (Transportation Task Force) 

(11)  能源研討會 (Energy Forum) 

(12)  觀光研究小組 (Tourism Task Force) 

(13)  糧食暨農業研討會 (Food & Agricultur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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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太平洋島嶼國任務小組 (Pacific Island Nations Task force, PIN) 

(15)  中小企業聯絡網（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Network, SME） 

(16)  永續城市任務小組（Sustainable Cities Task Force） 

(17)  同 儕 互 助 與 檢 視（Peer Assistance and Review Network, 

PARNet）

2001 年香港大會，PECC 常委會同意改組為三大論壇，其下設

相關任務小組，分別是：

(1)  貿易論壇（Trade Forum）

a. 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b.  APEC 與 WTO 的貿易與投資議題（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 in APEC and WTO）

(2)  金融論壇（Finance Forum）

a. 金融機構發展（Finance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b. 金融貨幣合作（Financial Monetary Cooperation）

(3)  社區建構論壇（Community Building Forum）

a. 永續城市（Sustainable Cities）

b. 太平洋島嶼國 - 資訊科技（PIN-IT）

c. 人力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跨組（Cross-cutting）

a. 太平洋經濟展望結構小組（PEO Structure）

b. 太平洋經濟展望預測小組（PEO Forecast）

c. 太平洋糧食體系展望（Pacific Food System Outlook）

2005 年首爾大會後，PECC 決定以計劃來取代任務小組，而計

劃分為三種，分別是國際計劃、會員體計劃、重點計劃。

6.  國際祕書處（PECC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最初幾年 PECC

會議，並無固定的祕書處，皆由主辦下屆大會之地主國總其

成。1990 年 1 月，PECC 在新加坡設立永久秘書處，負責召

開大會之事宜，並處理常務委員會與各任務小組的聯繫、出

版等相關行政工作。

組織架構

常設委員會（SC）：是 PECC 的主要管理機關，是由 23 個

具有完全會員資格的會員委員會所組成：澳洲、汶萊、加拿大、智

利、中國、哥倫比亞、厄瓜多、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

西亞、墨西哥、紐西蘭、蒙古、秘魯、菲律賓、新加坡、太平洋

島嶼論壇、中華台北（台灣）、泰國、美國與越南。現任主席

為 Dr. Charles Morrison。

執行委員會（EC）：是代表常設委員會監管相關活動的核心小

組，是由 11 個會員委員會所組成：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印

尼、日本、韓國、紐西蘭、新加坡、中華台北（台灣）與美國。執

行委員會主席由常設委員會主席兼任。

財務委員會（FC）：負責 PECC 中央基金之控管，由 6 個會員

委員會所組成：澳洲、智利、日本、新加坡、中華台北（台灣）

與美國。現任主席為辜濂松先生。

信託基金保護委員會（TPC）：負責特別基金之監管，PECC 特

別基金係由中華台北（台灣）、韓國、汶萊、中國與新加坡共同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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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委員會共由 5 個捐助的會員組成，現任主席為辜濂松先生。

PECC 國際秘書處：現位於新加坡，現任秘書長為 Mr. Eduardo 

Pedrosa，秘書處網址為：http://www.pecc.org/。

CTPECC 簡介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以下簡稱

CTPECC），成立於 1984 年，並於當年加入 PECC 成為觀察員。1986

年 11 月，CTPECC 於第五屆 PECC 大會時提出會員申請案並獲

得通過；自此，CTPECC 遂成為 PECC 的完全會員，代表我國參

與 PECC 各項活動。

CTPECC 董事會成立於 1991 年 7 月，辜振甫先生獲選為第一

屆董事會董事長。CTPECC 現任董事長為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的

辜濂松董事長，副董事長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洪德生院長與嘉新水

泥公司張安平副董事長，其他董事會成員則由國內的產、官、學

三方之菁英代表所組成。

CTPECC 秘書處設於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秘書長由洪

德生院長兼任，副秘書長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江啟臣代

處長。CTPECC 秘書處網址：http://www.ctpecc.org.tw。

CTPECC 工作內容 
CTPECC 自 1986 年起，每年舉辦一場國際性的「太平洋經濟

共同體研討會」，該研討會邀請 PECC 各經濟體之產、官、學代表

共同參與討論，並交換重要的區域資訊。

CTPECC 於 1994 年 3 月起，每季均舉辦一場「太平洋企業

論壇」，論壇之目的在於集結國內產、官、學三方之專家共同討論

亞太區域之情勢與策略。

CTPECC 也針對重要的區域議題提出相關之國際型計畫，以

呼應當前國際上對於相關遷議題之重視。例如：2008 年提案舉

辦「Price Fluctuations: Cause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Option」；2007 年

提案舉辦「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Opportunities: Business, Society, 

and Cooperation」等。2009 年，CTPECC 將主辦 2009 年第三十三屆

太平洋貿易暨發展論壇（PAFTAD）國際研討會，主題訂為「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TPECC 目前共出版四項刊物，以推廣相關資訊與活動：

（1） 每月發行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2）  每季發行「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3） 每年發行太平洋區域年報。

（4）   每年發行太平洋經濟合作與發展論叢，並於 2008 年起擴充

為太平洋區域年鑑。

維護、營運 CTPECC 網站內容，使其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區域

經濟整合網」。

CTPECC 過去也曾執行國際型計畫或擔任任務小組協調者，包

括：科技任務小組、漁業任務小組、人力資源任務小組、貿易政

策論壇，與「中小企業發展之政策環境」、「資本市場發展之泛太

平洋區域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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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項：

國際工作

（1）   PECC 大會及相關會議

（2）   PECC 國際計畫的倡議與參與

（3）     「第三十三屆太平洋貿易發展論壇（PAFTAD 33）」暨「第

二十四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國際研討會

國內工作

（4）   太平洋企業論壇與其他國內會議

（5）   中英文刊物出版

（6）   網頁更新

（7）   亞太青年事務培訓營

細項報告：

（1）  PECC 大會及相關會議：

PECC 於 2009 年 5 月 10-13 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信託基

金保護委員會（Trust Protective Committee Meeting）、財務

委員會（Finance Committee Meeting）、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以及第十八屆大會（General Meeting 

XVIII）。相關會議重點摘要如下：

a.    5 月 12-13 日是 PECC 第十八屆大會，主題是經濟危

機與復甦：亞太經濟體的角色（Economic Crisis and 

Recovery: Roles for Asia-Pacific Economies），七個場次分

別是：（一）亞太經濟趨緩：多深、多久？、（二）區域

經濟體在危機中的政治意涵、（三）全球貿易下滑：保

護主義者的風險與太平洋地區的因應、（四）重建全球

金融穩定：亞太地區的重要角色、（五）經濟復甦與後

京都合作：挑戰與機會、（六）亞洲的復甦之路：邁向

成長新模型，以及（七）新經濟秩序下的亞太角色。

b.    本會主席辜濂松因故不克出席此次會議，所以 PECC 國

際秘書處邀請本會洪副主席德生代替出席，並信託基金

保護委員會。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信託基金餘額

為 US$ 1,657,713，且所有承諾捐款皆已到位。新任新加

坡主席 Tan Khee Giap 除了接替 Tan Teck Meng 在信託基

金保護委員的席位，也當選為基金管理人（Trustee），

負責管理信託基金。

c.    財務委員會也是由我國委員會洪副主席德生主持，基本

上執行委員會已經在今年二月檢視並通過 PECC 在 2009

年的預算，常委會審視並接受執委會的建議。

d.    洪副主席德生在常委會報告：我國即將於 10 月 6-8 日在

台北主辦第三十三屆太平洋貿易暨發展論壇（The 33rd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Forum, PAFTAD 33），主題

是「亞洲與太平洋的政治經濟整合」（The Polit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相關籌

備工作已經就緒，洪副主席特別感謝 PAFTAD 主席 Hadi 

Soesastro 與澳洲國立大學 Peter Drysdale 教授的協助。

e.    在本會爭取下，我國成功加入 PECC 核心小組 - 執行委員

會（23 席僅取 11 席）。此外，PECC 四席主席位置，本

會即佔兩席（財委會、特別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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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CC 國際計畫的倡議與參與：

a.    主 導 三 項 國 際 計 畫：“Th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Es”,“Trans-Pacific Cooperation in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Opportunities: Business, Society, and Cooperation”.

b.    參與 PECC 旗艦研究計畫「區域現況（State of the Region, 

SOTR）」報告，SOTR 計畫每年將成果呈報 APEC 部長會

議參考。

c.   3 月 24-25 日，本會洪副主席德生與邱達生副研究員前

往日本大阪參加 PECC「區域現況」（State of the Region, 

SOTR）會議。PECC- 太平洋經濟展望（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PEO）小組有鑑於國際經濟情勢變化迅速，原先

的定期經濟景氣預測近來有趕不上經濟環境變遷速度的

趨勢。有鑑於此，「區域現況」（SOTR）計畫協調人暨 PECC

加拿大委員會主席 Yuen Pau Woo 建議將原先的 PEO 預

測會議改為 SOTR 研討會，並於今年 3 月 24-25 日在日本

關西社會經濟研究所舉行 PECC-SOTR 研討會，主題為：

「區域對經濟危機的因應」（Regional Responses to the 

Economic Crisis），共有四個場次：第一場次主題是「危

機對區域的衝擊」（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the Region）、

第二場次是「經濟危機的政策因應」（Policy Responses 

to the Economic Crisis）、第三場次是「國際合作的意涵」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以及第四場次

主題為「重建全球貿易體系信心」（Restoring Confidence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d.  10 月 9-10 日，本會兩位副董事長張安平先生與洪德生院

長率團參加 PECC 新加坡研討會，會議主題為「經濟危機

與復甦：提升亞太區域經濟韌性、結構改革與自由貿易」，

其他同行成員為本會副秘書長江啟臣博士、副研究員邱

達生博士、趙航博士。10 月 9 日舉行的會議包括：主要

場次一「亞太區域的危機與復甦：我們當前處境以及必

要作為」（Crisis and recove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ere 

we are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主要場次二「區域的

長期因應：財政結構與其他方面之改革以提升區域經濟

韌性」（The region’s longer term responses: fiscal, structural 

and other reforms to enhance regional resilience），與主要場

次三「新全球治理下的亞太角色」（The Asia-Pacific in the 

new global governance）。10 月 10 日舉行的會議包括：主

要場次四「APEC 貿易議程」（An APEC trade agenda）、主

要場次五「APEC 氣候變遷與永續環境議程」（An APEC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genda）、同時

舉行的四場特別場次（special sessions），以及最後的圓

桌討論會場次「區域組織架構之未來」。四場特別場次

分別是：特別場次一「為公司與中小企業提振貿易融

資」（Reviving trade finance for corporations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特別場次二「為亞太經濟體提升社

會安全網、教育與公共住屋」（Enhancing social safety net, 

education and public housing for Asia Pacific economies）、

特別場次三「亞太區域經商便利化」（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Asia Pacific），以及特別場次四「新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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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的綠化環境與永續發展」（Green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emerging economies）。CTPECC

副主席洪德生博士與張安平先生獲得主辦單位邀請，分

別擔任特別場次一與場次二的專題演講人與場次主席。

（3） 「第三十三屆太平洋貿易發展論壇（PAFTAD 33）」暨「第

二十四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國際研討會：

10 月 5-8 日，「第三十三屆太平洋貿易發展論壇（PAFTAD 

33）」暨「第二十四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國際研討會在台

舉辦，其中 PAFTAD 系在本會爭取下第一次在台舉辦。此次會議總

共有來自澳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中國大陸、日

本、韓國、紐西蘭、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香港

、越南以及我國等 17 個國家或地區的 30 多位國際知名學者與會。

會議共分九個場次，場次一主題：政治選擇與全球貿易

體 系（The political choice an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場 次

二主題：經濟與政治對世界貿易與投資流動結構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n the structure of world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場次三主題：亞太整合的經濟與政治構造（The 

architecture for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s）；場次四主題：亞太區域貿易安排之影響分析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 analysis of their 

impact）；場次五主題：做為亞洲整合動力的投資、生產與貿易

網絡（Investment, production and trade networks as drivers of Asian 

integration）；場次六主題：東協整合（ASEAN integration）；場次

七主題：全球與區域脈絡中的兩岸貿易（China-Taiwan trade in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xt）；場次八主題：應對亞太更深度的整

合（Managing deeper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場次九主

題：亞太經濟整合圓桌論壇（Roundtable on the futur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4）太平洋企業論壇：

a.  第一場企業論壇：3 月 27 日，本會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年度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主題為：「兩岸經貿整

合對亞太區域的影響」。致詞貴賓包括：本會主席辜濂松

董事長、外交部歐鴻鍊部長與海峽交流基金會江丙坤

董事長。第一場次主題是「兩岸經貿整合趨勢與我國

因應策略」，由本會洪德生副主席主持。演講人及與談

人包括：經濟部林聖忠常務次長、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

李允傑教授、全國商業總會張平沼理事長與台灣大學政

治系蕭全政教授。第二場次主題是「兩岸經貿整合對亞

太區域影響分析」，由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章文樑司長主持。

演講人及與談人包括：本會江啟臣副秘書長、國貿局徐純

芳副局長、錩新科技丁廣欽董事長以及兩岸交流遠景基金

會孫揚明副執行長。

b.  第二場企業論壇：7 月 17 日，本會於台灣經濟研究院

二樓會議室舉行年度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主題為：

「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亞太區域整合」（Asia-Pacific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Face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會議全

程以英文進行。致詞貴賓為外交部林次長永樂，會議由

本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洪德生博士主持，主講人為智利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教授 Dr. Fanor Antonio LARRAIN。

與談人包括：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瓊莉

 PECC 簡介 2�



2009-2010 PECC 簡介與動態

博士、台經院研究二所副研究員呂曜志博士，以及本會

副研究員邱達生博士。第二場次為圓桌討論會，由本會

副秘書長江啟臣博士主持，講者包括：淡江大學東南亞

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欽明博士、台經院洪財隆博士、何振

生博士、趙航博士與 CTPBEC 鍾錦墀秘書長。

c.  第三場企業論壇：9 月 25 日，本會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年度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主題是「新經濟、新產

業：我國與亞太的率能產業發展趨勢」，由本會洪副董事

長德生致詞，並邀請經濟部能源局葉會青局長以「綠色

經濟與綠色能源發展趨勢」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第一

場次主題是「國內綠能產業的發展目標與策略」，由洪副

董事長德生主持，演講者包括：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陳銘煌副局長、經濟部技術處王永妙簡任技正、工研院

能源環境所董靜宇所長。第二場次主題是「亞太主要國

家綠能產業發展趨勢」，由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主

持，演講者包括：台經院研五所楊豐碩所長、成功大學

吳榮華副教授、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馬利豔

研究員。

d.  11 月 25 日，本會於中興大學舉辦第四次太平洋企業論

壇，主題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態勢及兩岸經貿合

作途徑」，由中興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長林丙輝

博士與本會副主席洪德生博士擔任開幕致詞。會議第一

場次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講者包括：CTPECC 副秘

書長江啟臣博士、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

博士、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APEC 小組王良玉組長、南華

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系副教授孫國祥博士，以及 APEC

計畫協調人榮沛芳小姐。第二場次進行的主題為「兩岸

經貿整合」，主講人包括：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蔡明彥博士、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卓慧菀博

士、東海大學政治系主任宋興洲教授，以及台灣經濟研

究院國際處副研究員洪財隆博士。

e.  1 月 8 日，本會邀請北美司曾司長厚仁蒞臨本會演講「我

國活路外交與台美關係展望 - 兼論美國新政府對台政

策」，並與本會研究人員交換意見、心得。

f.  3 月 3 日，本會副研究員邱達生前往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

院國際商務系，進行校園推廣工作，演講主題為「APEC

與 WTO 架構下的國際經貿機會與挑戰」，內容包括全球

經濟危機下的國際經濟現況與展望，以及在 APEC 與 WTO

等多邊組織推動經貿活動的可行性評估。

g.  3 月 6 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海外調查部真

家陽一、島田英樹與森詩織三人來訪，本會由副秘書長

江啟臣率同研究人員二名接受訪問，會議提及亞洲經濟近

況，以及兩岸經貿情勢與未來展望。

h.   3 月 19 日，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院外拓部主

任 Sherman E. Katz 來訪，本會由副秘書長江啟臣率同研

究人員三名接受訪問，主要討論兩岸情勢，以及發展進

一步經貿關係的可能，Sherman E. Katz 並分享美國華府

智庫的觀點。

i.  3 月 26 日，菲律賓財長 Mr. Gary Teves 在本會就菲國近來

經濟景氣以及東協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因應發表公開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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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甫於大阪回國的本會洪副主席德生主持。由於東

協加三財長會議已於今年 2 月 22 日在普吉島召開，此次

會議除了草擬因應全球經濟危機的共同政策及措施，包

括鼓勵更廣泛的金融合作、加強外交關係，強化金融市

場的穩定性之外，13 國財長並通過擴大提高「多邊清邁

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CMIM）」，將

共同基金總額從原本提出的 800 億美元提高至 1200 億美

元。Mr. Gary Teves 即針對以上議題，與本會研究人員進

行相關討論。

j.  4 月 15 日，CTPECC 在台灣經濟研究院二樓會議室，

舉辦「亞洲與全球經濟危機（Asia and Global Economic 

Crisis）」圓桌座談會。會議由 CTPECC 副主席兼台經院院

長洪德生博士主持，並邀請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

政策學院院長 Dr. Kishore Mahbubani 發表專題演說，並與

CTPECC 暨台經院研究人員互動熱烈，會議主要討論的面

向包括：經濟危機對亞洲景氣的衝擊、亞洲國家因應經

濟危機的政策與作為、台灣在全球貿易體系的角色。

 k.  6 月 22 日，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主席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區域現

況（State of the Region）計畫主席胡元豹先生（Mr. Yuen 

Pau Woo）來院演講，主題是：「經濟危機後的亞洲區域

主義（Asian Regionalism after the Crisis）」，座談會由 CTPECC

副主席兼台經院院長洪德生博士主持。

l.   8 月 20 日，本會於台灣經濟研究院二樓會議室召開一

場「美國對 APEC 與亞太政策」（The U.S. Policies towards 

APEC and Asia Pacific）座談會，會議全程以英語進行，並由

本會副秘書長江啟臣博士主持。會議主講人為世界知名學

者，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APEC 研究中心教授 Dr. Vinod 

K. Aggarwal。與談人包括：中研院研究員林正義博士、副

研究員黃偉峰博士、東海大學助理教授楊三億博士、本

會副研究員邱達生博士，以及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榮

沛芳協調人。

m.  12 月 22 日，本會於東吳大學雙溪校區第一教研大樓普

仁廳，舉辦一場「台灣國際空間爭取的限制與機會」

座談會。會議由本會副秘書長江啟臣博士主持，講者

為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政治研究學系主任陳智宏教授，

並邀請東吳大學政治系羅致政教授擔任與談人。會議

全程以英語進行，與會聽眾以東吳大學師生為主，並

有來自國內產、官、學界關心台灣外交處境人士，與

會者總計約 80 人，討論相當踴躍。

（5）中英文刊物出版

a.    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月刊）：2008 年度共出版「中華

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12 期，每月出刊，每期 16 頁，

總計文章篇數超過 100 篇，字數約 27,000 餘字。各期紙本

印刷 1800 份，寄送產官學各界份數 1500 ı 1600 份，其餘

作為會議及相關活動場合之用。除紙本刊物外，簡訊

之全文亦以電子檔案形式放置於 CTPECC 網站，供下

載、參閱。在內容方面，可概分為亞太國際組織動態、

國際政經情勢、PECC 活動報導、全球商情訊息、時事

議題分析等五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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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sia-Pacific Perspectives（季刊）：本會出版之英文期刊，針

對區域內重要之經貿事務及發展近況，邀請國內外專家

學者撰寫評論專文。CTPECC 幕僚團隊除參與編撰、撰寫

之外，並組成編輯審核委員會，以提升這一份英文刊物

的品質。2008 年完成出版的四期 Asia-Pacific Perspectives 的

主題分別是：Asia-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Strengthening 

Business Environments, Current Regional Issues, and Issues of 

2008.

c.   太平洋區域年鑑（年刊）：本刊物為原先每年發行一次的

「PECC 論叢」，自 2008 年起改版為年鑑。本刊物除了簡介

本年度 CTPECC 運作現況之外，亦將全面回顧本年度太平

洋區域之政治經濟發展動態，並選擇重大議題進行深入剖

析。

（6）網頁更新

該網站係為推廣 PECC 與 CTPECC、及協助民眾掌握亞太地

區各經濟體政經發展及區域整合與合作情勢而設置。內容除包

括 PECC 動態、區域經濟整合相關訊息及其他最新消息外，亦

涵蓋 CTPECC/PECC 簡介、活動 / 研討會訊息、亞太國家政經簡

介、亞太區域整合現況、重要議題分析與報告及其他相關連結

等，同時也將建立包括「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Asia-Pacific 

Perspectives」、「PECC 論叢」、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論文集、「太

平洋區域年鑑」、PECC 國際計畫出版品及相關新書簡介等國內

有關 PECC 議題的重要文書資料庫。網站更新完成後，期能成

為國內有關區域經濟整合議題的入口網站，促進各界對 CTPECC

及 PECC 的認識與參與。

（7）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7 月 28-29 日，本會舉辦年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地點為

天母會議中心。28 日會議概要：致詞與主持人邀請 CTPECC 洪

副董事長德生與外交部林次長永樂擔任，接下來由 CTPECC 江副

秘書長啟臣專題演講，題目為「亞太政經發展與現狀」。上午

場次的三場演講分別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劉教授演講：全球

性議題的發展與挑戰；台經院國際處邱副研究員達生演講：全

球金融與經濟危機；以及行政院環保署簡技正慧貞演講：氣候

變遷與永續發展。下午專題討論「我國參與亞太區域組織的機

會與挑戰，由政治大學副校長林碧炤主持，邀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李副研究員瓊莉、台經院東南亞研究所黃所長兆

仁、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謝處長其旺討論我國參與討論。此

外，鑑於國際禮儀的重要，本會也特別邀請外交部歐洲司邱仲

仁司長向學員介紹參與國際活動應注意的禮儀。

29 日會議概要：為了讓學員瞭解國際會議運作，特別安排

了國際會議模擬演練，主題分為「因應經濟危機」與「因應氣

候變遷」兩個場次。「因應經濟危機」場次由本會副研究員何振

生博士與 CTPBEC 鍾錦墀秘書長主持。「因應氣候變遷」場次由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劉研究員復國與本會副研究員邱達

生博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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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經濟概況分析

邱達生、趙航

2009 年的亞太經濟基本上仍然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嚴重衝

擊，本文將介紹亞太區域四大經濟體：美國、日本、中國大陸以

及東南亞的經濟概況與展望。

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對亞太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率預測數值（%）

預測機構 IMF OECD World Bank Global 
Insight

EIU

發佈日期 2009.10. 2009.11. 2009.06. 2009.11. 2009.12.

