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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副主席序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 

PECC）由亞太各國產、官、學界菁英所組成，是八○年代亞太地區最重

要的經貿合作組織。其後因應 19�9 年具有各經濟體官方支持的「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Asia -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 APEC）成立，以及亞太

地區新組織與區域整合模式的變化，PECC 對自身的角色不斷進行調整，

組織也持續有所變革。

如今的 PECC 已由一個計畫架構論壇，轉型為一個以研究案為主要

架構，針對區域內各項議題進行研討的組織，並同時扮演亞太各國產、官、

學界交流的重要國際平台。�011 年，PECC 針對區域政經情勢、貨品與服

務業貿易、投資與金融合作、結構性失業、糧食安全、能源與海洋資源

等議題，分別進行了研究與討論，為各國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

作為我國參與 PECC 的代表機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 CTPE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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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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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各方共識，積極參與國際社

會，無疑對我國至關重要。結合了產、官、學界參與的 PECC，對我國而

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國際舞台，因此我們的各項工作可謂任重而道遠。

在此本人謹藉《�011-�01� 太平洋區域年鑑》出版之際，與國人共勉，一

同思考現在，展望未來，為我國的國際參與開展新猷。

                  

                                              CTPECC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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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秘書長序

為使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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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

會」( CTPE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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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CTP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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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透過網站與 Facebook
粉絲頁經營、出版各項刊物、舉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等方式，使訊

息傳播更為深廣。

呈現在各位眼前的這本《�011 - �01� 太平洋區域年鑑》，便是上

述努力的一部分。本年鑑編輯的目的，在於聚焦當年度亞太區域內發

生的各項重要議題，並以論文方式進行個別議題分析，使讀者能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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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與演進。

今年的年鑑將以四個不同的部分，向讀者完整介紹亞太區域的

動態，以及 PECC 和 CTPECC 年度重要活動：

 第一部分是「PECC 致 APEC 部長會議聲明、年度區域經濟現勢

報告、重要活動」。�011 年，PECC 提供區域現勢報告、針對 APEC 部

長會議提供建言，指出未來區域經濟整合應努力的方向，並就能源、

服務業、結構性失業、糧食安全等特定議題進行探討。值得注意的是，

�011 年 PECC 大會於美國華府舉行，會中不乏美中雙方針鋒相對的場

景；我國也在本年度舉辦結構性失業與糧食安全國際研討會，為區域

重大議題，提供匯集意見與對策的平台。

第二部分是「區域政經總覽」，其下分為「區域整合與經貿協定

發展」與「區域重要國家政經動向」等兩個主題，期能協助讀者從理

論概念與實質議題的角度，完整觀照亞太地區的重大政經事件，掌握

亞太地區的政經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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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兩岸與新興市場商機」，分為「新興市場簡介與策

略」、「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與「印尼」等五部分，除了

宏觀描述新興市場，並論及我國的因應策略之外，也針對歐亞大陸最

受矚目的重要新興市場，分別深入介紹與評析。

最後則是「CTPECC 年度活動」，報導本年度所舉辦的四場太平

洋企業論壇、�011 年亞太區域發展論壇，以及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除了更加擴展這些活動的效益之外，也希望能藉由與會學者專家前瞻

性的看法，為 �011 年我國的國際參與，指出更加務實而具體的方向。

依此架構，我們希望能夠幫助讀者更加認識與掌握亞太區域的

政經局勢。在此本人謹藉《�011-�01� 太平洋區域年鑑》出版之際，與 
CTPECC 秘書處同仁共勉，期許繼續積極參與 PECC 活動，強化我國對 
PECC 的貢獻，靈活運用 PECC 管道為國人服務。

                                CTPECC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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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PECC 致

APEC 部長會議聲明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
Dr. Charles E. Morrison and Mr. Jusuf Wanandi

我們感謝 APEC 部長給予此次機會，讓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從亞太經濟整合的二軌角度

更新觀察。PECC 成立於 19�0 年，由來自 �� 個會員委員會的產官學各界

專家所組成，共同秉持亞太區域合作對於區域本身以致於全球和平與繁

榮至關重要的信念，所以我們建立工作小組與計畫小組，思考區域內成

員可共同作為的行動，以擴張亞太區域合作的願景。我們也舉辦公眾宣

傳活動，向所有會員體宣揚亞太地區的重要性。

我們長期關注 APEC 途徑，認為 APEC 在推動跨太平洋貿易、經濟與

社會合作上，是一關鍵性的制度架構。

亞太地區在全球經濟重拾信心上的關鍵角色

在 G-�0 會議後隨即召開的此次 APEC 會議，其最優先項目之一，是

重拾對國際經濟合作與領導的信心。金融和其他市場的震盪削弱了全球

經濟，使得目前國際經濟合作與領導似乎失去了急迫性與氣勢。本會的

工作之一，是每年發表區域現況（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內容包含針

對亞太地區意見領袖，就亞太地區關鍵議題所進行的調查。我們發現自

�00� 年後，亞太地區有著前所未有的全面性低迷氣氛，展現於實質經濟，

便是延緩投資決定的事實，所以我們必須採取行動，終止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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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關鍵情勢指出：區域和國際機構有必要採取具體行動，回應各

經濟體目前面對的問題，並擬定促進經濟成長的中長程策略。亞太地區

必須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有二： 

●    全球經濟引力的中心點，現在無疑位於亞太地區，所以亞太地區有責

任維持全球體系。 

●    亞太地區經濟體的多樣性本質是一股力量，使得我們所達成的政策行

動共識，更容易為廣大的國際社群所接受。 

永續成長政策

�009 年我們建立了工作小組，思考危機對亞太區域的影響，而在我

們致 APEC 新加坡部長會議的聲明中，我們也確立了一些可以塑造亞太

地區中長程經濟成長策略的特定行動： 

●    為促進更大的區域整合，應在亞洲的市場動能之上，鼓勵新貿易潮流。

●    洽談更深入、全面的新區域貿易協定，並促進供應鏈策略性投資。

●    為拓展綠色經濟，應在節能、潔淨能源研發，以及具能源效率的車輛

和交通系統上進行投資。

●    投資教育、健康照護與社會安全網。 

●    透過科技與推動產能相關改革的投資，促進知識與生產力，尤其是在

使服務業更具效率上。

本會報告中的許多想法，已受到 APEC 平衡、包容性、創新與安全

成長議程的採納。前述領域中的政策行為，以及範圍更加廣泛的再平衡

議程的其他部分，將會使今日的投資行為更加均衡，並重拾亞太與全球

經濟的自然成長循環。然而，我們認為 APEC 在永續環境、社會公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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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率等關鍵議題上的合作，已有遲滯的趨勢。我們希望 APEC 部長與

領袖可以重新對這些策略做出承諾。 

區域經濟整合的下一步

雖然在經濟發展困頓的時候，經濟整合與成長有時難以清楚表達，

但這兩者事實上已成功連結。從我們所見證到的 APEC 歷史看來，亞太

地區經濟整合與成長過程，對此區域大規模的經濟成長與滅貧之重要性，

應該提供了相當充分的證據。然而，WTO 杜哈回合停滯不前，使得保護

主義措施的增加，以及經濟整合動力轉移越來越令人擔心，也讓經濟更

加不穩定。

亞太區域有一系列的計畫在檯面上，可以重拾經濟整合的動能，

包括 �01� 年達成東協經濟共同體、涵蓋廣泛的東亞貿易區，與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我們的調

查顯示：APEC 領袖橫濱宣言企圖延續上述途徑，以建立亞太自由貿易

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的意象，得到強烈的支持：

超過 �0% 的受訪者同意區域經濟整合應以包括 TPP 和 ASEAN+ 的多軌

方式促成，只有不到 �% 的受訪者反對。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的一項研

究建議表示，TPP 和 ASEAN+ 都可以達到許多的福祉，但是對亞太地區

好處最多的，仍然是合併兩者而成為真正的 FTAAP。我們非常樂見 TPP

和 ASEAN+ 各自所進行的工作，但是也認為盡可能連結這些工作，並

再度肯定對 FTAAP 支持，仍然相當必要。

解開服務業的潛在束縛

服務業在經濟成長與貿易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但所得到

的評價與認可卻被低估。今年 PECC 和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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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DBI) 建立了工作小組，觀察服務業貿易，並

在 �010 年 � 月於香港舉辦國際服務業專家研討會。我們希望表達對 APEC

服務業小組 (Group of Services, GOS) 努力的稱許，並感謝 APEC 經濟委員

會（Economic Committee, EC）和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TI) 在舊金山會議中，聽取本會的建言。 

PECC 和 ADBI 聯合工作小組發現服務業部門在幾乎所有的 APEC 經

濟體的產出中，占了最大的部份，而且無論從各國還是全球的角度看，

服務業都是亞太各經濟體生產力最重要的產出部門。 綜觀世界貿易，商

業服務成長最快、獲利最多，也產生最具生產力的工作機會。根據計量

經濟研究，從移除服務業產出與貿易相關障礙而獲得的利潤，超過商品

與農業貿易自由化利潤的四倍以上，但此一事實鮮為人道。以上敘述，

在於強調服務業即便不如其他領域受人關注，但它對亞太地區各經濟體

的重要性，卻不容忽略。 

大部分服務業貿易的障礙，在於邊境內措施，使得有關服務業效率

與服務業貿易的法規措施改革議程，顯得特別重要。APEC 本身強調共識

性單邊主義，但在組織上又有 CTI、 EC 和 ABAC 處理服務業事務的特質，

使得它非常適合在服務業議程上投注心力，將這些單位集合在一起，針

對法規體系如何影響商業營運進行對話，並由此在這個對亞太地區經濟

體而言，最具動能的部門之發展上，獲得突破性的創新思考。PECC 和

ADBI 聯合工作小組的政策簡報，將附在這份聲明之後（編按：請見下篇

〈PECC 政策簡報：服務業貿易－ �1 世紀的途徑〉一文），就研究結果的

關鍵發現，進行重點說明。

在我們的年度調查中，超過 �0% 的受訪者同意 APEC 必須在促進服

務業多邊協定上，扮演領導角色。PECC 和 ADBI 聯合工作小組的報告中，

1�

�PECC 致 APEC 部長會議聲明、年度區域經濟現勢報告、重要活動



談到了一些相關細節，但重點則是亞太地區可以成為促進服務業多邊協

定倡議的有效孕育者。在 APEC 區域內，一大群在經濟上具有足夠重要

性的經濟體，可以做為服務業多邊協定的核心。此一協定可以在 WTO 架

構下談判，也可以在 WTO 以外的架構談，並在談妥後向 WTO 匯報，以

便與其他貿易夥伴合作。APEC 區域應該在這個重要的倡議上，扮演開路

者的角色。 

結構議題

隨著經濟發展與比較利益而來的結構改變，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正當

發展迅速，使得結構改革議程、社會安全網和勞工市場等三個問題，具

有相當的重要性。

增進社會復甦

在這十幾年間，亞太地區受到兩次重大經濟危機的啟示，發現區域

和國際政策合作需要延伸至社會政策領域。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日本

委員會以在此領域扮演領導角色，且特別重視區域內不同體系的比較性

分析。在此區域中的比較性分析和經驗分享幫助許多經濟體在規劃執行

改革時，有助於設計適合其本身的系統，且此系統上在長期而言更具有

效性和永續性。然而對於我們的人民而言，社會安全網相當重要，原因

是其得以幫助人民們度過難關，除此之外，社會安全網還有助於使貿易

順差國從出口導向的成長轉為以國內消費為主的模式。

我們樂見 APEC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在透過社會保護，提昇永續性成

長上的努力，也希望這項工作能找到打入 APEC 主流架構的途徑，並且

塑造 APEC 中的另一個關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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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結構性失業之政策 
在 PECC 大會中，我們也討論了結構性失業的中長期趨勢，以及相

關的回應政策。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已在此

一區域議題上投注心力，而從亞太地區各種不同政策效率的經驗分享中，

我們也得到相當多的收穫。此一計畫的報告全文不久後將會公布，而我

們也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將研究報告回報給相關的 APEC 工作小組，包

括經濟委員會與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跨太平洋能源貿易的潛能

�011～ �01� 年區域現勢報告的一部分中，我們聚焦於跨太平洋能

源貿易潛能。當能源產品做為亞太區域內最頻繁交易的商品時，實際上

跨太平洋的能源貿易並未產生。因此，亞洲與北美洲的能源價格有事實

上的不同，尤其是天然氣。北美洲非傳統原油與天然氣的發現、精煉技

術的進步，以及亞洲對北美能源資產成長中的興趣，提昇了能源跨太平

洋出口的可能。跨太平洋能源貿易有政治、法規、基礎建設和環境的挑

戰要客服，但是跨太平洋能源市場的崛起，將會對經濟福祉、區域整合，

以及能源安全問題的回應，有所助益。

創新對永續成長至關重要

我們的年度調查強調：投資新科技與創新體系，是達到永續成長的

關鍵；超過 �0% 的受訪者，認為這是數一數二重要的政策目標。先前 PECC

與環太平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APRU）的研究

中，特別強調教育部門在創新上的關鍵角色，而此一聯合小組也在回應

有關跨界議題與擬定相關合作政策架構上，受到越來越多的各方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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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體系的未來

在 PECC 服務業工作小組的諸多建議中，有兩項可能對 APEC 有特

別的利益：第一項是就跨部門服務參考報告進行思考，概念類似於電信

參考報告。第二項是進行如同過去 APEC 之於資通訊協定（ITA）所為，

為 WTO 獨立服務業談判創立關鍵核心。 

有關第一項，APEC 於 �011 年在法規謀和上的努力，可以做為受法

規不調和影響最深的服務業之相關討論，更加聚焦的起始點。有關第二

項，在亞太地區有許多相關倡議，例如東協服務業架構、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等等，都顯示出亞太地區願意在服務業上，跨出比現在 WTO 規

範更大的步伐。PECC 服務業工作小組成員相信現在已有確實的證據證明，

服務業協定會使所有會員成本更低，生產力增加，發展的基礎也會更加

廣泛，達成雙贏的局面。

未來工作

過去一年來，我們的國際工作包括亞太地區之於全球金融體系的角

色、貨幣典範、社會復甦、礦業與能源的競爭與合作、糧食市場脆弱性、

服務業貿易，以及海洋資源的永續管理。 在 PECC 我們持續承諾支持亞

太區域的二軌合作。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黃暖婷助理研究員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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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年 PECC 致 APEC 部長會議聲明附件

PECC政策簡報：
服務業貿易－21世紀的途徑

PECC-ADBI工作小組協調人
Jane Drake-Brockman, Gloria Pasadilla, 

Sherry Stephenson, and Christopher Findlay

服務業占亞太地區附加價值的 ��%，也因此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的最

大部門與最大就業機會創造者；經由服務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占區域內

的 �1%；相較於 APEC 於 19�9 年創立時的 ��%，成長的幅度不小。

然而，當服務業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主宰，國際服務業貿易卻仍然

落後。APEC 會員體的貨物出口與服務業出口雖然在過去十年間都成長了

接近 11�%，但是貨物出口卻是服務業出口規模的 � 倍。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DBI）於 �011 

年建立了工作小組，思考可採取的行動，以釋放服務業貿易的潛能，增

進生產力並創造就業機會。工作小組集合了 WTO、OECD、ADBI、聯合

國亞太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國際貿易暨永續發展中心、ASEAN 與 APEC 祕

書處的國際專家，以及包括 ABAC 與全球服務業聯盟下的各地方與區域

商業社群，進行相關討論。 

此項工作起源於 APEC 與 WTO 等區域與全球機制思考在 WTO 杜哈

回合停滯不前的前提下，如何使全球貿易獲得動能。服務業長期被國際

貿易，以及增進生產力與經濟動力的研究所忽視，何以如此，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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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三套解釋：

服務業對經濟的貢獻，各界缺乏認知

第一部分的解釋與公眾何以忽視服務業影響創造產業附加價值、就

業、生產力、出口利潤、GDP 成長、滅貧與影響競爭力的部門相關：當

某些經濟體仍舊有所保留，認為更開放的服務業典範，可能會造成本地

服務業供應者架構的大幅調整，更加開放對於部門競爭力以致於整個經

濟體所造成的整體後果，確實相當重要。服務供應商自己也是其他服務

的高度使用者─例如旅行、機場和商業往來中的電信服務。更開放的部

門也可以供給服務業使用者更多樣的選擇。

更具競爭力的服務業部門，對經濟體中其他部門的生產力成長也有

幫助。目前的研究正在建立服務業部門改革與製造業部門生產力之間的

連結。影響服務業競爭力的因素與服務業貿易和投資的開放，以及法規

效率的增進，有相當深入的連結；已有證據證明：很大部分的產值，可

以來自服務業貿易與投資的改革；箇中連結目前還尚未有深入的了解，

但是肯定服務業貿易與投資改革的幅度正逐漸增加。

企業對於上述連結，通常比政策制定者敏銳。企業對於 WTO 服務

業貿易改革的政策拖延，以及區域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在這方面的有限

進展，已經感到灰心。

開放服務業影響的相關考量 
然而政府仍然對於在法規體系運作上更加開放的後果有所保留，而

這也是在服務業承諾上缺乏進展的第二個主要原因之一部分。具有拘束

力和應用性的承諾，在服務業改革上有很大的區別。這樣的距離同時也

持續攔阻了關鍵基礎建設部門上，具有急迫性的投資，而這些投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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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現代化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於為更廣大群眾，帶來經濟整

合的好處。

政府將於服務業法規最佳實踐上，衡量出比 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

更具延伸性的準則。

談判模式

杜哈回合的服務業談判僵局之第三個原因，來自於談判模式。現

行的要求與回應清單流程（Request-offer process）已經失敗，必須要儘

快回應。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服務業改革可以在物流、通訊與金融服

務對於貿易成本至關重要，而且生產組織橫跨經濟體各部門的供應鏈

世界中，使貿易體系運作更為良好。

在上述的分析基礎之上，工作小組提出針對未來政策注意與後續事

項的提案，提案並以旨在增進區域與全球服務業治理的兩大概念概括，

相信都會對 APEC 有所啟示。 

第三，要求與回應清單過程已經失敗，必須考慮另一套新的多模式

架構協定，替代舊有要求與回應清單的可能需要，例如凍結與撤銷協議

（無論是否有個別承諾時間表，或是以正面、負面、混合表列為基礎）。

成果最終還是賴於服務業政策研究的發展是否能被有效運用，以及

與服務業商界社群的緊密諮詢。舉例來說，在發掘服務業談判路徑上，

將要出版的服務業限制衡量報告（包括 OECD、世界銀行與 APEC 政策小

組最近的委託研究）將會給予啟示；ABAC 針對服務業的研究，也會如同

國際貿易暨永續發展中心的研究一般，對服務業談判具有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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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的領導角色

如同在資通訊協定上的過往經驗，APEC 在塑造單一多邊服務業協定

政治意願上，被視為一個獨一無二，且非常適合的「關鍵核心群（critical 

mass）」。 

工作小組希望 APEC 會員體能夠針對上述建議，扮演領導角色，並

且善用 APEC 身為國際組織的特性，孕育上述的新概念。在形式上，諸

如獨立討論應該怎麼進行，有許多不同的想法。APEC 可以在其架構下創

立一支研究團隊，更完善的了解服務業協定的分支，以及各經濟體的相

關誘因。 

APEC 如果希望維持區域商業利益，必須對商業界有實際可見的

產出。來自 APEC 的服務業貿易倡議將可達到此一目的，尤其如果如

ABAC 先前所建議的，連結上並處理區域供應鏈營運上的癥結。服務業

貿易倡議應該為 APEC 法規合作帶來新的深度與能量，尤其是在發展服

務業法規謀和原則上。

同時，APEC 應該超越 WTO 杜哈回合，並且開拓朝向新談判過程的

模式思考，在談判模式上則應具有彈性，尤其是在服務業這個對未來世

代的就業，影響力最深的議題上該有所著墨，以求在全球議題上展現領

導力。

◎ 工作小組討論報告可從以下網址下載： 

http://www.pecc.org/component/eventlist/details/194-pecc-adbi-services-
trade-new-approaches-for-the-21st-century 或
http://www.adbi.org/catalog/index.php?tab=1&modid=21&breadcrumblabel=
Conference%20and%20Seminar%20Materials&pageset=4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黃暖婷助理研究員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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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致

APEC貿易部長會議聲明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

Dr. Charles E. Morrison

感謝有此機會表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對亞太區域貿易與經濟

整合的觀點。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成立於 19�0 年，一向是 APEC 的

先行者。我們的足跡雖與 APEC 相同，但我們的會員聚集了商業界、政

府部門與來自公民社會的人士，比 APEC 更加廣泛。太平洋經濟合作理

事會中設有工作小組，探討對促進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有重要性的議題。

後 2010 年區域貿易議程

兩年前我們建立了工作小組，思考後 �010 年亞太區域面對的貿易政

策挑戰。工作小組認為 �010 年是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系統性改變之後，具

有分水嶺意義的一年；除了是茂物目標期限之外，各界也廣泛認為這是

WTO 杜哈回合必須獲致結論的一年。工作小組認為亞太地區在多邊與區

域層次上，都面臨了貿易政策挑戰，而這份聲明也大抵根植於工作小組

的上述研究結果。

世界貿易組織

儘管工作小組認為 �010 年底高階會議的結果，將賦予 WTO 杜哈回

合獲致結論的政治動力， G�0 與 APEC 會議也藉著強烈的支持聲明，於

�011 年初再次提振相關努力，但是世界主要經濟體領袖並未準備好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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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政治資本，使杜哈回合獲致結論的事實，卻帶來了普遍的失望氣

氛。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直接懷疑支持杜哈回合獲致結論相關聲明的

價值，背後並沒有建設性的關鍵議題回應，清楚且實際的展現企圖心。

必須重視 WTO 的制度性價值 
我們特別注意到對 WTO 杜哈回合獲致結論的悲觀氣氛，是如何在

即便是最堅決的 WTO 支持者之間迅速的散播開來，以致於近來杜哈回合

的最新發展，顯示出直接危及 WTO 作為國際建制功能的情勢。因此我們

希望能重視 WTO 在今日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它並不只是一個貿易談判的

場域，也是使得其會員同意遵循遊戲規則的國際協定，更是提供爭端解

決機制的國際組織。當 WTO 面對諸如碳關稅作為回應氣候變遷的政策回

應，或是以糧食安全為名的進出口限制日益增加等危及根本的挑戰，使

得 WTO 前途未明之時，上述功能都會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益形重要。

服務業貿易

服務業貿易是提供全球與區域福祉無窮潛力的貿易領域之一。服務

業部門目前在亞太地區佔有 ��% 的附加價值，而它也是亞太區域經濟中

最大的部門。然而，當服務業已經主宰當代經濟之時，國際服務業貿易

卻遠遠落後；APEC 會員體的貨物出口總值，是服務業出口總值的 � 倍。

此一趨勢指出：若服務業貿易有新思維，將能有極大的收益。

我們注意到雖然服務業貿易在 APEC 區域內仍受到相當的限制，但

是雙邊與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與 WTO 給予服務業貿易的承諾，已有相當的

差距。因此，PECC 貿易工作小組的關鍵結論之一，便是目前服務業貿易

自由化的途徑無效。在杜哈回合的談判桌上，服務業的新市場進入途徑

自由化毫無發展，某些會員也對此毫無準備，在在阻礙了目前服務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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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的程度。在商業界看來，目前服務業貿易自由化的模式，也與實際

上服務業貿易架構與運作的方式，毫無有意義的連結。

因此，我們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共同建立了一個工作小組，思考

如何應對改變，開拓使服務業貿易幫助深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創新途

徑。研究將集合產官學與 WTO、世界銀行、OECD、ASEAN 等多邊組織

的專家，並將於 SOM � 報告研究結果。

糧食安全

PECC 回應後 �010 年區域貿易議程的另一個領域，是糧食安全。現

下國際糧食經濟面對一系列危及根本的挑戰，包括越來越頻繁，由天災

所引發的糧食供應不穩定、水與漁業等關鍵資源的壓力逐漸升高、由生

質能源作物需求、人口與所得改變所引發的土地競爭，以及農業生產力

和糧食安全考量之增進，所帶來的要求。

運作良好的國際市場對於增加全球社群糧食供應安全，具有關鍵性

的貢獻。亞太區域內的差異性，提供了糧食貿易與糧食安全議題社群獨

特的環境，讓我們在尋找解決杜哈僵局的可行政治性解決方案之時，發

掘更加開放的農業貿易，如何對更穩定安全的糧食供應有所貢獻。

針對上述議題，顯然需要更全面性的解決途徑，而其中需要具備的

要素之一，就是反糧食出口限制協定，比單純創立糧食儲備機制，更能

回應全球糧食安全問題的概念。

區域經濟整合

亞太區域無疑比以前更加整合。藉由一系列經濟整合指數的長期追

蹤，反映出亞太地區貨物、投資與人力資源的流動比以前增加。目前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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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區由政策引導的區域整合，分為 ASEAN+ 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TPP）兩個途徑。我們的工作小組去年也針對這兩條途徑，進