預測年度 2009 / 2010 2009 / 2010 2009 / 2010 2009 / 2010 2009 / 2010

全球 -1.1 / 3.1 -3.5 / 1.9 -2.9 / 2.0 -2.0 / 2.8 -2.3 / 2.6

美國 -2.7 / 1.5 -2.5 / 2.5 -3.0 / 1.8 -2.5 / 2.2 -2.5 / 2.5

日本 -5.4 / 1.7 -5.3 / 1.8 -6.8 / 1.0 -5.3 / 1.4 -5.6 / 1.4

中國大陸 8.5 / 9.0 8.3 / 10.2 7.2 / 7.7 8.5 / 9.8 8.2 / 9.3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Global Insight: 

Retrieved from indirect source on Jan. 20 2010, EIU: EIU Country Forecast.

美國

2009 年的美國總體經濟成長表現並不理想，主要是因為受到

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而這一波的全球經濟危機最早乃是源自於

2007 年爆發的美國次級房貸金融風暴。次級房貸金融風暴擴大延

燒至 2008 與 2009 年，由原先僅僅對金融層面產生的負面影響，

迅速發展為對美國甚至世界實體經濟成長的嚴峻阻礙。由於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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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信用緊縮，導致國際主要市場的需求下滑，而透過國際貿易

之間的高度互相依賴，進而使得全世界經濟都受到影響，因此稱

之為全球經濟危機。

回顧引發經濟危機的美國次級房貸金融風暴，除了屬美國國

內建築業的景氣循環剛好在 2007 年來到過度飽和點之外，其與美

國的貨幣政策也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因為經濟政策的過度寬鬆或

緊縮常常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續效應。美國聯準會（Fed）前任主

席 Alan Greenspan 為減緩 1999-2000 年網路產業泡沫化對於經濟景

氣的衝擊，所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卻引起另一個泡沫，亦即房市

泡沫。

在 2003-2004 年間，當時美國在房市熱絡，加上內需提升與出

口強勁帶動下，達到相當顯著的經濟成長。然而為防範經濟景氣

過熱所夾帶的通膨危機， Fed 於 2004 年起在 Greenspan 主導下，

開始採行持續升息緊縮性貨幣政策，總共經過 17 次的升息，總計

調升 17 碼（4.25 個百分點）之多，使得聯邦基金利率在 2006 年 6

月達到 5.25% 的高檔。雖然在當時避免了潛在通膨爆發，但是高

利率附帶而來的影響開始發酵。美國持續的緊縮政策，導致借貸

成本的大幅提昇，由於美國次級房貸是以機動利率為主，所以房

貸利息也隨著聯邦基金利率上揚，購屋者負擔成本上升導致房市

銷售狀況惡化，進而使房價下滑，衝擊營建業的獲利，而令美國

自 2006 年起的房屋市場景氣急遽冷清，新屋起造率直線下跌。

直至 2007 年 9 月 18 日，現任 Fed 主席 Ben Bernanke 才在市

場期待下開始降息。在 2007 年第三季，美國貨幣政策改緊縮為寬

鬆的主要原因，即是當年的第二季發生次級房貸風暴。由於擔心

風暴所引發之信用緊縮會導致房市加速回檔，進而衝擊經濟成長，

故 Fed 在 2007 年第三季結束前藉由降息方式來預防金融市場動

盪可能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美國房市萎縮情形，一直至

2009 年亦不見好轉。在 2003-2005 年間，交易熱絡的房市對拉抬美

國內需成長有著顯著的貢獻，所以目前房市冷卻效應亦對美國經

濟復甦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由於金融風暴與經濟危機的影響迅速擴大，Fed 為緩和信用

市場流動性緊縮問題並提振經濟景氣，也展開購買國債、直接挹

注資金於金融體系的量化寬鬆方式。Fed 於 2007 年開始降息後，

降息幅度為一至三碼不等，直到 2008 年 4 月底因考量通貨膨脹

壓力增加而暫停。在國際油價回穩，通膨壓力解除後，Fed 再於

2008 年 10 月起持續降息，最後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

在 2008 年 12 月 16 日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設定在 0 至 0.25%

之間，並維持到 2009 年年底並未更動利率水準。而在近來的利率

決策會議，Fed 表示在通貨緊縮壓力與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未

見顯著改善前，決定維持現行的寬鬆貨幣政策。

除此之外，為挽救經濟成長，美國眾議院於 2008 年 10 月通

過當時布希政府所提出之 8,000 億美元紓困方案。亦即美國政府

除了採用極盡寬鬆的貨幣政策之外，在財政政策上，則是高度擴

張。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在經濟危機衝擊最為劇烈的時間點上

台執政，新政府繼續要求國會通過挽救經濟相關提案，眾議院遂

於 2009 年 1 月底通過預算高達 8,190 億美元之振興方案。另外，

美國參眾兩院 2009 年 2 月 13 日通過一項「年度美國復甦與再投

資法案」，供歐巴馬政府繼續動支預算以提振蕭條的經濟景氣。惟

持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加重美國預算赤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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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09 年，美國的生產力下滑、投資者與消費者信心低

落、失業率持續攀升，新屋起造減少，房屋市場交易冷清。基本

上，市場及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經濟的修正需要一段時間，而

非一蹴可幾。美國經濟成長顯著下挫應開始於 2008 年的下半年，

與前一年同期相比，美國在 2008 年的第四季開始出現負成長，

到了 2009 年的上半年負成長趨勢加劇。但是以美國商業部經濟

分析局（BEA）公佈之 2009 年第三季實質 GDP 成長率來觀察，

其與 2008 年同期相比為 -2.6%。第一季成長率為 -3.3%，第二季為

-3.8%，所以單以第三季的經濟數值來看，美國經濟在民間投資、

民間消費、出口或進口方面的萎縮速度已經趨緩，意味著最壞的

情況發在 2009 年的上半年，且復甦態勢逐漸顯現，原因是美國因

應危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與寬鬆貨幣政策開始生效。有關內需市

場方面，美國的 2009 年第三季民間消費成長率為 -0.1%，至於第

三季民間投資成長率則是 -25.3%，由於美國屬於內需導向型經濟

體，因此相關數據雖然比第一、二季佳，但亦顯示復甦的力道其

實仍然相當的有限。而在外需方面，美國的第三季的出口成長率

為 -10.8%，而進口成長率則為 -14.1%，比起上半年雖有好轉，但亦

顯示美國的進出口貿易依然未回復至正常水準。

美國經濟研究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最新公佈的 2009 年

11 月份領先指標微幅上揚至 104.9%，上揚幅度為 0.3%，且為連續

第 8 個月的上揚。造成 11 月份美國領先指標上揚的細項因子共有

6 項，上揚幅度由大至小依序包括：聯邦基金之利率差擴大、首

次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減少、製造業每週平均工時增加、申請建

築許可件數、股價指數上揚，以及實質貨幣供給增加。至於下滑

的細項因子則包括：賣方業績、11 月份的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

指數、製造業新訂單「非國防耐久財」項目，以及製造業新訂單

之「消費性用品及相關原物料」項目。

在消費者信心方面，美國經濟研究聯合會公佈的 2009 年 11

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由 10 月的 48.7 點，上升至 49.5 點，其中現

況指數小幅下滑 0.1 點，但預期指數上揚了 1.5 點。經濟研究聯合

會表示：美國民眾一方面相信就業市場不至於進一步惡化，另一

方面也因為年終假期來臨對心情有提振作用，導致信心指數的回

升。密西根大學公佈之 2009 年 12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也由 11 月的

67.4 點，上升至 73.4 點，其中預期指數上揚 3.2 點，而現況指數上

揚 10.3 點。密西根大學公佈指數的上升原因是與油價的回穩以及

失業率沒有進一步的擴大有相當的關聯性。綜合以上指標，2010

年的美國經濟可望呈穩健復甦態勢。

日本

日本內閣府公佈之 2009 年第三季實質 GDP 成長率，與 2008

年同期相比為 -5.1%，相較於 2009 年前兩季的成長率，全球經濟

危機造成日本經濟下滑的速度已經趨緩，與美、歐情形類似，展

現景氣復甦跡象。2009 年第三季的日本出口成長率為 -22.9%，雖

然比起第二季 -29.3% 的出口成長率已見改善。而與 2008 年同期

比，日本在 2009 年第三季民間消費成長率為 0.0%，民間投資成長

率則為 -20.3%，皆比第二季的成長率數值為佳，意味著外需與內

需市場的萎縮情形已經慢慢好轉，然而好轉的幅度很有限。

2009 年 10 月的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 -2.5%，較 9 月

份數值下滑 0.3 個百分點。至於失業率方面，日本在 200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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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失業率為 5.1%，相較於 9 月份數值顯示略有改善。全球金融

危機爆發以來，日本是世界三大經濟體之中，對失業率管控最好

的國家。但是由於通縮壓力不見改善，就業市場仍然有進步空間，

日本央行（BOJ）可望繼續以較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因應當前的經濟

情勢，目前 BOJ 設定的基本貸款利率維持自 2008 年 12 月 19 日以

來的 0.3%，而無擔保隔夜拆款利率則在 2009 年 12 月 16 日微調為

0.113%。

日本內閣府公佈的 2009 年 10 月領先指標為 89.4，比 9 月份指

標上揚 1.9 點，屬連續第 8 個月的上揚。2009 年 10 月份日本領先

指標呈現上揚的細項因子共有 9 項，由上升幅度最大至最小來排

序分別是：半年期勞動生產力成長率上揚、企業實質經營利上揚、

加班指數上升、實質貨幣供給增加、日本央行的「全國主要企業

短期經濟觀測調查」信心指數上揚、企業倒閉率下降、利差上揚、

新屋起造增加，以及機械與建築料件新訂單增加。股價指數則是

2009 年 10 月份日本領先指標中，唯一出現下滑現象的細項因子。

此外 2009 年 11 月的日本消費者信心指數則是在 9 個月的持

續上揚之後，與前一個月的數值持平之後，首次出現下滑。11 月

日本消費者信心指數為 40.5 點，比起前一個月下滑 1.0 點。2009

年 11 月份信心指數的三個問卷項目中，在所得成長信心方面下滑

1.0 點，就業信心指數下滑 1.1 點，消費者購買耐久財的意願指數

下滑 1.5 點。日本消費者信心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政府支出

的效果逐漸減弱，加上薪資的普遍下滑打擊日本民眾的信心。相

較於內需導向的美國經濟，日本經濟傾向外需導向，所以世界需

求回溫對日本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惟解決日本國內的通貨緊

縮壓力，應屬日本政府的首要課題。

中國大陸

在這一波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大陸是世界前四大經濟體（美、

歐、日、中）之中唯一在 2008 與 2009 年都將保有正成長的國家，

其在 2009 年第三季的實質 GDP 成長率，與 2008 年同期比，高達

8.9%，因此國際間對中國大陸在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多所期待。

根據中國統計局所公布資料，隨著國際景氣漸有觸底回溫跡象，

中國各項指標也隨之進一步的成長。在工業生產部分，2009 年 11

月中國工業產值年增率達 19.2%，不僅回到 2008 上半年水準，還

高出去年同期數據 13.8 個百分點，除了中國本地企業有所貢獻，

其中民營企業成長 22.7%，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分別成長 19.0% 及

17.4% 外，外商及港澳台企業工業產值也擺脫前三季成長率均低於

兩位數的情況，11 月成長率達到 14.1%。在投資部分，2009 年前

11 月中國固定投資累計成長率為 32.1%，較去年同期提高了 5.3 個

百分點，不過此一投資主要是由中國本地企業為主，該類企業成

長率高達 37.8%，外資企業仍然保守，前 11 個月累計投資較 2008

年同期減少 0.1%，港澳台商企業則仍微幅成長了 1.5%。

在消費方面，中國大陸 11 月民間消費較去年同期成長了

15.8%，此一數據較去年同期減少了 5.0 個百分點，若以商品類別

加以分析，以中國財政補貼之商品成長率較高，例如汽車消費成

長了 61.5%，家電也有 24.9% 的成長率，另外受到房價持續高漲帶

動，中國建築及裝潢類商品也有 43.3% 的高成長率。由於中國政

府宣布將家電及汽車下鄉政策補貼期延長，使得該兩類商品短期

內仍可能保持較高成長率，但建築相關商品則可能因為政府將採

取政策加以壓抑而受到不利影響。在物價部分，2009 年 11 月中國

CPI 漲幅由前 10 月的負數轉正，11 月物價上漲了 0.6%，雖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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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貨幣寬鬆造成的泡沫有所疑慮，但由目前數觀察，物價漲

幅仍屬溫和，可能僅會對房地產相關產業進行選擇性信用管制，

並不會全面調整其貨幣政策。

在貿易部分，中國海關統計 11 月之進出口數據中，出口較去

年同期減少 1.2%，進口則大增 26.7%，單月順差為 191 億美元，雖

然出口數據仍呈負成長，但與上半年接近兩成的減幅，中國出口

情況已有所改善，且進口大幅成長，其原因除了外部情況已有所

改善外，基期較高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波的全球經濟危機明顯的提升了中

國大陸在世界經濟舞台的地位。2008 年 9 月，中國央行與美國聯

準會協商討論注資協助美國救市的可行性；2008 年 10 月，中國大

陸應巴基斯坦要求，計畫援助該國 5 億美元解決財政赤字問題；

同一時間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簽署協議，同意以 250 億美元援助俄

羅斯經濟，俄羅斯則向中國大陸提供未來 20 年的石油供應；2008

年 11 月及 2009 年 4 月，G-20 高峰會分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與英

國倫敦登場，中國大陸更是在 G-20 會議前後成為國際焦點。中國

大陸藉由 G-20 來挑戰美國的經濟超級強權地位，表達其對美元做

為國際準備貨幣的憂慮，最後中國大陸同意挹注 400 億美元給

IMF，顯示中國大陸利用此次危機在國際社會展現頭角的企圖。

東南亞

在這一波經濟危機，新興市場的表現比已開發國家優秀，而

東南亞諸國，除了新加坡之外，堪稱新興市場典範。東南亞擁有

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欠缺的豐富天然資源，此外東南亞以東

南亞國協十國（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

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為例，其在 2008 年總人口數已經

達五億七千四百四十七萬人，亦即代表著五億七千四百四十七萬

人的潛在市場。

基本上全球經濟危機對東南亞國家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柬

埔寨、印尼與越南仍在 2008 年保有 6% 以上的實質 GDP 成長率，

但以出口為導向的汶萊與新加坡則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出口

下滑而受創嚴重。另外，倚賴外資的東南亞國家，凡遭遇金融

危機，皆會面臨國際金融保護主義的威脅，亦即外資撤離，導致

本國貨幣急遽貶值。至於各國情況，本文將選定其中八國，分

述如下：

印尼

發生在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南亞經

濟體的成長帶來相當顯著的負面衝擊，而身為東協最大經濟體的

印尼在當時也不能倖免。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印尼通貨崩潰，讓印

尼的金融機構因而破產、倒閉，也使得印尼的實質 GDP 成長率由

風暴前的平均 7% 高成長率下滑至 -13.7% 的窘境。在上一次金融

危機的打擊下，印尼原先熱絡的總體經濟成長在 1998 年出現少見

的負成長。然而，在印尼政府立即著手進行經濟與金融改革以及

國際組織的資金援助下，印尼在次年馬上恢復正成長，足見這個

東協大國的經濟韌性相當強勁。

印尼非但迅速由金融危機中復甦，而且復甦力道源源不絕。

由於印尼在 2000-2005 年的實質 GDP 平均成長率高達 4.8%，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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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繼 2003 年發表的「金磚四國」（BRICs）

報告之後，再於 2005 年 12 月發佈所謂的「金鑽 11 國」（N-11），

特別將印尼包含在被視為具備未來經濟發展潛力的 N-11 之中。而

英國經濟學人資訊中心（EIU）更將印尼定位為最具潛力的新興市

場之一，EIU 指出印尼在 2006 年實質 GDP 成長率躍升至 5.5%，

2007 年進一步上揚至 6.4%。即使一般認為 2008 年全球經濟在次

級房貸風暴、原物料價格上漲、能源價格波動等因素的影響下將

會趨緩，但 EIU 仍然相當看好印尼，因為在 2008 年印尼仍然保有

6.1% 的實質 GDP 成長率。IMF 估計其在 2009 年的實質 GDP 成長

率為 4.0%，2010 年將為 4.8%。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於 2005 年放鬆對匯率的管制，使得馬幣 ( 林吉

特 Ringgit) 在 2006-2008 年間對美元匯率平均升值 6%，馬幣升值雖

有利於進口，但對出口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除了匯率的變化對

馬來西亞總體經濟造成影響之外，2007-2008 年馬來西亞再經歷通

貨膨脹的考驗，當時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到 6%，但因為馬

來西亞政府對失業率有很好的控制，因此即使在通膨壓力升高的

當時，馬來西亞也能夠將痛苦指數有效地控制在兩位數以下。

馬來西亞的中央銀行與金融機構擁有完善的規範，以及充足

的外匯存底。馬來西亞的外匯存底在 2009 年 4 月時，累積達 877

億美元，排名世界第 15 名。充裕的外匯存底，適當的紓緩馬來

西亞對穩定匯率的壓力，降低了全球經濟危機侵襲的風險。然而

2008-2009 年全球性的需求萎縮，也對馬來西亞的實質 GDP 成長產

生些許衝擊。由於出口的大幅下滑，EIU 在 2009 年 7 月預估馬來

西亞 2009 年的 GDP 年成長率僅有 -5.2%，但在 2010 年可望復甦至

3.4% 的成長。

2008-09 世界經濟危機對馬來西亞總體經濟產生嚴重的衝擊，

2008 年的上半年，特別是第一季，由於國際原油價格以及棕櫚油

價格上揚，身為原油與棕櫚油出口國的馬來西亞得以藉此彌補電

子產品出口放緩的損失。惟 2008 年下半年起，國際需求市場

萎縮，馬來西亞廠商訂單減少 30%，開始衝擊就業市場。為了因

應全球經濟衰退，馬來西亞政府在當時的阿都拉總理領導下，於

2008 年 11 月宣布一系列的穩定經濟措施，主要是一項中央撥款

70 億林吉特的經濟景氣振興方案，目標是刺激內需、改善國內消

費，進而促進總體經濟成長。相關的內容包括：放寬製造業的執

照申請限制；免除鋼鐵、石油、化學產品的 438 種原料及半成品

進口關稅；大幅簡化投資者申請執照手續，以吸引外資；加強促

銷活動、開拓對新興市場的出口，以降低對歐美市場的倚賴等等。

IMF 估計其在 2009 年的實質 GDP 成長率為 -3.6%，2010 年將復甦

至 2.5%。

菲律賓

自從菲律賓總統亞羅育在 2001 年上任以來，菲律賓的總體經

濟大致上呈現穩定的成長，年平均成長率均達到 5% 的水準。2009

年雖然受到前年經濟危機影響，其成長率仍然有 1.0%，IMF 估計

明年的成長率將為 3.2%，而到 2014 年則會達到 4.5%。菲律賓相關

的經濟成就應歸功於亞羅育總統的重要經濟政策。亞羅育總統為

因應 1997 東亞金融危機的餘震以及 2008-2009 全球經濟危機的衝

擊，積極改革菲律賓的財政收入，多方位開闢公共財源，因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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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其上任後很快的縮減財政的赤字，並同時提高菲律賓基礎建