行了討論。

建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途徑

�00� 年，PECC 與 ABAC 著手進行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研究，

即注意到亞太地區需要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但也面臨許多複雜的政

治經濟問題。我們建議 APEC 採行包含深化 WTO、連結既有自由貿易協定，

擴大延伸，採行組織改革等逐步建構的方式（building block approach），

達到此一目標。

�010 年 PECC 亞太意見領袖調查中，顯現出對 FTAAP 建構途徑的莫

衷一是：��％的受訪者支持 TPP，��％的受訪者支持 ASEAN+。然而當問

到區域經濟整合是否應該多軌進行時，接近 �0 的受訪者表示同意。我們

注意到 APEC 領袖對 ASEAN+�（EAFTA）、+�（CEPEA）和 TPP 給予相同

的背書，而 PECC 貿易小組也對各途徑至今為止的發展和未來進展的前

提條件有所分析。

ASEAN+ 途徑缺少的環節：中日韓

ASEAN+ 途徑缺乏的關鍵要素，是中日韓三國之間的經濟整合。三

國之間已有許多相關研究，彼此也有意願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

日韓與中韓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提案，已在不同時空下有不同的進展。

在一份較為正面的備忘錄中，中日韓三國簽署的原產地協定中，顯示某

程度的趨同性，尤其是在對已開發貿易夥伴上。中日韓經濟整合無疑將

傳遞給 ASEAN+ 成員與整個亞太區域有力的整合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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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前述 PECC 與 ABAC 在 �00� 年的聯合研究也曾檢視當時的 P�，現在

的 TPP 做為另一區域經濟整合途徑的可能性，而包括美國在內的 9 個經

濟體，於 �00� 年表示願意加入 TPP 談判，無疑是重要的里程碑。

雖然 TPP 談判成軍未久，但目前已邁入第六輪談判。針對於 �1 世紀

回應既有與下世代的貿易政策議題，TPP 是一目標相當遠大的努力，其

未來的工作不能小覷，而在 �011 年 11 月 APEC 會議上，也可能有重大的

成果（即便不是完成協定談判）。此將對亞太區域持續深化整合的追求，

送出歡迎訊號，也將代表雙邊與多邊貿易協定進一步鞏固的突破性發展。

如果 TPP 會成為 FTAAP 的有效途徑，那麼它在設計上最終必須包含

所有 APEC 經濟體（即便不是每一個 APEC 經濟體都準備好為加入 TPP 而

馬上進行調整），便至關重要。包容性不能因個別參與者的利益追求而犧

牲。

下世代議題

我們相當有興趣的注意到 APEC 回應法規謀和與邊境內議題的努力，

並相信 APEC 的努力將會對亞太社群有相當的幫助。在 PECC 年度調查中，

亞太地區經商的首要障礙包括：缺乏智慧財產權保護、產品與服務標準

多如牛毛，以及法規管制上的障礙。

中小企業與 RTA/FTA 的利用

我們樂見貿易部長與中小企業部長舉行聯合會議，希望這樣的對話

可以對亞太地區中小企業進入全球供應鏈的困難有所啟發，並推動最有

效的資源利用。此一倡議對於擴大國內對貿易自由化的支持，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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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與其他單位的研究均顯示：亞太地區 RTAs/FTAs 的利用率不高，

中小企業尤其低，然而資料並不完備，分析也多為言傳，少有基於確鑿

事實的研究。就此 APEC 可以採行兩個具體的倡議：（1）完善既有的資料，

讓政策研究者對中小企業在應用優惠協定上的挑戰，有更好的了解；（�）

鼓勵所有 APEC 會員，可能先透過開路者協定來敦促會員體海關蒐集優

惠協定應用現狀與障礙的相關資料。

擴大亞太區域合作的涵蓋範圍

在區域與全球合作的艱困時期，主動向相關方面人士（stakeholders）

伸出觸角，是急迫的需要，而 PECC 也已經準備好透過各經濟體內的委

員會，做相關的協助。整年度各 PECC 會員皆分別舉辦各種不同的活動，

針對亞太合作的各項議題進行討論。舉例來說，在這場會議之後，太平

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美國委員會即將在華盛頓舉辦年會，一星期之後，中

國委員會也在天津舉辦 PECC 貿易與投資雙年展。六月底新加坡委員會

也針對 APEC 經濟體所面臨的挑戰，舉辦相關會議。

亞太與全球體系

這段時間以來，全球經濟的起伏，對亞太區域有不少影響。PECC 與 

APEC 創立的目的，係基於亞太地區內部逐漸增加的互賴，以及亞太地區

整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日趨吃重的角色。我們希望亞太社群可以在全

球經濟的動盪之下，不僅成為獲利者，也能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黃暖婷助理研究員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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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年度區域經濟現勢報告摘要

2011-2012年太平洋區域現勢報告：

經濟展望

「大蕭條」後僅三年的時間，全球經濟面臨腐壞的復甦，或是更糟

的雙重經濟退步。

這樣負面的預測，是因為美國和歐盟等傳統帶領經濟成長的國家，

經濟力持續衰弱。儘管新興市場  （特別是中國大陸）在 �00� 年和 �009

年間的經濟蕭條中，讓景氣得以復甦，但它們暫時仍無法取代歐美等國，

穩定的供給全球市場所需。美國即便是完成提高債務上限的協商，但美

國國內的景氣復甦情況仍有限。而美國為了減少赤字，所做出的任何政

策，都會造成財政上的困境，短期也會使經濟疲憊的情況加劇，甚至可

能造成經濟衰退。歐元區域方面則是受到強烈財政緊縮的限制，以及主

權債務危機的限制。而主權債務的危機，可能會波及到更廣泛的金融部

門崩潰。

不穩的情況

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體，�010 年的經濟成長達 �.�%，較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 �010 年 10 月所預測的世界經濟展望為高，也和 �00� 年和 �00�

年該區域的經濟成長百分比是一樣的。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 �011

年 � 月，往下調整了 �011 年對日本和美國的經濟預測，使得 �011 年這

個區域的實質經濟成長預測更慢，只有 �.�%。對於美國和其他亞洲太平

洋地區的經濟體來說，未來這樣往下調整的經濟預測很可能會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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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到比 �010 年還要低的情況。但其實，各國景氣復甦的政策，連兩年都

還沒有屆滿。

新興市場帶動成長

新興市場的經濟體在 �011 年以倍速的方式在成長，而且成長的比

已開發國家好很多。新興市場很可能在 �01� 年也會以這樣倍速的方式，

持續成長。今年，已開發國家的加權平均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GDP) 成長

率預估為 1.�%，並估計至 �01� 年，成長率會上升至 �.�%。亞太地區的

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成長率期望在 �011 年達 �.1%，然後漸漸在明年降到

�.9% 的適中速率。

亞洲太平洋區經濟體

亞太地區 �010 年整體的經濟產值約為 �� 兆美元，超過全球產值的

一半。其中，日本和美國就占了超過 ��% 的總區域產值。然而，亞太區

域的經濟成長預測其實是下降的，因此這個產值令人感到些許意外。

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特色就是倍速的成長，而這也可以在許多次區

域的表現中看到。�011 年亞太地區預估的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GDP) 成長，

在其中的 �.�% 中，有 1.� 個百分點的成長估計是來自東北亞、0.� 個百分

點是來自東南亞。在過去 10 年中，亞太地區 �0% 以上的成長，都是新

興市場經濟體的貢獻。

通貨膨脹的隱憂

亞太地區 �011 年的通貨膨脹預估為近 �.0%，並且在 �01� 年可降至

�/1%。然而，如同 GDP 的成長一樣，通貨膨脹的數字對已開發經濟體和

開發中經濟體來說，是非常不同的。亞太地區的已開發經濟體，目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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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價格提升幅度約為 1.�%；而在開發中經濟體，則是每年超過 �.0% 的

通膨幅度。

�011 年上半年，能源價格是主要令人擔憂的經濟因素。上漲的幅度，

是自 �00� 年以來的新高。油價上漲是因為主要石油出口國家在 �011 年

初，發生了一些特別的事件。雖然這些事件漸漸淡去，但由於供給與

需求須要較長的調整時間，因此食物的價格仍然很高。

失業率

雖然亞太地區的成長率回復水準，但是有些經濟體對於復甦期當中，

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仍是非常擔憂。�009 年情況最為危急之時，亞太區

域的平均失業率是 �.�%。雖然今年的失業率，預計會下降到 �.�%，並在

�01� 年持續降至 �.�%，但仍比大蕭條之前的 �.1% 來得高。美國的失業

率也是居高不下，但在 �01� 年的下半，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經常帳失衡

當前經濟蕭條所帶來的正面影響，是調整了亞太地區的經常帳失衡。

北美洲的經常帳赤字在 �00� 年達到頂峰，然後在 �00� 年至 �009 年急速

下降。不過這樣的進步也已停滯，未來幾年，北美洲的經常帳赤字預計

會輕微的擴大。與此同時，東南亞與東北亞經常帳盈餘的情況，則在成

長的軌道上。由於這樣的失衡情況只是反映了 GDP 比重的穩定或減少，

因此不會成為一個經濟問題。但是越來越大的赤字，可能會成為一個政

治問題，然後衍生到貿易上，特別對今年適逢總統大選的美國來說，尤

其如此。

匯率

經濟危機開始的時候，亞太地區三個最大的經濟體在實質有效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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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REER) 上，有些許調整。以美元的實

質有效匯率指數來說，自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00� 年 9 月破

產以來，已貶值約 �%；而日幣則是在這個時間，升值了 1�%。人民幣

則僅升值了 1%。不過若把時間軸拉長來看，相對價格 (Relative Price)

的變化倒相當大：以 �00� 年為基準，比較 �011 年 � 月的價格，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的實質有效匯率指數顯示人民幣已升值 �0%；日幣升值

�%；而美元則是在這段期間貶值了 1�%。

永續性的經濟復甦？

�009 年，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全球經濟危機特別工作小組在金融危機之前，曾看過支出的

曲線圖，並提出幾個必須調整的地方，使金融危機後，經濟能永續的發

展。為了評估重新回到平衡所代表的意義，特別工作小組以簡單的模擬，

來計算 �00� 年的支出曲線圖，讓美國的赤字在當時，可以降低到永續發

展的程度。舉例來說，與 �00� 年的赤字程度相比（�00� 年是金融危機前，

最後一個預算赤字是正常的年度），東南亞的投資需要增加 �%；美國的

消費需要減少 �%；中國大陸的消費則需要提升 �%。對外部部門（External 

Sector）來說，美國需要增加 9% 的出口，而中國大陸與日本和 �00� 年的

數值相比，則需要減少 �% 的出口。

雖然有跡象顯示，重新回到平衡的政策已慢慢生效，但現在要

說這些結構性的改變真的有效，而非僅是因為亞太地區超乎尋常的

經濟表現所導致，都還言之過早。這些調整，對外部均衡（External 

Balance），也就是淨出口（Net Exports）上來說，效果最為顯著。�00� 年，

中國大陸的淨出口占總 GDP 的 9%。但目前中國大陸的淨出口跌至 GDP

的 �%。同樣的，美國的淨出口則占 GDP 的 -�%；至 �010 年，更是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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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的 -�%。

儘管外部需求帶來了好的消息，但對高私人消費的赤字國家，和

低私人消費的盈餘國家來說，內部結構性失衡（Internal Structural 

Imbalance）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私人消費占 GDP 的比率，已經從 1990 年的 ��% 下降

至 �00� 年的 ��%，或是說過去 �0 年，總共下降了 0.9� 個百分點。雖然

下降的比率，在 �00� 年和 �009 年間，減少到 0.� 個百分點，但是這樣值

續性的下跌，對於經濟危機來說，並不是個好消息。因此，美國很努力

的希望克服自身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只是美國的國內消費占 GDP 比率，

仍然高達 �1%。

可以操弄的空間減少

亞太地區的經濟體和全球其他國家為了對抗 �00� 年開始的金融危

機，史無前例的採行了協調性的刺激政策（Stimulus Policy）來減緩金融

危機的影響。亞太地區的經濟體採行的振興經濟方案約為 1.� 兆美元。

�00� 年至 �010 年財政刺激方案的結果，使得亞太地區的公共債務在

過去三年間，占 GDP 的比率大幅提升。為了避免另一波的危機，雖然有

些經濟體可以操弄的空間大於其他的經濟體，但是未來仍需要執行一個

有紀律的財政政策。同樣的，利率在某些亞太地區的經濟體，也被降至

幾乎是 0%。

亞太地區貿易模式改變

亞太地區需求量的重新平衡政策，對於貿易流量有些微的影響。北

美市場對於亞洲地區的出口來說，重要性漸漸下降，不過這個情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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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年大蕭條之前，便已有跡象顯示。如下所述，雖然亞太地區整體的

泛太平洋貿易量很大，但是有些部門的泛太平洋貿易從一開始即相當稀

少。以下將簡述亞太地區的分區貿易概況，並指出那些獨占區域內貿易

市場，最常見的貿易品。

對北美出口減少

在金融危機之前，北美吸收了亞太地區 ��% 的出口。而 �00� 年和

�009 年的出口量則分別降至 ��% 和 �0%。不過如果再從次區域對美國的

出口來看，情況更為複雜。

北美內部占亞洲地區次區域對亞太地區出口的 �0%，而南美洲對北

美洲的出口，也達 �9%。

不過，泛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流，顯示出了另一層的意涵。就東南

亞對北美洲的出口量來看，數字從 �00� 年的 19% 一路下跌至 �010 年的

1�%。但是東北亞對北美洲的出口，和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出口相比，則

是較為穩定的，持續維持在 �0% 左右。

�010 年亞太地區對內出口總值為 �.� 兆美元，占該地區出口總值的

��%，但主要係由少數次區域國家間的近、出口貿易所組成。亞太地區

內部對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 ( 北美洲國家 ) 的出口，占總值的 ��%；

而東北亞國家間的進、出口貿易則占該區域總值的 �1%。

�010 年，亞太地區出口商品的最大宗是：電子積體電路、由原油

提煉的石油、汽車、自動資料處理器、由非原油提煉的石油、電話、

汽車零件、電腦零件、和螢幕。從整體貿易流來看，許多上述商品，

主要是幾個次區域國家內部間的貿易，而不是橫跨整個亞太地區。

���011-�01� 年太平洋區域現勢報告：經濟展望



積體電路的出口：受亞洲對內貿易主導

積體電路在 �010 年為亞太地區內部首要出口商品，出口值達 1�0 億

美元。不過，這多半是東亞國家（東北亞與東南亞）內部的進、出口貿易，

反映區域的供給鏈。泛太平洋的積體電路貿易，從東亞到太平洋的彼岸，

僅是內部國家間的 �% 而已。

石油出口：受亞洲對內貿易主導

�010 年，亞太地區第二大宗出口商品是石油與原油，總值為 1�� 億

美元。如同積體電路的貿易一樣，石油與原油的進、出口也受到次區域

貿易流的主導。石油和原油對北美的出口，占亞太地區內部貿易總額的

��%；北美另外 10% 的石油和原油，則是來自南美洲。

汽車出口：受北美貿易主導

亞太地區內部第三大貿易商品，是汽車。�010 年汽車對內出口值達

1�1 億美元，其中 ��% 的交易是在北美洲國家之間；��% 是東北亞輸入

北美洲；9% 則是東亞國家間的交易。

泛太平洋地區能源貿易未來發展

雖然石油和天然氣是亞太地區出口商品的最大宗，但是在泛太平洋

區域間，是沒有能源貿易的。東北亞地區的主要能源進口經濟體，其石

油和天然氣大多是來自中東、東南亞和澳洲等地；而美國則自美洲地區、

西非和中東，進口能源。泛太平洋間的能源貿易 ( 石油、天然氣和煤礦 )，

其實只占世界能源貿易量的 1.�%。亞洲和美洲能源市場的區別，顯現在

兩區域天然氣價格的顯著不同上。這個差異，近來也顯現在原油價格的

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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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局勢的發展，使得泛太平洋石油和天然氣貿易的可能性增加了。

而一個更具整合性和競爭性的能源市場，也在亞太地區出現了。當前局

勢的發展，包含：

a)  在美國和加州發現的廣大非傳統天然氣田，在北美造成了供過於求的

情況。

b) 亞州地區對於低碳能源的需求量增加，減少對煤炭和天然氣的需求。

c) 日本福島事件使得核能再現危機，需要尋求乾淨的替代能源。

d)  東南亞國家的能源平衡情況正在改變，未來將會成為天然氣進口國，

特別是印尼和馬來西亞。

e)  亞洲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在北美能源市場的投資快速增加，特別是在原

油產量占全球第三大的加拿大。

就算把較高價格的頁岩氣（shale gas）產值納入考量，北美洲想要

和東北亞國家競爭天然氣進口或確保資源來源，在投資基礎建設、管線

上，也面臨很高的交通成本，難以和亞洲既有的廠商競爭。同樣的，因

為美國的天然氣供過於求，而且西德州 Intermediate 和 Brent 的原油價格

差價越來越大，所以北美洲原油對亞洲的出口也越來越有潛力。

不過因為政治、法規、環境等風險待克服，也需要相當金額的資本

投資，因此一些較大的亞太國家不認為泛太平洋能源貿易會成為一個事

實。儘管如此，泛太平洋能源貿易的未來，對於亞太地區的整合來說，

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樣一來，亞太地區的能源市場將會更具有競

爭性，能源產品的價格透明化程度也會增加，使得亞洲和北美洲的價格

區別度下降。此外，泛太平洋能源貿易也可以讓亞太地區出口國和進口

國的市場更加多元化，達成能源安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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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

對於亞太地區的經濟體來說，服務業是越來越重要的部門。對亞太

地區整體來說，服務業占就業機會的 �1%，並且是具有附加價值產業的

��%。最令人感到佩服的是，過去十年，服務業的就業人口近乎是雙倍

的增加。服務業占許多亞太國家過半具附加價值的產業，但是服務業相

關的貿易占 GDP 的百分比，則是非常的不同，從低至 �% 到高達 90%

都有。這顯示服務業貿易在亞太地區，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服務貿易，是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近幾年一直在研究的項目。亞太

地區的服務業輸出，在過去十年間成長了 1��%。雖然服務業的出口成長

驚人，但亞太地區占全球服務業出口的比例，則是在減少，從 ��% 掉至

�0%。

服務業的全球貿易在 �009 的時候自然減少，但是沒有比當年貨品

貿易的減少來得多。比較重要的是，亞太地區 �009 年減少的貿易量，比

全球平均來得低。實際的情況是，亞太地區的經濟體在全球服務業出口

上所占的比例是增加的，這個情況也一直持續至 �010 年。截至 �010 年，

亞太地區占全球服務業出口的 �0%。

但是，官方統計資料中的類別區分很少，就算是最完整的資料收

集，也僅包含了至多 �0 個類別的服務產業。但是商品的類別區分，則有

�,000 類。就服務業來說，資料非常有限，就算有資料，也是屬於整合性

的活動；如有關於國際服務供給的官方資料，完全沒有，使得政策制定

者很難捉摸商業活動所發生的變化。

我們需要了解，因為服務業是整合一組的商品，因此服務業對於出

口的貢獻，比它所占 GDP 的比例，來得重要的多。有些研究顯示，服務

業占一些商品出口值的 ��%，比其他商品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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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合會的政策支援小組 (Policy Support Unit, PSU) 研究顯示這些

較低層級的服務貿易，和政策相關的貿易障礙，有很大的關係。雖然服

務業是政府介入的最大宗產業，也是貿易和投資改革成效最大的，但是

就服務業全球或區域的政府內部協商，卻缺乏進展。杜哈回合後續的發

展延滯越久，對於區域商業社群重建服務貿易談判，會越來越困難。

（本文由美國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碩士楊可欣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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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PECC 重要活動

服務業貿易的影響因素與就業效果
─PECC-ADBI「服務貿易：
21世紀的新路徑」研討會側記

 黃國治

前言

有鑑於亞太地區各國服務業的發展日新月異，服務業貿易的議題在

亞太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中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PECC）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ADBI）、香港亞太研究所的經濟研

究中心（HKIAPS）、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與金融研究所（CUHK）等機

構合作，於 �011 年 � 月 1-�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了「服務貿易：�1 世

紀的新路徑」（Services Trade: New Approaches for the �1st Century）研討會，

邀集世界各國服務業貿易的學者專家共同研討服務業貿易的現況與展

望。會議分成七個場次，涉及主題相當廣泛，包括「增進服務業競爭力

的因素之研析」、「服務業貿易自由化的利益」、「改進服務業的治理」等

等共 1� 場報告。本文的主旨並非全面介紹此研討會的所有內容，而是集

中介紹其中幾場討論中涉及的一個議題：服務業貿易的就業效果。

亞太地區服務業貿易的蛙跳式發展

一般來說，在一國經濟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農業、製造業與服務

業三個部門占 GDP 的比重會依次交替，從以農業部門為主過渡到製造業

部門，最後再過渡到服務業；服務業的發展於是或多或少成為一國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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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趨於成熟的指標，尤其是足以對外出口的服務業貿易。但亞太地

區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在近年來卻出現跳躍式（leapfrog）成長，

在製造業的生產力仍不高的情況下，服務業貿易超越製造業而先有了大

幅成長，如印度的軟體外包產業、菲律賓的商業處理與移工、泰國的觀

光業等等，皆已成為其經濟中的重要部分。尤其，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出

口成功，但似乎與其商品貿易無關，例如印度、菲律賓的商品貿易競爭

力並不顯著，但服務業出口卻相當成功。

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服務業貿易跳躍式的發展？仔細檢視此一跳躍

式發展，會發現其中涉及的因素相當多樣。總的來說，目前的研究發現

可區分為三類：第一是基礎面，例如基礎建設、人力資本與技術、良好

的制度環境等；第二是國內政策，包括服務業貿易、投資、人員移動的

相關政策；第三是特殊的目標政策，例如特別的經濟特區、強化出口的

措施等。整體來說，其中影響最顯著的因素為：人力資本、通訊網絡的

品質，以及制度。但怎樣的組合較有效？這些組合如何運作？以及其更

具體的作用為何？則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重點。

以菲律賓為例，其商業處理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產業出口的成功，便有賴於優質的人力資本；資通訊科技基礎建設減少

了小生產者的成本，使其進入成為可能；政府政策支持（稅制優惠等等）

則扮演維持低進入與退出門檻的作用，以保持此一部門的競爭與流動性。

另一個未來研究與政策制定上需注意的問題是：關於服務業貿易的

成長，目前的許多研究仍將服務業作為一個整體來衡量，而沒有區分服

務業裡頭的次部門；但服務業內部差異很大，不同類型的服務業的影響

因素可能相當不同，哪一個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就需要進一步分析。

例如許多服務業有國家補貼，如教育、醫療，構成了這些服務業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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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有些服務業有特殊的管制門檻，例如政府對律師或其他法律服務

行業，透過證照的發放進行質量管制；有些則受益於特殊的語言文化，

例如菲律賓的移工，尤其是菲傭之所以在世界各地受到歡迎，部分原因

是來自於其英語優勢。這些都與其他服務業難以一概而論。

服務業貿易之就業效果

一般來說，服務業的就業效果優於製造業；尤其像我國的高科技製

造業，具有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特性，巨額的資本投入所能帶動的就

業效果有限，且集中於少數高技術人力，不易帶動一般的勞動市場就業。

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常將創造新工作機會的期望放在服務業部門。但在

本次研討會提到的許多南亞與東南亞的案例中，部分新服務業的就業效

果並不如預期中顯著。

目前的研究發現，不同國家的服務業出口結構不同，產業驅動力、

模式不同，從而帶動的就業效果也不同。例如印度服務業是飛地（enclave）

經濟，與國際產業鏈結合緊密，與本地的其他部門則相對脫節；泰國則

以觀光業、醫療照顧為大宗，是其國內的因素驅動。另一方面，印度與

泰國服務業貿易的勞動力來源也不同，印度是都市的腦力工作者，泰國

則是由農業部門流出的勞動力。

此外，一般討論也認為服務業為女性就業提供了較多的機會。然而，

在印度的案例中，資訊服務業並未創造大量女性就業機會，且服務業的

就業成長依然落後於其 GDP 比例的成長，因為這些新服務業本身其實也

具有技術、資本密集的特質，並且隨著服務業生產力的提升，就業效果

也隨之下降。

以移工（migrant workers）為代表的人員移動，也是南亞與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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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的服務業貿易型態，其低技術移工主要移往中東產油國、亞洲