設的相關預算，企圖改善菲律賓的經營投資環境。

為了振興經濟並且鼓勵投資，菲律賓政府於 2009 年提出了可

享投資優惠的投資優先方案 (Investment Priorities Plan, IPP)，項目

包括：農漁業、基礎建設、工程產品、旅遊觀光、商業程序外包、

創意產業、策略性產業、大型投資及研發等項目，符合以上產業，

並且在菲律賓投資局 (Bureau Of Investment, BOI) 登記，便可以享

有 4 至 8 年之所得稅減免優惠待遇。除此之外，為了維持經濟成

長及就業率，此方案還提出四類公司得以適用獎勵優惠：第一類

為維持投資及維持現有雇員工人數；第二類為維持投資及增加雇

員工人數；第三類為增加投資及維持現有雇員工人數及第四類的

增加投資及現有雇員工人數。但所有服務業及小型礦業公司均不

適用上述類別。菲律賓貿工部長 Peter B. Favila 也表示，菲律賓立

法部門應當修改憲法，讓外國人能夠擁有土地除此之外，外國人

持股不得超過 40% 的產業應當重新檢視，以鼓勵更多外人前來菲

律賓投資。IMF 估計其在 2009 年的實質 GDP 成長率為 1.0%，2010

年將可達 3.2%。

新加坡

2001 年的網路科技泡沫化嚴重衝擊新加坡的資訊科技產業，

另外 2003 年的 SARS 則對新加坡的旅遊業與民間消費發生一定程

度的負面效應。然而新加坡卻能及時有效的因應以擴張性財政政

策與寬鬆貨幣政策，使得總體經濟得以在短時間內復甦。2004 至

2007 年的新加坡實質 GDP 成長率回升至平均 7% 的水準，展現強

勁的復甦力道。

為記取先前的教訓，新加坡政府的新經濟政策是降低資訊科

技產業循環對經濟景氣的影響，積極發展醫藥與生物科技，並持

續以提升新加坡為區域金融與高科技中心為宗旨。在全球經濟危

機擴大之前，新政策也確實提升了外資在醫藥與生物科技方面的

投資，帶動新加坡經濟成長。不過，由於新加坡經濟市場規模小，

因此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特別是對美、日、歐及周邊市場。其中，

根據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的研究，

美國的經濟成長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最大，美國經濟每增長 1%，

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 0.96%。2007 年的美國次級房貸信用危機，

在 2008 年逐漸發展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後，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

國家內需大幅度萎縮，於是對東亞出口導向經濟體產生衝擊，對

以對外貿易為導向的新加坡經濟體來說，亦難倖免。

IMF 於 2009 年 10 月發佈的預測數值，發佈新加坡在 2009 年

的經濟成長率為 -3.3%，較 2008 年的成長大幅的滑落。此外 IMF

進一步預測 2010 年新加坡總體經濟可望回復至 4.1% 的正成長，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也將由負轉正，擺脫通縮疑慮。為了因應

國際不利情勢與國內經濟成長走緩，新加坡政府已決定在 2009-10

年度採用擴張財政政策以刺激景氣。由於政府支出增加，因此

EIU 預估新加坡財政赤字佔 GDP 比例在 2009 與 2010 年度將分別

為 -4.1% 與 -4.9%。

泰國

泰國自 80 年代後期開始採取吸引外資之開放政策，加上泰國

本身擁有發展良好的基礎建設、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的經濟結構，

以及鼓勵投資的經濟政策，經過十餘年外人大量投資，經濟成長

亞太區域經濟概況分析 45



區域政經現狀與展望

快速。在這些良好的條件下，泰國成為 2002-2004 年在東亞國家中

經濟表現優良的國家之一，其間的年平均 GDP 成長率為 6%。然

而由於 2005-2009 年間的政治局勢動盪，使得許多基礎建設計畫停

擺，打擊了投資者與消費者信心，更使泰國的國際形象受損，最

後導致泰國 2009 年的 GDP 成長率掉至 -3.9%。雖然如此，泰國土

地價格尚稱低廉；加以天然資源豐富，無地震、颱風等天災，人

民個性溫和、樂天知命，社會秩序良好，相較於東協其他國家存

在種族或宗教問題，泰國實堪稱為較佳之投資地點。

近年來，緬、越、柬、寮、中國大陸等國以相對低廉的勞

工成本，形成泰國吸引投資的主要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大陸

與越南加入 WTO 以後，減少外來投資及出口之障礙，加上其地

理位置、勞動及土地成本之相對優勢，對於泰國吸引外資方面產

生威脅，於是泰國政府積極提供在泰經營之日、台、歐盟、美等

外商更積極的協助，協助外商解決投資時遭遇的困難，並且提出

如果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向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BOI）提出投資申請，投資地點在曼谷以外的任何地

區，投資的產業屬六項策略性產業任何之一，其投資申請獲得 BOI

核准後即可獲得：8 年免公司所得稅、5 年公司所得稅減半、交通

水電等費用申報稅捐時加倍抵扣、除一般折舊外另可將純益 25%

用來折抵設置及工程費用等投資優惠。IMF 估計其在 2009 年的實

質 GDP 成長率為 -3.9%，2010 年將復甦至 3.7%。

越南

越南的新經濟政策包括經濟現代化的結構改革，以及積極推

動並建立外銷出口導向的越南企業。在經貿國際化方面，越南加

入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並與美國在

2001 年 12 月簽署「美越雙邊貿易協定」，該協定對越南的貿易與

經濟提供了主要的動能。從 2001 年至 2007 年，越南對美國的出

口增加了 900%。此外越南在經歷長達十年的協商談判後，終於在

2007 年元月順利成為 WTO 會員，WTO 的入會進一步將越南推向

國際市場，並促進越南國內的經濟改革步調。

越南也因為加入 WTO 而享有紡織與成衣出口的利益，因「紡

織與成衣協議」使得越南不再受到進口限額的限制，而得以提高

紡織與成衣的出口。越南的工業積極發展，相對的使農業佔 GDP

的比重縮小，該比重在 2000 年為 25%，但到了 2008 年下滑至

20%。而赤貧（Deep poverty）也因經濟起飛而減少，越南的極度

貧窮人口現在已經比中國大陸、印度以及菲律賓少。

越南政府也將積極創造就業機會當成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

目標之一，以因應每年約 150 萬的人口增長。然而 2008-2009 年

全球經濟危機也對越南經濟產生衝擊，由於國際市場需求減

緩，越南出口受到顯著的衝擊。EIU 估算越南的實質 GDP 成長

率由 2007 年的 8.5% 下滑至 2008 年的 6.2%。EIU 進一步預測越

南在 2009 年的成長率會進一步趨緩至 4.7%，惟在 2010 年可望復

甦，成長率預估為 6.0%。雖然如此，跟據英國投資貿易政府組

織 (UK Trade & Investment-UKTI) 調查報告指出，越南仍舊是全球

最具投資吸引力地區之一。而根據英國市調公司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BMI)2009 年 9 月份資料，儘管越南某些國營產業民

營化進程較預期緩慢，但是包括比利時、英國、日本以及法國等

仍等待機會前往越南長期投資發展。IMF 估計其在 2009 年的實質

GDP 成長率為 4.6%，2010 年將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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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柬埔寨經濟成長在 1994 年成長 3.5%，1996 年並達 8.3%，惟

因 1997 年柬埔寨發生拉那烈王子與洪森的政爭，當時政治的動盪

致使該國的經濟成長率在 1997 年及 1998 年萎縮至僅有 1%。然而

後來在洪森掌權漸穩下，柬埔寨政治、經濟及社會情況恢復平靜，

柬埔寨總體經濟在 2000 年後以平均 5 % 的速度成長。柬埔寨在西

哈莫尼與洪森政府大力推動擴張政策下，其實質 GDP 成長率在

2004-2007 年間，平均高達 10%。相關的政府擴張政策，主要在扶

植柬埔寨境內的成衣工業、營建業、農業，以及觀光業。雖然柬

埔寨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也不能倖免於 2008-2009 全球經濟危機的

衝擊，但其在 2008 年仍能保有 7.0 % 的經濟成長率，經濟具備相

當韌性。而 2008 年平均國民所得為 760 美元，柬幣對美元的匯率

也持續保持穩定，約為 4,070 瑞爾兌換 1 美元。

柬埔寨近年經濟發展迅速，但是全球經濟危機終究讓柬埔寨

的產業成長放緩，因為世界性的需求萎縮導致國際價格下滑，柬

埔寨橡膠製品的出口在 2008 年下滑 15%。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了柬

埔寨的出口，也因信用的緊縮打擊了柬埔寨的營建業，造成資金

短缺，因此柬埔寨可謂是危機爆發後，國際金融保護主義下的典

型受害者。目前柬埔寨已經積極透過雙邊與多邊的管道來取得資

金，以因應危機衝擊並持續規劃中長期的經濟建設。IMF 估計其

在 2009 年的實質 GDP 成長率為 -2.7%，2010 年將復甦至 4.3%。

緬甸

在東南亞國家之中，緬甸堪稱是擁有相當豐富自然資源的國

家，惟在其天然條件優渥的背景下，緬甸的經濟發展卻嚴重地受

限於「人為因素」。這些對經濟發展造成限制的人為因素包括政府

的過度干預、效率不佳的政府政策，以及農村地區的極度貧窮。

由於緬甸政府對經濟管理的失當，導致該國雖然因為石油與天然

氣的發現而使國庫收入增加，然而整個緬甸的社會經濟環境卻是

一再地惡化。值得注意的是緬甸的總體經濟環境潛藏多項的負面

或不利的因素，這些不利的因素涵蓋持續攀升的通貨膨脹、逐漸

擴大的財政赤字、官方匯率對緬甸通貨過度的高估、透明化不足

且扭曲的貨幣與利率政策、官方刻意捏造不實的統計資料，諸如

假造 GDP 成長率等等。

然而由於緬甸的經濟規模不大、國際化程度不高、對外貿倚

賴程度較低，因此 2008-09 全球經濟危機雖然帶來負面衝擊，但

是影響不至於太過嚴重，惟外貿出現下滑。天然氣是緬甸的主要

出口創匯來源，全年出口額可達 17 億美元，主要出口至泰國。

IMF 估計其在 2009 年的實質 GDP 成長率為 4.3%，2010 年將成長至

5.0%。

（作者皆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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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年亞太區域政治安全

趙 航、邱達生

亞太地區在 2009 年仍舊充滿了變遷，除了延續 2008 年經濟

危機所遭受的衝擊之外，區內若干經濟及政治安全情勢均有所發

展，例如美國亞太政策的轉變、北韓的核武試爆、區域經濟整合

的發展及競合以及兩岸關係的發展，均將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及經

貿情勢產生錯綜複雜的影響。

美國的亞太政策：

歐巴馬總統入主白宮之後，隨即在 2009 年 2 月派遣美國新

國務卿希拉蕊訪問亞洲，展現出美國「重歐輕亞」外交政策的

調整，並且脫離小布希的「單邊主義」，著重外交斡旋談判、交往

對話溝通以及重視國際建制。此次調整可從希拉蕊一改美國新政

府上任國務卿先訪問歐洲盟國的慣例，而先訪問亞洲傳統盟國日

本、新盟友印尼、南韓，以及中國大陸看出梗概。 
1

從希拉蕊依序

造訪的國家可以反映出美國追求因應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

變動局勢的長程策略。而優先課題包括尋覓因應全球經濟危機、氣

候變遷及防堵核子擴散的辦法等。  
2

希拉蕊的亞洲之行首站為日本，彰顯出美國仍然重視日本在

東亞地區的防衛地位，她在抵達東京羽田機場後不久表示，「由日

1　「希拉蕊出招 美中台三贏良機」，聯合報，民國 98 年 02 月 23 日。

2　「希拉蕊啟程出訪亞洲 矢言加強美亞關係」，法新社，民國 98 年 02 月 16 日。

本開始，透過強化與亞洲歷史性盟邦關係，以及與新興國家建立

新的伙伴關係，我們可攜手在全球各地建構網絡，協助解決我們

無法獨自解決的議題。」 
3

她的第二站印尼，表面上是替歐巴馬總統

進行一趟「懷舊之旅」，但實質上則期盼透過印尼的行程，向穆斯

林世界表明美國新政府有意改善並修補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 

 
4

希拉蕊透過南韓之旅表達支持全球對美友好的國家，對亞太乃至

全球的和平與穩定均有正面的意義並且再次警告北韓不要製造核

子武器，及在朝鮮半島輕舉妄動。最後，希拉蕊的中國行程中，雙

方就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提升雙方高層戰略對話及兩岸關係有所著

墨，為兩國合作的新關係奠下良好的基礎。

隨著希拉蕊的亞洲之行所奠定的基礎，歐巴馬於 2009 年 11

月出訪亞洲，並將焦點放在經濟、氣候變遷及美國與亞洲國家共

同面臨的安全問題，包括核武擴散、極端主義以及北韓問題。  
5

歐

巴馬在東京的演講中指出，美國從未試圖圍堵中國，「…美國並未

試著圍堵中國，加強美中關係也不代表我們雙邊聯盟弱化。相反

地，壯大又繁榮的中國崛起，可以作為國際社會力量的來源。」  
6

除此之外，奧巴馬還強調儘管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投入大量資

源，他們對亞洲安全的承諾仍舊不可動搖，「儘管美軍在全球參與

兩場戰役，我們對日本安全和亞洲安全的承諾是不可動搖的…而向

北京表達關切人權問題時並不會退縮，因為我們本著夥伴關係而

非敵視的精神推動這些討論。」  
7

最後，歐巴馬強調美國將充分參

3　「希拉蕊抵日本 讚揚亞洲與美國關係」，法新社，民國 98 年 02 月 16 日。

4　「希拉蕊抵印尼 尋求改善美與穆斯林世界關係」，法新社，民國 98 年 02 月 18 日。

5　「美太平洋總統歐巴馬 即將在日發表演說」，法新社，民國 98 年 11 月 14 日。

6　「歐巴馬東京演說 誓言充分參與亞洲未來」，法新社，民國 98 年 11 月 14 日。

7　「歐巴馬：美國對亞洲安全承諾不可動搖」，大紀元，民國 98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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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亞洲未來藍圖的規劃，  
8

在在顯示出美國重返亞太的決心及意圖。   

希拉蕊及歐巴馬的亞洲之旅顯示，一、美國認知在處理經

貿、環保、反恐、或是東亞區域安全等全議題時，中國的協助

及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美國積極與中國建構「積極、合作

與全面性」雙邊關係，並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  
9

二、「重歐輕亞」的最高戰略原則漸漸被「歐亞並

重」甚至「重亞輕歐」取代。這反映了亞洲已成為國際事務的重

心，而美國也透過積極參與 APEC、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安全合

作框架、宣示參與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等顯示美國不願

意被排除在亞洲之外並加強與亞太連結的企圖心。

北韓核武試爆：

雖然 1999 年北韓曾經宣稱暫停長程飛彈試射，但由於美國與

北韓對於飛彈談判始終無法達成共識，北韓於 2006 年首度啟動地

下核子試爆並且成功，區域間便埋下了不安的因子，區域衝突也

日漸升高。為了制裁北韓，聯合國安理會隨即通過第 1718 號決議

案進行譴責並決定予以制裁，  
10

內容包括各國可隨意攔截進出北韓

的船隻，防止其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零件以及高科技軍事設備

等。

無視於國際間的制裁，北韓分別於 2009 年 4 月、5 月及 7 月

再度發動核試，引發了全球譴責：安理會指斥這個行動明顯違反

8　「歐巴馬東京演說 誓言充分參與亞洲未來」，法新社，民國 98 年 11 月 14 日。

9    「歐巴馬亞洲行與兩岸關係發展」，財團法人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民國 98 年 11 月 14 日。http://www.peaceforum.org.  
tw/onweb.jsp?webno=3333333507&webitem_no=2282

10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6/572/06/PDF/N0657206.pdf?OpenElement

國際法，為此緊急召開臨時會討論如何制裁北韓，  
11

並且通過第

1874 號決議，對北韓的原子和彈道飛彈計畫施行更嚴厲的制裁、  
12

歐巴馬呼籲北韓立即終止核子試爆，並寄望參議院批准「全面禁

止核子試爆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CTBT）、  
13

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稱北韓的行為是「對和平的嚴重挑戰…對

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構成了嚴重挑戰」、  
14

而美國前國防

部長裴利（Perry) 更表示美國應該考慮採取包括動用軍事行動等強

制措施制裁北韓。   
15

有趣的是，雖然俄羅斯也表示聯合國應該強硬

的對北韓核子試爆議題通過決議案，但是俄羅斯卻強調與北韓的

對峙僅能透過談判解決，並且不應匆促進行，僅為懲罰的緣故懲

罰。 
16

 

面對北韓今年之”非理性”行動，希拉蕊在 7 月出席區域性

安全會議時，便嚴重譴責北韓核子試爆，並將會議主題聚焦在如

何加強施壓，以敦促北韓在核子試爆和連串飛彈試射後重返去

核武多邊會談。  
17

除此之外，美國更於 12 月初派遣由鮑斯渥斯

（Stephen Bosworth）為主的特使團前往北韓，與平壤當局舉行直

接會談。特使團的任務很單純，一是要求北韓恢復六方會談、二

是北韓必須落實朝鮮半島非核化的承諾。 
18

 

為何北韓會不顧國際社會的譴責並且無視安理會通過的多項

11  「北韓核試 聯合國安理會緊急集會」，中央社，民國98年05月26日；「核爆引發全球譴責 北韓態度強硬再試射飛彈」，法新社，

民國 98 年 05 月 27 日。

12　http://www.un.org/chinese/focus/dprk/s1874.htm

13  「歐巴馬打算明年召開全球核子安全高峰會」，法新社，民國 98 年 04 月 06 日；「歐巴馬：北韓核子試爆威脅國際和平」，

法新社，民國 98 年 05 月 25 日。

14　「北約：北韓核爆對和平構成嚴重威脅」，法新社，民國 98 年 05 月 26 日。

15　「美前國防部長裴利建言 應考慮對北韓動武」，法新社，民國 98 年 05 月 29 日。

16　「俄羅斯籲安理會通過強硬決議案處置北韓核爆」，法新社，民國 98 年 05 月 28 日。

17　「希拉蕊離印轉往泰國 將首次出席東協區域論壇」，法新社，民國 98 年 07 月 21 日。

18　「特使訪北韓 美堅持重啟會談不容討價還價」，中央社，民國 98 年 12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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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執意試爆核彈？ 事實上，北韓的”非理性”行為背後蘊藏

著極理性的邏輯與計算，以核武做為籌碼不但可作為國際與國內

的宣傳工具，更可保持戰略主動，操縱西方國家的決策，進行政

治勒索。  
19

除此之外，北韓聲明退出六方會談也可視為向中國警告

勿過渡干涉北韓內政。未來可以觀察的重點包括：一、雖然鮑斯

渥斯指出，雙方已就恢復會談的必要性達成「共識」，但六方會談

何時重啟尚未敲定，因此這將成為最關鍵的指標。  
20

二、美國是否

能夠成功的連結具影響力的國家透過談判對北韓施壓，牽涉到和

俄羅斯以及中國的權力角力。三、聯合國是否能夠扮演一個強而

有力的監督者，制訂出更具效力的決議案？四、中國在其中所扮

演的角色及其拿捏。

區域整合的發展：

從 2010 年元旦起，除了東協的「自由貿易區」(AFTA) 正式上

路之外，涵蓋 93% 商品貿易零關稅的東協 - 中國自由貿易區也將

生效。東協及中國為達此目的，2004 年 1 月便已執行早期收穫

計畫、2004 年 11 月簽署貨物貿易架構協定、2006 年 12 月簽署服

務貿易架構協定，2009 年 8 月又簽訂投資協定。除了東協 - 中國

自由貿易區以外，東協和日本在 2003 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

條約」，2008 年簽署的「全面經濟伙伴協定」(EPA) 已生效，而韓

國則於 2007 年與東協簽署自由貨品協定。因此，以東協 - 中國

為中心，加上東北亞的韓國及日本、紐澳及印度的東亞區域整

合已然成型，對區域其他的整合造成一定的衝擊，首當其衝的

便是 APEC。

19　李明峻，「北韓戰爭邊緣核策略恐自陷泥淖」，青年日報「國際安全論壇」專欄，民國 98 年 06 月 30 日，版 7。

20　「韓媒：首爾希望明年 2 月前重啟六方會談」，法新社，民國 98 年 12 月 22 日。

 2010 年對 APEC 來說更是重要。已開發的 APEC 經濟體必須要

面對 2010 年達成茂物目標的壓力，而是否能夠達成茂物目標，將

會是觀察 APEC 是否可以發揮功能的依據。假使茂物目標未能如期

實現， APEC 扮演亞太區域整合的角色勢必將再次受到質疑。  
21

為

了轉化已開發經濟體的壓力，歐巴馬在 11 月出席 APEC 會議時宣

佈美國有意參與 TPP，而 12 月時更決定美國將參加 2010 年 3 月所

舉行的第一輪 TPP 談判，  
22

除此之外，美國貿易代表署不但與東協

已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同時也積極與東協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提

案，用以鞏固美國在東南亞的競爭優勢。  
23

此舉不但意味 APEC 未

來重要議題將著重於區域經濟整合，也代表美國不會放棄分享亞

洲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利益。

除了東協及 APEC 外，甫於 9 月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

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美國式資本主義大加批評並且

指出「由於伊拉克戰爭失敗，金融危機爆發，美國領導的全球主

義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邁向多極化時代」，  
24

因此提議成立一個

歐盟形式的東亞共同體。  
25

此提議受到中國的支持，並且在東亞高

峰會議中表示，準備與其他國家商談共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  
26

但

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卻表達這個區域共同體「…應該是一個持開放

而兼容的區域架構，除了符合日本和區域的利益（也應當）維持

亞洲跟美國之間堅實的經濟和安全關係」。  
27

除了鳩山的東亞共同

21　譚瑾瑜，「亞太經濟合作局勢分析」，中央日報，民國 98 年 12 月 10 日。

22　「美政府通知國會 擬參加泛太平洋伙伴談判」，中央社，民國 98 年 12 月 15 日。

23　「美參議員將提案 促政府與東協展開 FTA 談判」，法新社，民國 98 年 10 月 11 日。

24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2009.08.26.