四小龍，高技術者移往 OECD 國家。但這些移工的工作薪資與勞動條

件不佳，多半具有低技術、高風險、薪資成長不易的特性，成長雖快，

但其就業品質、生產力以及永續性則值得關注。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1服務業貿易的影響因素與就業效果─ PECC-ADBI「服務貿易：�1 世紀的新路徑」研討會側記



成長中APEC經濟體：新挑戰與路徑

(SINPEC-USAPC-PECC Conference 
on Growing APEC Economies: New 

Challenges & Approaches)
黃富娟

�011 年 � 月 �9~�0 日期間，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新加坡委員

會（SINCPEC）偕同美國亞太委員會（United States of Asia Pacific Council, 

USAPC）和 PECC 國際秘書處，假新加坡 Orchard Hotel 舉辦成長中 APEC

經濟體：新挑戰與路徑研討會。SINCPEC 將研討會議題設定為探索 APEC

經濟成長新挑戰與路徑，並區分五個議題場次，分別探討：成長中 APEC

經濟體之經濟展望、成長中 APEC 經濟體之服務貿易、APEC 成長與區域

現況（State of the Region, SOTR）、管理資本流通、區域經濟整合之策略

重要性與 APEC-EAS-G�0 合作。PECC 試圖藉由研討會探索亞太區域發展

關鍵議題，也冀望將會後建議納入 PECC 對 APEC 領袖宣言之建議。

開幕式

新加坡商業協會執行長 Mr. Ho Meng Kit 表示，�011 年全球經濟

成長持續，但經濟成長動能已轉至亞洲。聚焦於今年亞太經濟發展議

題，美國於今年 APEC 提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he Trans-

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作為 APEC 達成《亞太自由貿

易區》（FTAAP）的途徑。今年 9 個 TPP 經濟體已先後在新加坡與越南討

論 TPP 可能路徑。除此之外，APEC 亦聚焦於探討新世代議題，例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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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如何鑲嵌於供應鏈、環境商品與服務（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EGS）。代表私部門利益的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持續

提供 APEC 發展建議。然而，目前關鍵問題：政府與私部門如何打造 �1

世紀的 APEC ？就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共同主席暨美國

USAPC 主席 Dr. Charles Morrison 回應：PECC 齊聚太平洋成員來集思廣

益，其角色在於引導非政府部門參與 APEC 議程，回應區域經濟問題之

優勢，並促成區域合作。�009 年在全球金融風暴危機的基礎上，二十

國集團（G-�0）積極參與全球發展議題的對話。與此同時，APEC 更關

注後金融風暴、區域貿易失衡與結構調整等問題。為達成亞太區域的

穩定、永續與包容性成長，並創造社會福祉，經濟體在推動經濟合作

之外，更應思考政治合作。其中，創造一個合適的區域建制（regional 

architecture）是重要的，部門別合作也是關鍵。

新加坡貿易暨產業部部長 Mr. Lim Hng Kiang 則認為，過去十年，全

球經濟發展有日趨整合之趨勢，在互賴世界，一國經濟問題足以衝擊全

球經濟。基於此，傳統經濟政策與處理危機的方式亦需有所改變。目

前，儘管全球經濟成長已有復甦跡象，但全球供應鏈尚未恢復。他認為

服務貿易（trade in services）連結（inter-connectivity）有助提振且深化全

球供應鏈連結。隨著技術革新，APEC 區域的服務業發展，已從 199� 年

佔 GDP 總額的 ��% 升高至目前的 ��%。與經濟發展緊密扣連之服務貿易，

有助於促進整體區域經濟發展。服務貿易優點在於，在企業層次上可提

振經商效率、在經濟體層次可提高 GDP 生產力。基於此，他建議發展一

個服務貿易之區域建制，例如，金融體制的健全。服務貿易帶來的乘數

效應，也會替製造業創造更多附加價值與就業機會。除此之外，他提到

APEC 非拘束性原則，有助協商下一個世代議題。其中，APEC 供應鏈連

結倡議是 APEC 發展境內議題（behind-the-border issue）的範例。最後，

��成長中 APEC 經濟體：新挑戰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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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 APEC 經濟體的多樣性，有助於動員（socialize）、育成（incubate）

和發展新觀念。

成長中 APEC 經濟體之經濟展望

●     中國大陸中央大學金融與經濟系胡永泰教授：全球化時代

經濟重新導向與經濟共榮

胡教授從國際金融政策爭議出發，說明美國茶黨和經濟學者都質疑

美國預算赤字過高，QE� 還有必要嗎？對照英國大量刪減預算並緊縮貨

幣，Krugman-Summers 主張美國無需擔憂政府預算赤字，因為它還會更

高。�011 年國際貨幣基金（IMF）已下修原先預估的經濟成長率 �.�% 為

�.�%。其中美國從原先預估 �.�% 下修為 �.�%，中國與印度持續上修為

9.�% 與 �.�%。他認為國際經濟正處在一種緊張當中，但中印經濟成長致

使其不認為全球處於危機。目前自由貿易為開發中經濟體提供更多獲利

機會，反而已開發經濟體需藉由科技領先來維持獲利。然而，拜科技與

創新所賜，美國勞動部門與就業機會已從傳統部門移轉到新領域，即使

過去十年美國勞工薪資持續上升，但因就業機會衝擊中高年齡層，且轉

換工作率增加，因此 Obama 認為是一種停滯。由於美國是 G� 中社會安

全政策較弱國家，未來實應重整經濟結構，來因應全球勞動分工變化。

目前，美國在 Obama 任內將持續進行經濟政策試驗。

●    日本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主席野上義二大使：日本經濟

發展現況

野上大使表示，北日本大地震與福島核災衝擊日本產業聚落，造成

供電短缺約 10% 持續，也致使國際汽車供應鏈的復甦被延滯。日本政府

統計指出，災難衝擊範圍已達 10 個城市與 �1 鄉鎮，造成日本工業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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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去年同期降低 1�%，初步損失預估已達 �,000 億美元。除此之外，政治

狀況亦相當不樂觀，災後重建委員會遲至兩日前才宣告成立。至於外界

擔心的日本災難對全球經濟衝擊問題，他認為衝擊來自於全球供應鏈中

斷，其次日本需求降低也會影響區域經濟，例如，影響與日本經貿關係

密切之泰國貿易。日本政府初步預計今年 10 月以前將恢復汽車供應鏈。

●    新加坡大學公共政策學院陳康：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與新挑

戰

陳康教授指出，目前打擊通膨是中國大陸政府當前要務。他認為，

�011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仍維持 9%， 但 �01� 年通膨問題勢必會浮上

檯面，且有愈來愈難控制的跡象。中國大陸通膨問題衝擊不同產業與收

入族群，其中衝擊最甚的是食品產業。經濟模擬指出，通膨造成中國大

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升高 �%，最窮 10% 城市居民 CPI 升高 �.1%、

鄉村最窮 �0% 升高 �.�%。為穩定通膨，自 �009 年中國大陸政府先後四次

提高利率，亦對新貸款新增限制。然而，中國大陸緊縮貨幣政策並未切

中要害。中國大陸銀行過剩流動資金無法被提高之存款準備率 (Required 

reserve ratio) 吸收，這尚需配合執行每月最高信貸額的行政措施，才能達

成目的。再者，對人民幣升值是否有效抑制通膨，他認為進口產品價格

只對中國大陸國內價格產生有限影響，人民幣升值不太可能大幅降低通

膨。人民幣升值也會促使中國大陸更仰賴投資帶動 GDP 成長。

●     印尼大學 Arianto A. Patunru：印尼經濟成長的復興

Patunru 教授表示，印尼經濟呈現十年來穩定成長跡象，政府支出也

受到控制、印尼盾匯兌穩定，但通膨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顯著關係，目

前成本推動的通膨（cost-push inflation）是主要挑戰。在貿易部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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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進口相關性強，印尼已降低其對石油與天然氣出口的依賴，但卻對原

物料和資本財之進口依賴加深，90% 進口集中在初級原物料；在資本帳

部分，熱錢持續湧入，引發對突然大規模撤資的憂慮；在結構改革與部

門別成長部分，即便工業轉型持續，由於政府預算補貼對象主要為能源

項目，忽略基礎建設對發展的重要性，致使農業部門的勞動就業人口居

高不下，非貿易部門居於部門別的主導；在社會發展部分，吉尼係數是

0.���，貧民約 �,000 萬人口。儘管 �010 年失業率已降為 �%，但仍高於

19�0 年代基準，且勞動市場就業機會侷限在去工業化 （de-industralization）

與非貿易部門。

本場次討論中，SOTR 任務小組 Woo Yuen Pau（胡元豹）詢問人民

幣升值是否將引導出口導向 FDI 轉為瞄準內需市場，並帶動中國市場結

構轉型？講者認為人民幣升值造成進口增加，但研究未及無法回覆；其

次，會中亦討論到 �009 年中國無效率資本市場乃肇因於中國成長模式使

然，這與地方政府相關。自朱鎔基中斷地方政府與資本市場關係後，但

地方政府已轉為仰賴代理人（agent）尋求融資；對於印尼經濟發展，與

會者認為印尼政府給予能源補貼，只讓私部門獲利、對勞工卻不利。因

此，建議印尼政府不如將非生產性領域支持轉為運用於基礎建設和教育

支出。

成長中 APEC 經濟體之服務貿易

●    澳洲 AUSPECC 副主席 Christopher Findlay：APEC
經濟體與成長中的服務貿易

Findlay 教授從服務業和發展的關係開始，說明服務業對經濟貢獻顯

著，服務業需求是隨所得提高而擴張，且在供給面上，服務業擁有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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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in）而非製造的特徵，也伴隨著生產力之提振。

PSU 政策報告指出，開放服務貿易將使航空業降低空運成本 1�%、

海運成本 �0%、批發市場價格降低 ��%、天然氣與零售價格降低約 1�%。

然而，目前 APEC 服務貿易面臨挑戰在於：境內議題、對商業據點呈現

設限，致使市場失靈成為常態。服務貿易之政策仰賴改革，但目前政策

底線在於：區域限制仍存、GATS 對服務貿易貢獻不在擴大市場進入而在

確保市場進入不至於更糟，且區域協定亦未對此有著墨。政府不願開放

服務貿易的原因包括：剝奪政府調節市場的權力、部分產業未做好接受

全球競爭的準備、未有適當國際法規合作機制等。最後，他建議，經濟

體應從強化國內法規與制度，來因應市場失靈，且要求 APEC 針對法規

外部性（regulatory externality）進行國際合作，例如，法規標準調合、避

免開放後造成之市場寡佔等，並集合法規制定者與貿易商等利害關係人，

共同研擬部門別法規的改革。

●    馬來西亞 MANCPEC 執行長 Dato’Dr. Mahani Zainal 
Abidin：馬來西亞的服務貿易

馬來西亞的服務業是最大的部門，�009 年服務業從佔三級產業的

��% 升高為 �010 年的 �0%。早期馬來西亞的服務業是赤字部門，在能力

建構之後，部分部門開始出現盈餘。例如，�000 年開始，觀光成為主要

的服務貿易出口，獲利出口部門尚包括私校教育、出口印尼、日本和歐

盟的醫療觀光。目前馬來西亞政府對服務貿易的政策扶植，集中在對金

融業的能力建構、對通訊業和對航空業的補貼。由於服務貿易在 GATS

未有突破，且雙邊貿易協定著墨亦少，他建議可仿效東協服務架構協定

（AFAS）模式來促進服務貿易之市場開放。前提是，政府需先提高國內供

給能力，亦即是，國內發展之後才進行出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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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 TNCPEC 主席 Dr. Narongchai Akrasanee：服務

貿易—東協觀點

Akrasanee 博士認為過去東協的貿易政策對服務業採取保護主義的立

場。在四項服務貿易模式中，服務貿易出口都已開放，但進口在模式三

商業據點呈現與模式四自然人流通部份，限制最多。然而，東協經濟共

同體（AEC）已確定 �01� 年開始逐步開放服務貿易。其中，AFAS 明文規範，

ICT、健康醫療、醫院和航空產業之商業據點呈現將於 �01� 年以前完全

開放；物流產業亦將於同年開放 �0%、�01� 年完全開放。其次，不論是

AEC 和 AFAS 都對相互認證（MRAs）做出承諾，七大承諾領域包括：工程、

建築、醫學醫生、牙醫、護士、會計和市場調查員。

服務貿易發展，相當仰賴資訊科技與物流體系的支援。且服務貿易

之開放，更涉及到自由化與競爭兩者之間的權衡，勢必有得有失。與會

者提問，開發中經濟體要如何從服務貿易中獲利？ Findlay 認為，服務業

的 fast-mover 和製造業不同，他建議小型、開發中經濟體可先從能力建

構著手培養產業競爭力，也建議 APEC 從服務貿易的政策調整著手，依

循問題解決導向來進行最佳範例分享。其次，對於服務業是否發展出一

套區域建制，Narongchachai 不建議服務貿易之法規制定應依循 WTO 的

GATS，他提到政治人物普遍害怕面對開放服務業後的社經衝擊，因此傾

向在檯面下不支持 WTO。他建議尋求東協路徑，利用 APEC 平台來發展

服務貿易的合作架構。

管理資本流動

●     亞銀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DBI）河合正弘執行長： 管理資本流動—亞洲觀點

河合執行長指出，近來包括亞洲在內的開發中經濟體相繼實施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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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capital control），來限制投機性的資本流入。他認為資本流入有助

創造更多經濟機會，但亦會衝擊開發中經濟體之總體經濟與金融部門的

穩定度。因此，他認為仰賴擴大景氣循環（Procyclicality）無法降低開發

中經濟體的脆弱性。一般而言，已開發經濟體會採取混合政策，包括，

浮動匯率制、開放資本帳、低通膨貨幣政策等來因應大量資本流入，但

前提是擁有一個深化、開放與流動的資本市場。由於開發中經濟體缺乏

健全匯兌市場、風險承受度低且金融體系脆弱，因此他建議：第一，採

取總體經濟措施為先、其次運用總體審慎監理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最後才是採取資本管控措施；第二，他建議開發中經濟體共同

發展一個穩定總體經濟和金融部門的管理資本流動架構。架構內容應包

括，區域金融監控（financial market monitoring）、協調資本流入管控與匯

率政策協商。

●     泰國曼谷銀行副執行長 Dr. Kobsak Pootrakool：管理資

本流動—泰國觀點

泰國在金融風暴之後，改變對資本流動之管理政策。政策工具包括

提高貨幣儲備量、允許些微貶值、資本管控措施和總體審慎監理政策等。

目前，吸引資本流入是泰國一項政策目標，但亦唯恐持續資本流入造成

之出口壓力、資產泡沫化。�00� 年之後泰國貨幣儲備持續升高，�010 年

達 �10億美元，泰銖持續升值。由於影響貨幣升值因素有部分來自於外部，

例如，美元走緩、金融投機背後因素是進出口成長力，單一政府介入市

場效能實屬有限。最後，Pootrakool 博士不認為政府實施資本控管措施

將癱瘓管制通膨，他主張總體審慎監理政策有助於在早期抑制金融體系

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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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陳淼：管理資本流動—

台灣經驗

中華台北屬小型開放經濟，強烈仰賴對外部門的發展模式，特別是

貿易部門被視為是唯一促進成長的力量。因此，陳主任認為中華台北之

總體經濟穩定度和外來衝擊息息相關。中華台北的對外部門，除了出口

工業製品與服務貿易之外，也是外來投資的接收國，因此，金融市場和

國際事件的關聯性強，也致使出口、央行利率與國際事件之間有同部移

動傾向。目前，中華台北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呈現較為穩定狀況，

但躉售物價指數（WPI）波動較大。台幣對美元持續走升，但匯兌波動

自去年 10 月以來維持 �% 上下。最後，他提到中華台北金融制度不及已

開發經濟體，未來亦需仰賴國際合作和跨境監理來協助改革。

由於外部因素對資本市場影響甚鉅，與會者質疑資本流入與流出會

是關鍵嗎？亞銀研究所河合執行長認為，假如資本流入與流出的量若過

大，就會對接收方造成危害。他認為影響資本市場的國內因素可藉由政

策措施來穩定；然而，國際因素，例如美國貨幣政策根源自美國赤字並

透過美元貶值移轉到開發中經濟體，是國內層次難以因對。他建議開發

中經濟體政府選擇採行完全浮動匯率，允許貨幣緩慢升值。泰國認為若

貨幣升值幅度過高，資本管控與打擊金融投機是必要。與會者也詢問中

華台北如何因應資金大量流向中國大陸？對此，陳主任認為這與降低生

產成本的產業移動有關，不適合單純用貨幣來解釋，並認為我方政府也

試圖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不是只有資本流入而無資本流出。除此之外，

許多開發中經濟體面臨和中國大陸人民幣低估之升值壓力相似，河合執

行長建議透過匯兌調整來降低幣值低估，但此舉亦會引進投機炒作。這

是未來中國大陸將面臨的最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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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整合之策略重要性與 APEC-EAS-G20 合作

●    新加坡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法學系 Simon Tay 教授：選擇

經濟整合策略與發展路徑，需先有未來願景

新加坡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法學系 Simon Tay 教授首先針對區域經濟

整合之策略重要性與 APECEAS-G�0 合作，進行專題演講。他認為全球互

賴日深，全球化帶動整合形式從垂直整合到水平整合，但發展不均問題

尚存。目前中國崛起不確定性因素持續、WTO 杜哈談判未有實質進展、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也面對持續改革聲浪。從 199� 年亞洲金融風暴

到 �00� 年全球金融風暴，世界政經局勢已轉為 G�。探索區域經濟整合

與合作之策略，需同時關注美中兩強需求。前者，包括美國境內需求及

其對全球貿易關注之轉向；後者，因全球經濟成長力道移往亞洲，擴大

了東亞的內部貿易，也帶動跨國企業布局亞洲生產，並順勢帶起亞洲中

心的觀點。他認為選擇一個經濟整合策略與發展路徑，需先有一個未來

願景，並建議區域成員在尋求發展路徑時，應採取「網絡外交」 （network 

diplomacy），亦即不同時間選擇不同發展模式，包括雙邊主義、區域主

義和複邊主義。

●    中國大陸 CNCPEC 副主席鄒明榕：全球與區域經濟合作：

中國路徑

中國大陸自從 19�0 年實施經濟改革開放以降，高度經濟成長促成

了全球與區域經濟發展。開放至今 �0 年，中國大陸的 FDI 存量快速累

積，對外貿易亦成就中國大陸更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全球與區域

經濟合作上，中國大陸採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外交方針，同時參

與二十國集團（G�0）、APEC 與東亞高峰會（EAS）等區域組織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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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Zou Mingrong 指出：中國大陸試圖區別不同區域合作組織和其在

不同組織內的角色，對中國大陸而言，EAS 是主要探索區域合作的論壇、

G�0 是領導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實體。中國大陸認為目前我們正處於一

個需要整合與重構全球和區域合作機制的時機點。未來，中國大陸期待

的是一個更公平、合理與有效率的全球和區域合作建制。

●     韓國國際經濟政策機構 Sangkyom Kim：亞太區域經濟

整合之策略重要性

亞太區域內 FTA/RTAs 眾多，協定目的多集中在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

且部分協議並無可行工作計畫。此外，原產地原則之複雜性與不一致性，

已對亞太經商環境形成阻礙。就此，Sangkyom Kim 博士建議思索發展一

個可迅速反映外部衝擊、包容差異性的利益，且具調節協商團體角色之

合作架構，但他也指出單一合作機制並無法完善運作。

由於 APEC 立基在於多元與差異性的經濟體，且其開路者機制

（Pathfinder）賦予其組織高度彈性與動能，適合將動態性議題提交討論。

他建議APEC與G-�0整合（synergy）來發展一個繁榮亞太共同體（Prosperous 

Asia-Pacific Community）。該共同體得引導亞太區域的結構調整、經濟成

長與氣候變遷等議題。其次，A-P 共同體應作為立即且重大事務的協商

場域，並提交全球層次尋求解決途徑（global solution）。最後，他認為亞

太區域 APT、EAS 和 APEC 是互補而非相互取代。

針對區域經濟整合，與會者認為 APEC 議程較為明確，至於 EAS 可

以達成哪些共識仍待觀察。關於 APEC 與 G-�0 的整合，部分經濟體，例

如新加坡，認為 G-�0 由上而下政策模式並不適合亞洲。

其次，與會者也提問，在亞洲新興國家崛起之際，應同時思考其如

何為亞太經濟發展提供公共財及何種公共財需被提供？此外，也質疑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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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區域內的美中兩強，是否已作好引導發展與彼此妥協的準備？

閉幕式：Can APEC Economies Deliver?
會議尾聲，APEC 秘書處執行長 Muhamad Noor 大使針對“Can APEC 

Economies Deliver?” 進行演說。他表示過去幾年 APEC 持續討論此一問題，

且部分具體結論也已透過行動計畫方式來落實。他指出 APEC 適合回應

新挑戰、探索新機會並落實承諾的優勢。他提到 APEC 自成立自今，在

茂物目標之下，已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上，因關稅降低、貿易

便捷化行動計畫等，取得十足進展；此外，APEC 視結構改革為促進經濟

整合的基礎，PSU 也提出關鍵基礎建設領域的結構改革將有效降低交易

成本。最後，經濟與技術合作也透過提供超過百餘個計劃來協助經濟體

的能力建構。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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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第二十屆大會會議紀實

邱達生、黃暖婷

PECC 於 �011 年 9 月 ��-�0 日在美國華盛頓 The Madison Hotel 舉

行第二十屆大會（General Meeting XX）。本屆大會以「亞太區域綜覽」

（Asia Pacific Regional Outlook）揭開序幕，由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研究部門資深經濟學家 Roberto Cardarelli 進行亞太

地區經濟概況描述與預測。他認為未來亞洲經濟體仍將穩定成長，然而

全球經濟的衰弱，將相當程度的影響亞洲經濟成長模式的轉換，因此必

須有更進一步支持經濟平衡與包容性成長的政策。隨後則由加拿大 PECC

主席胡元豹（Yuen Pau Woo）進行區域情勢報告。

此外，大會計有三個分組討論主題：

（一） 「開啟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服務業」（Enabling �1st Century Services 

in the Asia Pacific）

（二）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協定內與協定外觀點」（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Views from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三） 「增進包容性成長之路」（Paths to More Inclusive Growth）

以及兩個綜合討論主題：

（一）「區域動力」（Regional Dynamics）

（二）「區域整合的未來」（The Future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

�PECC 致 APEC 部長會議聲明、年度區域經濟現勢報告、重要活動

-- 年度 PECC 重要活動



並邀請美國貿易代表署副代表 Demetrios Marantis、東亞與亞太事務

助理國務卿 Kurt Campbell、商務部次長 Francisco J. Sánchez 等重要官員前

來演講。

大會各場次摘要

◎ 分組討論一：開啟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服務業

場次主席： Christopher Findlay（澳洲 PECC 委員會副主席）

講者： Mr. Sebastien Saez （世界銀行國際貿易部門資深貿易經濟學家）

Dr. Ben Shepherd（Developing Trade Consultants Ltd 首席）

Dr. Gloria Pasadilla（亞洲開發銀行研究員）

Mr. Robert Vastine（美國服務業聯盟總裁）

Ms. Jane Drake-Brockman（JDBSolutions 首席）

報告員：  Ms. Sherry M. Stephenson（美洲國家組織國際事務部機構關

係科科長）

服務業是區域經濟成長與競爭力的關鍵驅動力。所有 APEC 經濟體

皆或多或少的成功輸出了服務，但是政府卻經常表示不知道其服務業的

商業利益何在，而新證據也證明政府干預對亞太服務業競爭力具有負面

的影響。就此，本場次講者再度重申人力資源對亞太地區服務業發展的

重要性，並呼籲政策制定者應該考慮提出「服務業貿易便捷化」議程，

透過法規改革、降低成本及鼓勵有效管制及實踐等「邊境內措施」，減少

服務業的交易成本，並特別注意交通、電信、金融與物流等骨幹部門的

發展。

若要在 APEC 架構下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的發展，本場次講者呼籲 APEC

領袖聲明應該為法規謀和帶來新的深度與活力，並特別為服務業管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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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的調和建立原則；貿易部長的視野則應超越杜哈回合，開啟並領導新

的談判過程與模式。

◎  分組討論二：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協定內與協

定外觀點

場次主席：Prof. Peter Petri（美國 Brandeis 大學）

講者：Mr. Cai Peng Hong（蔡鵬鴻）（上海社科院 APEC 研究中心） 

Mr. Takashi Imamura（美國丸紅華府辦公室副總裁兼總經理） 

Prof. Merit Janow（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Mr. Lim Jock Hoi（汶萊外經貿部常任秘書長）

有鑑於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以下簡稱 TPP）被 APEC 視

為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的途徑

之一，並對加入談判的會員體與未加入談判的非會員體造成不同的貿易

影響，本場次特別邀請美國與汶萊的講者由「協定內」角度，日本與中

國大陸講者由「協定外」角度，分別陳述該四國對 TPP 的看法，以及其

所認知到 TPP 對亞太地區的影響。

汶萊講者 Mr. Lim Jock Hoi 認為 TPP 的目的在於創造就業機會、因應

新興貿易議題，以及使區域內中小企業能有所發展，但是加入談判的會

員體需要面對貿易便捷化與貪汙的問題。日本講者 Mr. Takashi Imamura

則認為日本政治情勢複雜，又受 �11 東日本大地震影響，加上人口老化

與減少，必須要審慎思考是否加入 TPP。美國 Merit Janow 教授從美國自

身能力、策略觀點、TPP 與 WTO 規範的相容性，以及自由化競爭等觀點

剖析 TPP，並提出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既然美國已與區域內其他

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TPP 的額外意義為何？二、中國大陸是否會參

與 TPP ？就此，中國大陸講者蔡鵬鴻在其報告中回應：中國大陸雖尊重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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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提案，但是否加入 TPP，仍須就其自身的利益做權衡考量，而 TPP

也不會重新詮釋東亞的獨立性。除此之外，蔡先生也針對 TPP 論及之貿

易議題的急迫性、透明化議題與談判本身的秘密程度提出質疑，並直接

質疑美國推動 TPP 的真實目的，是否在於地緣政治上對中國的圍堵。

◎ 分組討論三：增進包容性成長之路

分組主席： Amb. Yoshiji Nogami（野上義二大使，日本 PECC 委員會主席）

講者：Mr. Christopher Watson（美國勞工部亞太與 APEC 事務顧問） 

Prof. Riordan Roett（美國 Johns Hopkins 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 

Prof. Lu Jianren（陸建人）（中國社科院 APEC 研究中心） 

Prof. Charles Yuji Horioka（日本大阪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

本場次的重點，在於探討 APEC 區域內的社會與人力發展政策，如

就業、教育、社會安全等層面，並檢視目前 PECC 經濟體的相關狀況與

未來達到包容性成長的方式。

美國講者 Mr. Christopher Watson 報告「透過社會保護方案，達成包

容性成長」� 年期 APEC 行動計畫，並表示提出的理由，在於促進經濟與

社會發展、減少經濟不安，並使之成為經濟危機時的緩衝；相關措施除

與 APEC 人力資源小組工作密切連結之外，今年 SOM� 期間在舊金山舉行

的研討會也獲得來自 1� 個 APEC 會員體的 �� 個國際與學術機構參與。中

國大陸講者陸建人教授則簡報中國大陸目前的退休與社會保險制度，表

示雖然目前中國大陸的退休與社會保險雖然在基金規模與涵蓋範圍上都

有所成長，但是城鄉與地域上所顯示出的適用程度差距、制度本身不夠

健全，以及中國大陸本身人口結構嚴重老化，仍是亟待求解的問題。日

本講者 Charles Yuji Horioka 教授則觀察 G� 國家近來的消費趨勢，強調在

不缺乏儲蓄的前提下，應同時發展金融部門與社會安全網絡，以達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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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增進消費，在預防風險之餘，同時增進家戶福祉的效果。

◎ 綜合討論一：區域動力

分組主席： Tan Khee Giap（陳企業）（新加坡 PECC 委員會主席）

講者：Amb. Michael Moore（前 WTO 秘書長） 

Kevin Jianjun Tu（Carnegie Energy and Climate Program） 

David Hong（洪德生）（中華台北 PECC 副主席暨台灣經濟研究

院院長）

本議程中，Amb. Michael Moore 論及近來亞太地區雙邊貿易協定興

起的趨勢，並特別敘述 TPP 的簽訂經歷。Kevin Jianjun Tu 則帶領與會人

士概觀亞太地區各會員體煤炭、石油、天然氣、核能、水力與再生能源

的使用狀況，兼且論及亞洲國家在歐美地區進行的能源與礦業開採，並

不忘提醒大家：目前世界上所有重大的核能災難均發生於 APEC 區域內；

新近發生的福島核災事件，未來將仍有影響。我國洪德生副主席則以「結

構性失業的區域挑戰」為題發表論述，表示結構性失業的概念仍未定 義

完善，在相關政策與措施執行上也仍有不確定與衝突之處，並進一步以

我國的經驗，印證全球化、全球競爭，以及生產方式從勞力密集過渡到

資訊科技，對結構性失業造成的影響。儘管各會員體狀況不同，但仍需

要政府施行適當的政策，遏止高失業率。

◎ 綜合討論二：區域整合的未來

分組主席： Charles E. Morrison（Co-Chair, PECC）

講者： Kurt Tong（美國 APEC 資深官員） 

Jusuf Wanandi（Co-Chair, PECC） 

Narongchai Akrasanee （泰國 PECC 主席暨前商務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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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red Bergsten（Peterson 國際經濟研究所執行長）

本議程中，Kurt Tong 概述了 APEC 的發展，並認為未來 APEC 需

要為自己找到更明確的政策定位。Jusuf Wanandi 則點出中國大陸崛

起之後，與美國在朝鮮半島、東南亞地區的較勁，並強調在美中兩

大國之間，東協必須同時強化其內部建制及與外部諸國的聯繫機制，

而印尼身為東協中的大國，必將居中扮演具有影響力的角色。

Narongchai Akrasanee 敘述了「東協加」系統的發展過程與現況，並

表示目前東協加三已具有下列五組功能：一、政治與安全；二、經濟與

金融；三、能源、環境、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四、社會文化發展；五、

制度支持與延續，而如今東協面對的最重要議題，乃是 �0�0 年的「東協

目標」，以及東協整體對待中國大陸的態度。C. Fred Bergsten 則以「亞洲

在 G-�0」為題，論述亞洲在全球經濟的地位很可能因現今狀況而有所

增長。但是他也指出：即便如今的局面給了中國大陸繼續壯大並自我成

長的機會，將來「華人經濟圈」也可能是 IMF 的亮點，可是中國大陸的

貨幣政策不僅是導致中美經貿關係失衡的原因，貨幣問題加上食物、初

級產品的大幅漲價，也將會阻礙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

美國重要官員演說

在本次會方邀請美國貿易代表署副代表 Demetrios Marantis、東亞與

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 Kurt Campbell、商務部次長 Francisco J. Sánchez 等重

要官員的演說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Kurt Campbell 助理國務卿認為美國

在亞太安全事務上，應把握「加入亞洲」的機會，穩定菲律賓、韓國、

我國等舊盟友，並進一步加深與印度的關係，但在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上，

卻呈現雙方雖有軍事交流平台，但互信機制難以建立的局面。也因此，

Campbell 助理國務卿認為美中雙方雖互有敵意，但仍然需要持續擴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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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彼此各方面的往來。而商務部次長 Francisco J. Sánchez 除了細數美國

的一系列雙邊貿易協定之外，也表示 APEC 成員已可在醫療器材的公平

貿易、增進中小企業商務與簡化海關程序等三方面獲致結論，並建議醫

藥公平貿易原則與工程契約可以在年底受 APEC 領袖們檢視。

結論與心得

�011 年度 PECC 大會的議題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甚至旁

及軍事安全，可說相當廣泛，但若以「組織平台」的角度加以聚焦，則

可發現 APEC 與 PECC 的關注焦點以功能性議題居多；政策性議題互動的

主要平台則已移至 TPP 與 ASEAN+N 體系。由於 TPP 與 ASEAN+N 體系都

是達到 FTAAP 的可能管道，而 FTAAP 則屬茂物目標後的 APEC 區域最高

願景，因此 PECC 必須持續加強與 APEC 的連結，並試圖為 APEC 和自身

找到更明確的政策定位，以強調 APEC 與 PECC 對亞太地區持續的貢獻與

價值。

此次會議前夕，美國總統 Obama 提出「美國就業法案」（American 

Jobs Act），目前已經確定在 �011 年 10 月遭到國會否決。否決的原因仍是

基於美國債務已達上限，雖然在 � 月上調限制，但反對黨希望以撙節開

支（Austerity measures）的方式致力於平衡財政赤字。民主黨不是不瞭解

赤字的嚴重，卻還執意提出該法案，足見失業問題的嚴重。我國在國際

間特別是先進國家瀰漫嚴重失業氣氛之際，提出檢視亞太區域中長期結

構性失業的國際計畫，具有相當的意義。因為失業而導致的稅收減少也

會致使財政赤字更加嚴重，萬一國債信評再次遭到下調，導致殖利率上

揚，則發債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此致力人力資源開發與發展，以創

造就業才能解決國際經濟景氣趨緩的癥結。

（作者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與台經院國

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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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青年代

表計畫紀實

鄭慕涵、劉主強

本次青年代表計畫為 PECC 第五次邀請青年共同參與其年會，目的

是為了讓青年世代了解更多經濟合作的議題與進程，主辦單位美國 East-

West Center 為來自七個經濟體（日本、韓國、美國、馬來西亞、香港、

台灣以及紐西蘭）共十五位青年代表，規劃了三天的華府行程，包含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發表會、華府參觀行程以及 PECC 大會。

第一天 (9/28/2011)

◎ 戰略亞洲 2011-2012：亞洲面臨崛起的中國大陸與印度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John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與國家亞洲研究局 (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發表年度刊物《Strategic Asia �011-�01�: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談到印度和中國大陸崛起

的態勢和因應策略。除國務院主管南亞事務助理國務卿 Robert Blake 應

邀發表演說之外，主辦單位並邀請亞洲專家之作者探討其發表之論文觀

點，其中包括 Ashley J. Tellis 評論現今美國與亞洲強國的關係，美國前國

安局顧問 Michael Green 評論日本、印度與中國大陸的立場，特別是核能

的發展議題，資深外交官 Teresita Schaffer 說明了東南亞國家如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等地區過去發展的歷史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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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座談的主題圍繞在以美國的立場所觀察的亞洲外交軍事、政治情

勢以及區域性利益衝突，所處的氛圍與 PECC 談論貿易自由化以及亞太

經濟合作發展非常不同，讓吾人有機會見識專家們在處理國際關係與國

際合作時，因不同的切入面向以及不同的考量出發點而發展出不同的模

式。

◎ 華府參觀

PECC 安排導遊帶領青年代表參觀白宮、國會山莊、馬丁路德紀念碑、

林肯紀念堂等華府著名景點，讓短暫停留華府的青年能夠一睹華府特別

的建築與城市風格。遊歷在這些歷史古蹟之中，深深感受到美國立國之

民主與自由精神，也體會到民主先賢之偉大。

第二天 (9/29/2011)

◎ 亞太地區概況

由中國大陸鄒明榕大使主持，講者為來自 IMF 的 Roberto Cardarelli

以及《PECC 區域現勢報告（State of the Region）》總編輯 Yuen Pau Woo。

《PECC 區域現勢報告》主要提及目前跨太平洋地區的能源交易比重非常

小，北美的能源（天然氣）價格低，但因其強勁的國內需求以及缺乏運

輸設備，使得太平洋左岸的亞洲地區能源需求仍是靠其他地區來供應，

但是隨著亞洲低碳能源的需求增加，以及北美油頁岩的開發，未來跨太

平洋地區的能源交易有更大的成長潛力。

◎  美國東亞與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 Kurt Campbell 開場演

說

Campbell 的演說當中，強調了教育與科技發展對經濟發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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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特別提及到目前政府許多計畫都屬於公私部門的合作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例如美國私部門集資提供十萬名美國學生到中國大陸

留學的獎學金計畫 (One Hundred Thousand Strong)，Campbell 不斷強調中

美之間更深入的了解是美國一直以來發展的目標，而美國也期盼和中國

大陸建立進一步的互信機制並發展良好關係，然而中國大陸內部有些人

卻不抱持同樣態度，令人體認到欲維持區域的和平發展實屬不易。

◎ 開啟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服務業

共有五位講者報告 �1 世紀的亞洲服務業發展潛力，來自亞洲開發銀

行的 Pasadilla 博士說明了目前服務業選擇人才不在取決於勞動力的價格，

而是人才的素質，因此如何推動教育、培訓等活動提升人力資本顯得非

常重要，而東南亞國家，以新加坡為代表，在爭取外資企業或國際組織

的總部、西方國家大學的亞洲分校等方面非常積極，是人力培育很重要

的環境。

◎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協定內與協定外觀點

此計畫旨在建立類似亞太自由貿易區，由與會之專家學者和各界人

士交換意見。此項計畫雖經去年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採納，然而由於區

域內各主要經濟體未採取積極行動，因此尚在籌劃階段。與會之中國大

陸學者對此計畫採取強烈質疑之態度，認為美國可能藉此計畫對中國大

陸進行地緣政治之圍堵，也令與會人士側目。由於此計畫與亞太經合會

和亞太自由貿易區之構想有高度重疊性，可行性尚待評估。

◎  美國商務部次長 Francisco Sánchez 演說與下午研討

議程

中午時大會邀請美國商務部次長 Francisco Sánchez 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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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Sánchez 次長闡述美國和亞太各國的經貿關係，並期許未來能和

區域內各經濟體發展更緊密之合作關係。下午則繼續進行研討議程，比

較引人注目的是彼得森國際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執行長 C. Fred Bergsten 教授強力指稱中國大陸的貨幣政策是導致中美經

貿關係失衡的原因。晚上各經濟體之青年代表進行工作晚餐，將當日所

聽到的大會演講以及分組座談內容匯集成三份報告，準備隔日向常務委

員會進行簡報。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腦力激盪場合，也讓各經濟體的青

年代表進行廣泛交流和討論。

第三天 (9/30/2011)

◎ 常務委員會

最後一天常務委員會一開始即由青年代表分別發表關於第二天主題

以及此行的感想，我國青年代表鄭慕涵小姐也代表分組提出關於「亞太

地區概況」的看法。首先，此次的講者與參與代表對於區域經濟整合以

及貿易自由多抱持樂觀的態度，而該組青年代表同意貿易自由化的確能

夠帶來地區相當程度的發展與繁榮，然而全球化之下，每個社會也有許

多被犧牲的價值與產業，在未來討論的議題當中希望 PECC 是否能夠多

談及面對貿易自由化所產生的社會損害以及應對的方式，以及各經濟體

如何克服或最小化自由貿易所產生的代價。此外，香港代表建議大會日

後可納入討論貧富差距之議題，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此現象已越

來越普遍。

從 PECC 的報告當中，可以看出亞太地區有相當多對話的平台，例

如 APEC，ASEAN，TPP 等，但是每個平台之間是否有多餘或重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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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值得 PECC 去探討，並且希望 PECC 能研究並傳達相關國際經濟組織的

發展與大眾的連結與意義。

最後，環境的議題是此次大會中較少觸及到的要素，就目前各經濟

體大力提倡綠色與低碳經濟，環境產品與服務相關的貿易議題仍是需要

更多關注以及進展，因此期望將來能有更多關於環境與永續的議題被納

入。

青年代表感想

我國青年代表鄭慕涵小姐表示：此次能夠參與 PECC 大會，讓吾人

深入了解並親身體會國際組織的運作以及會議進行的模式，並見證了會

議進行間代表們的互動情形與主席主持會議的領導風範，讓議題能有所

進展並取得共識與結論。另外，難能可貴的是這兩天的午餐與晚餐都是

與 PECC 與會代表同桌用餐，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與不同國家以及不同領

域的代表直接談話。由於貿易所觸及的範疇很廣，自身並非經貿背景，

所以並不是每個演講者所談及的能夠很快了解，因此透過餐桌聊天之間，

以較輕鬆的方式了解各個國家現今發展的狀況，是此會議最有收穫的一

部分，而代表們以及演講者都給予非常開放的態度鼓勵此次青年參與的

機會。

此外，與各會員體青年代表三天的相處，不僅產生許多交換意見的

機會，並且更了解同世代對於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現況的想法。最後，貿

易是經濟發展的最大的推動力，這次的經驗讓鄭小姐了解到產官學界有

這麼多人投入這麼多精力與努力在達成共同的目標，也增廣了她對國際

貿易與經濟合作的了解與信心。

我國青年代表劉主強先生則認為這場會議讓他能實地觀摩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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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進行方式，並將之前在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所學之會議規則進行實務

面的了解，同時也藉由和與會各經濟體青年代表進行交流互動，見識到

各經濟體代表之意見交換和溝通技巧，並拓展文化視野。另外，實地參

訪華府各著名景點也讓他對於美國之文化有更進一步之了解，他並再次

感謝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的推薦以及外交部的支持。

（本文作者為第 �0 屆 PECC 大會我國青年代表：鄭慕涵小姐為美國

杜克大學環境管理碩士；劉主強先生為專業口筆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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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亞太地區中長期結構性失業」

會議摘要

CTPECC秘書處

 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不僅影響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影響亞太地

區的勞工市場。因此失業問題成為後金融危機時代的重要議題，而加速

就業市場復甦，也是牽動亞太地區經濟情勢與社會穩定的重要議題。

直至目前為止，即便許多亞太地區經濟體的 GDP 有強勁的復甦，失

業率仍然比金融危機發生前高，由此可見失業並不是循環性問題，而是

結構性問題：根據奧肯定律，失業率的增加，會導致生產下降；其次高

失業率也會帶來就業機會減少、收入減少、消費減少與生活水準降低等

副作用；第三，結構性失業勞工難以被既有的勞動市場吸納，故可能會

造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引發社會問題，傷害經濟動力，甚至造成政治動盪。

為回應後金融危機時代亞太地區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太平洋經濟合

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特別提出「檢視亞太地區中長期結構

性失業」國際研究計劃，並於 �011 年第 ��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

召集區域內學者專家，共同檢視亞太地區結構性失業的議題、現象與相

關影響，分析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原因，並針對區域內特定經濟體的結構

性失業問題，提出建議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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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James P. Vere 教授：香港的貿易與就業

Vere 教授指出：雖然金融業與進出口業都是推動香港經濟成長的主

要力量，但就創造就業機會來說，金融業才是最主要的動力。然而，進

出口業與餐飲旅館業，仍然雇用了香港三分之一的勞工。

由於香港長期以服務業出口做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所以也

長期支持並服膺各種自由化措施；能將產業結構由製造業為主轉變為服

務業為主，除了受到中國大陸與其他鄰近國家的影響之外，也在於香港

的餐飲旅館業大量吸納了原屬於製造業的低技術勞工，然而，高階的金

融投資服務與低階的餐飲旅館服務，也為香港帶來了極大的貧富差距。

到現在為止，香港低階勞工受到的福祉保障相當少，而儘管藉由中

國大陸的力量，香港確實從 199� 年的金融危機與 �00� 年的金融海嘯中

復甦，但中國大陸的沿海城市，也已成為香港在服務業出口上的競爭對

手。這兩個問題，都是未來香港必須要面對的挑戰。

澳洲國立大學 Sherry Tao Kong 教授：澳大利亞完全

就業的辯論

Sherry Tao Kong 教授首先指出失業率與經濟復甦的連帶關係：如果

造成失業的原因主要為循環性，擴張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可以刺激消費，

且無需憂慮通貨膨脹的副作用。但是如果失業率的飆高與一定程度的職

缺同時並存，則可能顯示社會媒合工作的效率出現問題，例如失業勞工

可能不具備社會上職缺所需的技術，以及尋找工作者無法到達有職缺的

地方等結構性問題。

美國在金融海嘯之後，失業率大幅攀升，亦有學者指出金融海嘯對

總體勞動力需求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會加重結構性失業問題；如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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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也特別點出各國產業架構與制度設計的不同，對結構性失業所

造成的影響。

目前澳洲能成為 OECD 國家中失業率最低的國家，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得益於經濟持續成長與中國大陸對能源的強勁需求，然而儘管澳洲整

體而言呈現低失業率的狀態，但若細究不同地區的失業率，卻呈現少數

省份（如塔斯馬尼亞）長年以來失業率偏高不下的狀況，而這種現象則

與各省份產業結構的差異有關。因此，Sherry Tao Kong 教授建議未來澳

洲的勞動政策應就生產力、經濟成長、通貨膨脹、移民政策等方面，進

行通盤考量。

馬來西亞 Manipal 國際大學 Shankaran Nambiar 教
授：馬來西亞的勞動市場策略與經濟成長

Nambiar 教授回顧了馬來西亞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過程，並表示未來

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目標，將是高所得、永續性、包容性的經濟成長，

因此技術升級與勞動市場改革，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過去馬來西亞的經濟成長率相當高，但為維持未來的競爭力，馬來

西亞必須由勞力密集轉往知識經濟，然而不可否認的，諸如營建工程與

種植業等產業，仍難逃脫依賴外勞的命運。儘管如此，為儲備往知識經

濟方向發展的能量，並回應現在技術勞工缺乏的問題，未來馬來西亞必

須在研發上有更多的投資，教育也必須往鼓勵創新的方向轉型，短期內

則必須歡迎外來的技術勞工。

中正大學藍科正教授：我國對抗結構性失業的經驗

藍教授由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包括殘障、原住民、新移民、長

期失業者在內的特殊身分等四個因素，解析我國的結構性失業特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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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發現：

一、目前男性的失業率與失業天數均高於女性。

二、 1�-�� 歲的年輕人不僅失業最嚴重，失業天數也攀升得最快，��-��

歲的年齡層是受金融海嘯打擊最大的一群，��-�� 歲的年齡層失業天

數則最久，所以協助就業計畫針對的年齡層，相當有必要往下延伸。

三、1�-�� 歲與 �� 歲以上的勞工，最容易成為非積極就業者。

四、 就教育程度來說，大專程度以下的就業者，受到金融海嘯打擊最

嚴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專程度以上的就業者，似乎並沒有

從全球化中得到太多就業的優勢，是社會的一大損失。

五、 由於特殊就業方案的協助，殘障者與原住民的就業情形並沒有因為

金融海嘯而受到太多影響；新移民與長期失業者的失業率，則顯著

的因金融海嘯而升高，長期失業者尤為弱勢。

有關就業市場的特徵，藍教授指出：金融海嘯之下，製造業的就業

機會減少最多，農牧業與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反而上升；在薪資方面，金

融海嘯之後，除了 �010 年曾經反彈過之外，各產業薪資均大幅下降，尤

以製造業為最，此外派遣或兼職勞工也大幅增加。有關移民對就業的影

響，藍教授則發現新移民對本地就業機會的影響層次，主要在於低階勞

工層面。

針對上述現象，我國的政策回應可歸類為工資補貼、職業訓練、創

造公部門短期就業機會、鼓勵創業、密集就業諮詢等。對於雇主來說，

牽涉到金錢補貼的政策往往被視為同類，使雇主寧可聘用新鮮人，而不

願意接受有工作經驗者，求職者也因而比較起不同方案的福利；公部門

短期就業機會則使得某些勞工不願尋找私部門的工作，凡此種種，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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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程度上，扭曲了勞動市場。

因此，藍教授建議上述協助就業的政策方案與執行應該要有所整合，

公部門短期就業機會也應該要能協助勞工網私部門流動。針對特定群體，

雇主和政策規定應平均共享雇用決定權。最後，所有協助就業政策都應

該有通盤的整合性策略考量。

日本神戶大學 Naoki Mitani 教授：日本的結構性失

業

Mitani 教授檢討日本自 1990 年代起的「失落十年」中，失業率居高

不下的原因，以及勞動市場結構的改變。Mitani 教授認為，造成上述現

象的結構性因素如下：（1）名目工資的貶值與僵固性；（�）日本女性的

角色逐漸跳脫傳統，使得無積極就業意願者有所減少；（�）終身聘用制

逐漸消失；（�）青年就業率長期低迷。就此，Mitani 教授做出以下建議：

一、 日本需要適合的總體經濟政策，容許微幅的通貨膨脹，給予名目工

資調整空間，以降低失業率。

二、 要有成長策略，以提供雇主長期的願景，使雇主願意投注資本，雇

用年輕的勞動者。

三、 必須強化社會安全網，讓社會保險能涵蓋非正職勞工，並且開放更

多兼職轉正職工作的機會。

四、 學校訓練與職場工作必須更加切合，以使年輕的勞動者更容易就業，

並且紓解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美國南加大 Robert Dekle 教授：美國的就業情勢

根據 Dekle 教授的研究，金融海嘯造成的美國失業率升高，並非勞

動市場的供需不一致所導致，而主要是來自次級房貸泡沫破裂之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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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業勞工大量失業的結果。如果建築業長期低迷，將有可能造成 �0-�0