25  「日本新首相向中國提議成立東亞共同體」，法新社，民國 98 年 09 月 22 日。共同體將包括東協 10 個成員，以及中國、日本、

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區域夥伴。

26　「中國：願意磋談籌組歐盟式東亞共同體」，法新社，民國 98 年 10 月 22 日。

27　「日相倡東亞共同體 李顯龍：應將美納入」，法新社，民國 98 年 10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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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 也在 2010 年 APEC 高峰會中

重申其在 2008 年所提出的亞太共同體（Asia-Pacific community)。他

認為 20 年前成立的 APEC 是在促進太平洋區域間的自由貿易和投

資，政治和安全議題均未被涵蓋在內，  
28

因此在 2020 年前建立一個

更強大的區域團體，能同時處理政治、安全和經濟議題將會是亞

太共同體的目標。  
29

為了實現亞太共同體，陸克文除了任命 Richard 

Woolcott 為特使，遊說亞太各國推動此倡議外，更於 2009 年 12 月

舉行了第一次的「亞太共同體構想會議」（Asia-Pacific community 

Conference)。由此可見，以上各種區域組織間的競合越演越烈，引

發美國、中國與日本等各國在幕後的權力角逐。

未來區域整合可觀察的幾點：一、整體而言，亞太地區擁有

大量資源，並且未來將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及軍事實力，因

此美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及日本 5 大強權的競逐可能會對區

域的和平及安全構成威脅，  
30

透過各國對於區域組織之參與可窺知

其策略。二、APEC 正處於關鍵的一年，已發展經濟體是否達成

茂物目標攸關 APEC 未來發展，APEC 應當避免設定過於遠大的

目標，並且將深化區域經濟整合設定為長期目標。三、東協陸續

透過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與紐澳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所

建立出的區域自由貿易模式，不但為東亞整合奠定重要的基石，  
31

也

將使東協未來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東協 - 中國自由

貿易區的生效與運作將會對區域經濟及東協加 N 產生影響，值得

密切注意。四、雖然東京與華盛頓關係密切，而鳩山也指出美國

將會在東亞共同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卻明確指出將中國

28　Peter Drysdale, “the Asia-Pacific Community Idea,” East Asia forum, 2008.06.19.

29　Carlyle A. Thayer, “Kevin Rudd’s Multi-Layered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East Asia Forum, 2009.06.22.

30　「澳洲總理：資源減少危及亞洲和平」，中央社，民國 98 年 12 月 04 日。

31　蔡東杰「大國各自盤算 東亞共同體前途未卜」，青年日報「國際安全論壇」專欄，民國 98 年 11 月 12 日，版 7。

納入東亞共同體而拒絕說明美國參與程度的規劃。  
32

反觀澳洲所提

倡的亞太共同體則明白將美國納入，因此美國與中國在未來集團

中的角色值得觀察。

兩岸關係的發展：

 2009 年兩岸關係有了戲劇性的發展，除了關係日益緩和之

外，莫過 2009 年 11 月 16 日完成兩岸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的簽署。 
33

 

從 2008 年底胡錦濤發表第三十週年「告台灣同胞書」時便指

出，未來兩岸關係將以「和平發展」為主，化解兩岸政治對立，並

加強兩岸經濟交流的合作機制。對此善意的釋放，台灣則以強調兩

岸和平與經濟繁榮為兩岸關係的重要目標作為回應，並以綜合性經

濟合作協議（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

作為具體的政策建議。   
34

為了落實 CECA，政府積極的展開和中國

的談話，並且研讀各種落實 CECA 的可能性。 
35

  

透過 2008 年 6 月第一次江陳會，兩岸協商了兩岸包機、大

陸人民來台觀光兩項議題，並且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

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36

第二次江陳會於

2008 年 11 月舉行，雙方就兩岸空運、兩岸海運、兩岸直接通郵

32　「成立類似歐盟組織 中美日等檯面下角力」，法新社，民國 98 年 10 月 26 日。

33     MOU 於第三次江陳會中就兩岸金融合作方面所提出，原有的四項子議題包括：銀行業、證券及期貨業和保險業三項監

理 MOU 以及貨幣兌換涉及的人民幣拋補及清算機制等，由於技術性很高，因此，安排由兩會簽署整體性的金融合作協

議，將三項 MOU 的共通部分、貨幣兌換及其他金融合作事項，納入協議範圍，並賦予各業別金融監理機關進行監理合

作的細部安排及三項 MOU 洽簽。MOU 概念分別為永豐金、台新金、元大金、富邦金、寶來證、華票、統一證、群益證、

元富證、開發金、台壽保、高雄銀、合庫、國泰金。

34　唐開太，「亞太區域政治與安全」，太平洋區域年鑑，台北：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民國 98 年 06 月，頁 52。

35　“Taiwan to Study Possible CECA with China,” The China Post, 2009.02.14

36      立法院第 7 屆第一會期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兩岸 612 江陳會談情形」陸委會專案報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 97 年

0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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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品安全等四項議題進行協商，並且簽署協議。  
37

然而，由於反

對黨擔憂與中國進一步經濟整合可能有損主權，因此執政黨便將

CECA 變更為經濟合作架構安排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以爭取更多支持與凝聚共識。  
38

第三次江陳會於

2009 年於 2009 年 4 月舉行，會談協商議題包括：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兩岸定期航班、兩岸金融合作及陸資來台投資等四大

項，達成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峽兩

岸金融合作協議」以及「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等 3 項協議，而

就共同推動陸資來台投資與大陸方面獲致共識。  
39

第四次江陳會於

2009 年 12 月舉行，雙方就避免雙重課稅和稅務合作、漁船船員勞務

合作、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農業檢驗檢疫合作等 4 項協議進行

會談，並且達成了「漁船船員勞務合作」、「標準計量檢驗認證

合作」及「農業檢驗檢疫合作」協議的簽署。 
40

 

歷經四次江陳會，可明顯看出所協商的議題均為因應兩岸經

貿關係發展及強化兩岸經貿交流的經濟議題。而透過良好的協商

基礎，推動 ECFA 的簽署將會是兩岸兩會的下一個重點。促使政府

積極推動 ECFA 的重要原因包括：一、兩岸關係改善有助台灣推動

外交工作，例如 APEC 領袖會議、WTO、政府採購協定及 WHA 的

參與等。  
41

二、解決「東協加一」的壓力，提升台商的競爭力。透

過 ECFA 的簽署，獲取經濟利益，並且透過大陸為跳板，推進與東

協的經濟合作，避免台灣被邊緣化。 
42

 

37　「第二次江陳會成果說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 97 年 11 月 07 日。

38　唐開太，「亞太區域政治與安全」，太平洋區域年鑑，台北：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民國 98 年 06 月，頁 52。

39　「第三次江陳會談成果說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 98 年 04 月 27 日。 

40　「第四次江陳會談三項協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 98 年 12 月 22 日。

41　「外交部沈政務次長主持我國政府向駐華使節及代表說明第四次江陳會簡報會」，中央社，民國 98 年 12 月 28 日。

42　「東亞經濟新型態的挑戰」，中央日報，民國 98 年 12 月 25 日。

展望與未來：

2009 年亞太區域政治經貿關係歷經了許多變動：美國外交政

策由「重歐輕亞」漸漸轉為「歐亞並重」甚至「重亞輕歐」，顯示

美國不願意被排除在亞洲之外並加強與亞太連結的企圖心。區域

組織間的競合日益白熱化，APEC 在區域的角色將會取決於明年茂

物目標是否達成；東協 - 中國的自由貿易是否正常運作，為其他

東協加 N 奠定良好典範；日本的東亞共同體和澳洲的亞太共同體

的倡議，均將對亞太區域安全產生影響力。北韓問題將取決於六方

會談是否能夠重啟？美國是否能夠成功透過談判對北韓施壓，以及

中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兩岸關係方面，制度化的合作模式基

本上已經建立，雖然台灣內部對 ECFA 仍有爭論。總體而言，亞太

地區之安全仍舊取決於美、中、日間的權力角逐， 因此這些國家的

角色在平衡仰或瓦解亞太區域安全上格外重要。

（作者皆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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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區域貿易協定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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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區域貿易協定趨勢分析

洪財隆

過去十年來，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情勢已出現重大變更，主

要包括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區域影響力與日俱增（美國的盟友日

本則相對衰退），以及 1997/8 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所勃興的東亞區

域主義（以東協加 N 為代表）等兩大因素，凡此都讓美國必須重

新「看見」或積極涉入（engagement）東亞。

美國涉足（在場）東亞最自然的方式就是透過 APEC，或基

於 APEC 的亞太區域規模的相關倡議比如 FTAAP（亞太自由貿易

區），以及透過橫跨美亞兩大洲的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俗稱 P4）之擴大來進行，換句話說，美國對亞太尤其

是東亞區域利益已經再度「甦醒」（reawakening）。

以下分別針對上述區域規模所提，FTA 相關協定或倡議的概

況與進展作一分析性描述。

一、「東協加三」（日中韓）

（一）歷史演進

1997~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次掀起東亞區域主義之風。受

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東協開始尋求自立。加上美國與 IMF 並未在本

次危機之中提供適切的協助，因此東協開始將整合的焦點轉向

東亞，並期待透過整合建立預防、解決經濟危機的機制。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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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三會議便在此背景之下誕生。不只是東協，中日韓也有所

盤算。1998 年 12 月韓國總統金大中當時所提倡的「東亞展望小組」

(East Asia Vision Group, EAVG)，當時建議將東亞作為一個整體，對

於東亞中長期的願景作評估。2001 年東亞展望小組於東協加三會

議當中，提議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此後經過「東亞研究小組」

(East Asia Study Group, EASG) 的評估，正式於 2002 年東協加三高峰

會中，將東亞 FTA 的建立列為中長期課題，並針對「東亞 FTA 相

關的利益、課題、影響、可行性」進行評估。

東協加三峰會正式接受了 EASG 與 EAVG 的建議後，2004 年 11

月 ASEAN 加三經濟部長會議中，中國大陸提議召開民間專家會議

評估「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n Free Trade Agreement, EAFTA)

實現的可能性。該意見獲得採納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

洋研究所的張蘊嶺所長擔任議長，於 2005 年 4 月至 2006 年 7 月之

間共計舉辦了四次的會議，並於 2007 年 8 月的 ASEAN 加三經濟部

長會議中提出報告書。

總的來說，源於「東協加三對話機制，1997」（日中韓一起）的

「東協加三」FTA 倡議要實現仍需時日，其中以中國最為積極，希望

進一步建制為「東亞自由貿易協定」（EAFTA）。最主要原因在於日本

對中國日益增加的區域影響力心存疑慮，或者說日中韓三國的歷史

宿怨也成了「東協加三」發展成 FTA 的重大阻力。然而，「東協

加三」在包括金融穩定與能源安全等功能性合作領域，卻頗具

成效，著名的清邁協議（2000）即是顯例。此一協議設置了雙

邊且多重的區域貨幣互換機制，一方面作為這些國家一旦發生貨

幣危機時的區域性緊急救援，並有藉以事先防範類似 1997 年東

亞金融危機於未然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可透過區域金融合作

機制的建立，補強當前國際金融制度（主要指 IMF）的不足。清

邁協議的內容更是日益完善，2008 年五月「東協加三」財長會議

（通常跟亞銀年會同一時地召開）所宣布，將成立規模至少 800 億

美元（新近則宣布將加碼到 1200 億美元）、預計 2008 年開始生效

的危機基金，更是等同將原本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予以多邊化或

集中化，如果運作良好，未來甚至有可能逐步演變成「亞洲貨

幣基金」（AMF）。

（二）2009 年最新進展

主要分成「東協加三」FTA 的進展，以及上述「東協加三」

規模的金融合作等發展。就前者而言，日中韓三國在 2009 年下半

年舉行的「日中韓經貿部長會議」中決定，將在 2010 年上半年啟

動「產官學 FTA 共同研究」，而這相當程度也可視為「東協加三」

FTA 的先聲與重要突破。

如上所述，「東協加三」雖在 FTA 這個層次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但在功能性議題特別是金融領域的合作頗具突破性，或許

也是可行的整合模式，2009 年的「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即

是顯例。

由於 2008 年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亞洲各

國經濟成長，中、日、韓及東協 10 國同意將「清邁協定」的雙邊

換匯計畫升級。2009 年 5 月 3 日，東協加三財長於亞銀年會期間

發表聯合公報，除同意於年底前成立 120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基金

（日本和中國大陸將分別提供 32％，韓國提供 16％，其餘 20％將

由東協十國負責）之外，並將儘速成立一個超然的區域監管單

位，協助清邁倡議之決策，亦即所謂「清邁倡議多邊化（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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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CMIM）」。  
1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在此次亞銀年會期間的東協加三財長會

議中被納入 CMIM 體系內，並將提供 4.2％的儲備基金（包括在中

國大陸的額度中）。

至於東協本身則宣稱將在 2015 之前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而第一階段自由貿易區（即

AFTA，乃根據授權條款並排除服務貿易）已在 2010 年 1 月 1 日

生效。

二、 「東協加六」（日中韓紐澳及印度）或「東亞高峰

會議」（EAS）

（一）歷史演進

2005 年第一屆「東亞峰會」（East Asian Summit）在馬來西亞舉

行，乃以「東協加三」成員為核心，外加印度與紐澳等三國。日本

希望透過更大規模的「東協加六」（日中韓與紐澳印度）來稀釋中

國的影響力，這也可以從在 2008 年五月成立、總部設在雅加達的

「東協暨東亞經濟研究院」可以看出端倪，這是一所由日本在背

後主導，藉由東協加六等十六國的智庫聯盟合作，運作模式則

模仿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二）2009 年最新進展

成員眾多的「東亞高峰會議」在 2009 年主要有兩項發展，其

一是因美國正積極爭取參與東亞區域建構的過程，更顯示出其重

�  The Joint Media Statement of the 12th ASEAN Plus Three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Bali, Indonesia, 
3 May 2009, see http://74.125.153.132/search?q=cache:j9nkpyZqRYcJ:www.aseansec.org/22536.
htm+asean+plus+three+Hong+Kong&cd=8&hl=zh-TW&ct=clnk&gl=tw

要性，比如歐巴馬利用 2009 年 APEC 領袖會議機會，第一次跟東

協領袖另外會面，並宣示將跟「東亞高峰會議」做更為正式的接

觸或聯結。

此外，日本新任首相鳩山重提小泉在 2003 年的倡議，主張

建構「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EAc），並以「東協加

六」為基本成員。模仿歐盟模式成立一「共同貨幣」（後來似乎

放緩此一主張，改為以自由貿易區為基礎，並協調區域內的財政

與貨幣政策），但也坦言這些都只是「中期目標」，至少就短期而

言，日本或將基於「開放的區域合作」原則，透過不同議題進行

廣泛合作，除了上述的金融議題之外，尚有海盜防制、災難管

理、社會安全與都市化等，以建立「諸多功能性共同體的多層次

網路」（a multi-layered network of functional communities）(Brown, 

November 16th, 2009)。

而在 2009 年於泰國舉行的「東亞峰會」上，澳洲總理陸克文

（Kevin Rudd）另外提議的「亞太共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 

APc），成員則大致以 APEC 為基礎，自然也包含美國在內，甚至也

涵蓋東協 10 國全部與印度，且希望在 2020 年以前得以實現。澳

洲向來唯恐被東亞區域主義排除在外，所以更大規模的共同體對

其有利。

三、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一）歷史演進

2001 年紐、新簽署 ANZSCEP，2002 年這兩國與智利則利用在

墨西哥舉行 APEC 經濟領袖高峰會時宣布開啟《太平洋三國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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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夥伴》（P3-CEP）談判，此即 P4 之前身，汶萊於 2004 年的第

二輪談判中成為觀察員，2005 年 4 月的第五輪談判中成為正式談

判方。最後由新加坡、紐西蘭、智利與汶萊（四國所以俗稱 P4）

於同年 7 月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協定，並於 2006 年正式生

效。由於 TPP 具有「開放條款」（特別是針對其他 APEC 經濟體）

所以帶有強烈的擴張動能，相當富有戰略性並在最近有重大進展。

一方面 ABAC（APEC 企業諮詢會議）已倡議將「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夥伴」為推動 REI（區域經濟整合）與 FTAAP 的基礎，另美

國當時貿易談判代表 Schwab 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成員

也在 2008 年 9 月 22 日對外正式宣布，美國將展開加入 TPP 之談

判。除了美國之外，澳洲、秘魯與越南也已表達了高度加入意願。

（二）2009 年最新進展

2009 年 1 月歐巴馬總統就職後，任命主張自由貿易的前達拉

斯市長寇克（Ron Kirk）出任貿易代表，而寇克也在 2009 年 5 月

18 日表達美國繼續參與 TPP 擴大談判的意願，唯須在新政府完

成貿易政策檢討後定案。顯示美國對於 TPP 的擴大，具有高度

意願，唯在目前美國經濟情勢不佳，對外經貿談判的優先性降

低而有所延遲。

然而，2009 年 11 月 13 日歐巴馬總統在日本演說中提到，將

與 TPP 成員持續接觸，以完成一個「擁有廣泛成員且高品質的 21

世紀貿易協定」。等於是再度宣示美國將會加入，同時也希望 TPP

得以擴大。目前美澳等國則預定將在 2010 年三月展開加入 TPP 之

談判。

四、FTAAP（亞太自由貿易區）

（一）歷史演進

亞太區域經濟互賴程度提昇，對 APEC 的經濟整合需求也日

益提高，尤其是區域貿易協定的擴散與 WTO 杜哈回合的遲無進展

等國際經貿環境的變遷，都為 APEC 的整合架構帶來衝擊。其中

包括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從 2004 年起開始提議並強力

支持，但在 2006 年才被 APEC 列為長期目標（long term prospect）

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此一重大倡議最具代表性。透過

「務實與漸進」的方式，APEC 持續推動「區域經濟整合議程」（REI 

Agenda）。這份議程主要起因於 APEC 在 2006 年的 FTAAP 倡議，並

根據 2007 年「強化區域經濟整合」報告中所列出之 53 項「已獲

共識之行動」（agreed actions），在 2008 年呈給領袖「APEC 區域經

濟整合議程之進展報告」，報告最末並附有「APEC REI 議程多年度

工作計畫表」（matrix）作為推動 REI 的行動綱領。

APEC目前則以議題涵蓋相當廣泛的「區域經濟整合議程（REI）」

（涵蓋 FTAAP 倡議）做為討論與推動目標，妥協意味濃厚，主要用

意或功能有三：一來延續 APEC 在經貿自由化方面的努力，再者可

包含以美國為主的部分經濟體欲藉由 APEC 場域推動 FTAAP 的企

圖，最後也可緩和包括中國大陸，以及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

東協國家的疑慮，這些國家基本上並不贊同以 FTAAP 做為推動區

域經濟整合的唯一選項。

（二）2009 年最新進展

FTAAP 固為美國所力促，但包括中國大陸，以及印尼、泰國、與

馬來西亞等東協國家基本上並不贊同以 FTAAP 做為推動亞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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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整合的唯一選項，為緩和這些經濟體的疑慮，APEC 目前則以

議題涵蓋相當廣泛  
2

的「區域經濟整合議程（REI)」來涵蓋 FTAAP

倡議，做為討論與推動目標。

2009 年起更進一步將 REI 議程區分成三大部分，分別為加強

「邊境上」（at the border）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改善「邊境內」

（behind the border）的商業環境；以及強化「跨邊境」（across the 

border）的供應鏈實體聯結。

並將聚焦在以下五大議題，包括（跨境）服務、投資、貿易

便捷化、原產地規則（(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ROO），以及標

準與技術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iers to trade, TBT）。 
3

 

基本上各經濟體都同意透過 APEC 來促進區域經濟整合，但

針對 FTAAP 之議，一般而言仍希望以漸進、自願方式（gradualist 

and voluntary approach）為原則，避免太過急切。這一方面揭示了

APEC 從事經貿自由化的特色或限制，另一方面其實也預示了如欲

在 APEC 架構下落實 FTAAP 的困難點。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  包括支持多邊貿易體系、重申對茂物目標的承諾、結構改革、部門別議題與私部門參與，以及

擴大能力建構等。

�  2009 AELM Declaration , “Sustaining Growth, Connecting the Region”, November 14th -15th, Singapore. 