萬的建築業勞工永久失業，使得後金融海嘯時代的美國自然失業率提昇

0.�-0.�%，達到 �.�-�% 左右。

新加坡大學 Hui Weng Tat 教授：就業、失業與經濟

成長─新加坡經驗

Hui 教授檢視了過去三十年來，新加坡就業結構的轉變，發現這

三十年內，製造業的就業率與經濟成長逐漸在脫勾；服務業的就業狀況

深受金融海嘯影響；建築工程的就業狀況，則與房地產價格相關。

在政策影響方面，新加坡的外籍勞工大多是約聘僱工人，加上 1990

年代對本國勞工在服務業就業上的優惠政策，使得新加坡的失業率一直

不高。然而，對本國勞工在服務業就業上的優惠，卻因後來服務業的

擴展，加上新加坡的就業法令並沒有直接就本國勞工與外國勞工的聘

僱額度做限制，導致新加坡的外勞大量增加。

就學歷方面，由於新加坡人的學歷普遍提高，加上工作的專業化，

使得新加坡呈現「學歷愈高，失業率愈高」的特殊現象；在年齡上，則

由於出生率的降低與平均壽命的延長，使得新加坡的失業者年齡有「向

上向下集中」的現象。

由於新加坡政策上朝知識經濟發展，因此在應對失業上，首重職業

訓練。工資所得支持方案（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則為因應人口

老化，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一環。在需求面政策上，政府也以延長退休年

限、鼓勵公司留住現有員工、創造就業機會等措施回應。在移民政策上，

新加坡政府則因地狹人稠，而在近年來採取緊縮政策。

Hui 教授認為：由於新加坡人口正在老化，所以如何提昇年長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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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品質，以及鼓勵年長勞工在職進修，遂成為新加坡維繫競爭力與

就業率，最重要的課題。

上海財經大學陳波教授：中國大陸勞動市場的現在

與未來

陳波教授指出，中國大陸目前的勞動市場，包含五個重要議題：（1）

來到大城市的農民工；（�）國際貿易與勞動市場；（�）國營企業與私人、

外商企業的勞動情形；（�）工資差距的擴大；（�）工會與工資成本。針

對這五個問題，陳教授認為問題來源有三：（1）城鄉差距；（�）中央與

地方政府提供的誘因無法相容；（�）市場化與制度化的缺乏。

就農民工問題來說，陳教授認為目前中國大陸城市缺乏勞工，鄉村

卻勞工過剩，其原因一來是由於城市勞工有許多鄉村勞工不必支付的花

費，導致工資差距並沒有想像中的大，二來則是因為中國大陸內地的快

速開發，所以勞工短缺可能只是區域性的現象，而中國大陸的產業升級，

也應該由沿海地區先開始。

有關國際貿易與勞動市場，無可否認的，外來直接投資帶動了中國

大陸的經濟發展，但外資會使中國大陸的勞動市場更加穩定或更加脆弱，

則各家說法莫衷一是。陳教授則認為：到大陸投資的勞力密集產業，比

較容易因為勞動成本問題而遷出中國大陸，造成勞動市場的脆弱。此外，

由於私人企業缺乏銀行融資、外商企業的發展型態則主要是將製造過程

外包，所以都具有勞力密集的特質；相較之下，資本較為密集、有銀行

充分融資、傳統上做為社會安全網的一環，且因屬國家策略性產業而導

致寡佔或獨佔的國有企業，其勞動情形就比私人與外商企業來得穩定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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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資差距上，由於現在的勞力密集產業愈來愈需要有技術的工人，

所以勞工是否有技術，成為工資差距的主要因素，也造成中共無論如何，

都要實施最低工資的原因。此外，不同省份給予勞工的最低工資保障也

因城鄉差距而有所不同，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最後，由於上述中國

大陸勞動市場的巨大轉變，中共也必須祭出輔導就業計畫、社會安全計

畫與一系列的勞動法令，以回應勞力資源分配市場化之後，所衍生的種

種問題。

針對上述現象，陳教授建議：第一，中國大陸若要持續發揮其人口

紅利，必須就目前的戶口制度加以改革，讓人民能夠自由遷徙；第二，

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考核，不能再只看 GDP 貢獻值，而忽

略制度的統一與執行；第三，中國大陸政府必須盡量減少對勞動市場的

干預，將勞力分配完全還諸市場機制。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黃暖婷摘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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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農業與糧食政策論壇

「從市場波動到促進糧食安全」

會議摘要

CTPECC秘書處

�011 年 1� 月 1-� 日，PECC 太平洋糧食展望（Pacific Food Outlook, 

PFO）論壇在台北歐華飯店舉行，主題為：「從市場波動到促進糧食安全」。

與會國際學者分別來自亞洲開發銀行（ADB）、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以及菲律賓、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印尼等國家的知名智庫與大學的

相關領域。PFO 主席 Walter Armbruster、我國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張靜貞，

以及 CTPECC 共同策劃、辦理此一重要之國際會議。

聯合國糧農組織曼谷辦公室 David Dawe 博士：2006
～ 2006 年糧價波動的影響

David Dawe 博士聚焦兩個問題：第一，世界糧價如何與為何轉嫁到

國內糧價上，因為農人與消費者均無法直接與世界市場互動；第二，檢

視不同國家中，糧價如何影響貧窮問題。

有關世界糧價與國內糧價的連動關係，從總體趨勢看起來，大多數

國家境內的主要糧食價格都有緩步上升的趨勢，而 Dawe 博士也特別選

擇 �00�~�010 年間的國內主要最低等糧食（包括稻米、小麥、玉米）平

均價格而非消費者物價指數觀察，並以本國貨幣計價，避免匯率升降造

成的失真，以求更精準了解窮人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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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究之後，發現 �00� 年 � 月的糧價即便經過平減，仍然比 �00�

年一月高出很多，而若比較 �00� 年與 �00� 年的全年糧價，也顯示全球

糧食危機期間，世界糧價推漲國內糧價的程度，也高於一般時期。Dawe

博士進一步指出：對於如孟加拉、馬拉威、越南者這種窮人可能花 ��%

以上所得購買糧食，卻在這一年間實質收入可能減少 9%；即便之後 �00�

年第二季，國際糧價崩跌帶動大多數國家國內糧價向下調整，但是 �010

年第二季回復 �00� 年一月水準的國際糧價，卻沒有引領國內糧價同步下

跌，仍舊維持比 �00� 年一月高出 �0% 左右的價格。

影響國際糧價與國內糧價之間連動關係的因素包括：交通成本、該

國本身的糧食自給率、匯率與國內動盪。但是在這些因素之中，貿易政

策或許是影響國際糧價與國內糧價連動關係最基本的因素。在 �00� 至

�00� 年全球糧食危機期間，貿易政策干預在發展中國家相對常見，而政

府干預糧食進出口貿易的程度，也影響了國際糧價轉嫁國內糧價程度的

多寡。糧食貿易政策的另一項政策工具是進出口關稅，但是除非進出口

關稅隨著世界糧價而轉變，否則大多數狀況下，進出口關稅並無法阻擋

國內糧價與國際糧價的連動，但調高進口關稅仍能減緩國際與國內糧價

間的遞移。

綜合觀察起來，平抑糧價不需要在中程減少農業生產，而且如果農

民面對的風險能夠因此而減少，反而會促進農民生產。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糧價的高漲，會使勞力密集產業也會因為薪水不得不上漲，而減低

競爭力；勞力密集產業的工資上漲也會使得農業就業人口減少，總歸而

言，糧價高漲會帶來貧窮人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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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農業大學鐘甫寧教授：存糧與價格控制是否能

穩定糧食市場？─近來世界糧食危機的啟示

鐘教授首先檢視 �00�-�00� 年糧食危機期間，價格行為與存糧和政府

干預行為之間的運作，發現 �00� 至 �00� 年年中主要榖物價格暴漲了 �

倍，但是 �00� 年年中之後，價格卻更快暴落。在這樣的暴起暴落下，用

存糧來平抑糧價似乎是個可行的方式，但 �000 至 �00� 年間的國際糧食

供需真的如價格所顯示的一樣平衡嗎？如果不是，那麼存糧是否真能平

抑糧價，推遲市場訊號？

追蹤世界存糧的變化之後，鐘教授發現世界米、麥、粗糧和玉

米的存量，自 1999/�000 年起就開始穩定下滑，且持續 10 年之久；當

�00�/�00� 年間存糧已經減少 1/�~1/� 時，糧價即開始上升，而糧價何以

會在供應開始下滑之後，隔了五、六年才開始上漲，則是存糧釋出的價

格平抑作用所致。有趣的是，在糧價受到平抑之下，生產成長的幅度似

乎也降低了。因此鐘教授初步歸結了糧食生產、糧價與存糧之間的關係：

(1) 糧食的產量與成長，似乎與當下和推遲後的糧價有關；(�) 既然糧食

消費相當固定（或固定成長），糧價的改變可能會反應糧食生產與存糧的

改變；(�) 存糧的改變很可能是市場作用力與政策干預聯合造成的結果；

(�) 存糧的量可能對於往後數年的市場價格與糧食生產，有重大的影響。

就此，鐘教授推論：如果目的相同，那麼控制糧價與控制存糧數量，應

該會有一樣的效果。

經以中國大陸 19�� 至 �00� 年的相關資料進行實證研究之後，鐘教

授認為分清楚「長期穩定的糧食供應和可接受的糧價改變」，以及「短期

的糧價震盪與對窮人的福祉效果」這兩項政策目的非常重要，而在塑造

糧食安全政策上，糧食的供應量或許比糧價更值得看重；窮人的福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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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則可透過收入或其他手段來解決，不需要執著在價格工具上。

澳洲 Adelaide 大學 Kym Anderson 與 Signe Nelgen 教

授：全球金融危機下的糧食貿易扭曲

    農產品貿易限制在糧價上漲期間改變的方式與程度如何，而糧價

大幅上漲又如何因此而生？ Anderson 與 Nelgen 教授以 Freund 與 Özden

於 �00� 年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輔以 �00�~�010 間的資料，進行經驗

研究，解釋各國的糧食市場干預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回應國際糧價竄

升的貿易限制，目的是在於達成各國政府各項隱藏或明顯呈現的目標，

其中最經常提到的，就是確保國內家計單位有足夠的平價糧食供應，其

他還包括在糧價上漲的狀況下，平抑通貨膨脹或平衡收支壓力。然而，

大多數的政府都可以改用國內貨幣或財政手段，達到貿易條件限制能達

成的效果。

傳統針對糧價上漲的貿易政策反應並不可取，原因乃在於其對於穩

定國內糧價並沒有太大的效果，而且會因為國際貿易的功能在政府政策

下被削弱，反而會使得國際糧價更加脆弱；尤其在糧食需求加入了氣候

變遷、生質能源等需求之後，狀況尤甚。Anderson 與 Nelgen 教授認為，

愈多國家的政府干預其國內糧食市場，就會引起更多國家跟著做，並將

對國際糧價產生更大的影響。此外，干預政策也會影響糧食順差國與逆

差國的福祉，甚至會加深貧窮。

因此，Anderson 與 Nelgen 教授建議各國政府應採取多邊合作手段，

去除農業貿易的障礙，而 WTO 即為一相當適合的平台。在目前 WTO 杜

哈回合中，目前雖有摒除農業出口補貼與進口農產品關稅的提案，但是

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特殊安全機制（Special Safeguards Mechanism, SSM）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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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准許發展中國家提高農業進口障礙，以應國際糧價的突然變動。最後，

兩位教授以計量經濟學進行至 �0�0 年為止的預測，認為即便只有發展中

國家採行農業貿易限制，仍然會對世界經濟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所以

兩位教授最終再次疾呼所有國家應跟隨已開發國家農業政策的潮流，降

低農業貿易障礙。

台大農經系張靜貞教授：氣候變遷風險與資訊科技

發展對農糧體系的影響

張教授首先指出，自 19�0 年代開始，有回報的全球天災急速增加，

其中洪水、乾旱與暴雨是影響人類自然災害的前三名，而這三項災害自

19�0 年代起也急遽增加。若就地區而言，亞洲的 APEC 會員體（尤其是

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又比其他地方受到更多的天災影響；其中洪水本身

造成的人員與財產損失、基礎建設損壞，以及隨之衍生的流行病傳播與

土石流所造成的土地與農業損失，還會為以農維生的鄉村居民，帶來週

期性的貧窮問題。

接著張教授舉出 �011 年泰國水災、聖嬰 (El Niño) 現象、氣候暖化與

海平面上升等天災現象，輔以實證研究，證明糧食儲備與農產品貿易機

制可以有效的降低天災對各國糧食供應的影響。最後，張教授認為包括

基因工程、地理空間資訊、早期警報系統等科技，都可以在對抗天災帶

來的農糧災損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組織改革與政策創新卻是使

這些新科技發揮作用的要素：目前各國回應天災的方式多半限於短期措

施，但是面對許多亞洲國家糧食消費日漸升高的現況，結合社會、經濟、

生物物理學、地球化學與氣候體系等層面，進行廣泛的跨國公私部門農

糧政策對話與合作，才是共同回應亞太地區農糧安全議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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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糧 食 安 全 前 瞻 計 畫 主 持 人 Walter J. 
Armbruster：亞太農業競爭力的研究與發展

Armbruster 首先指出：二次大戰以後，由於科技的進步，糧食的價

格因產量成長而下滑，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成長、能源需求與所得增

加，卻也持續推升糧食需求；�00� 至 �00� 年與 �011 年的糧價高漲，更

是凸顯了這一點。此外，糧食需求的增加，也使得土地、水等自然資源

持續在未來數十年中，面臨更大的壓力。因此，追求永續農業發展，在

增加農產供給的同時，減少生物多樣性損失、水污染、土地侵蝕、水源

短缺、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便成為未來農業唯一的指導原則，而要達

成農業永續發展，則需要綜合資源、生產要素與價格機制，進行更有效

的安排，「綜合因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評估也因此愈

來愈廣為研究者所用。

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五項評估農業綜合因素生產力的指標：土地、

勞工、家禽家畜頭數、農業機具與化學肥料的使用量；以此為基礎的相

關研究，發現雖然全球農業投入日漸減少，但是 TFP 的增加，使得全球

農業產出除了在 1990 年因蘇聯瓦解所帶來的肥料短缺，使得農業產出受

到影響之外，每年仍可維持接近 �% 的成長，而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各會員體中，又以中國大

陸、智利、馬來西亞與越南等國，在 19�0-�00� 年間，有超過 �％的年均

農業產出成長，最令人矚目。相對於全球生產率成長的放緩，TFP 的增加，

確實對全球農業產出的增加有所貢獻，也紓解了農業生產資源受限的壓

力，所以如果未來農業供給要跟上全球需求的增長，TFP 的持續增加，

將會是關鍵因素。

Armbruster 也探討了全球農業研究的狀況，發現公部門與私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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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研究常有相輔相成的效果，而發展中或低度發展國家，也常依賴已

開發國家的農業研究結果。就此，Armbruster 提出了下列政策建議：一、

公部門補助增進農業生產力相關研究，不僅必要，而且需要增加；二、

公私部門需要攜手合作，以各自的長處，共同面對農產需求增加的問題；

三、為了因應未來的農產需求，科技（包括生物科技在內）是必要的；四、

為使農產大規模增加，必須支持公私部門基礎建設投資；五：移除全球

與區域貿易障礙，將會促進農業生產，並且為農產進出口國創造經濟機

會。

哥倫比亞 EAFIT 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Adriana Roldán 
Perez 教授：拉丁美洲糧食貿易在亞太地區的潛在角色

Roldán 教授首先指出：近年來拉丁美洲經濟急速成長，確實有助於

貧窮問題的些許改善，然而 �00� 至 �00� 年與 �011 年的糧價高漲，以及

全球金融海嘯確實對拉美的勞工市場帶來負面的影響，也加劇了拉丁美

洲本就嚴重的貧窮問題。雖則如此，拉丁美洲在農業生產上的相對優勢，

仍然使其在全球農業生產上，具有關鍵性的供給地位。

都市化、人口與收入成長，使得大多數亞洲國家無法靠自己供應國

內糧食需求，而成為糧食淨進口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資料分析，

�00�-�009 年間，亞洲國家有 �0 億美金的糧食貿易赤字，而且自 �00� 年

起即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從亞洲國家糧食進口的趨勢觀察，�001 至

�009 年間，亞洲境內的糧食進口貿易從 �0% 下跌至 ��%，美加地區的進

口仍維持 �9%，但拉丁美洲從原本的 9% 進步到 1�%，顯示拉美國家對亞

洲國家糧食出口的地位日趨重要。

若以國家來觀察，亞洲國家進口拉美農產的前三名分別是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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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南韓（�%），而拉丁美洲國家出口農產至亞洲的

前三名則分別是巴西（��%）、阿根廷（��%）、智利（1�%）。此外 Roldán

教授也以 HS Code � 碼為基礎，分析十項拉美與亞洲國家間主要農產貿

易項目的市場趨勢，最後並建議：一、拉美與亞太地區間的農產貿易應

該有更細項的分析，以了解貿易趨勢；二、應仔細研究非關稅貿易障礙，

以了解拉美與亞太區域間農產貿易的潛力、制度架構如何構成障礙，以

及現下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亞太與拉美區域經濟整合架構該如何克服兩

大洲之間的農產貿易問題。

澳洲農業與資源經濟科技局 Terry Sheales：鳥瞰亞

太榖物市場

Sheales 在本篇開宗明義即指出：亞太地區在榖物進出口上具有相當

重要的地位；區域內主要的榖物出口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泰國、

越南；日本與中國大陸則主導榖物進口，但南韓、印尼與菲律賓也具有

影響榖物進口的地位。所以本文將從供給、需求、貿易與價格四方面觀

察亞太榖物市場，並點明影響市場長期發展的重要因素。

接著 Sheales 考察了米、麥、雜糧與油籽的生產、消費、出口、存量

與價格，發現亞太地區的稻米貿易近年來強勁成長；長期越南將超越泰

國，成為亞洲地區的第一大稻米出口國，美國的稻米出口也有增加的趨

勢，而就淨稻米進口國來說，墨西哥的地位將最為重要。小麥方面，美國、

澳洲與加拿大都將持續增加小麥出口，而印尼、日本與南韓也仍將維持

亞太地區主要小麥進口國的地位。在雜糧進出口上，美國、加拿大與澳

洲將會穩定成長，而日本、墨西哥、南韓與中國大陸的雜糧進口也將穩

定成長。此外，美國仍將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油籽出口國，而中國大陸

也會是主要的油籽進口國，其進口量將與畜牧業的持續成長連動；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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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墨西哥也仍將維持主要的油籽進口國地位。

在影響榖物需求與供給上，Sheales 舉出了下列具有影響力的因素：

生產力增長、榖物部門的投資、氣候變遷政策、人口、所得與消費者偏

好趨勢，以及生質能源對榖物的利用。在生產力問題上，雖然已開發糧

食供應國的生產力成長率逐漸緩慢，但是整體榖物生產預計仍將增加，

而且將會更有效利用資源；有關榖物部門的投資方面，糧價抬高與匯率

升值都將是鼓勵榖物部門投資增加的正面因素，土地與水資源的使用限

制也或將在糧食消費增加的趨勢下，推動糧食進口增長。此外，與榖物

運輸與儲存相關的基礎設施，仍需持續投資與建設。在氣候變遷政策上，

溫室氣體減排與基因工程都將影響未來的榖物供給；人口與所得增長，

以及生質能源對榖物的利用，則都必將增加亞太地區對榖物的需求，並

可能使得亞太地區糧價變動更加劇烈。

PECC 糧食安全前瞻計畫資深協調人 William T. 
Coyle：全球生質燃料生產與糧食安全：亞太地區的

啟示

Coyle 認為：雖然 �00� 年至 �010 年間，全球生質燃料的生產大幅擴張，

但仍僅佔全球交通運輸燃料不到 �% 的份額，所以生質能源對全球農業

的影響，或有被誇大之嫌。未來生質燃料是否會擴大運用，有賴於未來

的油價、生質原料供應是否足夠、其他非化石燃料的替代品，以及各國

政府是否持續支持生質能源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在油價高漲之下，農產

品的製造、運輸與行銷成本都將受到影響，而農業將不只成為能源的消

費者，也將成為能源的供應者。

目前生質能源的應用主要集中在美國、巴西與歐洲，而且與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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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相關；未來生質能源是否能擴大運用，主要受以下因素所限：一、

生質能源獲利低且持續下降；二、環境與糧價對生質能源應用的負面影

響，以及未來政府可能因預算短缺，而降低對生質能源的支持；三、混

合生質燃料與化石燃料的科技限制；四、使生質能源成本得以降低的科

技，進步相當緩慢。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黃暖婷摘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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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與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

陳威仲、邱奕宏

美國總統歐巴馬 �009 年 11 月宣佈美國正式參加 TPP，使亞太地區

經濟合作的態勢發生重大變化。包括美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越南、

秘魯、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九個國家的 TPP，總人口 �.9 億占 APEC

全部成員總人口 ��.9 億的 1�.�%，GDP 1� 兆美元占 APEC 總 GDP 的一半，

因此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已經成為亞太區域經貿整合的

核心問題之一。

為研討 TPP 對亞太經濟整合、中國大陸經濟貿易、政治安全等的

影響，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國大陸委員會（CNCPECC）於 �011 年

1� 月 �-9 日於北京市召開「TPP 與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研討會，

邀集中國大陸相關的政府部門、學術機構，以及國內外專家，共同交流。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則委請陳威仲副研

究員及邱奕宏副研究員參加研討會。

TPP 應確保開放、包容、透明

CNCPEC 會長梅平大使認為 TPP 具有涵蓋範圍廣，高品質且牽涉

境內議題眾多，及主要由亞太各經濟體參與等特點，備受中國大陸關

注。TPP 與其他區域的 FTA，如 EAFTA 一樣，皆受到包括中國大陸等

經濟體的歡迎。中國大陸期待 TPP 依循開放區域主義的原則進行協商，

並保持過程開放、透明。

中國大陸 APEC 資深官員 Tan Jian 則表示：中國大陸致力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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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及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並主張 FTA 必須確保開放、

包容、透明的原則。中國大陸對 TPP 的疑問在於 TPP 是否將於 �0�0 如期

完成？可能參與的新成員為何？如何達成其目標同時兼顧各經濟體的差

異？如何影響 WTO 杜哈回合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亞太區域整合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社科院張蘊嶺教授認為 TPP 正依循美國傳統推動 FTA 的方式，

從有限的成員開始，逐漸擴大協商成員。以往亞太區域藉著 APEC 推動

WTO 以參加全球經貿整合，但今天亞太已是全球化要角，APEC 影響並

不僅限於亞太區域，因此 TPP 並非著眼於推動 WTO。TPP 與 ASEAN+N，

以及中日韓（C.J.K）自由貿易區這三個多邊 FTA 正彼此競爭，一方的具

體進展都將加速其他兩者的談判，然而它們也並非彼此互斥。未來 TPP

非常需要中國大陸、印度、印尼等大國加入，以提升其經貿效益，因此

協商過程應保持開放透明。

澳洲國立大學 Andrew Elek 教授則認為亞太經濟整合對全球經貿重

要性日益深遠，未來發展需考量政治現實，且深受中美關係影響。然而，

中國崛起對美國而言，不論是情感上或政治上皆具威脅性。Elek 認為

中國大陸可選擇三種策略，一是參加 ASEAN 的經濟整合，二是試著參

加 TPP，三是主動協商 ASEAN 貿易區塊。由於預期 TPP 難以在 �01� 年

前達成初步成果，且在美國主導下，中國大陸加入有實質困難，從 ASEAN

出發較為有利可行。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Robert Scollay 教授認為 TPP、EAFTA and CEPEA 雖

有競爭關係，但在 �0�0 年三者有可能結合。未來，經貿談判需並重傳統

的市場進入議題及能力建構及供應鏈連結等新議題；在此趨勢之下，TPP

為了達到貿易自由化，同時要考量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必須延長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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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Huo Jianguo（中國大陸）認為中國大陸不應急著參與 TPP，而應

以 CJK 及以 ASEAN 為基礎的 FTA 為重。新加坡國際事務學院 Hank Lim 教

授認為 TPP 並非直接導向 FTAAP，其談判應更透明，以避免阻礙可能的

新成員加入。中國大陸 APEC 資深官員 Tan Jian 更直接指出：中國大陸預

期加入 TPP 將面對美國的對抗；若中國大陸提出的申請案得不到肯定的

答案，中國大陸將不會提出申請。

TPP 過程的回顧與展望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Robert Scollay 教授提出 TPP 有四項意涵：（一）