2009 年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最新進展分析

黃暖婷

在杜哈回合談判膠著的背景下，近年來亞太各國均積極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也隱隱然形成了一組組不同的「輪軸輻條（hub 

and spoke）」模式。鑒於區域規模自由貿易協定前文已有論述，本

文將聚焦於亞太地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現況與進展，從東南亞

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簡

稱「東協」）、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四個重要「軸心（hub）」

著手，簡要敘述各「軸心」於 2009 年簽署或有新進展的重要雙

邊自由貿易協定，藉以描繪出亞太地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圖

像，並加以評析。

一、  東協：2009 年，東協於 2 月 27 日簽署紐澳－東協自由貿

易協定（Australia-New Zealand-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ANZFTA），6 月 2 日與韓國簽署投資協定，8 月 13 日與印

度簽署貨品貿易協定授權條款 
1

 ，加上始於 2001 年，生效於

2010 年 1 月 1 日的「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可說是

成果豐碩的一年。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將於後文之

「中國大陸」項下介紹，在此先簡述紐澳－東協自由貿易協

定、東協－韓國投資協定與東協—印度貨品貿易協定授權

條款：

�　紐澳－東協自由貿易協定與東協—印度貨品貿易協定授權條款，亦於 2010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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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紐澳－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ANZFTA）的範圍涵蓋貨品貿

易、服務貿易（包括金融和電信服務）、電子商務、自然

人移動、投資、爭端解決，以及動植物檢疫、標準、技

術規定、合格評定程序、智慧財產權和競爭等層面，並

罕見的包括了經濟合作工作計畫（Economic Cooperation 

Work Program, ECWP），是目前東協所簽過涵蓋範圍最

為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規範各方履行成立合

作機制之承諾，廢除區域範圍內不必要的貿易障礙，以

確保各項非關稅措施之執行，例如簽發許可、貨品品

質及食品安全衛生標準等合作機制，各方並亦承諾至

2018 年將至少撤銷 90% 稅號貨品關稅障礙，同時將開

放大部分投資及服務業項目，增加彼此專業人員之就

業機會。  
2

此協定涵蓋範圍較全面，且自由化的進程也

較快，所以對東協衝擊較大，談判過程也相對困難；

對紐澳而言，則因紐澳之間的經濟關係目前僅達 FTA

的階段，兩國第一次共同對外談判 FTA，也是一項挑

戰。 
3

 

（二）  東協－韓國投資協定：2009 年 6 月 2 日，東協與韓國

在濟州島高峰會上，完成投資保障協定的簽署，也完

成東協與韓國全面經濟合作關係的架構協定。此一協

定旨在創造東協與韓國之間自由、便捷、透明並具有

�  工業總會貿易發展委員會，2009 年 4 月 10 日。〈東協與澳洲、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預估在本年度

內執行，開放彼此間專業人士及服務業市場、以及減讓關稅〉。http://www.cnfi.org.tw/wto/all-news.
php?id=8321&t_type=s  Latest Accessed 1 September 2009.

�  洪財隆、黃暖婷，2009。〈「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展望研究──兼論我國加入跨太平洋經濟戰略伙伴

協定之可行性分析」研究案出國報告書〉。台北：台灣經濟研究院。

競爭性的投資環境，並期望透過以下方式達成目標：  
4

■ 積極的投資制度自由化； 

■ 創造對東協與韓國的投資人及資金有幫助的環境；

■ 在互惠基礎上推動合作；

 ■ 鼓勵並推動東協與韓國之間的資金流動與合作；

■ 增進投資規定的透明度，以及 提供投資保障。 

（三）  東協－印度貨品貿易協定授權條款：2009 年 8 月 13 日

東協與印度簽署貨品貿易授權條款之後，雙方的市場

規模總計將達 275 億美金，範圍涵蓋雙方 90%，超過

4000 項的貨品，其中甚至包括部分敏感性商品，如棕

櫚油（包括原油與精煉油）、咖啡、紅茶與胡椒。  
5

但商

品調降關稅的方式將以「多軌多速」的方式進行，東協

不同國家與不同的商品均有不同的速度；商品調降關稅

清單可分為 2 個「正常軌道（Normal Track, NT)」、一

個「敏感軌道（Sensitive Track ,ST）」以及一個「高

度敏感軌道（Highly Sensitive Track, HST）」，而東協

國家中，菲律賓、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也有

特殊的降稅速度設計。此外，此一協定的優惠關稅待

遇將由原產地內容最低 35% 的加值門檻、稅則號列變

更，以及特定產品規則所構成，料將成為未來爭端的

來由。 
6

 

�  〈Asean-Korea FTA on Investment signed〉，2 June 2009.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
=15196&lang=en

�  〈ASEAN and India Sign the Much Awaited Free Trade Area〉，13 August 2009. http://www.aseansec.org/
PR-ASEAN-India-Sign-Much-Awaited-FTA.pdf

�  Raphael B. Madarang，〈Ever heard of the ASEAN-India FTA?〉，The Philippine Star, 5 January 2010.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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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FTA 的最新進展，包括與新加坡的 FTA

正式生效於 2009 年 1 月 1 日，以及眾所矚目的「東協－中國

大陸自由貿易區」於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茲簡述如下：

（一）  中國大陸－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此協定共 115 條，分

為初始條款、一般定義、貨物貿易、原產地規則、海關

程式、貿易救濟、技術性貿易壁壘及衛生與植物衛生措

施、服務貿易、自然人移動、投資、經濟合作、爭端

解決、例外、一般條款和最後條款等 14 章，並包含

7 個附件、2 項換文。根據 Singapore FTA Network  
7

提

供 的資料，中國大陸－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之優惠

將涵蓋所有中國大陸所有出口到新加坡的產品，以

及 95% 新加坡出口至中國大陸的產品，其中超過 85%

的出口品在 2009 年 1 月 1 日達到零關稅，剩下 10% 也

於 2010 年 1 月 1 日達到零關稅。此外新加坡與中國大

陸也同意簡化通關程序，以便利貨品貿易，主要在於第

三方開立發票、提供貿易商更多確定性的進一步規

則，與增進風險管理以便利低風險貨物的交易與清

算。

（二）  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根據路透社的資訊 
8

 ，在

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內，90% 的中國大陸商品

於 2010 年在印尼、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與泰國，2015 年在寮國、越南、柬埔寨與緬甸境內，享

受零關稅待遇；剩下包括部分紡織品與電子產品等 10%
www.philstar.com/Article.aspx?articleId=538085&publicationSubCategoryId=66

�　http://www.fta.gov.sg/ index.asp

�  〈FACTBOX -China and ASEAN to launch world’s 3rd biggest trade zone〉，Reuters，1 January 2010。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6560&lang=en

的商品，則被列為暫緩降低關稅的敏感名單；根據中國

官員的估計，商品量將涵蓋 7000 項；就服務業方面，東

協與中國大陸將在商業服務與觀光旅遊等服務業市場上

享受互惠的優惠待遇。預計 2010 年中國大陸與東協的

貿易額將達 2000 億美金，成為就經濟規模而言，次

於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

三、  日本：雖然日本對於東亞經濟整合向來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

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上卻相對保守謹慎；2009 年日本 FTA 的

最新進展，即是與越南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於 2009 年 4 月

21 日由越南總理批准。日越自由貿易協定涵蓋貨品與服務業貿

易、改善商業環境，以及勞工與技術合作；未來十年兩國 92%

的產品將享受零關稅待遇，而越南的農漁業產品及日本的工業

產品也將各蒙其利。較為特別的是初期日本將對越南提供諸如

訓練護士、發展協力產業、建立成衣與紡織業部門的雙邊對話

機制、增進食品衛生及相關安全與標準檢查等援助，然而日越

雙方對彼此的市場缺乏了解，也將是未來的挑戰。 
9

 

四、  韓國：與台灣在第三地市場競爭最為激烈的韓國，分別於

2007 年與美國，2009 年與歐盟、印度簽署貿易協定，並與

東協完成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投資協定 
10

 ，足見韓國的企圖心；

2009 年，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ea-US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 FTA）亦有新發展。以下分別簡述之：

（一）  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美韓 FTA 談判已於 2007 年 4 月正

�  〈Vietnam ratifies FTA with Japan〉，21 April 2009.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491
2&lang=en

�0　東協－韓國投資協定已於「東協」項下敘述，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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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完成，並已獲得韓國國會的正式批准，如果美國國

會批准即可正式生效。根據協定，韓美兩國在協定生

效後將立即取消雙邊貿易中 85％的工業品關稅，剩餘

15％的關稅將在之後的 3 年到 15 年逐步取消。在與美

國的協商之下，韓國最在意的敏感性商品－稻米，並

未列入關稅減免清單，但將陸續取消其他諸如豬肉、雞

肉、柑橘等項目之關稅 
11

 ；美國牛肉輸韓禁令則於 2008

年 4 月由李明博總統宣布取消，引起當時韓國國內相

當大的政治風波，甚至導致內閣總辭。雖然美國在歐

巴馬上任之後的 FTA 政策尚未完全明朗，但 2009 年 11

月 13 日歐巴馬在日本的演說中也提到希望與韓國的貿

易協定有所進展 。 
12

（二）  韓歐自由貿易協定（Korea-EU Free Trade Agreement）：

韓國與歐盟的 FTA 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完成談判。協

定正式簽約生效之後，韓國在未來 3 年內將要免除

96％歐盟產品的關稅，並在 7 年內達成完全免關稅的

目標；歐盟方面則預計在未來 3 年內免除 99％韓國產

品的進口關稅，並在 5 年內完全開放市場。此外，韓歐

自由貿易協定也納入環保標準的相關規則，並預估此一

FTA 將一共增加韓國 2~3％的 GDP 與 2.5~5％的出口。

  
13

對韓國而言，與歐盟簽訂 FTA 有助於韓國進一步開拓歐

��  范凱云，2008。〈亞太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發展趨勢〉。「2008-2009 太平洋區域年鑑」。台北：太平

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th, 2009. Text of Obama’s Tokyo Address. http://blogs.wsj.com/
washwire/2009/11/13/text-of-obamas-tokyo-address/tab/print/ Latest Accessed 16 November 2009.

��  Korea Herald. July 14 2009. “Korea, EU conclude FTA talks.”http://news.asiaone.com/News/
AsiaOne+News/World/Story/A1Story/20090714-154667.html Latest Updated 1 September 2009. 

洲市場，而對歐盟而言，韓歐 FTA 的最大意義除了享受

彼此關稅降低的利益之外，也可藉以克服韓國的「技術

貿易障礙」（如標準與管制等）並取得服務貿易（如通訊、

金融與法律）市場進入的優惠條件。 
14

 

（三）  韓印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授權條款）：自 2006 年

2 月在首爾舉行的韓印高峰會揭開韓印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CEPA）的洽談起，歷經 3 年 6 個月，韓

印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終於在 2009 年 8 月 7 日簽

定。未來 10 年內，韓國將免除或減低 90％印度商

品的關稅，而印度也將免除或減低 85％印度商品的關

稅。 
15

 儘管根據韓國國際貿易協會（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KITA）的研究 
16

 ，由於印度的市場開放

程度較低，以及部分韓國主要出口產品適用的是關稅

減讓，且關稅減讓將以長期為基礎，導致韓印 CEPA 的

短期經濟利益不高，然而韓國政府也同時在協定中包

含兩國服務業人力的自由流動，並且把目前出口低迷

的柴油發動機、火車頭、電梯等包括在零關稅項目，可

見韓國與印度洽簽 CEPA 著眼於中長期，並非只有短期

利的考量。 
17

 

       Korea Herald. July 14 2009. “Korea, EU FTA to bring unprecedented benefits.”http://www.koreaherald.
co.kr/NEWKHSITE/data/html_dir/2009/07/14/200907140056.asp Latest Updated 1 September 2009.

��  Troy Stangarone, “Korea-EU FTA Represents a Challenge for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keia.org/
Publications/Insight/2009/09November.pdf

��  Korea Herald. August 8th, 2009. “CEPA with India.” http://english.yonhapnews.co.kr/Editorials/2009/
08/08/39/1300000000AEN20090808000300315F.HTML Latest Accessed 1 September 2009.

��“India-Korea CEPA: A step in right direction” http://www.kita.org/

��　江啟臣，2009 年 8 月。〈韓國與印度 CEPA 對台灣的意涵〉。「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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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不難發現亞太區域經濟整

合的發展方向，不再是單一國家可以乾綱獨斷，而需要透過各國

的協商與角力來決定。就東協於 2009 年簽署的各項雙邊貿易協定

來看，可以確定東協目前具有做為一個整體從事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的實力，即便未來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受人矚

目，而日本對於聯合東協的「東亞共同體」也向來有所耕耘，但

是東協也積極的與韓國、印度發展經貿合作關係，未來東協在區域

內各大國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持續關注。而從韓國積極與各

大經濟體洽簽 FTA 的動作，則可觀察到韓國似乎企圖利用與大國

洽簽 FTA，積極對外開拓市場，並且提高自身在亞太區域內的影

響力。相較於此，長期洽簽 FTA 不利，出口產品又與韓國高度相

似的台灣，必須要更加積極的思考如何將經貿力量延伸至各大經

濟體內，並且建立自己不可取代的利基，方能避免在亞太經貿的

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命運。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日本新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影響 

美國貿易政策新動向 

金融危機後國際與區域貨幣的動

態及展望 

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亞太區域架構         
形塑：新區域主意的觀點

   歐盟推動經濟整合範例



重點議題研析與前瞻

日本新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影響

吳福成

一、前言 
    橫跨太平洋兩岸的美國和日本兩個同盟夥伴，在 2009 年相

繼出現歐巴馬政權和鳩山由紀夫內閣登場，兩國新執政的都屬於

民主黨，同時也都標榜「變化（Change）」，而成為外界矚目的焦

點。  1

然而，日本的鳩山內閣執政後，卻高唱「東亞共同體」構想，

並宣稱將微調長達 50 年的日美同盟關係為「緊密而對等的日美關

係」，此一對外政策的變化，深刻地牽動著日本對美、中、韓、東

協、印度關係之發展，其後續影響也頗值得進一步觀察。

在亞太區域，一直以來美國、中國和印度等大國之間互有猜

忌，美國擔心日中關係更接近會導致本身被孤立，轉而支持亞太

經合會（APEC），歐巴馬總統訪問日本期間更公開表態自己是「太

平洋出身的總統」；中國強烈支持東協加日中韓的 10+3，但也肯

定「東亞共同體」構想；印度對中國在東亞的存在感更有所警戒，

因而支持東亞高峰會；鳩山首相則強調日美關係的重要，並強調

日中韓是「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核心。  
2

這些矛盾對鳩山首相推動

「東亞共同體」構想，已構成潛在的發展障礙。因此，日本新政府

的對外政策，特別是「東亞共同體」構想，勢必激化亞太區域各

種形式整合的競合關係。

� 「二つの政權交代と日米關係」，村田晃嗣，《海外事務》，平成 21〈2009〉年 12 月

2       「東アジア共同體の實現度 アジアはどう變わゐ」，日本週刊東洋經濟，2009.11.28。
   日本「共同社」，2009.12.13。「日本經濟新聞」，20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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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黨政府的主要對外政策

日本民主黨的對外基本政策，  
3

最優先的工作是要建構日美兩

國對等的相互信賴關係，並在傳統的日美同盟 50 週年後重新確

立新時代的日美同盟。其次是，要推動簽署日美自由貿易協定

（FTA），以促進兩國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重新修訂日美地位協定，

以及持續檢討在日美軍基地問題。

在 2009 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的競選中，民主黨向選民所承諾的

外交方針，最主要的是「建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關係」、「停止在印

度洋向美國軍艦供油」、「追查日美密約」，以及「讓沖繩（琉球）

美軍基地搬遷到縣外、國外」等，這些訴求幾乎都針對日美關係

的重新調整而來。

第二是，強化對亞洲的外交，全力建構與中國、韓國和亞洲

諸國的信賴關係。特別是以建構「東亞共同體」為目標，確立亞

太區域在通商、金融、能源、環境、災害救援、流行傳染疾病對

策等領域的合作機制。積極推進與亞洲諸國簽署涵蓋投資、勞動

和智慧財產權等部門別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和 FTA。

第三是，強化日韓兩國的信賴關係。為了東亞和世界的安定

和平，應強化日韓兩國的信賴關係。由於韓國是「六方會談」的

成員國之一，重新建構良好的日韓關係，將有助於解決北韓的綁

架、核武和飛彈等問題，這對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很重要。另

外，強化日韓兩國的信賴關係，繼而建構日韓中三國之間的信賴

和合作關係。最後則是有關簽署日韓 FTA，以及解決兩國的竹島

（主權爭議）問題。

� 日本民主黨政策集 INDEX2009，網址： http：//www.dpj.or.jp/policy/manifesto/seisaku2009/08.html

第四是，深化日中關係。中國是日本極為重要的鄰邦，促進

兩國友好合作關係，有助於東亞區域的和平和繁榮。日中兩國之

間尚存在著食品安全、人權、環境、能源、軍事力透明化、東海

天然氣開發等懸案事項，兩國領導人之間應建構強固的信賴關係，

發展建設性對話，並尋求上述懸案事項之解決。

第五是，與台灣的交流。在民間的基礎上，促進與台灣的經

濟和文化交流。民主黨不支持台灣片面的獨立，也反對中國對台

灣行使武力。而為避免台灣海峽發生緊張，中台雙方的預防工作

是重要課題。在這之間，則必須以 1972 年的「日中共同聲明」為

前提。

本著民主黨的對外政策方向，鳩山內閣又根據執政以來推動

對外政策的客觀形勢發展，又附加新的論述。鳩山首相參加 2009

年 10 月在泰國舉行的東協加日中韓（10+3）高峰會時，特別提出

「東亞共同體」構想，強調這是長期的願景，係以開放的區域合作

原則來推進。接著，鳩山首相更進一步將其對外政策歸納為：日

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且與對亞洲的重視同列為其外交的兩

根支柱。 
4 

日本外相岡田克也最近接受中國《21 世紀經濟導報》專訪時，

首度強調日本的外交政策已經超越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時刻，

日本外務省不會做「選擇美國還是選擇亞洲」這種二中選一的討

論。  
5

岡田克也外相還透露，日本是 2010 年亞太經合會（APEC）

主席國，目前正在對如何加強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進行創造性的思

考。日本還願意引領在該區域經濟增長的中國，與 2011 年 APEC
� 「日米同盟、アジア重視，外交の柱兩立に腐心」，日本經濟新聞，2009.�0.25

5 「岡田克也：日本外交走入東西並重時代」，《21 世紀經濟導報》，200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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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國的美國在深化雙邊經濟關係的同時，強化旨在促進亞太區

域經濟發展的合作。

從鳩山首相和岡田克也外相在不同場合的說法，似乎已對近

來外界評述日本對外政策已從過去的「脫亞入美」轉為「脫美入

亞」，甚至質疑鳩山首相「反美」的聲音，做出了正確的對外政

策回應。

三、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構想

鳩山首相於 2009 年 8 月在日文月刊《Voice》發表專文「我的

政治哲學」，  
6

隨即美國 8 月 27 日的《紐約時報》又將該篇專文摘

取部分內容，並另訂題目為「日本的新道路」以英文刊出。由於

這 2 篇母子專文主張建立「東亞共同體」、創設「亞洲共同貨幣」，

以及強調日本不能忘記「作為一個亞洲國家的身分」，甚至要追求

「與美國更平等的關係」，引發外界高度關切鳩山所領導的日本新

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否已質變，並可能對東亞區域發展帶來關鍵性

的影響？

事實上，日本民主黨早就把建構「東亞共同體」、創設「亞洲

共同貨幣」列入政綱，鳩山首相則陸續用專文闡述了上述兩大主

張發生的大背景，即日美中三角關係的改變，並具體點出未來進

一步實現的道路。鳩山首相不隱諱地指出，日本夾在美國和中國

之間，為維護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獨立，日本在繼續把日美同盟視

為外交政策基石的同時，也不能忘記自己身為一個亞洲國家的身

分，日本應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追求與美國更為平等的關係。同

時，日本也應該更加重視亞洲，特別是東亞區域。

� 《Voice》月刊雖註明 9月號出版，其實在 8月下旬就已經在市面發行。

儘管如此，鳩山首相深知東亞主要國家（日中韓）之間迄今

仍存在著歷史問題、政治和文化衝突，是無法通過談判方式得以

解決的，甚至對這些問題討論越多，情緒就會越被激發，民族主

義加劇的風險就越大。因此，成立類似歐盟（EU）那樣的區域一

體化機構，即「東亞共同體」，將有助於解決上述爭端。但因東亞

與歐洲的情況不同，東亞地區的國家大小、發展階段和政治制度

各異，經濟一體化無法在短期內實現；因此，應該先有邁向區域

性貨幣一體化的追求，使區域性貨幣一體化作為快速經濟成長的

自然延伸。

四、日本對美、中、韓、東協、印度新關係

過去半世紀以來，日本在戰後經濟所以富強，相當程度有賴於

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自由貿易體制，其國家安全也受到日美安保同

盟的庇護，這也是日本自民黨長期必須走「親美」路線的主因。鳩

山首相要推動「東亞共同體」、創設「亞洲共同貨幣」，以及重建

日美同盟關係，這究竟是單純的「脫美入亞」，或是別有所圖？其

重視亞洲的背後，則應與 2010 年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以

及中美形成世界「兩大（G2）」格局有連帶關係。英國金融時報即

曾以「鳩山變天」，來形容日本新政府的對美關係和對中關係的角

色異位。 
7 

鳩山首相已公開澄清，他的思考方式並不是主張「反美」，他

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係以同中國、韓國等鄰近亞洲國家之間

的信賴關係為基礎。鳩山首相還表示，由於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

失敗和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所領導的全球主義時代正走向

� 「新日美同盟中的密碼」，Financial Times，200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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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並從以美國為首的單極世界，走向多極時代。而當前的勢