朝向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的踏腳石；（二）有潛力制訂原產地規則及

統合規定而使目前 FTA 麵條碗予以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三）對現有

協商國僅有中度的成本與效益，但在擴大後則會增加效益；（四）扮演美

國連結東亞的工具。

新成員參與 TPP 將取決其公開表明加入 TPP 的意向，之後並與每

個 TPP 既有成員進行雙邊協商，以及既有成員對該新成員的加入達成沒

有異議 (consensus) 的決定。

非美國的 TPP 成員不支持用 TPP 來作為反制中國大陸的工具，亦無

意願排除中國大陸。從美國觀點，中國大陸是否能加入 TPP 將取決於美

中關係，但其他成員則認為建設性的美中關係對區域整合與繁榮至為重

要，而美中關係將是 TPP 最重要的課題。

上海社會科學院蔡鵬鴻教授表示，中國大陸雖持續密切關注 TPP，

但也對 TPP 有所疑懼：首先，TPP 對中國大陸而言是具挑釁性（provocative）

的機制，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所說 TPP 是項價值的協定（value 

agreement），但中國大陸必須維持其社會穩定的核心利益。第二，TPP

的金融服務與其相關規定不清楚。第三、大幅關稅減讓對中國大陸是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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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戰，中國大陸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開放市場並降低關稅。第四、中

國大陸國內仍對國營企業與其在市場運作有爭辯。最後，中國大陸擔心

美國 TPP 背後的真正意圖。從中國大陸觀點，TPP 被視為是美國的東亞

區域重新佈署策略的一環，而 TPP 的不透明性更加深了中國大陸的疑慮。

Wu Zhenghong 也同意蔡教授的看法，並質疑 Scolley 主張 TPP 既有成員

應考慮到潛在未加入成員的利益，認為 TPP 設計缺乏達成此目標的機制，

而 TPP 與其他既有的 FTAs 的關係，也似乎是增加目前 FTAs 的複雜性而

非簡化。

TPP 對區域的影響

美國 Brandeis 大學 Peter Petri 教授認為，包含亞太軌道的 TPP 與亞洲

軌道 (Asian track) 的兩種自貿區倡議皆是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目

標的途徑，由此利用統計模型模擬檢視並比較兩種軌道在 �010-�0�� 年間

所產生的效益。該文假設亞太軌道較亞洲軌道有較大的關稅減讓，並指

出兩種軌道將因彼此產生擴大成員的誘因，使得雙方發展出具有建設性

的戰略競爭意涵。兩軌的整合的三階段包含競爭軸輻 (competitive hubs)、

擴大成員 (enlargement)、及鞏固期 (consolidation)。最後強烈的經濟誘因

將使得美國與中國大陸整合兩種軌道變為包含整個區域的單軌自貿區；

每個軌道將利用各自的範本，確立最後階段的區域整合，並開始最終的

磋商。

中國社科院陸建人教授則提出大陸學者對 TPP 不同的看法。第一種

看法是把 TPP 視為是美國圍堵中國崛起的手段及削弱中國在亞洲的影響

力；加入 TPP 對中國大陸將是負面的影響。第二種認為 TPP 是轉移亞太

區域整合的一種嘗試，中國大陸參加 TPP 與否，將視協商過程來決定。

第三種認為 TPP 帶來機會與挑戰，但機會多於挑戰。因此中國大陸應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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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加入 TPP 以採取主動作為。陸教授個人採第三種看法，認為 TPP 可促

進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速度，在日本宣布參加 TPP 諮商後，中國大陸應

基於雙贏原則儘早加入 TPP 協商，把握主動權並避免被孤立。

Ganeshan Wignaraja 建議 Petri 論文應加入 WTO 杜哈回合成功的情境

模擬，以比較與亞太區域各種 FTA 倡議的總體效益，並對陸建人教授提

出疑問：一、中國大陸的生產網絡 (production network) 對其加入 TPP 有

何影響？二、加入 TPP 意謂著中國大陸必須進行如先前加入 WTO 般之極

大代價的國內改革，中國大陸準備好了嗎？

Liu Chenyang 認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最大的困難是各種不同的軌道

與倡議如何互補，也認為 TPP 的出現將促進亞洲軌道的 FTA 加速發展，

並增強其發展前景。此外，他並不清楚中國大陸的國內經濟體質是否有

能力付出所需的經濟代價，適合現在加入 TPP。

專家觀點：TPP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張蘊嶺教授提出本次會議的三項重點：（一）TPP 是否會

有貿易轉移 (trade diversion) 效果；（二）規則制定 (rule-making)；（三）TPP

對東亞區域整合過程的影響為正面或負面。與會者認為 TPP 應對促進東

亞整合具有正面的影響，但是美國利用 TPP 來改變各國，卻不準備改變

自己，而中國大陸政府長期以來保守 (conservative) 的自由化態度，也使

其在東亞一直未扮演積極促進區域整合的角色。如果中國—日本—南韓

自由貿易區成型，中國大陸加入 TPP 的速度大概會很緩慢。因此中國大

陸很難成為區域整合領導者，而是把東協放在駕駛座，協同並進。

美國 Brandeis 大學 Peter Petri 教授則提出四點：第一、TPP 的提出

可謂是形塑區域整合架構的重大事件（big event），產生的許多的機會

與挑戰，但仍不知這些機會與挑戰是正面或負面。其次，TPP 的協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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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還有很長距離，任何事都還未確定。如何使 TPP 談判朝向建設性的

方向前進是目前重大的挑戰。第三、在短期內中國大陸不太可能 (is not 

very likely) 加入 TPP，但長期來看，由於中國大陸對美國、亞太區域及全

球的重要性，大陸的加入不可避免 (inevitable)，而這也將是 TPP 談判協

商最終的一部分。Peter Petri 教授並建議藉由美中雙邊投資協議來連結。

第四、各國如何各自解決國內分歧的利益，達到最終自由貿易的目標，

將是每個國家共同面對的挑戰。

新加坡國際事務學院 Hank Lim 教授提出五點：一、TPP 對區域的影

響在於結構、其範本 (template) 與模式 (module)；問題不在於原則，而

在於細節 (details)。二、TPP 對於新成員如何加入的規定並不清楚。三、

貿易轉移是由市場決定，TPP 所可能造成的貿易轉移將不會很大。四、

中國大陸是否加入 TPP，取決於中國大陸是否願意進行國內改革，外在

壓力對於中國大陸恐難奏效。五、中國大陸加入 TPP 的決定是政治決定，

對經濟利益並不會帶來顯著的差異。新加坡國際事務學院 Lim Huasing 教

授也認為，若中國大陸決定加入 TPP，其國內各種結構及產業的改革，

如農業問題即形成巨大的挑戰。目前中國大陸對 TPP 的看法是等待觀察

(wait and see)，而中國大陸似乎較有興趣於促進東亞的經濟整合，並傾向

於接受東協加六的概念。最後或許中國大陸會考慮加入 TPP。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Robert Scollay 教授提出：TPP 協商是真正的談判

協商，美國並不具備要求所有參與國接受其條件的能力。未來美中關

係對整個的區域發展具有關鍵 (critical) 的影響，而若中國大陸願意加

入 TPP，也需要時間來調適其國內條件。有關參與 TPP 協商的規則制

定 (rule-making) 問題，TPP 的小型會員國未來應會十分歡迎中國大陸加

入 TPP 後，對 TPP 規則制定過程發揮影響力。

澳洲國立大學 Andrew Elek 教授則對未來 TPP 的發展表示憂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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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TPP 協商所牽涉的議題廣度及深度，恐將使協商時間拖長，並可能中

途陷入泥沼；美國對 TPP 結構的堅持，也會引發許多「誰制定規則」的

擔憂。

結論與建議：大陸有疑慮，台灣應準備

雖然中國大陸宣稱對加入 TPP 保持開放的態度，但其實際上對於申

請加入仍存在兩項主要疑慮：一來中國大陸已在亞洲具領導地位，不希

望一旦提出申請加入 TPP，受到 ( 美國 ) 任何形式的拒絕或批評，二則因

為中國大陸預期一旦加入 TPP，中美將直接產生對抗，故不願在不了解

協商內容及進展的情況下投入。除此之外，許多中國大陸學者也因為 TPP

的資訊不公開，且其對於同意新成員加入協商的規範，及對選擇之後加

入 TPP 之新成員的權利義務規定也不清楚，此引發目前加入是否享有規

則制定權，而選擇之後加入者就只能被動接受 TPP 既有會員國已決定的

條件之爭議。

鑑於加入 TPP 的行動及思考，除了與長久以來爭取與各國簽訂 FTA

的目標一致外，尚有參與制訂未來貿易規則的策略意涵，尤其是對跨境

議題、IPR、勞工等議題的討論，皆深富戰略意義，所以我國應加速推動

加入 TPP。為此，我國應密切與既有 TPP 會員國諮詢，探知其對新成員

加入協商的條件與權利義務，以進行審慎評估及準備，開始對加入 TPP

後對我國經濟產業的衝擊進行全面完整的評估及政策建議，分階段實行

經濟產業改革，增加既有 TPP 會員國對我加入 TPP 資格的認同，並減少

我國在進入 TPP 後所面臨的產業衝擊，以便在 TPP 進行下一波擴大成員

加入時，順利跨越門檻進入。 

（作者為台經院研究六所與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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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政經總覽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情勢對我國之影響及我商之因應對策與佈局

區域整合的異數：東亞共同體的虛像與實像

                                           2011 年 TPP 及 ASEAN+ 之回顧及展望 

                                          連結兩岸關係與亞太經濟整合 

                              2011 年第十八屆東協高峰會觀察 

APEC 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之促進全球供應鏈 

                       東北亞將建構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 

       由美中匯率問題看當前國際金融協調的困難 

      當「國家利益」對上「核心利益」：論對台軍售、

                                    人民幣操控議題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ECFA 實施後兩岸經貿關係展望

南韓對 ECFA 的觀感與因應策略

核能安全與外交

殭屍化，但非木乃伊化：依然「活著」的六方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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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整合與經貿協定發展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情勢對我國之

影響及我商之因應對策與佈局

吳福成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情勢：WTO 談判停滯 FTA 當
道，區域出現自由貿易網

WTO 多邊貿易談判因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利害對峙而停滯，加

上後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復甦力道脆弱，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亞太國家紛

紛簽署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來自保。簽署各種 FTA 可以享受比在

WTO 架構下更優惠的零關稅待遇和市場開放好處，相當有助確保和拓

展對外貿易利益。目前亞太區域的雙邊或複邊 FTA 正夯，已交錯成綿密

的自由貿易網。

促成亞太自由貿易區三個基礎：ASEAN+N、TPP 競

合，APEC 做為 FTAAP 孕育者

亞太國家除簽署雙邊或複邊 FTA，最終意圖更希望建立亞太自由貿

易區（FTAAP）。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隱約可見兩條路徑，一是以東協

十國為中心的五個「10+1」、「10+3」和「10+6」的「ASEAN+N」發展

模式，另一則是由美國主導的 TPP 模式，彼此具有競合關係。無論是東

協加三、東協加六，還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均被亞太經合

會（APEC）視為促成 FTAAP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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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N」發展模式：從「10+1」到「10+3」再

到「10+6」及可能的「10+8」

● 東協「小馬拉大車」奔向 FTAAP

東協十國的整體經濟規模並不大，卻能成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核心

力量，「東協 +N」這種「輪軸 - 輪輻（hub-and-spoke）」格局，又被戲稱

為「小馬拉大車」奔向 FTAAP。自 2000 年以後，東協分別與中、日、韓、

紐澳、印度推動五個 FTA（又稱「10+1」），又與中、日、韓推動「10+3」，

以及與紐澳、印度推動「10+6」。後兩者已成為建立 FTAAP 的路徑。

● 中國大陸選擇「10+3」為主渠道

中國大陸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係把「10+3」視為主渠道，並作為

唯一選擇，希望在現有東協 - 中國 FTA 基礎上，建立包括日韓兩國的

「10+3」自由貿易區。目前「10+3」的行情水漲船高。

● 日本推動東亞共同體開高走低

日本推動東亞共同體，係在「10+3」基礎上納入紐、澳和印度三

國，即所謂「10+6」，將來也不排除美國參與。但隨著日本 311 大地

震和福島核事故，推動東亞共同體的聲勢已式微。

● 美俄參與東亞高峰會「10+8」呼之欲出

隨著今年美、俄兩國將正式參與東亞高峰會，將來又不排除會發展

出「10+8」。綜觀變動中的區域經濟整合進程，「ASEAN+N」發展模式毫

無疑問地已替未來走出一條清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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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式區域經濟整合問題不少：五個「10+1」
競爭與東協各國發展程度不一，恐延緩整合步伐

目前亞洲國家對外簽署 FTA 已逾 50 個，還有 80 個在談判中，為避

免疊床架屋的原產地規則產生「亞洲麵碗」效應，最近亞銀（ADB）呼

籲應推動一個以東協為主體的「亞洲自由貿易區」。隨著東協十國內部進

一步深化經濟整合，並將於 2015 年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此一趨勢將強

化東協在「ASEAN+N」發展模式的存在感，但同時也會激化五個「10+1」

在東協市場的競爭。此外，「ASEAN+N」是一種「同心圓」式的區域整合，

在區域經濟整合雖具有引擎作用，但因東協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市

場開放承諾差異大，對服務貿易、投資、自然人移動等議題均有所顧忌，

且各個協定降稅時程不一樣，複雜的原產地規定標準互異，企業無所適

從，利用率很低。加上對非協定國家歧視，更形成新的市場障礙，凡此

種種，都可能會延緩區域整合步伐。

跨太平洋的 TPP 模式：脫胎於「P4」，定位為新一

代貿易協定，可遏止東亞出現排他性自由貿易區

今年 APEC 主辦國美國為實現重返亞洲、出口倍增戰略，積極推

動 TPP 實質談判進程。美國所引領的 TPP 發展模式，標榜要建立 21 世

紀高標準的 FTA，將來要建立完全免除關稅的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區。這

是美國「重返亞洲」，爭取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主導權的戰略一環，而美

國也不諱言地公開宣稱，TPP 是 FTAAP 的重要雛型。

TPP 脫胎於 2006 年由新加坡、紐西蘭、汶萊和智利成立的「P4」，

後來美國加入並取得主導權之後，馬來西亞、越南、澳洲、秘魯跟進，

日本因發生地震和核事故遲遲未表態是否加入。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情勢對我國之影響及我商之因應對策與佈局 97



● TPP 將達成較現有雙邊 FTA 更高標準之貿易自由化

美國希望 TPP 能成為新一代貿易協定，目標在 2015 年取消所有關

稅，並改善亞太區域供應環節，落實節能省碳，利用資訊技術和環保

科技改進企業營運規範，以及關注勞工議題。

目前 TPP 協定談判，在商品市場准入方面，將達成較現有雙邊 FTA

更高標準之貿易自由化，原則上是不承認例外項目，但因農產品問題爭

議激烈，有些國家願意視狀況對例外項目作考量。除關稅談判條件嚴苛

外，TPP 協定更致力消除非關稅障礙，以及禁止服務貿易設定過多限

制。特別是 TPP 還附加勞動和環境兩個補充協定，成員國若不能執行

就形同自動退出 TPP 協定。

● TPP 可遏止東亞出現排他性自由貿易區

今年 11 月在夏威夷召開 APEC 領袖會議期間，美國將提交 TPP 談判

成果報告，作為推動亞太區域整合的方針。TPP 是歐巴馬總統上台後首

個貿易議程，預期將會在 APEC 場域順利達成共識。相對 TPP 模式的實

質進展，「10+3」和「10+6」卻仍停留在協商或構想階段。APEC 雖認可

兩者均為達致 FTAAP 的途徑，但 TPP 模式因有美國主導，顯然較受到亞

太各國的關注和支持。因此，美國推動 TPP 的結果，將直接衝擊東協

- 中國自由貿易區，改變整個亞太區域的貿易流向，繼而把更多東協國

家納入 TPP 的貿易體系，遏止東亞區域形成一個排他性（排美）自由

貿易區。

APEC：FTAAP 的孕育者

除了「ASEAN+N」模式的「10+3」、「10+6」，以及美國主導的 TPP

之外，APEC 架構內各部門別合作倡議持續深化，以及擘畫下一世代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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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投資議題，也被視為達致 FTAAP 的可能途徑之一。

● 從「茂物目標」到橫濱願景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係根據 1994 年 APEC 所揭櫫的「茂物目標

（Bogor Goal）」逐步在推進，最終目標是在 2020 年實現區域內貿易投資

自由化和便捷化，以及整體市場的完全開放。檢視 1994 年以來的「茂物

目標」成果評估，亞太區域內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每年成長約 7%，其中

21 個經濟體有 13 個的實質平均關稅都下降到 5.4%，貿易成本降低幅度

更達到 10% 的水準。

●  APEC 無法直接轉型為 FTAAP，但卻是討論建立 FTAAP
的最重要平台

近年來，APEC 領袖很關切在「後茂物目標」時代建立 FTAAP 的議

題，去年 APEC 領袖會議更發表「橫濱願景─茂物目標及展望」宣言，

強調 APEC 能為育成 FTAAP 提供靈感、啟發和挹注知識。

由於 APEC 屬於無法定拘束力的鬆散論壇，只能在 21 個經濟體的同

儕壓力之下，通過部門別的合作倡議來深化區域經濟合作。而在運作模

式上，APEC 和 FTAAP 也有很大差別，前者的運作模式是「協商 + 自主

行動」，沒有法律約束性，後者則必須以「協商 + 法律」來簽訂，也因

此 APEC 無法直接轉型為 FTAAP，只能扮演「催化者（incubator）」的

角色。

然而，目前 APEC 仍然是討論採取何種路徑來建立 FTAAP 的最重要平

台。APEC 揭櫫的 FTAAP 目標，更重視處理非關稅貿易或境內貿易障礙，

以及涵蓋下世代貿易議題的規制改革、物流便捷化、基準認證、智慧財

產權保護和 EGS 等議題，以深化區域經濟整合，在具體行動上，APEC 則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情勢對我國之影響及我商之因應對策與佈局 99



可藉由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服務業市場開放，以及綠色

成長如環境商品和服務（EGS）等部門別之合作，來達成 FTAAP 理想。

區域經濟整合對台商的挑戰

● 區域自由貿易網下，非成員國無法享受區域經濟整合好處 

WTO 多邊談判因各方複雜利益難以有所突破，區域經濟整合已被

視為為通向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一種「曲線」路徑。放眼亞太區域內各種

形式的經濟整合，不論是以產品貿易自由化為主的 FTA，或擴大到服務

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等範圍的 EPA，都具有排他性。

●  台灣出口貿易條件恐將惡化，陷入無法擴大出口帶動成長

的困局

後金融危機時代，各主要貿易夥伴國的經濟成長速度趨緩，進口需

求也大幅遞減，而區域經濟整合將導致非參與者的貿易條件更為惡化。

在亞太區域已因區域經濟整合而形成自由貿易網，我國卻無法參與

其中的情勢之下，由於別國之間的產品或零組件貿易互免關稅和通關便

捷化，台灣的產品或零組件將因價格比較效果、甚至被取代而受到嚴峻

衝擊。此外，我國若無法與他國相互實施零關稅或優惠關稅，並撤除非

關稅障礙，就很難推動市場多元化，降低對美歐等主要傳統市場因波動

而帶來的出口風險，也將會陷入「既無法進口到價廉物美貨源，也很難

擴大出口提高市場份額」的困境。

目前我國尚未參與「ASEAN+N」和 TPP 的發展進程，貿易轉向的效

果已浮現，近來台商出口東協和美國等主要傳統市場的比例，已遭其他

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的出口擠壓而面臨挑戰，這對以出口貿易為成長

引擎的台灣，將是嚴重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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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資金可能從台灣轉向他國

不僅如此，受到區域經濟整合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的激勵，

區域內產業供應鏈將重新調整，原先進駐台灣的外國資金可能轉向到有

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其他國家，甚至把產銷據點轉移。

台商的因應對策與佈局

●  企業需重新定位自己，借重工商團體管道廣開通商之路並

做好 FTA 能力建構

先進國家總利用與開發中國家簽署 FTA，謀求 WTO 談判中難以取得

之利益，包括貿易便捷、投資和競爭政策、政府採購透明化、環境和勞

工及農業議題，將來台商都必須面對這些現實。

因應 FTA 時代來臨的挑戰，國內企業不應存在舊思維，認為 WTO

多哈回合談判在「冬眠」，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已觸礁，殊不知區域經

濟整合具排他性，且比 WTO 提前降關稅，挑戰性大。因此，區域經濟

整合固可創造出物流、人流、金流「三流」亨通的貿易新格局，但弔詭

的是，這之間存在著商機，也佈滿風險，企業本身必須重新定位自己，

調整最適的經營模式來應對新局，特別是面對強調「WTO-plus」和高標

準的系列 FTA，國內弱勢企業宜體察區域經濟整合的大趨勢，利用降稅

時間表的緩衝期，確實調整本身體質或謀求轉型，才能因應自由化的陣

痛期。 

首先，任何一項 FTA/EPA 的簽署和實踐，各國的工商團體都居間扮

演關鍵的渠道。面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各種區域經濟整合，台商應借

重工商團體的管道和資訊網絡，才能廣開通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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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各種 FTA 架構下，中小企業處理跨國

關稅表及文件資源能力不足，常常無法充分享用 FTA 優惠條文。所以中

小企業先要做好 FTA 能力建構，才能抓住 FTA 商機。

● 利用 ECFA 攫取大陸「十二五」內需利益

現階段台灣對外貿易出口總量 2700 多億美元當中，有 1147 億美

元是出口到中國大陸和香港，在台商對全球其他市場尚無法擴增出口

之際，大陸市場仍將是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面對亞太區域經濟

整合的挑戰，台商理應追求「戰略性的自由貿易（Strategic FT）」，首

先在現有兩岸經濟合作協定（ECFA）基礎上，極大化攫取中國大陸

「十二五」的內需利益。

● 活用大陸與其他國家的 FTA 原產地規則

兩岸台商可活用中國大陸與東協或其他國家簽署 FTA 的原產地規

則，進行更大範圍的產業分工體系，把免關稅零組件加值後送往大陸組

裝或自行組裝，再鎖定目標市場擴大拓銷。如最近東協 - 中國 FTA 啟用

新版原產地證明，允許使用第三方發票，此舉有利區內優惠擴及香港等

週邊地區和國家，並促進跨國產業鏈的穩定和發展。台商應掌握契機，

積極加以運用。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東協 - 中國 FTA 和兩岸 ECFA 的實

踐過程中，為防堵第三國搭便車，對要享受零關稅的商品原產地規則限

制相當嚴格，台商應積極去面對，才不致坐失原產地規則所提供的貿易

優惠措施。

●  結盟東協華僑和台商共同開發新市場，利用「ASEAN+N」

機遇增強核心競爭力

東協國家的華僑和台商眾多，已形成綿密而獨特的商業網絡，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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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可延伸「戰略性的自由貿易」思維，靈活性結盟當地華僑和台商，

以「四合一」方式，利用「ASEAN+N」各項貿易投資優惠措施，調整產

品結構和出口市場定位，增強核心競爭力，以提高出口利潤，開創更大

範圍的市場出口商機，進而共同在「ASEAN+N」發展模式下開發新市

場。

● 鞏固好兩岸 ECFA 商機，再走向區域和世界

古人說：「七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台商面對

區域經濟整合的競爭壓力，第一步似應先鞏固好兩岸 ECFA 的商機，再

由中國大陸走向東亞區域、甚至全世界市場。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情勢對我國之影響及我商之因應對策與佈局 103



區域整合的異數：

東亞共同體的虛像與實像

邱奕宏

隨著中國大陸在 2010 年正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

國大陸 - 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亦在同年 1 月正式啟動，兩岸於去年

簽訂 ECFA，美國與俄羅斯將於今（2011）年首次參加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美國倡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的談判也正在

如火如荼地進行，以及美韓自由貿易條約可望在今年獲美國國會通過，

從上述諸多跡象看來，東亞及亞太區域的國際經濟地位之重要性不僅在

全球快速提升，此地域區域經濟整合的力道也在持續加溫之中。

然而，相較於經濟面上的迅速發展，在政治面上相應於此一經濟

整合趨勢的具體政策作為與制度性機制卻顯得相對地薄弱與不足。或

許還有人記得 2009 年由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所提出的亞太

共同體（Asia-Pacific community）倡議，而對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Hatoyama Yokio）所倡導的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之主

張或許仍記憶猶新，但是，有趣的現象是這兩項倡議皆隨著此兩位領導

人的下台而消失匿跡，不復再被繼任領導人或相關國家所提及。東亞及

亞太共同體之倡議的驚鴻一瞥，不僅凸顯了在此區域的相關共同體倡議

在實際上仍缺乏相關國家的政治支持，也暴露了一個殘酷事實：即共同

體倡議對於彼此政治互信不足及分享共同體信念尚有欠缺的東亞或亞太

國家而言，似乎仍是一項早熟的提議，也因此不免落於早夭的命運。

本文試圖從東亞共同體的概念、歷史發展、相關倡議及目前發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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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東亞及亞太之區域整合的發展前景，並在眾多區域整合倡議的虛

像中，勾勒出背後驅使區域整合之動力的實像，以解釋為何目前此區域

在制度面的區域整合建構遠落後於在經濟面上的緊密連結與互動。

共同體的概念與發展

首先，在理論上必須闡明的一點是，共同體大體上為區域整合的最

終目標；而區域整合則為達成共同體所必須經歷的過程。Karl Deutsch 在

其 1957 年所編著的影響後世深遠的巨著，「政治共同體與北大西洋區

域：歷史經驗下的國際組織」（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闡明

所謂「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可界定為「一群人」相信並一

致同意共同的社會問題必須也應能經由和平改變的過程來解決。換言

之，大規模武力不會再被作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人民在這安全共

同體中有享有「社群的感覺」（sense of community）、互信及共同利益。

因此，在此安全共同體中，國與國間的武力相向變得不可能，和平因此

而成為安全共同體的常態。

Deutsch 在此篇研究中所指涉的安全共同體實際就是由美國與西歐

國家所組成的區域。之後歐洲區域主義的蓬勃發展，逐漸由 1957 年羅馬

條約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發展成為歐

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以至目前的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這一連串緩步漸進的區域整合過程，為後來各地

風起雲湧的區域整合風潮，界定了一套可資依循與借鏡的典範與模式。

東亞共同體：一個爭議不斷的概念

歷史上，很少有一個區域共同體的概念會如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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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般在國際間與學界中引發廣泛的爭議與論辯。誠然，歐盟

統合的路途並非是一直一帆風順。但是，相較各地區域主義在二次戰後

的蓬勃發展與相繼開花結果（如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 及南方共同市

場 Mercosur），東亞區域主義（East Asian regionalism）卻連基本的定義與

涵蓋範圍都還處於眾多爭論中，更遑論是對此共同體的概念、內涵及前

景之諸多的不同看法與大相逕庭的政策倡議。

首先，就此區域共同體的概念而言，即存在兩種爭持不下的論點。

有些國家及政治領袖（如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主張，東亞區域主義

應採取嚴格的地理定義，以涵蓋東亞國家為主軸，成立亞洲人的東亞共

同體，並排除白種人國家，如澳大利亞、紐西蘭及美國的參與。此種看

法之後獲得中國大陸的潛在支持，而與美國及澳洲等國所支持的以寬鬆

地理界定之亞太區域主義（Asia-Pacific regionalism）相互較勁。進一步而

言，美、澳、紐提倡的亞太區域主義或亞太共同體主要是從政治戰略觀

點出發，認為東亞國家、大洋洲國家及與太平洋比鄰的美洲國家已在政

治及經貿往來上有著休戚相關的緊密互動聯繫。因此，狹隘地理定義的

「東亞區域主義」不僅在實際上不能涵蓋相關的國家行為者，在運作上也

無法有效解決各式眾多複雜的跨區域問題。所以這一派主張，東亞區域

不應採取排他區域主義，而應採取「開放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

的原則。也就是由於上述東亞區域主義與亞太區域主義的衝撞，導致了

此地域各種區域主義倡議並存而相互競爭的奇特景象。

其次，就此區域共同體的內涵而言，如同其概念般，不同的倡議對

未來的共同體勾勒出各自歧異的藍圖。例如，馬哈迪最早的東亞經濟體

（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倡議，著眼於確保亞洲人之亞洲的經濟利

益，欲藉由此一區域組織來抗衡西方國家的經濟競爭。之後，把將長遠

目標放在建立以東協加三（ASEAN-Plus-Three）為範圍的東亞自由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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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FTA），則可說是以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作為東亞共同體

之最終目標的具體規劃。相似地，鳩山所提的東亞共同體亦是將目標放

在建立如歐盟般的經濟共同體，把經濟整合視為共同體的最終目的，而

不涉及政治與安全的合作。

然而，2005 年成立的東亞高峰會則是超越傳統經濟領域的討論，而

把重點擴大到促進和平與穩定之廣泛戰略及政治議題的對話。澳洲前總

理陸克文的亞太共同體倡議，更是將目標鎖定於強化相關各國高層領袖

間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以俾處理廣泛的國家安全、人類安全、經濟及社

會文化等議題。也因此，東亞共同體的發展目標究竟是僅侷限於傳統觀

念下的區域經濟整合，抑或是如歐盟般之超越國家主權的區域共同體，

相關國家對於東亞共同體的發展前景仍舊存在諸多歧異而缺乏共識。

東亞共同體的發展及演變

東亞共同體並非是最近的概念，但該主張在近年的具體提出，則

可追溯到在東協加三架構下的東亞研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在

2002 年所提出給東協加三峰會領袖的諸多建議之一。2005 年東亞高峰會

的召開不僅為此東亞共同體在實際上注入了制度建構的新動力，並由於

加入了澳、紐及印度的新成員，而正式宣告著東協加六的成型。隨著美

國與俄羅斯也於 2011 年參加東亞高峰會，意味著東亞共同體已由原先東

協加三的基礎逐漸擴大為東協加八，而其發展軌道也透露由原本嚴格地

理界定的東亞區域主義朝向寬鬆定義的亞太區域主義擺動。

除了上述以東協為核心而逐漸向外擴的區域主義之發展外，其他值

得注意的區域整合倡議還包括有我國參與的亞太經合會（APEC）、美國

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中日韓高峰會（CJK Summit）等。

亞太經合會在 2010 年日本橫濱舉辦的領袖高峰會正式確立以東協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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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六及 TPP 作為 APEC 在 2020 年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路徑。

此外，2005 年由紐西蘭、新加坡、汶萊及智利所簽定的 TPP，在 2008 年

美國的加入後開始出現顯著的進展。特別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已誓言在

2011 年 11 月 APEC 領袖峰會時就 TPP 談判達成一結論的決心驅動下，TPP

截至 2011 年四月底已就不同主題進行了六個回合的談判，因此就企圖

達成一橫跨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實際行動而言，目前 TPP 的實質進展

似乎是超越其他相關倡議而前景較為看好的一個。

相較於 TPP，由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組成的中日韓高峰會，對

於如何完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之經濟整合的步調，則呈現相對的緩慢。

2011 年 5 月在日本舉辦的第四次中日韓高峰會，領袖們雖表示將在今年

完成關於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聯合研究，並期待能在 2012 年展開談判，

但對於如何能克服彼此間的外交齟齬及歷史糾葛而進一步深化經濟合

作，中日韓三國仍存在許多障礙亟待解決。綜合上述的諸多倡議，不難

發現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似乎遠不及亞太區域主義的快速進展，特別是

以美國為主導的 TPP，似乎有著凌駕原本以東協為核心之區域整合發展

的態勢。

權力競爭下的區域整合倡議

從前述討論觀察，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分歧且相互競爭的各種區域整

合倡議之虛像，主要是由於此區域強權間相互的不信任與爭奪區域整合

主導權的實像所導致。美國企圖持續其在東亞的霸權與中國大陸和日本

間的猜忌與競爭，是導致此區域共同體之發展路途相較於其他區域主義

發展異常顛簸崎嶇的主要原因。

原本欲藉由 APEC 平台來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交往政策，在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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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反恐戰爭的分心及以東協為核心之區域對話機制快速的發展下，美國

在近年來已感受到其在東亞被邊緣化的危機。此外，由於中國大陸國力

的飛快成長及渠對東協國家的積極外交作為，更引發美國擔心其在東亞

的主導地位恐將拱手讓給中國大陸。歐巴馬上台以來的「重返亞洲」政

策，即是為重振美國在東亞主導地位並為抗衡中國大陸的目的所產生。

美國積極主導今年 APEC 的進展與 TPP 的談判，主要目的亦是著眼於在

APEC 舞台上重塑美國領袖地位的角色及運用 TPP 來牽制東亞自由貿易

區的進展。也因此，號稱高標準之自由貿易協定的 TPP 談判除目前九個

成員外，也吸引了許多未加入的亞太國家，如菲律賓、加拿大及日本等

國的高度興趣及關注。美國的 TPP 作為，對於企圖藉由成立排除美國的

東亞自由貿易區而最後達成東亞共同體之目的一些亞洲國家而言，無疑

是加深渠等達成此目的之困難，而使得該區域達成共同體之目標更加遙

不可及。

另一阻撓的因素則是中日間的互爭領導權與根深蒂固的猜忌。顯然

的，日本不願意見到其長年來在東亞所建立的經濟領導權被中國大陸奪

走，為此日本一改其在簽訂 FTA 上保守被動的立場，而於中國大陸與東

協在 2002 年簽訂中國 -- 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後，隨即宣布日本將

與東協簽定全面經濟夥伴協定（JACEP）以資因應。對於中國大陸所支持

的在東協加三基礎上所建立的東亞高峰會，日本與部分東協國家也憂心

於此發展將導致中國大陸的霸權宰制，因此極力支持澳紐印新成員的加

入，以制衡中國大陸的影響力。換言之，中日間互爭領導地位，雖然在

某程度上加速了東亞經濟整合的進展，但卻對整個東亞共同體的建立有

著負面的影響。東協加三之東亞自由貿易區及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共同

最大障礙，來自於中國大陸與日本無法克服彼此的敵意，而在自貿協定

上達成妥協。由於中日兩大強權肇因於歷史恩怨及領土糾葛而導致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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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的持久敵對，不僅使得中日間日益深化的緊密經濟互賴關係無

法獲得應有的重視，也致使兩國人民對於彼此可長久地和平共處於一共

同體的理念不具信心。這可由去年中日兩國因釣魚台衝突而引發一連串

的外交齟齬及中方對日方的稀土禁運，吾人可窺知兩國互信基礎的薄弱。

結語 - 東亞暨亞太區域整合的前景

從前述的分析看來，我們要在東亞或亞太地區見到如歐盟般的建制

化區域整合或甚至是共同體的具體成形，在短時間內似乎很難有樂觀的

期待。雖然隨著東亞各國間經濟互賴的加速與深化，許多強調提升區域

整合制度化的倡議不斷推陳出新，但在這眾多紛雜的區域整合倡議之虛

像中，背後所隱藏的實像是主要強權間相互爭取領導權的權力爭奪。換

言之，這些區域整合倡議的背後大多包藏著相關國家為確保或擴張其在

區域內之領導地位的政治動機，與制衡或對抗潛在敵手的戰略思維。由

於相關國家間的戰略政治思維考量往往高過於經濟理性考量的背景下，

這使得東亞及亞太共同體的前景仍是晦暗不明。

然而，前述的討論並不全然否定東亞或亞太建立包含整個區域之自

由貿易區或甚至是共同體的可能性。東協的存在與其運作邏輯提供了強

權間妥協合作的機會，因而我們持續地見到以東協為核心的功能性合作

不斷地延伸擴張。但是，此類型的合作將有其極限，目前我們很難預見

到該類合作能擴展到如建立制度化機制以解決相關國家間主權領土爭議

及軍事互信等議題。不過，從歐洲的經驗觀察，東亞共同體成功建立的

條件，將有賴於美國某種程度的持續介入及中日的和解。不可否認的，

美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參與，是使其能夠安心地不干預歐

盟統合運動的原因之一；而中國大陸倘如能與日本攜手和解，並扮演如

二次戰後法國與西德在促進歐洲統合的關鍵角色，則可望對此區域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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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整合或是共同體之前景，一掃先前的陰霾，而開啟一條明亮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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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TPP及ASEAN+
之回顧及展望

陳奕帆

「二十一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美

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 2011 年 11 月 10 日，於檀香山舉辦

年度 APEC 峰會前，發表演說時再次提及。其實，早在 2009 年 7 月 22 日，

希拉蕊藉著在泰國參加東協會議之便，高調宣稱「美國重返亞洲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但是，美國似乎從來沒離開過亞洲，並且藉著泛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及東亞

峰會（EAS, East Asia Summit），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

回顧 2011 年 TPP 發展

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自 2005 年 6 月成立、2006 年 5 月實

行以來以降，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等四國成為創始簽署國。

隨後，澳洲、馬來西亞、祕魯、日本、美國、越南等六國表達參加協

商的意願。直到 2009 年 11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宣佈

美國準備加入 TPP 協商。2010 年 11 月於日本橫濱舉辦之 APEC 峰會，九

個協商國家同意美國所提出之方案，並期待於 2011 年 11 月時完成協商。

在 2011 年美國夏威夷之 APEC 峰會時，日本也宣佈加入 TPP。至此，TPP

簽署國達到十國之多。

雖然 TPP 不是 APEC 發起之倡議，但自從 2002 之 APEC 峰會後，始

終跟著 APEC 年度峰會的時程在進行。同時，TPP 最終也有可能形成 F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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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亞太自由貿易區 )。尤其又在美國、日

本兩國先後加入之後，霎時間，TPP 成為熱門話題，也是我國目前正積

極尋求加入之目標。由於 TPP 為一相當高品質之自貿協定，目前中共在

加入 TPP 協商一事，還有相當程度之考量。因此，TPP 便成為美國在亞

太地區施展經貿合作，並加強與亞太國家關係最好的一塊敲門磚。

然而，美國對於推動 TPP 一案，似乎是雷聲大雨點小。今（2011）年，

美國於自家主辦之夏威夷 APEC 峰會中，對於 TPP 並沒有太多積極的動

作。除了日本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即時宣布日本也要加入 TPP

之外，美國對此議題並無太多著墨。又加上美國行政部門在 2007 年 6

月後，並沒有得到國會授權之《促進貿易授權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即所謂貿易快速通道談判（fast track），因此 TPP 目前象

徵性意義還是大於實質意義。

在日本，加入 TPP 一事，在國內也引起相當大的反對聲浪，尤其是

其農業，將受到極大衝擊。但是，在日本 311 震災之後，日本國內產業

更是大聲疾呼，要求盡速加入 TPP，有利於日本產業的出口外銷。另外，

日本的加入，除了象徵進一步的加強美日同盟關係，同時也是想藉著及

早加入，取得 TPP 協商之主導權並參與遊戲規則之制定。特別是在中共

加入之前，可以保住日本在區域領導的實力。因此，野田政府致力推行

加入 TPP，也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做出的重大決定。

綜合以上發展，吾人可以推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可

能成為美國與日本在亞太區域中，與中共積極領導東南亞國協經濟整合

之進程，有著一較高下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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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11 年 ASEAN 進程

東南亞國協（ASEA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與

中共在 2010 年成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ACFTA,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自貿區成立一年後，中共與東盟雙邊貿易額突破 2500 億

美元，取代日本成為中共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並僅次於歐盟跟美國。

但是，在經濟上的緊密合作，似乎跟在政治、軍事上的摩擦唱不同

調。尤其以南海問題，更是導致 2011 年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越

南及菲律賓，爭執不斷的衝突點。

除 了 東 協 峰 會（ASEAN Summit） 之 外， 東 亞 峰 會（East Asia 

Summit）、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皆是與東協相關之

會議，並在東協峰會舉辦後，即會進行後續會議討論。東協峰會首次

於 2005 年在馬來西亞舉辦，主要參加成員東協成員十國，再加上中共、

日本、南韓（形成東協 10+3），以及澳洲、紐西蘭、印度（形成東協

10+6）。不同於東協峰會，東亞峰會（EAS）也在 2011 年首次邀請美國

與俄國參與。此舉象徵著東協國家在與中共加強經濟合作之餘，也希

望拉近美、俄兩國，確保區域安全，以及維持東南亞地區權力之平衡。

菲律賓、越南兩個東協會員國，因為南海主權議題，與中共一直都

有所謂的主權紛爭，主權紛爭的原因有二：一是領土島礁的劃分、二是

關注在石油及可燃冰的開採，相關國家都覺得是一場很重要的資源爭奪

戰。加上中國大陸近年增長之經濟實力及軍事現代化，使得週邊國家對

其和平崛起之意圖感到憂心。美國當然也不例外，隨著在中東戰事的結

束，以及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被美軍海豹部隊擊斃，美國也逐漸

把重心轉回亞洲區域，加強美國與東協、美國與日本、美國與韓國之合

作關係，因應中共的潛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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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瓦良格號航空母艦，在 2011 年八月份第一次下水海試

後，東協國家與中共有主權紛爭者，又更加擔憂解放軍海軍對南海之

威脅。南海問題加上美國戰略部署，就促成了東協趁機將美國拉回該

區域，得以保護其安全方面相關事務。美國也擔憂南海成為中國大陸掌

控之領海，而干預其商品、貨物流通自由，便要求中國大陸遵守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不得干預南海海域船隻通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

因此，東亞峰會恰巧可名正言順邀請美國參加，但又為了害怕中共對此

舉感到不快，又多邀請了俄羅斯加入。

目前 ASEAN 整合之進程，礙於中國大陸想主導東協事務之情勢之

下，藉著其經濟實力，加上不斷現代化的軍事力量，勢必會讓東協成

員國對其經濟更加依賴，但又會對自身安全感到憂心。

我國因應之道

馬政府自 2008 年 5 月就職以後，便積極推動與中共簽訂 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 旋即於 2010 年 6

月底簽訂，並於 2011 年初生效。ECFA 為我國對外拓展 FTA（Free Trade 

Agreement）之墊腳石。在簽訂完 ECFA 之後，展開與新加坡、紐西蘭、

印度、印尼、菲律賓等國進行經貿協定之談判，也與日本簽訂了「投資

保障協議」。但是，目前並沒有因為 ECFA 而與其他國家成功簽訂任何自

由貿易協定，因此還尚需國人共識及政府持續之努力。

礙於東協憲章，我國參與東協難度甚高。但尚可藉由與東協國家單

獨簽訂之經濟合作協議，各個擊破。也藉由與東協國家之貿易，無論是

多邊或是雙邊，避免被邊緣化。藉由深化與東協國家之貿易，再透過東

協自貿區、中國─東協自貿區、ECFA，建立起密不可分之經貿關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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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科技產品之出口，建立我國不同於東協國家之處，維持我國在東亞

區域整合中之優勢。

再者，我國為 APEC 之成員國，就加入 TPP 一事也高度關切。並在

相關部門及總統指示下，朝著加入 TPP 的目標邁進。但相較於南韓與歐

盟、南韓與美國牽訂完成之自貿協定，我國還須加緊腳步。因此，對於

我國面對之產業經濟挑戰，必須凝聚共識，相關部門也應更密集研究貿

易自由化產生之衝擊，避免對弱勢產業造成太大之衝擊。如此一來，我

國便能更朝向貿易更自由化之方向邁進，同時也能成功在國際經貿體

系，繼續扮演要角。

無論未來亞太地區之區域經濟整合，會是由美、日主導之 TPP，亦

或是由中國大陸及東協主導之 ASEAN+N 之模式，我們首先要確定的是，

「台灣，準備好了嗎？」

（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並為民國 99 年外交獎學金得

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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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兩岸關係與亞太經濟整合

許峻賓

自 2008 年至 2011 年，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景況不斷變化，其中也包

括兩岸關係發展在內。本文將以時間為縱軸，分析 2008 年至 2011 年亞太

區域整合發展的趨勢，輔以區域內各主要行為國家的政策與多邊機制

為橫軸，交叉分析兩岸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相互關係，對台灣的政

經影響。

2008 年：亞太戰略格局改變之始

本文首先大膽的將亞太戰略格局改變的起始點切在 2008 年，以此為

切點的原因在於，亞太地區主要行為國家的領導人多在此一時期更換，

包括：

1、  澳洲陸克文（Kevin Rudd）總理：2007 年 12 月上任，提出建立「亞

太共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 APC）的倡議。

2、  韓國李明博（Lee Myung-bak）總統：2008 年 2 月上任，全面推動對外

洽簽 FTA 策略，至今已與歐盟、美國、印度等完成協商與簽署作業。

3、  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 ：2008 年 5 月就任，在兩岸政策上以「九二共識」

為主軸，恢復兩會對話機制，緊密並活化兩岸關係；在外交層面上，

則推動對中國大陸的「外交休兵」與對國際社會的「活路外交」。

4、   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2009 年 1 月上任，積極運作美

國加入東亞高峰會與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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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 TPP），希望藉此同時參與亞太地區的會議與機制。歐巴

馬總統希望藉此實現其所宣示的「太平洋的總統」的目標。

5、   日本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首相：2009 年 9 月上任，大力倡

導「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 EAC）的理念，在東亞高峰會

（East Asia Summit, EAS）的架構下推動「廣泛的東亞經濟夥伴協議」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f East Asia；CEPEA）。

上述國家的新領導人上任，也代表著執政黨的更換，國家政經與外

交政策也隨之改變。而其中對於亞太區域整合提出新觀點或政策的國家

包括：澳洲、美國與日本；而馬英九總統上任後的兩岸政策，則影響現

階段兩岸關係發展至深。

亞太區域情勢發展的決定要素：美中關係？

由上述的時間縱軸與各主要行為國政策的橫軸交叉分析，在歐巴

馬總統上台之後所推動的亞太政策，對美國經濟發展而言，希望可以提

升國內出口貿易與增加就業機會，但對於美國亞太戰略而言，則是落實

歐巴馬重返亞洲的誓言。美國似乎也試圖結合鳩山首相的「東亞共同體

（EAC）」與陸克文總理的「亞太共同體（APc）」，並由美國接手在 APEC

透過 TPP 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FTAAP），

且藉由參加東亞高峰會影響東亞主義的發展。

在 2010 年的領袖宣言中曾提及，達成 FTAAP 的三個路徑（pathway）

包括：ASEAN+X（含東協加三、東協加六）、TPP 與 APEC 茂物目標，或

可由此推論，在 APEC 架構下，已出現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競合的情勢，

而非僅是發展亞太主義的平台。在「ASEAN+X」的機制發展上，2011 年

11 月的東亞高峰會因為美、俄兩國的加入，意味著「東協主義」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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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意與 APEC 相互抗衡，但似乎也凸顯代表亞太主義的勢力在東亞的

平台上發展。

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將可能在 APEC 及 EAS 兩大平台上產生激烈的

競爭關係，但也可能如鐘擺效應，兩大主義的鐘擺幅度將逐漸縮小而最

終靜止，代表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完全的融合。

就美國現階段的政策操作，鎖定 APEC 是推動經濟整合與對話的平

台，而政治與國防安全等議題則將提到東亞高峰會上進行討論；日本則

基於日美同盟關係，以配合美國政策為主軸；中國大陸則是積極發展與

東協關係，推動 ASEAN+3 機制與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並關注 APEC

持續以經貿為主軸的發展方向。依部分國際關係學者的推論，亞太區域

發展的未來動向，可判定將由美、中兩國的行動為觀察指標。

現階段的美國政府外交政策，多採取雙邊與多邊的合作與協商，透

過與區域強權的共同合作，維持其全球霸權地位，但也不排除協助其他

區域強權的發展。在東亞地區，美國與中國大陸及日本的關係便是在此

一架構下推進。美國不排除中國大陸成為東亞強國，但為避免中國大陸

過於強大而威脅美國在該區域的支配力，美國也不斷維持美日同盟的互

助戰略關係。最重要的是，在 2011 年舉行的第三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

兩國決議建議「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此機制將可能成為兩國處理亞

太事務的優先溝通平台。

兩岸關係與亞太區域整合的相互影響

細思馬政府上台後所採取「活路外交」的意涵實際上非常之廣泛，

既包含過去的「務實外交」作法，也採取「彈性外交」的作為，最重要

的是「因國、因地制宜」，而「低調、不扭曲事實、不擴大解釋」則是現

119連結兩岸關係與亞太經濟整合



階段對外交往最基本且必要的態度。其實這也是建構兩岸關係良性發

展、營造兩岸信心建構紛圍的最好作法。

自兩岸 ECFA 簽署完畢之後，中國大陸對我方日後對外經貿政策的

態度逐漸有所改變。中國大陸態度的轉變或可歸論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胡六點的內容：「建立更加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進程，⋯有利於探討

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除

了胡六點的戰略方向指示外，從中國大陸官方的言論也看出其內部已逐

漸認同「九二共識」，而「一個中國」的意涵在中國大陸內部似有正

在進行「化學變化」之跡象。而且在現任馬政府以不誇張態度且凸顯主

權意涵的政策下，只要在兩岸持續和平發展的基礎上，我國可與他國發

展不涉及「主權解釋」的各種活動與關係，而此政策走向就如同馬總統

於 2011 年 5 月 30 日之言：「兩岸相互不承認主權，不否認治權」，而雙

邊與區域經濟合作便是屬於兩岸各自的「治權」範疇。

經濟合作是兩岸信心建構發展過程的一部份，有了彼此的互信基

礎，我國在推動 FTA/ECA 便可更為主動且積極，也可公開的說明目前可

能的對話國，對手國也可無憂慮的表達意願，例如歐盟、菲律賓與印度

等。但是現階段我國洽簽 FTA/ECA 阻礙之一，是自身的經濟因素。一旦

與他國洽簽 FTA/ECA，便可能對我國的產業發展造成傷害，尤其是農業

部門。

從 2000 年起的 10 年觀察，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有助於我國參與區

域經濟整合，不僅中國大陸的阻力減少，其他各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戒心

也會降低，而我國洽簽 FTA/ECA 的關鍵自然也將回歸到經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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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與亞太區域整合緊密連結