態也表明，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之一，甚至在不久的

將來，中國經濟的規模將超過日本。 
8 

鳩山政府的對韓政策，係以民主黨對外政策為主。2009 年 12

月中旬，日本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訪問首爾，拜會韓國總統李

明博，雙方均認為日韓合作對解決朝鮮問題，實現東北亞的和平

與繁榮極為重要。另外，有鑒於 2010 年是日本對朝鮮半島實施殖

民統治屆滿 100 週年，日韓兩國高層已將這一年定位為「友好百

年的出發點」。   
9

日韓雙方還於 2009 年 12 月 21 日，再度在首爾

重啟日韓經濟合作協定（EPA）談判，雖然沒有具體結果，但對

於 EPA 對日韓兩國關係和區域合作則有高度共識。

事實上，鳩山政府係把日韓 EPA 和東北亞日韓中 FTA 視為

未來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核心構成。除了已展開的日韓 EPA 談

判外，日韓中 FTA 也進入產官學共同研究階段。2009 年 10 月 10

日在北京舉行的日韓中三國高峰會，則開啟了以合作共生為基礎

的「新三國時代」序幕。鳩山首相鄭重地表示「非常期待三國的 FTA

進展」，同時也希望已停擺多時的日韓中投資協定能在 2010 年早

些時候簽署。 
10 

日本新政府對東協政策，除了積極發展與東協的 EPA（即

10+1）緊密關係，也參與東協加日韓中的合作機制（即 10+3），

以及東協加日韓中、紐澳和印度的東亞高峰會（或稱 10+6）等一

系列「東協 +N」區域合作模式。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構

8   請參鳩山的「我的政治哲學」一文。

9   日本「共同社」，2009.12.13

10 「三國峰會再次將韓中日 FTA 問題提上日程」，韓國中央日報，2009.10.12

想，東協也是重要的構成部分。特別是，東協將於 2015 年建立

「東協經濟共同體」，日本方面高度期待「東亞共同體」構想應從

經濟先行，並以「東協經濟共同體」為其發展核心。 
11 

最近日本新政府更積極與東協湄公河區域五國深化關係，並藉

召開「日本 - 湄公河區域各國領袖會議」的機會，爭取其支持「東

亞共同體」構想。鳩山首相表示，湄公河區域五國掌握著「東亞共

同體」構想的核心鑰匙。因此，日本新政府已承諾將自 2010 年開

始，在未來三年以政府開發援助（ODA）方式，向湄公河區域五

國最少援助 55 億美元。 
12 

日本新政府雖然尚未明確表白是否會把印度納入「東亞共同

體」構想，但卻積極發展與印度的雙邊關係。最近鳩山首相出訪

新德里，並與印度總理辛格簽署共同聲明，  
13

兩國將推進安保合

作的行動計畫，今後每年兩國將定期召開外交和防務部門副首長

級的對話，以及為確保印度洋海上運輸路線安全而進行「海上安

全保障對話 」。

在日印共同聲明裡，鳩山首相期待日印雙方能加速就經濟合

作協定（EPA）進行談判。辛格總理也對鳩山首相提出的「東亞共

同體」構想給予積極評價。由於過去日本自民黨政府的對印度政

策，都帶有「聯印制中」的戰略考量，這次鳩山首相發展對印度

的關係，則是其經濟面的優勢。因此，加速洽簽日印 EPA，也成

為鳩山政府對印度政策的主旋律。

��　「鳩山政權の東アジア共同體構想 經濟先行、ASEAN 核に」，日本經濟新聞，2009.12.17

�2　「日本 ˙メコン地域諸國首腦會議〈成果と概要〉」，日本外務省，平成 21 年 11 月

��　日本「共同社」，20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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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日本民主黨政府的新外交政策，乍看之下可能有扭轉東亞區

域關係格局的氣勢，從過去的「親美」轉為「脫美」、甚至「親

中」。然而，若從鳩山首相在不同場域的多次說法，他重視的最

終還是日美關係和對亞洲關係的平衡並立。畢竟日本是成熟的

民主國家，應該會保持外交政策的相對延續性和穩定性。 
14 

至於鳩山首相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構想，遲遲未提出會員

國架構等具體內容，甚至在 2009 年 10 月上旬與新加坡總理李顯

龍會談時，還曾表示正在構思可稱作「亞太共同體的東亞共同

體」。東協國家已傳話，鳩山首相若不能描繪出「東亞共同體」

的具體藍圖，東協的期待有可能轉為失望。 
15 

稍早還盛傳，「東亞共同體」可能排除美國，更引發東協國家

的關切，為此鳩山首相在 2009 年 10 月 24 日參加東協加日中韓三

國（10+3）的高峰會上，即公開澄清「沒打算將美國排擠在外」，

但仍沒有明確提及將來美國在「東亞共同體」的角色問題。2010

年東協輪值主席國越南也表達關切，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即嚴肅

提醒，無論美國加入與否，「東亞共同體」都需要加強對美關係。 
16 

至於鳩山政府的對台政策，由於民主黨的對外政策係主張在

民間基礎上與台灣進行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並反對台灣片面獨力，

也同時反對中國對台灣動武，因此在鳩山政府執政下，台日雙邊

關係是可預測的。

��　「鳩山執政後日本亞洲外交走向何方？」，中國評論新聞，2009 年 12 月 29 日

�5　日本「共同社」，2009.10.18

��　日本「共同社」，2009.10.29

然而，在鳩山首相的政治哲學裡，東協國家、日本、中國（包

括香港）、韓國、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總合占全球 GDP 約

四分之一，加上東亞的經濟力量日漸強大，區域內的相互依存關

係也日深，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形成指日可待。顯然，從經濟整合的

角度看，未來日本民主黨新政府推動「東亞共同體」構想過程，台

灣很難不被安排一個角色的。

（作者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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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政策新動向

黃暖婷

 2009 年適逢美國政權由小布希政府輪替至歐巴馬政府，由是美

國貿易政策在這一年內，亦有相當大的變化。歲末年終之際，美國

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2009 年 12 月 21 日發布「USTR's Year in Review  
1

」，梳理歐巴馬政府上

台至今的對外經貿發展方向與展望，而綜觀全文與亞太地區經貿發

展相關的敘述，則大致以「亞太經貿整合策略布局」與「美中貿易

爭端」等兩個議題為要。因此本文擬從上述兩個面向著手，描繪出

2009 年美國貿易政策在亞太地區的新動向，並加以評論。

歐巴馬總統就職後，任命主張自由貿易的前達拉斯市長寇

克（Ron Kirk）出任貿易代表，並揭示了「重視促進多邊貿易體

系，但認為區域與雙邊貿易安排的推動，有助於多邊貿易體系發

展」的大方針。就「亞太經貿整合策略布局」方面，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

的擴大談判，以及與東南亞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接觸，是歐巴馬政府上台之後，有所動作的場

域。有關 APEC 的參與方面，2009 年寇克代表參與 APEC 貿易部長

會議時，即表示 APEC 有實力將全球貿易持續導向開放市場（open 

market）與以規範為基礎的體系（rule-based system）；歐巴馬總統

� http://www.ustr.gov/2009review

本人也在 APEC 峰會閉幕會議的演說上，再次強調 APEC 的經貿實

力之於美國以及全世界的重要性。USTR's Year in Review 中，則更為

具體的強調美國對於 APEC 貿易便捷化、促進環境永續發展、減少

貨品貿易障礙，以及亞太地區服務業貿易的支持：

1.  APEC 貿易便捷化：USTR 宣示將延續美國與其他 APEC 經濟體在

2009 年 11 月 APEC 領袖高峰會上的共同合作，就拖延亞太經濟

整合的領域，強化經濟整合，打破貿易與投資的障礙，並企圖

在 2011 年美國主持 APEC 時，創造一個有益於亞太區域貿易的

環境。

2.  促進環境永續發展：美國與其 APEC 伙伴今年同意一個回應環

境商品及服務（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EGS）貿易與

投資上障礙的大計畫，同時 USTR 與其 APEC 伙伴也宣布建立

EGS 資訊交換平台（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Information 

Exchange, EGSIE），提供亞太地區最新環境科技與服務的資訊分

享與整合。此一網頁將促進全球環境科技的傳播，協助全球的

綠色經濟成長。

3.  減少貨品貿易障礙：在美國希望能藉著改善物流與交通網絡，減

少貨品與服務移動的時間、成本與不確定性的前提下，USTR

也努力簡化原產地證明文件與手續作業，希能利用區域內的優

惠貿易協定，並提升 APEC 經濟體海關資訊與規範的資訊取得

便利度與透明度；此一問題在 APEC 的參與上，可見諸於 2009

年 APEC 第三次貿易與投資委員會會議（CTI 3）中，美國與新

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就原產地自行認證（self-certification 

of origin）問題聯合提案，期望藉著交換原產地自行認證的最

佳實踐資訊，找出一套原則，建構 APEC 各經濟體參與原產地自

91美國貿易政策新動向



重點議題研析與前瞻

行認證的能力。

4.  亞太地區服務業貿易：根據 USTR's Year in Review 所提，2009 年

寇克代表與美國貿易官員已為跨邊境服務業貿易的指導原則背

書。儘管 USTR 認為這些進展將會使得美國服務業廠商在某些全

世界成長最快市場的生意，較以前更容易發展，但在 2009 年的

APEC CTI 3 會議上討論美國所提出「建立跨國服務業貿易原則」

草案時，各 APEC 經濟體的意見卻相當分歧，可見此一議題的前

景仍有待觀察。

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擴大談判近來的發展上，可追溯至 2008

年 9 月 22 日前美國貿易代表史瓦博（Susan Schwab）與 TPP 成員

貿易部長於紐約會談後宣布將加入該協定，原先預計首輪談判將

於 2009 年 3 月舉行 
2 ，除了美國之外，澳洲、秘魯與越南也已陸續

表達加入意願；寇克談判代表就任之後，則在 2009 年 5 月 18 日

表達美國繼續參與 TPP 擴大談判的意願，唯須在新政府完成貿易

政策檢討後定案 
3 ，繼而歐巴馬總統在 2009 年 11 月 13 日於日本演

說中提到：  
4

將與 TPP 成員持續接觸，以完成一個「擁有廣泛成員

2  在歐巴馬總統就職前夕，史瓦博曾向國會發出知會函件，向國會說明小布希總統有意把澳洲、越

南納入 TPP 談判，秘魯則是在與美國的雙邊 FTA 生效後加入談判。函件指出，美國政府一向承

諾進行關於開放市場，對美國企業界、農民、勞工與家戶有利的貿易協定談判，並執行之，上

述三國的參與將可進一步加強「思維近似」（like-minded）國家所需之核心，並發展出高品質的

協議。美國希望在跨太平洋區域（或許還將延伸到區域外）增進貿易投資便捷化與整合，也希

望與三國組成 TPP 擴大的第一個集團，期待他國加入。參見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s Notification Letter to House, December 30, 2008. 

�  參見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Australia. Thursday, May 21st 2009. “USTR Ron Kirk: 
Comments Regarding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ttp://www.amcham.com.au/vpLink.aspx?ID=4&A=0000
00000105&META=TRUE

�  詳 Text of Obama’s Tokyo Addres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th ,2009, see http://blogs.wsj.
com/washwire/2009/11/13/text-of-obamas-tokyo-address/tab/print/

且高品質的 21 世紀貿易協定」，再度宣示美國將會加入，同時也

希望 TPP 得以擴大。而根據 USTR's Year in Review 的敘述，2009 年

12 月 14 日，寇克代表致函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和參議院臨時議長勃德（Robert Byrd），告知歐巴馬政府準備參

加 TPP 談判，在 2010 年 3 月 TPP 擴大成員第一輪談判上，美國

將為美國工人、農民、畜牧業者、生產廠商和服務廠商謀求最大

的經濟利益，同時反映出各方在勞工、環境和其他議題的關鍵概

念。  
5

然而在推動 TPP 擴大談判的同時，美國亦同時強調與 ASEAN

的接觸：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2009 年 7 月 17 至 21 日第 16 屆

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期間，代表美國與

東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  
6

而歐巴馬總統本人也利用今年 APEC 領袖會

議機會，第一次跟東協領袖另外會面，並宣示將與「東亞高峰會

議（East Asian Summit, EAS）」做更為正式的接觸。

除了在亞太地區展開經貿布局之外，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

後，中國大陸一枝獨秀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而它做為美國第

一大債權國的地位，也使得美國必須在全球經貿事務上，與它

緊密合作，美中經貿關係自是美國貿易政策的另一個重點。儘管

5  參見吳福成，〈2010 年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發展新趨勢〉，《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

論壇簡訊》，2009 年 12 月號。〈美政府通知國會 擬參加泛太平洋夥伴談判〉，中時電子

報，2009 年 12 月 15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
Content/0,4521,50402370+132009121500672,00.html

�  ASEAN 成員國於 1976 年 2 月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東協第一次高峰會議上，簽署《東南亞友好合

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條約宗旨為「促進地區各國人民

之間永久和平、友好和合作，以加強他們的實力、團結和密切關係」，並規定締約各方在處理相

互間關係時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相互尊重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和各國的民族特性；

任何國家都有免受外來干涉、顛覆和制裁，保持其民族生存的權利；互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

分歧或爭端；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締約各國間進行有效合作。基於其內容對干涉主

權之限制，美國過去始終不願與東協簽署 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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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R's Year in Review 論及不少歐巴馬政府上台後，美中貿易關係

的進展，但是美中貿易關係卻也向來是爭端頻傳，2009 年自難

例外。根據 USTR's Year in Review 的敘述，美中貿易的進展，主

要呈現在「開放市場」與「打擊仿冒」兩方面：2009 年，中國

大陸政府解除了風力渦輪發電機本地零組件要求的限制，也同意

開放外國醫療器材的優先許可，並正完成直銷商執照申請規範的

手續。此外，中國大陸也保證增加網路侵權的罰則，並將進行四

個月的網路盜版取締活動，加強假藥的監控與處罰。

然而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爭端仍然不少，光是 USTR's Year 

in Review 文中的案例，即涉及到中國大陸對美國文化產業產品

的控管、美國對中國大陸輪胎傾銷課以三年，每年 35％的報復

性關稅、中國大陸補貼特定品牌產品、中國大陸車輛零組件出

口、中國大陸限制一些重要原物料出口美國，以及網路監控軟體

使用等問題，牽涉產業範圍相當廣泛；直至 2009 年尾，雙方的

貿易戰火仍未停歇：2009 年 12 月 29 日，美國商務部初步裁定對

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鋼格板徵收 43％至 289％的反傾銷關稅，30 日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最終批准對中國大陸生產石油鋼管徵收 10％至 16％的關

稅，成為迄今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最大貿易制裁案。  
7

不僅如此，中

國大陸迄今持續壓低人民幣匯率的作為，也讓美國抱怨連連，總部

設在紐約的政經風險評估顧問公司歐亞集團 (Eurasia) 公布的「2010

年世界十大潛在政治風險」報告中，甚至將美中關係列為榜首，悲

觀的認為：由於無論歐巴馬在美中峰會如何推動，中國大陸都不

願承擔更多責任，使得美中共治的 G2 想法已胎死腹中，所以美中

�  參見〈歷來最大制裁案 美准高額鋼管關稅 中反彈〉，中時電子報，2010 年 1 月 1 日。http://news.
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502374+112010010100146,00.html

兩國因貿易政策而產生的摩擦可能升級，導致美中關係將在 2010

年大幅惡化。  8

綜觀美國 2009 年在亞太地區的貿易政策布局與發展，可見歐

巴馬政府已然脫離小布希政府「重歐輕亞」之譏，比以前更加積

極的參與亞太地區的區域建構，避免被邊緣化，然而目前亞太地

區政經局勢的發展，也顯然不是美國一國即可獨斷，所以未來美

國必定會採取「多軌並行」的方式，增加自身參與亞太事務的管

道與途徑，而各管道與途徑間的交互影響，也勢必比以往更複雜。

就美國在 APEC 的參與來說，儘管歐巴馬總統與寇克代表不

斷地重申 APEC 的重要性，但是 APEC 未來是否及如何往亞太自由

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的方向發展，才是各

方真正關心的問題，也由是可能做為 FTAAP 發展基礎的 TPP，以及

美國在 TPP 上的參與，便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TPP 本身雖然具有成員資格具開放性、內容具廣泛性與高品

質，以及不妨礙成員之間原先 FTA 條款實施的包容性等特點，但

是迄今的整體經濟規模尚小，且大部分的東協國家皆未參與，未

來 TPP 是否能真正成為 FTAAP 的發展基礎，似乎有賴於美國如何

在既有的 APEC 架構和新近參與的東協區域論壇及未來的東亞高峰

會議等架構下，與東協國家進一步的互動而定。相對於此，2010

年 1 月 1 日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的生效，以及美中貿易之間

緊密卻不甚協調的關係，便成為美國在亞太經貿布局與發展上，最

具關鍵地位的外在影響因素。除了美國自身如何與東協國家互動之

外，東協是否會在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之上，與中國大陸的互動更

8  〈Worsening U.S.-China Ties Are Biggest 2010 Risk, Eurasia Says〉，Business Week, January 05, 2010. 
http://www.businessweek.com/news/2010-01-05/worsening-u-s-china-ties-are-biggest-2010-risk-eurasia-says.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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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切，而美中之間的貿易爭端又會使美中經貿關係呈現出何種

面貌，在在影響著美國參與亞太區域架構建構的態勢。

面對未來的各種不確定性，我國在關心美國貿易政策的動向

之餘，就區域整合的整體戰略上，亦不應孤注以亞太或東亞國家

為主的任一種架構，而需要針對參與這兩種彼此競爭的整合方向

有所兼顧；議題參與上則應針對各種功能性議題先行準備，透過

產學方式及早建立關係與網絡，並整合貿易金融、商業網絡、經

濟地理、國家與區域安全各領域人才，醞釀自身參與區域合作的

能量，以更完整的系統性作戰方式對應。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金融危機後國際與區域貨幣的

動態及展望

洪財隆

以 2007 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sub-prime crisis）為先兆，2008

年 9 月金融控股公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的破產，則正式引

爆此波全球金融危機，並迅速從金融部門往實質經濟部門蔓延，一

般也認為是自二戰以來全球所面臨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自 1980 年以來，美國已對外累積超過 10 兆美金的債務，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機可會讓此一趨勢減緩？或者說，在美元

長期看貶且其金融市場（原以為高品質）缺失暴露的情況下，全

球的投資者會轉台購買其他國家（以其貨幣計價）所發行的資產

嗎？比如歐元？

本文首先探討此波金融危機的根本病灶，意即全球貿易失衡

的現狀與意涵，其次分析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內在因素與美元

作為儲備貨幣的功能及後遺症，最後並議及區域貨幣如人民幣的

未來發展。

一、目前國際經濟貨幣體系的主要問題：全球經濟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應是目前國際貨幣  
1

（目前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

主採浮動匯率制度的所謂 non-system 並以美元做為貿易、金融交

易與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與金融體系（共同便捷跨國交易）所

� 尤指國際貨幣體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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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金融危機後國際與區域貨幣的動態及展望

面臨的最大挑戰。

所謂全球經濟失衡指美國與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海灣油

源國家之間的大量貿易失衡，以及這些國家所相應增加的巨額外

匯存底。以 2007 年為例，美國的貿易赤字高達 8154 億美元，佔

其 GDP 將近 6％，  
2

其中中國居首約 2562 億美元，日本居次達 828

億美元，如果再加上台灣的 120 億美元與南韓的 130 億美元，  
3

整

個東亞地區大致就佔了美國貿易赤字的半數，而逐年累積的外匯

存底（準備）也已高達四兆美元，其中中國擁有兩兆美元，日本

則有一兆美元。貿易失衡不僅容易引發貿易摩擦與保護主義，甚

至被認為是此波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根源。  4

聯準會現任主席 Bernanke 早年的看法就有為美國卸責的衍

生意涵，他認為全球經貿失衡的問題根源在於全球性儲蓄過剩

（global savings glut），比如說中國因社會經濟安全缺乏所導致的消

費信心不足，以及金融體系功能不彰或被政策扭曲引發過度投資

等後遺症，而不在於美國的過度消費或儲蓄不足。

比如說中國做為世界工廠提供了便宜產品給全球尤其是美

國，「中國價格」為美國聯準會（FED）提供了低通膨與低利率的

政策環境空間（短期利率），然後一如上述，持有以美國政府公債

與公司債為主的外匯存底，等於是再度融資了美國的消費與投資

（長期利率），形成所謂的「美元循環」，並共同鋪陳了此波金融危

機的背景。

2  Sou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see 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international/transac-
tions/2008/pdf/transannual07_fax.pdf

� Source: U.S. Census Bureau, see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800.html#2007

� 相對的，IMF 的講法乃偏向金融監理與管制的失當 / 不足等技術層次問題。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調整功能」與「調整責任」

長期或結構性失衡意味著此一國際貨幣體系的「調整功能」

出現問題（詳表一），比如美元必須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必須大

幅升值。當前的失衡問題跟國家貨幣美元如做為國際儲備貨幣有

關，問題是，即使成立「超主權貨幣」，調整責任的問題仍然存在。

如上所述，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問題在於「全球經濟失

衡」的問題難以解決，也由於債權人（在以往應是霸權國家的化

身）通常擁有較大發言權，所以「國際現實」上，調整責任乃置

於「債務人」（國家）身上，比如 Bretton Woods 體系設計時，主

導的美國其實還是「債權人」或國際收支盈餘國家。

問題在於，美國已從當初的債權人轉為債務人！而雖然相對

沒落，但美國目前還是霸權國家，所以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經濟失

衡之調整責任，未來可能為朝向「對稱」（債務人 / 貿易赤字國，以

及債權人 / 貿易盈餘國）共同分擔的方向設計。

此外，調整問題也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比如「民主政治」往

往會改變其「政策組合」偏好，亦即會希望多些「經貿自主權」

（通膨與失業的取捨），而這往往也讓貿易赤字國家承受調整後

果──「通縮 / 衰退 / 失業」的意願下降；另外，如能跨國融資

（financing）則可延緩調整時間（最適化問題），  
5

比如美國發達

的金融與資本市場。 
6

 
7

 
8

 
9

5 詳 The New Palgrav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nstitutions/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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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

Bretton Woods
（1944～1973）
（黃金─美元本位）

當前”Non System”：

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

採浮動匯率

■  如果調整責任強加在

債務國身上，調節”

對債務國來說是強迫

的，而對債權國則是

自願的”，亦即那些

有國際收支赤字的國

家不得不採取緊縮政

策，而那些有順差的

國家反而可以”囤

積”其盈餘，凱因斯

認為這是金本位失敗

的原因，特別是在大

衰退中，債權國的囤

積行為由於資本從赤

字國向順差國流動而

更加嚴重（凱因斯

傳，頁732) 6

■  Bretton Woods設計時主導

的美國其實還是「債權人」

或國際收支盈餘國家，現在

則相反呢；當時美國談判代

表懷特（White）代表債權

國角度，英國的凱因斯則是

債務國立場

■   凱 因 斯 的 原 始 構 想 即 是

讓 順 差 與 逆 差 國 家 都 負

擔 調 整 責 任 ， 亦 即 對 稱

（Symmetric）
■   當國家收支出現基本失衡

（fundamental disequilib-
rium）時可不經IMF同意調

整本國匯率（除了美國之

外，因N-1問題），此為英

國所主張7

■  其他：危機時的流動性問

題：美國主張用借貸來強加

一定條件，英國則主張無附

加條件即可借貸；至於一般

情況的流動性問題（即結構

性貿易失衡），凱因斯則認

為，如果貿易順差國家不願

使用其盈餘，那麼應透過

「國際清算同盟」/透支份額

安排把這些盈餘轉讓給逆差

國家（凱因斯傳，頁734）8

■  美國已從當初的債權人轉為

債務人

■  中國、日本、德國、海灣油

源國家等（export and save 
s t ra tegy）；結構性盈餘

（重商主義/mercantilist）
■  美國（英國、西班牙）：進

口與消費的商業模式

金本位

Bretton Woods
（1944～1973）
（黃金─美元本位）

當前”Non System”：

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

採浮動匯率

■  黃金的角色：凱因斯（反

對go ld-based 國際貨幣

體系，認為是「蠻族的遺

跡」）的長遠目標在讓黃

金與貨幣脫鉤，使各國中

央銀行對囤積黃金失去興趣

（避免”流動性陷阱”的國

際版本），而用「班柯」

（Bancor）作為國際貨幣

體系的最終儲備貨幣；美國

則堅持黃金有其角色，主

因為當時美國握有大量free 
monetary黃金存底）， 9詳

凱因斯傳，頁733）

表一：  不同國際貨幣體系的「調整責任歸屬問題」：債權人 / 長期貿易

盈餘國家 vs. 長期債務人 / 貿易赤字國

6  凱因斯傳，香港三聯書店。

�  The willingness of the U.S. government to host the meeting, to take the lead in the design of the IMF, to 
commit itself to be the principal creditor, and to accommodate the needs of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by 
accepting the "scarce currency" clause, which imposed requirements on the dominant creditor country) was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Bretton Woods. Se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09/03/boughton.htm

8 美英兩國談判文化最大不同還有美國的強調 Rule-based/legalism；英國則為 Principle-based。
9  凱因斯傳，香港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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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元可取而代之？國際「貨幣競爭」的虛實

貨幣首要條件在於被信賴，  
10

尤其是從金銀進入並不具有內在

價值的紙鈔或信用貨幣年代。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鎊一樣，美

元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準備貨幣，在於大家普遍對它有信心，背後

最主要因素則為美國優越的政經表現與軍事實力。至此一步，只要

美鈔的票面價值高過印製成本，必要時美國當會善用手中的聚寶

盆或鑄幣權，比如先前的越戰與波灣戰爭鉅額軍備支出，以及此

次對抗金融危機所需，美政府都充分運用此一特權。目前全球各

地，從央行總裁到地下黑幫，幾乎人人都接受或享受美元的支付

清算、價值儲藏與計價等功能。 

而且流通愈廣，跟網路與電話一樣，其使用價值也會跟著提

升，規模經濟的自我強化效果，更足以讓其他貨幣再難與之全面

競爭，包括歐元、日圓或周小川所建議的「特別提款權」（SDR）

莫不如此，更不必提在國際間尚不能自由兌換的人民幣了。換言

之，即使美國經濟與國力相對衰退，短期內美元的地位仍難以動

搖，而要透過仍須美國點頭同意的新國際貨幣來加以替代，在

政治上更是不切實際，歐巴馬的強烈反應已經透露出此一訊息。    

此外，既然美元在國際間通行無阻，也意味著美國的國際收支與

借貸，不像其他國家受到嚴格限制，晚近更在金融市場蓬勃發展

與相關金融產品不斷創新的情況下，藉由出口金融資產（資本帳

盈餘）來支撐其連年且鉅額的貿易赤字。事實上，單單中國目前

就擁有價值 7400 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預料很快就會上看 1 兆

美金，主要則源於中國的對美貿易盈餘，問題誠屬一體兩面。但

中國在前者的角色是講話可大聲的債權人，在後者卻往往必須承

�0 周小川的新國際貨幣體系也有老問題（洪財隆），工商時報社論 2009-03-30

受低價傾銷與操縱人民幣的指控，政經算盤一打，也就不難理解

何以中國會選擇在 2009 年 4 月召開的 G20 會議前夕，就美元問題

將美國一軍了。 

話說回來，看似便宜佔盡的美國其實也有責任要承擔，主要在

於「必須」維持美元幣值穩定，而且不能單方面調整美元匯率。單

就幣值穩定此一責任而言，美國的紀錄確實不太輝煌，布列支敦森

林貨幣體系之所以崩潰，根本原因即在於當時過多的美元供給，讓

黃金與美元的固定兌換比例無法繼續維持。至於新近透過聯準會

購買高達 1 兆 2 千億美元美國政府公債，等同印鈔票的舉措確實

也讓美元的長期走勢看貶，引發包括中國在內諸多手中握有美元

資產的債權人高度疑慮。問題是，全球過多美元將導致美元幣值

貶值，但太少的美元或流動性不足卻又會妨害國際經貿與金融活

動的順暢，如何拿捏得宜確實有其難度，而由「一籃子貨幣」所

組成的 SDR 或新國際貨幣，也未必就能順利解決此一古老兩難。 

四、人民幣、日圓、歐元的優劣與未來角色

短期內要創設出新國際貨幣來取代美元，現實上存在極複雜

又不易克服的困難，因為如上所述，要成為國際貨幣需要很多條

件的配合（經濟規模與歷史因素，尤其是信心與流動性），退一

步言，即使條件符合，也因貨幣具有「網絡財」的特質，比如美

元已擁有「先佔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其他貨幣要全面取

代或競爭都不易（詳表二）。然而，美國國力的確相對衰退，以

往美元所獨享的「逸軌特權 /exorbitant privilege」恐怕將一去不

復返，多重的國際貨幣組合年代（multiple international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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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貨幣的優缺點（主要取材自 Eichengreen, 2009 與

Frankel, 2009）12 

貨幣別 經濟規模 金融市場

深度

歷史慣性

（inertia）

其他

1.長期看貶所以

報酬率？

美元 V V V

64％的外匯儲

備（2007年

底）

2. 2007年之後

金融市場缺點暴

露

歐元 V V ㄨ 1.歐洲區域與環

地中海

1 6 個 歐 盟 成

員共同使用約

25％的外匯儲

備 （ 2 0 0 7 年

底）

人口結構比美國

要老，所以長期

經濟表現可能未

若美國

但各國金融所發

行的產品仍多異

質（比如德國與

義大利各自發行

債券）

2.全球經濟危機

相對穩定的歐元

應會讓歐元的

「市場份額」增

加

assets）也將逐漸來臨，  
11

因此其他貨幣如歐元與人民幣將有擴展空

間。即使並不完美，但國際「貨幣競爭」的確是好事，多少可抑

制美元因獨特地位所造成的缺乏紀律後遺症，尤其是在大量支出

後的通膨與貶值。

11   Jeffrey A. Frankel, What’s In and Out in Global Money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9),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09/09/frankel.htm

12  Barry Eichengreen, The Dollar Dilemma: The World’s Top Currency Faces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9) ; Jeffrey A. Frankel, What’s In and Out in Global Money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9),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09/09/frankel.htm

人民幣 ㄨ（↑） ㄨ ㄨ 1.亞洲區域

類似以下日本情

況且更嚴重，因

人民幣尚不能自

由兌換

2.逐漸國際化且

重要性日益提昇

日圓 V（↓） ㄨ V 亞洲區域

3％的外匯儲備

（2007年底）

產業政策考慮勝

過金融市場國際

化，因後者會降

低前者的「執行

能力」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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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亞太區域

架構形塑：新區域主義的觀點

楊義弘

一、前言 
2008 年的金融海嘯重創了全球市場。自美國引爆的金融危機

透過全球化傳播的管道，導致各國無一倖免。對貿易的影響，則

是讓各國擔憂貿易保護主義的浪潮重現，導致全球貿易自由化的

進程受到阻礙。同時，經由這次金融海嘯的洗禮，亦造成亞、歐

兩半球勢力的重新洗牌，特別是對於當前的主要霸權國—美國以

及持續崛起中的中國，此兩強勢力的此消彼長連帶的影響了當前

亞太「區域架構」（regional architecture）形塑的進程。

二、亞洲勢力的興起

隨著近年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崛起，帶動了亞洲特別是東亞

區域的繁榮，讓東亞成為世界經濟中一顆耀眼的新星。因此對

於亞洲勢力的興起，特別是東亞區域受到矚目，其意義有二：

第一、亞洲的興起不僅改變了全球經濟的架構，並且將全球主

要的經濟勢力和戰略重要性轉移至本區，特別是針對中國和印

度的關注。這項發展明確的突顯出了亞洲和美國勢力間的矛盾

關係。第二、亞洲的興起意味著亞洲如何透過區域架構來承擔更

多的在全球金融、貿易市場以及氣候變遷問題上的責任（Soeastro 

and Drysdale, 2009）。

隨著時間的演進，金融海嘯的衝擊逐漸退去，因此在 2009 年

下半年度各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銀行等，紛紛調升東亞地

區經濟成長的預期，看好亞洲將率先擺脫金融海嘯的影響（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9）。

在如此有利的情勢之下，亞洲地區逐漸變成國際社會關注的

重要區域，故本區域有必要形塑一個全新的區域架構用以更積極

的參與全球性事務，是故，有關於亞太區域架構模式的討論也不

斷的被提出。2009 年一連串共同體倡議的提出再度引發亞太（Asia-

Pacific）或次區域東亞（East Asia）各國間對於區域架構之建構方式

的熱烈討論。

三、亞太區域整合：「缺乏區域主義的區域」

關於亞洲區域建構方式的爭議由來已久。本區長期以來

的整合程度常被視為「缺乏區域主義的區域」（a region without 

regionalism）(Capie, 2004)。亦即在亞太區域或東亞次區域，皆肇

因於本身內部分歧性高使然，致使區域性格呈現開放式的區域網

絡為主，亦即本區的區域整合僅達事實上（de facto）整合，未

達法律層面（de juro）整合 (Kimura, 2008)。至於從區域主義的角

度觀察，本區則是一直存在著「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競

合的問題。受到過去冷戰結構的影響，造成當前亞太區域整合

在區域經濟整合的構築過程中呈現多頭馬車角逐區域建構者

（architects）  
1

的現象。在各自的利益考量下，亞太區域內的主要

�  當前以推動區域合作而活躍於亞太區域及次區域東亞的主要整合機制（mechanism）或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計有：ASEAN ＋ 1、ASEAN ＋ 3、ASEAN ＋ 6、East Asia Summit（EAS）、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Boao Forum for Asia（BOA）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SCO)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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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美國、中國、日本、東協甚至印度等，皆設法倡導或者推

動有利自身利益的區域貿易安排，設法爭取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

核心建構者（江啟臣，2008），進而造成當前亞太區域主義在自由

貿易協定的推波助瀾下，形成一種多組區域貿易安排同時發展且

相互交錯再加上成員間彼此重疊的「混合型的區域主義」（hybrid 

Regionalism）（Hu, 2009）。以東協為例，區域內部多組的 FTA 交錯

重疊，顯示東協與區域外國家發展雙邊自由貿易區的計畫，亦無

法保證雙邊貿易朝有利方向發展，參加自由貿易區域的個別國

家，還需尋求與他國之雙邊貿易機會；同時亦表示東協成員國對

於整合存在不安全感。而 ASEAN ＋ X 模式亦顯示東協本身結構性

的難題，即越是擴大成員數，越減低實質性，而有流於國際會議

或論壇的形式，僅停留在政治宣示而非實質制度化的建立，並且

凸顯區域內部欠缺合適的大國作為區域整合過程中提供公共財的

主要來源。

有鑑於此，2009 年 9 月，甫上任的日相鳩山由紀夫（Hatoyama 

Yukio）於紐約首次會見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時，拋出建立「東亞

共同體」議題（香港財經日報，2009.9.24）。緊接著，10 月落幕的第

15 屆東協高峰會和第 4 屆東亞高峰會中，東協與中國、日本、韓

國、印度、澳洲、紐西蘭 16 國領袖共同確認對於以亞洲為主體

的共同體抱持開放的態度，並且同時討論由日本所提議的「東亞

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 EAC）與澳洲倡議的「亞太共同體」

（Asia-Pacific Community, APC）。  
2

有識者開始積極倡議亞太地區應

2  鳩山首相所提之「東亞共同體」概念係以借鑑歐盟（European Union）模式，並企圖成立共同區

域貨幣之構想，但此舉卻排除美國的加入，故引發美國和部分東協國家的疑慮；又「亞太共同體」

之倡議係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於 2008 年所提。陸氏在本屆會議特別指出，此倡議應含

括以美國參與為計畫重點的共同體，並聚焦於加強亞太區域經濟、安全和環境的區域合作。資

料來源：APEC 通訊 第 121 期，http://www.ctasc.org.tw/02publication/APEC-106-p02-03.pdf

該藉此時刻整合當前所有亞太或次區域東亞的整合機制，進而形

塑一個更具效率的區域合作機制用以積極參與全球性各項事務。

然而按照學者 Hadi Soesastro 的看法，當前的亞洲地區並不需

要更多額外的新區域整合機制，也無須將當前所有的區域整合機

制納入同一個區域組織當中，相反的，應積極強化現有亞太區域

合作機制的功能，例如強化 APEC 在經貿議題上的優勢或 ARF 在區

域安全議題上的影響。進言之，Soesastro 氏針對當前亞太區域架構

之形塑提出四點建議：第一、提供一個可以共同集會的論壇，讓區

域領袖得以充分討論區域及全球性的重要事務。第二、強化目前所

推展的經貿整合成果，特別是在貿易及投資議題上。第三、解決政

治改革和安全議題。第四、提供區域內大眾和輿論領袖們關於區域

的相關知識（Hadi Soesastro, 2009）。

四、亞洲共同體可行否？

然亞太地區長期以來缺乏較正式性的制度合作，但並不表示

長期以來本區缺乏推動區域性合作的意識。從歷史角度觀察，當前

亞洲地區整合運動，正是回應本區域內領導人自 19 世紀以來，在

採納及適應西方文化科技的同時，又該如何繼續保有亞洲的認同與

正當性之間的兩難。肇因於亞洲地區各層面上的特殊差異性，讓亞

洲社會對家庭和團體的團結一致以及社會穩定的重要性遠勝於個人

的利益。加上過去殖民地時代所遺留陰影，相較於歐洲整合，亞洲

領導人通常不願意建立一套嚴格的制度或系統。對他們而言，「共

同體」（community）的概念相較於「整合」（integration）而言，係

傳達一種「大家庭」（big family）觀念，而非如歐洲統合的共有主

權（pooled sovereignty）。因此，新興亞洲的「共同體」意識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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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已包含了一定的地理範圍及相關的規範標準，至於參與成

員為何，則仍有待界定討論。

故對大多數亞洲地區領袖而言，多半將共同體的建構等同於

區域整合活動的推進。同時這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較為不具爭

議性字眼的運用。因為，區域共同體的建立可泛指為對於文化認

同所產生的共鳴，或是允許有不同看法或歧異的存在，亦或是一

種平等概念的保證，但這卻也間接暗示了，共同體概念是容易消

失（Ellen L. Frost, 2008）。

回顧過去亞太區域整合發展歷史，自 1960 年代起的多次區

域性合作倡議，雖然無法以正式架構達成合作的常態，但在經

濟合作需求上，多透過緩和與非正式的形式陸續進行，其中包

括 1967 年「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1968 年「太平洋

貿易與發展會議」（PAFTAD），以及 1982 年「太平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PECC）等經貿合作機制。這些經貿合作機制不僅供各國

作為意見交流的論壇，更多以會議、研究小組報告或發行刊物

方式，推廣區域經濟合作理念。同時，透過各國人士的參與及

成立委員會的方式，提供本區域政府所需之相關資訊或政策建

議，亦間接促成各國政策的協調與凝聚。因此，APEC 的成立亦

可視為在此區域經濟合作理念下，所建構出的一項合作觀點 ( 卓

秀玲，2001)。同時，針對 APEC 本身兼容並蓄的開放性區域主義

特質與推展貿易自由化的努力，在早期 APEC 發展過程中，多半

能為各會員體所接受進而形成一定的共識，亦可被視為亞太各

國對於區域合作計畫中的一項重要設計。

至於 1997 年金融危機雖然損及當時 APEC 的威信，使之不再

易於凝聚區域共識；但相反的，這場危機卻讓東南亞與東北亞區

域領導人產生處理危機與加強未來區域整合的共同利益，這份利

益落實在實踐意義上即屬「10+3」合作機制的出現，可謂東亞已

具初步之「區域共同意識」。

因此，從區域意識面向觀察，亞太區域（含東亞）的各國領導

人在推動區域整合的意識上，已具備相當程度的共識。同時，過去

在推動共同體的倡議上，亦有多次紀錄（蔡東杰 , 2007）。

至於在合作的方式上，不論是亞太區域主義下的 APEC 或東亞

區域主義下的 ASEAN ＋ X 合作模式，基本上都是以追求「經濟上合

作」作為往後各項合作的發韌。由經濟議題開始逐步外溢（spill-over）

至其他與經濟相關之領域，希望透過推動經貿性合作並期能建立自

由貿易區  
3

作為日後邁向共同體的基礎；再者，在 APEC 或 ASEAN ＋

X 模式下的各項合作，其過程中間皆能保持一貫的開放、彈性與尋

求共識決為主要原則，亦為二者的共同點。

五、結論

長遠來看，本文對於亞太共同體的建構是採取較為樂觀的態

度。經過前述的分析，吾人不難發現在現行亞太區域整合機制（含

東亞）中，不論針對區域整合的共識抑或推動方式上，各整合機

制間多有一定的共通之處，這對於日後共同體的建構是有利的。更

言之，或許在這推動過程的當中，可能會產生區域涵蓋範圍的

多寡、成員的參與，領導權的競逐等等歧異。但本文認為，目前

區域內所有推動整合之機制（mechanism）都不應以零合（zero-sum）

�  APEC 自 2006 年起便將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正式將 FTAAP 列為 APEC 未來長期努力之目

標；至於東亞區域主義則是在 2004 年東協加三高峰會上，各國同意將東協加三高峰會轉形成為「東

亞高峰會」，並且計畫在 「東協加三」基礎上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作為日後建立「東

亞共同體」（EAC）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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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待之，亦即不管是 ASEAN ＋ 1、ASEAN ＋ 3、ASEAN ＋ 6、East 

Asia Summit、ARF 或是 APEC，其實都應視為區域內各國對於整合

所產生的不同觀點，亦即是一種殊途同歸的做法。最終目的（end 

goal）都是要完成亞太區域的整合。因此，不論 APEC 或 ASEAN ＋

X 模式，皆有其持續存在的意義（楊義弘 ,2009）。

後金融海嘯時期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整和市場的恢復，隨著

G-20 會議的召開，重擔將落在這 20 個國家的肩上。然此二十國當

中，其中有十個國家  
4

將來自於亞太地區。換言之，G-20 會議的成

員當中有一半是來自於 APEC 會員區以及東亞區域的經濟體。因

此，未來這些經濟體應當在 G-20 會議上加強表現並且藉以強化

目前亞太區域下的各整合機制，讓亞洲各國能夠更融入全球經濟

治理事務之中（Hadi Soesastro, 2009，Andrew Elerk, 2009）。

短期內推動亞太區域共同體的目標，或許仍困難重重，但隨

著全球化浪潮的推進，日後各國將來自各種不同層面的跨國性議

題的挑戰。是故，唯有持續深化合作，方能達解決問題之功效。

       （作者為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現擔任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

� 這十國包括：中、美、日、俄、南韓、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以及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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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推動經濟整合範例
	 	 	 	 	 	 	 	 	

	 	 	 	 	 榮沛芳

就目前東亞經濟整合的階段與所面對的環境而言，或許從觀

察歐盟整合中處理某些議題領域的方式，尋求東亞整合困境的解

決途徑。由於歐盟經濟整合之深化與涵蓋範圍甚廣，議題之連結

緊密，運作機制亦十分繁複，故無法在此深入討論而需有取捨，此

處僅以目前 APEC 亦同時關切之項目進行概述討論，以概念啟發為

優先考量。

歐洲共同體在 1985 年提出類似 APEC 的貿易自由化與便捷

化之精神的，「1985 年政策白皮書」（1985 White Paper）；其原

因在於，自 1960 年開始整合以來，遲遲未能真正實現單一市場

（the Single Market）。不能順利推展整合的主要關鍵，則在於共同

體境內，仍存在著有形與無形的貿易障礙，阻礙整合進行。而

這使共同體整體的經濟實力，未能因市場開放，形成競爭，而

完全發揮。因此，會員體立下決心，在執委會提出白皮書方案

後，經由通過具有約束性之「單一法案」（the Single Act）設定

以 1992 年底為期限，完成單一市場目標。該法案意涵在於去除

各類貿易障礙與簡化法規，使歐盟居民都能善用歐盟所有會員

國廣大市場所提供的機會。

而實現單一市場最重要的基礎即是「四項自由流動」（freedom 

of four movements），包括產品、服務、資本與人員，這些政策的

落實都為歐盟執委會的專屬職責。以實例觀察，目前在歐盟對於

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服務業、資本與人員的自由流動、及我國

在 WTO 架構下甫完成簽署的政府採購等整合都已發展久遠。

( 一 ) 產品市場的整合 
在歐盟初期羅馬條約簽訂之時，自由化是以關稅同盟的方式

切入，經由一致決的政策制定方式，不斷累積並延伸出達成一致

/ 和諧化（harmonisation）的法規。而在 1985 年政策白皮書中，有

關產品市場整合來看，係由三種機制進行，亦即自由化、趨近化 
1

（approximation）、制定共同政策（貿易、競爭、農業、煤鋼等），形

成一全面的體系。同時，也由其他相關的政策（如運輸政策），進

行類似的配套措施，以強化整合，與妥善處理產品市場整合需要面

對的四大相關領域，亦即市場進入、競爭環境、市場功能、產業

政策。

如前言，我們今日所看到歐盟在自由化之下促成的整合，其

實是不斷的演進與累積而來來。直到 1992 單一市場（the Single 

Market）完成之前，產品市場的整合都不完全，因此確立 1992 單

一市場的法源依據，亦即單一法案（the Single Act）成為共同體新

一階段整合的行事原則，以統整所有相關政策領域的運作，據此

各會員國必須在 1992 年底前去除既有的關稅與非關稅障礙。歸咎

1960 年代以來單一市場遲遲無法落實的原因，主要問題在於決策

機構，即理事會（the Council）係以一致決進行，以致於推動執行

自由化的歐盟執委會（the Commission）無法順利推動相關法案，使

市場整合能有所依據與依循。

�  所謂「趨近化（approximation）」意指於法規、標準、相關措施方面，走向一致與和諧（harmonization），
以助去除關稅、非關稅，或與限制進口數量相仿之貿易障礙，真正推動商品自由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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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算法案順利通過，但各國對於法規之趨近化的

定義，各有詮釋，以致於市場全面自由化之實現，仍困難重重。解

決此問題的關鍵，除了會員國對整合的決心，也有賴於歐洲法院由

判例中對歐洲共同體法的詮釋。這對於歐盟經濟整合乃至日後的深

化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歐洲法院的判例除了形成判例法（Case law)

之外，實質的助益在於消除貿易障礙，使商品得以自由流通，營造

一有利於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這些法規詮釋與判例法的基本精神

在於，會員國制定之所有貿易法規，倘若構成與數量限制相當的

效果，不論是實質或潛存、直接或間接影響貿易自由流動，都受

到制約。

在累積判例法的過程中，歐洲法院發現某些會員體的國內

法規，雖以關照消費者利益為出發，如公共衛生與安全、公平交

易、消費者保護、環境等，卻可能同時對商品自由化造成阻礙。此

外，產品之包裝與行銷的規定亦可能會是形成非關稅貿易障礙的原

因。在此情況下，為了達到市場自由化，原產地原則 (the rule of 

origin) 搭配相互認證原則（mutual recognition）是歐洲法院為解

決這類爭端，所樹立的方式。透過會員國之間的協定，而非繁瑣

的法規制定與執行，化解阻礙貿易流動的阻力；這也是一種成本

較低的自由化途徑。也就是說，基本上在歐盟會員國內所生產的

商品，若已經符合該國國內合法製造及行銷，應予以該商品在歐

盟其他會員國銷售。

在確保商品自由流通外，提供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亦為經濟

整合的重要環節。歐洲共同體法中有明確的規定，禁止具有龐大

財務實力，或市場佔有率等優勢的企業，採取阻礙商品市場競爭

的策略作為。而根據此法，經由歐洲法院的判例累積，也逐漸將

競爭政策的內容與所禁止的行為進行明確的界定，營造產品市場

自由競爭的環境。

除了依照歐洲法院的判例，推動自由化的另一種方式則是運

用立法管制 (regulatory)，特別是在朝向 1992 年單一市場目標的

過程，歐盟在前述提及之四項領域：市場進入、競爭環境、市

場功能、產業政策，制定矯正市場失能的法規，確保市場運作

正常，以形成公平競爭的商品銷售競爭規則與環境，達到自由

化的目標。

在判例與法規外，商品自由流通的監管乃是根據下述幾項原

則，如運用一體適用（即非歧視原則 non-discriminating ）、相互認

證（mutual recognition）、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舉證責任反

轉（rever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2 。其中，相互認證原則被歐盟

產品市場整合過程廣為使用，因其可有效防範過度立法，或因過

度立法而形成會員體間的商品流動障礙。據估計於 1990 年代，歐

盟內的商品貿易有 28% 係歸列相互認證原則項下。 
3 

總結上述，雖然歐盟的產品自由化過程，因計畫目標與內容

複雜，因此採行階段性方式，分別以消極（內部關稅障礙之移除）

與積極整合（制定法規與推動一致 / 協調化）的方式逐步實現達

成。內部關稅障礙之移除，係由於條約本身的精神具有自動延伸

整合特質（automaticity） 
4 ，與整體經濟大環境之配合，會員體本

2  這是指對產品實施的相關衛生健康規定證明，足以合理化會員體國內的限制措施，而這項措施會

對其他會員體出口的產品造成貿易障礙。這些規定必須要有足夠的科學或可資衡量差異的實證基

礎。

3  Atkins, W. S. (1997),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study for the Single Market Review, Subseries III. 1, OOPEC: 
London, pp. 1-6.

�  亦即會員體或業者體認到去除障礙有助於市場的擴大後，即會自動的朝向該方向努力，並自行尋

求一致 / 和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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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經由開放，提振經濟的需求甚強，因此整合動機甚強，故自由

化的過程並未遭遇太多困難。至於對外共同關稅的問題，則僅限

於配額的部分，如前期的紡織品類，因此較為困難，但皆能在執

委會的處理與協調下，順利解決。因此，發展至今，歐盟的產品

市場整合已臻完備。

( 二 ) 服務業的市場整合

歐盟服務業市場的整合，初期進展遲緩。問題的癥結在於

相關的條約內容，將服務業分類處理。亦即一般服務業，與特

定服務業，包括金融（銀行、保險、投資）、電信、郵政、所有

運輸項目。一般服務業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在於證照認證；至

於特定的服務業，其內容就更加複雜，這或許也是為何，必須

在條約中特設專門章節處理。

不過，就像產品市場整合，歐盟克服此一問題的方式，主要係

借助歐洲法院的判例累積，發展出類似商品市場的判例法原則，逐

漸為服務業市場整合鋪路。就如同前項所提，對會員體的國內法規

以安全或衛生為由限制商品進口，以致阻礙自由流通，若未能提

出有效的說明，或規定過當，皆為禁止之行為。同理，會員體內

對服務業，任何類似於數量限制的措施，亦等同於阻礙自由流通

之舉。

純就經濟分析的角度來看，藉由法規推動服務業自由化的合

理性，在於妥善解決市場失能（market failure）的問題，這些因素

包括資訊不透明，亦即所謂的資訊不對稱、市場力量、服務業的聯

繫網絡。以金融市場的整合為例，單一市場真正能夠發揮效能，有

賴於資金能自由流動，以及單一貨幣與財政與會計政策措施的趨近

化。歐盟金融市場的整合，經由金融機構相互認證，並由立法方

式設定運作原則，以達到過程的自由流動、金融機構（而非金融

商品）的一致 / 協調化。

至於服務業中另一個重要項目，則為交通運輸業。1985 年

歐洲法院的判例，判決負責自由化的運輸交通部長委員會（the 

Council of transportation ministers），未能依據條約規定形成共同運

輸政策。為回應此一判決，以陸路運輸為例，即設定以 1993 年為

完成自由化基準年，經由法規一致 / 和諧化，以及將現有的經營

配額由雙邊的架構擴大，並逐步廢除雙邊形式的配額與市場內部

執照等方式達成自由化。就法規一致 / 協調化的問題而言，規模

並不大，主要以進入的技術性規範，如車輛的載重與車長，以及

專業證照等為統整重點。此外，也對社會福利問題有所關照，如

駕駛員的最長工時，與其所負責載運之貨櫃大小等。在完成單一

市場目標之下，市場內部邊界管控的廢除，亦加速運輸服務業的

整合。

1993 年 1 月開始各會員體國內的法規在遵照單一市場正式形

成，國內業者為能建立其在單一市場的網絡，也力循歐盟的各項相

關法規與措施，並與其他會員體內之企業形成策略聯盟。因此，在

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逐步朝向整合。而物流業則為歐盟推動運輸服

務業自由化之後，最大的受益者。這正是前項提及所謂歐盟條約中

自然推動整合的驅動力。同時，也顯示業者本身的自主作為對於促

成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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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金融資本與人力市場之整合

在前述的兩項部門整合中，已經約略提到有關金融資本與人

員在歐盟經濟整合中的角色，此處，再進一步闡釋。早在 1960 年

代的羅馬條約中已經提及，資金與人員自由流動為完成共同市場

的不可缺的條件之一。

就金融資本而言，由於早期未曾明確定義，僅有概念，直到

單一市場法案的出現，才有細部討論與積極的措施。該項法案中

有三項步驟解決此問題，第一、即是明確定義所謂單一或內部市

場為一個「無邊境的區域」（an area without frontiers），在此區域內

資金應該自由流動。1988 經由歐盟的指令（Directive）確定完全去

除會員國對資本與匯兌在單一市場內部流動的控管。第二、1993

年馬斯垂克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更進一步將歐盟的金融資

本市場自由化對第三國開放，並規定有任何管控措施必須經由會

員體一致決通過，才能進行。第三、由於資本流動與前項提到的金

融服務業自由化有密切關聯，因此有必要在消極的整合措施，亦即

障礙去除之外，以積極的政策作為進行整合。據此，會員體就國內

既有的相關規定與措施，採取小規模的趨近化，如信用評比、母國

的控制權等，同時也以相互認證的方式，進行資本市場的整合。另

一個重要的自由化過程，乃是來自於企業界自主的商業決策，存

在於市場內的障礙或扭曲。以證券市場為例，由於市場逐步自由

化，業界之間的整併與合作日增，因此相關的機構或服務業者本

身，就有強烈的動機進行趨近化，而這也加快金融資本市場朝向

自由化的腳步。這與前項各會員體之運輸業者形成策略聯盟，自

發性的行動，促成自由化行動相仿。

另一個重要的自由化，則是人員的流動。此問題看似單純，實

則較金融資本的流動自由化更為困難。基本上，歐盟境內早已沒

有國籍間的差別待遇，亦即歐盟市場內的工作機會，乃是對所有

歐盟公民開放，僅有少數公部門的工作是有限制的 
5 。有關人員自

由移動的部分，初期僅以移工及其家庭為主，近年來已經逐漸擴

及所有歐盟公民。同時，由於大部分歐盟國家已經廢除對會員國

邊境的檢查，人員移動的自由在理論上已經完成。不過，由於各

會員體國內相關政策、法律及實際面的阻礙，如專業證照的相互

認證，乃有許多措施需要協調，目前由歐盟執委會負責持續推動

執行。

但人員自由流動並不等同於單一的勞動市場的實現。這個問

題的關鍵在於所涉及之政策領域甚廣，如社會福利（如工資、工

時）、課稅、醫療保險、住所、與專業證照等問題，都必須在會

員國之間達成共識，才能真正形成歐盟單一的勞動市場。目前阻

礙這些政策合作的癥結在於，政策決定是由會員體的一致決或限

定多數決決定，如社會福利政策，故仍由會員體主導，歐盟執委

會尚未被給予完全的專責政策制定權限。也因此，雖然歐洲公

民在歐盟早已經可以自由移動尋找工作機會，但卻缺乏移動的

動機，因而阻礙單一勞動市場的形成。這也點出，在組織運作

方面，對於經濟整合的影響。

( 四 ) 政府採購

就歐盟的經驗而言，「政府採購 (government procurement) 」

5  此項乃源自於歐洲法院對於所謂「公部門」的定義判例。基本上，歐洲法院對此定義採取非常嚴

謹的詮釋，所以將此部分的工作機會歧視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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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所有政府與公營事業所購入之貨品與服務，及政府預

計發展之各項計畫或進行的工程。根據歐盟執委會的估計，此項

佔 2002 年歐盟整體 GDP 之 16%，約 1 兆 5000 億歐元；以個別會

員體來看約佔 11％至 20％不等之 GDP 比重。目前在歐盟政府採購

受共同體法規與國際協定之規範，儘管並非所有的採購都歸列於

上述架構之管轄。但在既有的規範下，公部門的採購必須遵循歐

盟內部市場之透明化與開放的精神，以確保公平競爭，並達到跨

界競爭力之提昇，與改善成本效益目標。不過，會員體仍然對某

些具有敏感性的項目有所保留，如國防武器，因此該項不受共同

體的相關法規規範，而以遵循共同體條約之原則為行為依據。就

促成政府採購自由化而言，前提是需有正確及明快的執行力，由

此才能使政府採購真正朝向公平與開放，改善歐盟內部市場的功

能與運作，並使歐盟能藉由擴大的內部市場而獲得最大的效益。

結語

在 APEC 的架構下，目前雖然已經就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進行

可行性研究，但距離真正立下承諾，實現更緊密的整合，似乎還

有一段距離。在不碰觸基本運作原則的前提下，前述幾項歐盟的

整合關鍵或可提供 APEC 思考。例如相互認證原則，協調約定的性

質，的確是最低成本的整合手段，經由歐盟的實際運行經驗，APEC

可以強化利用此一政策工具，進行整合。

然而，能使相互認證真正發揮，促進商品市場整合的效益，關

鍵則在於確實執行，特別是對於違反該項原則的監控與處置。這部

分歐盟由於有十分強化的組織設計，亦即所謂的超國家機制，在此

機制下，歐盟執委會與歐盟法院得以充分發揮推動整合的功能。

若 APEC 現階段無意進行較深的組織化，則某種形式的審視機

制或能替代歐盟上述兩機構的角色。目前，APEC 的個別與集體行

動綱領與檢視工作，已經為會員體接受，未來需要進一步強化其

效能，以此途徑確保各會員體皆循序朝向一致目標前進，真正落

實整合。

商品自由流通與自由競爭是促成歐盟經濟整合的兩項關鍵，最

重要的是，在推動初步的自由化整合過程中，歐盟的消費者與企業

可逐漸體會到開放與競爭環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經濟福利，進

而奠定支持歐盟日後深化整合的基礎。APEC 或可利用其所慣用

的「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由企業界自發，由政策合作的「需

求面」入手，形成推動整合的第一步。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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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年度大事記

一月

冰島總理哈爾德（Geir Haarde）於 1 月 26 日宣布率全體內閣總

辭，成為國際間第一個因金融危機衝擊而倒台的政府。2008 年第 2 季

底，冰島的外債已經高達 500 億歐元，其中超過 8 成為銀行所有，相

較之下該國 2007 年 GDP 也只有 85 億歐元。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

爆發以來，冰島前三大銀行陷入短期融資困境並爆發擠兌，進而引發全

面金融危機，貨幣大幅貶值、股市巨幅萎縮超過九成，政府與銀行體系

瀕臨破產，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二月

澳洲東南部遭遇百年不遇的熱浪，一度於墨爾本出現攝氏 46.4 度

高溫，是澳洲史上城市出現的最高溫。炎熱的氣溫導致交通、電力系統

大亂，在城市引發電線走火，山區則出現森林大火（亦有部分人為縱火

因素），總共造成 173 人死亡、500 人受傷、7 千多人無家可歸。

三月

新流感疫情首於墨西哥爆發。2009 年 3 月墨西哥發現感染新型流

感疑似病例，隨後新型流感疫情擴散，導致墨西哥超過百人感染，數十

人死亡，死者多為年輕的成年人。其後疫情傳播到全世界，至 2010 年

1 月已有 5 千多人死亡。

四月

2009 年 4 月 2 日，G20 高峰會在倫敦舉行，會議主題為各國如

何合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會後 20 國領導人共同簽署聯合聲明，呼籲

對金融部門進行更嚴格有效的監管、避免貿易保護主義，並加強國際間

的政策協調。此外並決定設立「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密切合作，對於未來出現的金融風險提出

早期預警。

原訂 4 月 10-12 日舉行的第四屆東亞高峰會（ASEAN+3+6）暨

第四屆東亞高峰會，由於泰國政爭動盪而被迫取消，最後延期至 2009
年 10 月 25 日於泰國舉行。與會的 16 國領袖對發展以亞洲為主體的共

同體抱持開放態度，會中討論了日本提議的東亞共同體以及澳洲提出的

亞太共同體，以及菲律賓提議的邀請亞太地區其他論壇與組織加入未來

的東亞高峰會。

六月

長期保持世界最大汽車公司地位的美國通用汽車（GM），於

2009 年 6 月 1 日正式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史上最大的工業破產

保護案件。自 2005 年開始，通用汽車即陷入虧損，2008 年的全球金

融危機造成車市急凍，更使通用汽車陷入困境。申請破產保護之後，美

國政府提供了 301 億美元援助，成為金融危機下政府干預救援企業的又

一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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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莫拉克颱風襲台帶來創紀錄的集中雨量，於 2009 年 8 月 6-10
日造成台灣中南部及東南部嚴重的水災與土石流，為台灣自 1959 年

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的水患，並引發著名觀光景點阿里山及南橫公路

多處坍崩，另外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滅村事件，更導致數百人遭到土

石流活埋。

8 月 30 日，日本眾議院大選，由鳩山由紀夫領導的民主黨獲得勝

利，結束了自民黨 1955 年以來的長期執政地位。就日本的外交政策

方面，鳩山一面強調與美國保持伙伴關係，另一方面也提倡建立「東

亞共同體」，同時加強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

九月

2009 年 9 月 24 日，G20 高峰會在美國匹茲堡市舉行。會議決

定日後以 G20 將取代 G8，成為討論全球經濟合作和協調的首要國際

論壇。同時，美國支持改革 IMF 投票權，以爭取中國等國家支持其經

濟發展提議，標誌著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金融危機之後已具

有更大影響力。

十月

2009 年 10-11 月間，菲律賓連續遭受四個颱風襲擊，造成至少超

過 600 人罹難，30 萬人無家可歸，952 萬公頃的稻田受到摧毀，超過

菲國全國稻米種地總面積的一半，菲律賓農業部估計農業損失高達新台

幣 22 億元。

十一月

2009 年 11 月 25 日，杜拜三大國家投資機構之一的杜拜世界，宣

布提出延長償債期限的要求，受牽連的債權人包括匯豐、渣打等跨國

銀行，造成相關股價大跌。由於杜拜在前幾年金融全球化風潮中頗受

讚譽，杜拜的危機也成為人們反思金融危機根源的案例之一。

2009 年 11 月 14-15 日，於新加坡舉行了 APEC 第 17 屆經濟

領袖會議，發表題為「永續成長，結合區域」的領袖宣言，指出經濟振

興措施已經初具成效，但仍應致力拒絕保護主義，維持市場開放、自由

貿易，同時，也呼籲不能再回到「和過去一樣成長」的老路，而需提出

新的、具有永續性與包容性的長期成長策略。

十二月

2009 年 12 月 7-18 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15 次締約方會

議正式在丹麥哥本哈根開幕，有來自全球 19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

1.5 萬名代表與會。會議目標之一是為工業化國家設定在 2020 年前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其次則是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遷的後果，包

括建造防堵海水的保護牆、飲用水供應和新糧食品種，以及發展節能減

碳的新技術等。

由於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減排標準、技術移轉等議題難以達

成共識，由美國總統歐巴馬所主導的《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在會議延長一天的情況下仍只以附註 (take note of) 的方

式通過，原本應該在哥本哈根通過的新氣候議定書草案，則必須延

到 2010 年在墨西哥舉行的下一次氣候公約締約國大會時 (COP16/
CMP6)，才有機會轉化為國際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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