兩岸關係正常化正式起始於 2008 年 5 月，至今的三年間，是亞太區

域發展快速變化的時期：

1、 2007 年至 2010 之間，澳洲陸克文總理積極推動 APc，企圖在 APEC 與

東協＋ X 的架構之外，另成立一個整合性的組織。

2、 2008 年 10 月時，中日韓三國首次於東協高峰會會期之外獨立召開三

國高峰會議，決議加強三國間的合作關係，促成東北亞共同體的實

踐，並作為實現 EAFTA 的步驟之一。2010 年的中日韓三國高峰會

即宣布加速三國 FTA 的聯合研究，2011 年的高峰會更決定提前展開

官方談判作業。

3、 2009 年，美國歐巴馬總統上任，開始為前進東亞佈局，而且身為 2011

年度 APEC 東道主，美國似乎也希望可以為 APEC 的發展奠下日後 20

年的發展基礎，試圖以 TPP 形塑 21 世紀的發展議程與經貿合作議題。

由上述的多項事件，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各國政策與區域情

勢的變動，與我國推動兩岸關係正常化有關，甚至是受到兩岸關係發展

的影響，但是我們可以認知兩岸關係發展正處在區域變動的環境中，且

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國應妥善應用現階段良善的區域及兩岸環境，爭

取參與亞太區域整合的契機，但面對國內產業可能遭受的衝擊，我國政

府應思考並加速產業改革的政策。

（本文作者為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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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十八屆東協高峰會觀察

許峻賓

東協第 18 屆高峰會已於 2011 年 5 月 7-8 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東協

今年的輪值主席國為印尼，年度主題為：「全球國家社群中的東協共同

體」（ASEAN Community in a global community of nations）。印尼為東協的

創始會員國，且是一般人所認為的東協大國，因此，印尼今年的成績單

勢必受到各方關注。

依據東協憲章的規定，主辦國每年舉辦兩次領袖級高峰會，年度中

的高峰會目的在於為年底的高峰會做準備，希望透過各會員國家的充分

溝通，讓東協整合的發展更加快速。本次第 18 屆會議中，東協領袖們通

過了三項文件，包括：「全球國家社群中的東協共同體」聯合宣言、強化

防止人口販運之合作、建立東協和平與調解機制。

邁向「全球國家社群中的東協共同體」

在「全球國家社群中的東協共同體」聯合宣言中，東協領袖們強調，

面對 21 世紀多重且複雜的挑戰，東協國家應該協調一致性的行動，共同

合作以爭取東協的最大利益，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強化「東協共同體」

與加強維護以東協為核心的角色。東協領袖們一再強調東協未來將邁向

一個有活力的、以人民為主的共同體。基於此，東協將設定一個 2022 年

的發展目標，將東協形塑成一個共同平台，以應對未來的可能發展：

1.  東協將更強化合作、分享彼此對於全球事務的觀點，並期待建構東協

於未來可以在國際多邊論壇中採取一致性的立場與共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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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對全球性的挑戰，東協將強化自身的能力，以求維護東協各國與人

民的利益。

3.  以東協憲章為基礎，建構東協的基礎原則、價值與規範，藉以強化東

協成為具有法律基礎與效力的組織。

4.   強化東協秘書處的能力，以支持在全球國家社群中東協共同體的發

展。

東協領袖們賦予外長任務，由外長們負責依據上述的目標，擬訂今

年東協高峰會的宣言。

共同合作防止人口販運

關於防止人口販運合作，基於邁向東協共同體的路徑圖以及東協政

治與安全共同體藍圖的計畫，東協各國應致力於強化非傳統安全議題的

合作，尤其是對抗跨國犯罪與其他跨境的挑戰。東協未來將針對以下工

作加強合作關係：

1. 進一步強化區域及國際合作，以預防及對抗人口販運。

2. 加強現有法律執行機構的網絡建構。

3. 從受害者的立場出發加以關懷，並尊重其國籍。

4.  從人道關懷的角度對待受害者，提供基本醫療與所需之協助，並助其

回到母國。

5. 東協各國應加強各項相關工作的處理能力與相互合作。

6. 東協領導人們指示部長們，加速制訂東協防制人口販運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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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平與協調機制

在「建立東協和平與調解機制」聯合宣言上，東協領袖們認為，基

於東協憲章的原則，東協有責任維護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特別是藉由東

協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的規劃，建構一個衝突解決、和平解決爭端，以

及爭端後的和平建構的機制。因此，東協領導人們於此次的峰會中，指

示東協外交部長們針對上述的規劃提出建議構想。

東協國防部長會議

東協國防部長會議於 2011 年 5 月 18-20 日在雅加達舉行，討論的議

題包括東協的安全與軍事事務，簽署的協議包括：建立東協維護和平中

心（ASEAN Peacekeeping Center）網絡、國防產業合作倡議、東協合作對

抗新型態威脅聯合宣言。本屆東協國防部長會議最受注目的便是東協維

護和平中心網絡的建立，雖然東協各國仍將此網絡的核心工作聚焦於人

道援助與災害救助的層面，未擴及傳統軍事方面的合作，但這對於東協

基於傳統不干預的文化以及對於傳統軍事安全議題的高度敏感性，逐漸

從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合作面向切入，並逐漸朝向建立東協整體的「一致

行動」目標邁進，希望能在 2015 年時完成建構東協政治與安全共同體的

目標。

東亞地區的金融合作

在 2011 年 5 月初，東協加三（中、日、韓）等國的財政部長，藉由

亞洲開發銀行（ADB）年會在越南河內舉行期間，召開第 14 屆東協加三

財長會議，進一步討論 13 國間的金融合作工作。

在東協加三金融合作的架構下，目前有四項重要的支柱：清邁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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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亞洲債券市場倡議、經濟檢視與政策對話（Economic Review and 

Policy Dialogue, ERPD），以及東協加三研究小組。而本屆會議最重要的便

是，財長們通過在新加坡設立「東協加三總體經濟研究辦公室（ASEAN+3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AMRO）」，該機構的功能在於監測與分析

全球及區域的經濟與金融發展狀況，必要時，對各會員國提出報告，並

以該機構的報告為基礎，ASEAN 加三的財長們決定何時啟動清邁倡議的

雙邊與多邊機制。

AMRO 的建立等於是使東協加三的金融合作機制完整化，該機制的

三部曲包括：決議東協加三的外匯合作提供比例、決議各會員國可借貸

的最大額度，第三部曲即是 AMRO 的成立。

東協未來發展的挑戰

東協現階段發展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會員國間的主權衝突問題如何解

決。印尼身為東協的主要及創始會員國，在本次會議期間並無法居中協

調，以成功協助泰柬兩國解決邊界紛爭。東協會員國間的主權與邊界爭

議一向是東協整合的最大癥結，東協至今尚無一個強有力的機制可以將

此問題緩和，甚至根本解決。本屆的東協國防部長會議所通過的維持和

平中心網絡，也僅將任務界定在人道與緊急救援的工作上。因此，東協

要能在 2022 年達成其所設定的目標，在政治、軍事與安全的合作上是一

大重點。

其次，東協對於東帝汶加入的問題在本屆高峰會上也未取得共識，

除了東帝汶之外，巴布亞紐幾內亞也希望可以參與東協組織。新會員的

問題也將持續在東協中進行討論。

東協內部第三個問題便是人權議題。東協至今仍持續討論人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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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形式與功能，如何適當的解決東協內部對於人權的自治與管理，

也將是外界觀察東協整合的重要指標。

東協面對的外部問題包括：如何解決南海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大陸

與美國的雙重壓力之下，東協各國如何自處與因應；如何解決與中國相

連結的水資源問題，尤其是湄公河流域的上下游水資源共用與合作建構

設施。最後，東協如何在美、俄兩國領袖於 2011 年 11 月參加東亞高峰

會期間扮演重要角色，均是東協重要的外部挑戰。

面對上述的內外部挑戰，東協的輪值主席機制實需每年有較強力的

領導國，以主導東協朝向正確的目標。在今年印尼輪值完主席國任務

後，後續幾年的輪值主席國分別為：柬埔寨（2012）、汶萊（2013）、緬

甸（2014）、馬來西亞（2015）。面對 2015 年的東協共同體目標，未來三

年的工作推動將是非常重要的，柬、汶、緬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如何

推動以便於如期達成目標將是東協的最大挑戰。在輪值主席國中，緬甸

也將是爭議最大的國家，因為其人權紀錄不佳而引發西方各國的不滿，

甚至質疑緬甸是否適合擔任主席國。

印尼已在此次的高峰會中表明，將為 2015 年後的東協設定發展目

標，東協的整合機制將更深化，因此第 19 屆的東協高峰會將更受矚目。

再加上美、俄兩國領袖參與東亞高峰會，2011 年的東亞區域發展值得

關注。

（本文作者為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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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之促

進全球供應鏈

李靜嘉

2011 年 APEC 在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Next generat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已達兩項共識以及提出相關計畫，同時納入領袖宣言

之附件：（A）促進有效、非歧視性及市場導向的創新政策（Promoting 

Effective, Non-discriminatory, and Market-driven Innovation Policy）；（B）促

進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生產鏈（Enhancing SME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惟在促進全球供應鏈（Facilitating Global Supply 

Chains）之議題尚未達成共識。然而，2011 年總結資深官員會議中，

新加坡、加拿大、日本、菲律賓、俄羅斯代表均強調其認可下世代之供

應鏈議題，並希望 2012 年可以繼續討論。同時，身為 APEC2012 年主辦國，

俄羅斯已列出 2012 年 APEC 優先議題為：（1）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區域

整合（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2）強化糧食安全（Strengthening food security）；（3）建構可靠的供應鏈

（Establishing reliable supply chains）；（4）密切合作以促進創新成長（Intensive 

cooperation to foster innovative growth），因此供應鏈議題明顯具有優先地

位。

APEC 供應鏈議題發展

配合 APEC 2009 年部長級年會採認的「供應鏈連結架構（Supply 

Chain Connectivity Framework）」，「供應鏈連結行動計畫（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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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ity Action Plan）」已於 2010 年日本橫濱部長級年會議採認，目標

於 2015 年前達到「時間、成本及不確定性」三方面全體共同降低 10% 之

量化目標，且自 2011 年起至 2015 年，每年根據 APEC 供應鏈連結架構之

八項瓶頸進行進度更新（註：八項瓶頸包括：1. 對於物流法規瞭解不足，

缺乏跨部門協調機制與單一聯繫窗口；2. 交通建設不足，缺乏跨境實體

連結；3. 地區性物流業者缺乏專業能力；4. 貨物通關缺乏效率、關務相

關機構協調不足；5. 通關文件及程序繁瑣；6. 複合運輸能力不足，陸海

空連結能力不足；7. 貨品、服務及人員跨境移動相關標準及法規存有差

異；8. 缺乏區域跨境通關問題處理。）

除此之外，2011 年 APEC 為落實供應鏈連結行動計畫，已建構一

「APEC 低價貨物門檻予以免稅免通關待遇之先行者倡議」，目前已有包

括我國在內等 10 個經濟體加入此倡議（註 : 目前參與此先行者倡議之經

濟體計有：Brunei Darussalam（$ 400 BND）、Hong Kong, China（no tariff 

on imports）、Japan（¥10,000）、Korea（150,000 KRW）、Malaysia（$500 

MYR）、New Zealand（$400 NZD）、Russian Federation（$200）、 Singapore

（$400 SGD）、Chinese Taipei（$3,000 TWD）、United States（$200 USD）。

根據 2011 部長級年會之供應鏈連結行動計畫更新，我國在八項瓶頸

內參與四項（第三、四、五、六項），其中我國於第四項貨物通關缺乏

效率 ; 關務相關機構協調不足，與日本共同擔任 APEC 單一窗口計畫之

共同倡議經濟體，並於 2011 年 10 月 3-6 日在台北舉辦 APEC 單一窗口區

域研討會，目的為探討 APEC 經濟體在落實單一窗口系統之瓶頸，並協

助 APEC 經濟體發展單一窗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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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議題未來展望

根據觀察，2012 年 APEC 除將持續討論供應鏈連結議題，以及落實

供應鏈連結行動計畫外，在下世代貿易投資暨議題方面，對於促進全球

供應鏈，將進行個案研究（case studies），以利全方位了解全球供應鏈

之面向。

2011 年 APEC 領袖會議，TPP 貿易部長向領袖報告中提及 TPP 的五大

特性，（註：1. 全面市場開放；2. 完全的區域協定；3. 跨領域議題；4. 新

貿易挑戰；5. 與時俱進）其中在跨領域議題中亦強調供應鏈之重要性，

並確認 TPP 協定應當反映演變中的 21 世紀貿易暨投資議題。由於 TPP 標

榜為一可解決新興貿易問題之 21 世紀高標準、高品質之自由貿易協定，

未來在 APEC 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包括供應鏈）議題之研析，可與 TPP

談判相關內容作緊密連結。另外，在跨領域議題方面，TPP 亦強調發

展（development）的重要，包括對貿易能力建構協助以及談判執行之彈

性，以及其他社會經濟議題，如婦女、扶貧、整合鄉村國際發展以及促

進企業社會責任。探討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亦可結合發展的概念，加

入永續性的意涵（Sustainability），如討論供應鏈之永續性（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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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將建構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

吳福成

日本提出建立東北亞區域聯網的進出口物流管理體系倡議，已獲得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支持；另外，稍早之前中俄兩國領導人在莫斯科簽

署的「中俄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也將合作

推動雙邊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列為重點之一，而俄羅斯政府更把發展

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納入其國家現代化計畫重要項目之一，並將此議題

納入 2012 年海參崴亞太經合會（APEC）年會的焦點議題。面對東北亞

區域浮現的建立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發展態勢，台灣作為全球主要貿易

國家，更應予以關注，甚至尋求參與該項議題的可能性。

日本提出區域聯網物流管理體系倡議

日本政府有鑒於當前國際物流領域，約八成以上的製造廠商是將部

份或全部貨品出口委託給外部物流業者，但因卡車運輸企業、通關業

者、倉儲業者、輪船公司等都是各自擁有獨立的管理體系，很難及時把

握整體物流運送情況，只能分別對每個環節進行查詢，今後若要提高亞

太區域內的物流效率，降低貿易成本，理應將各個環節所擁有獨立的管

理體系實現聯網，並在貨品和貨櫃上安裝具有編號的電子標簽，以利在

貨品進出工廠、倉儲等環節時，相關資訊可以隨時聯網更新。據評估，

通過建立一套亞太區域聯網的進出口物流管理體系，就能隨時掌握貨品

的位置所在相關訊息，製造業廠商也可削減不必要的庫存，以日本電機

業來說，每年即可減少約 590 億日圓的庫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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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已在 2011 年美國主辦的 APEC 各級會議場域提出此一構想，

建議建立東北亞區域聯網的進出口物流管理體系，預計第一階段將自

2011 年 10 月起先在日本和中國大陸港口間的貨櫃運輸進行實証性的實

驗，初步運算的結果，未來在日中兩國間從工廠出貨到零售店鋪所需時

間，將從既有平均 7 天的基礎上縮短 1.1 天。日中兩國間一旦在 2011 年

底完成區域聯網的進出口物流管理體系實驗，2012 年在海參崴 APEC 會

議上就將擴大建議亞太區域各經濟體，都應導入此一物流管理體系的具

體程序和對策方針。

中俄將完善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

中國大陸對參與建立俄羅斯濱太平洋地區的物流和交通體系計畫相

當積極，2011 年 6 月間胡錦濤主席和俄羅斯總統梅德偉傑夫在莫斯科簽

署的「中俄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和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強調，在俄

羅斯擔任 2012 年 APEC 年會主辦國的背景下，雙方將擴大在 APEC 架構

下的合作，將展開多項領域的合作，其中包括完善兩國的物流和交通體

系。

事實上，由於中國大陸東北三省與俄羅斯濱太平洋地區和西伯利

亞，以及北韓國境相連，並隔著日本海與日本西岸的本州島（新潟港）

遙遙相對，在現有的圖們江開發計畫和東北亞經濟圈視野下，相關國家

都已積極在進行物流和交通合作。譬如經由俄羅斯，穿越日本海，中國

大陸與日本已建立一條陸海連結的交通運輸路線。而在中俄邊界的大烏

蘇里島，兩國也計畫在當地開闢成自由貿易區，並作為拓展東北亞市場

的貿易和物流基地。

另外，俄羅斯也計畫利用 2012 年在海參崴舉辦 APEC 年會的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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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擴大招商引資，爭取日、中、韓等國企業前往投資，並加強海參

崴作為區域貿易港的物流、倉儲和運輸體系建設，並提升西伯利亞大鐵

道在連結亞洲與歐洲市場的貿易運輸效率。目前俄羅斯已充分利用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場域，推動亞太區域內的物流和交通體系，尤

其是供應鏈的基礎建設，其主要目標也是期待各經濟體能參與俄羅斯濱

太平洋地區（特別是海參崴）和西伯利亞區現代化的開發計畫。

2012 年 APEC 領袖高峰會聚焦發展區域物流和交通

體系

2011 年 9 月 9 日在海參崴舉行的第五屆太平洋經濟大會上，俄羅斯

第一副總理伊戈爾．舒瓦洛夫更公開宣稱，發展國際貿易和貿易體系將

是 2012 年在海參崴召開的 APEC 領袖高峰會的主要議題。他還表示，領

袖高峰會還將討論發展區域物流中心和交通運輸等議題。顯而易見，發

展東北亞、甚至亞太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將是明年 APEC 年會的焦點議

題之一。

面對 2012 年俄羅斯海參崴 APEC 年會的即將登場，台灣作為全球主

要貿易國家，若能參與建立東北亞、甚至亞太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

對本身和對 APEC 區域整體貿易便捷化是有相當正面意義。尤其是我國

ABAC 代表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在 ABAC 架構下主導區域供應鏈連結安

全（含交通運輸安全）議題，今後我方將更有機會尋求與日本、中國大

陸、俄羅斯合作，共同引領 APEC 區域物流和交通體系議題的進一步發

展和實現。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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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中匯率問題看當前國際金融協

調的困難

邱奕宏

2011 年美中匯率爭議再度復燃

2010 年二十國集團（G-20）領袖峰會未能解決的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與匯率爭議等議題，隨著 2011 年一月中國大陸國家

主席胡錦濤的美國華府訪問及二月中舉行的 G-20 財長暨央行首長會議而

再揭波瀾。此次的美中聯合聲明顯示，中方並未屈服於美方要求人民幣

升值的壓力，僅表示會以自己步調持續推動人民幣的匯率改革。另一方

面，美國財政部於 2011 年二月初呈交美國國會的國際匯率報告中，雖

然避用「匯率操縱國」（a currency manipulator）一詞來稱呼中國大陸，

但仍指出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隨著 G-20 財長暨央行首長會議的

到來，不僅美國財長蓋納（Timothy Geithner）積極遊說巴西加入對人民

幣施壓的陣線，連印度央行行長亦高調呼應美方對中國大陸的指控。從

這新一波由美國主導的合縱局勢顯示，華府未曾放棄其要求人民幣升值

的立場，但相較於採取恐引發兩敗俱傷之貿易戰爭的國會制裁，其轉而

運用較和緩的合縱策略來對北京施壓。

雖然此一策略的成功與否仍值得觀察，但從二次戰後的國際金融發

展歷史觀察，在目前國際政經體系中仍具獨霸地位的美國，顯然欠缺足

夠的條件來複製渠於冷戰時期協同其他主要經濟大國來對美元匯率進行

調整的成功經驗，例如 1985 年的廣場協定（the Plaza Accord）與 1987 年

的羅浮宮協議（the Louvre Accord）。弔詭的是，國際政經情勢從二次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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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美蘇兩極對抗到現今美國一強獨霸的局面，似乎並未讓美國在國際

經濟領域更能呼風喚雨，近來發展反倒凸顯了美國在主導國際金融秩序

上益發左支右絀的窘境。本文擬從政治角度出發，說明美國為何能在過

去成功地壓迫其他經濟大國調整匯率，而該情景將很難在今日重現的原

因。此外，本文欲強調當前國際金融發展所凸顯的多邊協商與多國角力

其實一直是二次戰後國際金融協調的常態，不同的是，當前新興經濟強

權的崛起與既有經濟大國的洗牌重組，導致國際金融協調相形困難。受

到此次金融危機重創而國力相對減弱的美國，在無法如以往扮演領導者

的情況下，似乎是預告了此波國際金融的紛亂情勢恐將持續。

從廣場協議到羅浮宮協議—風華不再的國際金融協

調範例

2010 年底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針對僵持不下的美中匯

率爭議，特別製播一集名為「美酒、雪茄及操縱美元的計畫」（Wine, 

Cigars, and the Plan To Fix the Dollar）專輯，採訪退休的美國官員並探討

他們如何在 1985 年藉由廣場協議的締結，來成功地聯合其他主要經濟

大國一同促使美元貶值，並在兩年後經由羅浮宮協議重演多國協調的戲

碼來促使美元升值。彷彿電影場景般，過去美國官員能夠召集少數重要

經濟大國的官員於一密室，在觥籌交錯中即決定了全球金融的走向，而

廣場協議即是此一典型範例。1985 年正當美國苦於強勁美元所導致其出

口競爭力銳減、失業增加及雙赤字的急遽惡化等議題，而日本經濟則相

對地快速成長並在全球市場上持續攻城掠地。此情況迫使美國亟思來協

調其他主要經濟大國來共同達成促使美元貶值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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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官員 David Mulford 正是促成唱衰美元之廣場協議締結

的幕後功臣。他在 1985 年夏天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在歐洲遊說主要經濟

大國，尋求一個能降緩日本經濟成長，並使其成長不致傷害其他國家，

而日本也能同意的解決方案。在美國官員努力下，來自五個經濟大國

（美、英、日、法及西德）的財政官員於 1985 年 9 月 22 日在紐約市的

廣場飯店（Plaza Hotel）集會，決議採取一致行動共同拋售美元。五國

在當時共拋售了 5 億美元（USD500 million），此一不大的金額卻因五國

一致行動所代表的重大意涵，而對當時的國際金融市場帶來震撼性的衝

擊。美元在兩年內從其匯率高點重跌了 40%，此超乎預料的成效迫使這

些工業國家在 1987 年 2 月於法國巴黎再度集會，決定在市場上大幅購買

美元以遏制其跌勢，從而根本上打消廣場協議所欲達成的效果。廣場協

議與羅浮宮協議可說是國際金融協調的少數成功範例，也是重大的分水

嶺。此種由少數經濟大國的官員齊聚一堂，在香煙美酒中來決定全球金

融市場走向的時代，已隨著當前國際金融情勢的日益複雜及新興經濟大

國的崛起而宣告終結。

然而，上述成功的國際金融協調案例在當今錯綜複雜的國際匯率戰

場中仍具有借鏡與啟發之處。被問到廣場協議成功的原因，Mulford 提出

了信賴感（trust）的提升與恐懼（fear）的使用。無疑地，美國官員長時

間於歐陸進行遊說斡旋的努力，似乎是提高相關國家的合作意願，然而

更有效的工具卻是威脅（threat）。這些經濟大國深切瞭解，如果他們不

在匯率議題上與美國配合，恐將迫使美國採取保護主義的手段來限制他

們產品的進口。事實上，美國國會在當時已有數個法案來準備實行這些

措施。一旦美國執行貿易保護主義，則將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造成更大的

打擊。然而，除了經濟因素外，政治因素更是不容忽視。

首先，日本為何會接受傷害其自身利益，並造成之後的經濟泡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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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十年」之經濟停滯的廣場協議？除了當時日本出口嚴重依賴美國

而畏懼後者的市場設限外，蘇聯在 1980 年代於東北亞及與日本有爭議之

北方領土的軍事擴充、擊落南韓客機及增加在鄰近日本海域的核子潛艇

演習，皆使得在軍事上依賴美國軍事保護傘的日本很難對美國所提之調

整匯率的要求予以拒絕。另外，與日本有類似處境的西德，也被迫必須

對美國的要求有所回應。西德在廣場協議的合作，主要是著眼於避免因

過度升值美元的硬著陸而導致馬克的劇烈波動，進而影響渠主導之歐洲

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的地位。如美元匯率調整處

理失當，恐將動搖西德在整合歐洲的主導角色。此政治考量促使審慎的

西德官員願意在之後的羅浮宮協議與美國合作共同遏止美元的跌勢。換

言之，由於德日兩國對美國軍事安全的依賴、及考量美元作為國際主要

儲備通貨之地位對本國經濟的衝擊，與他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而致使

此兩個經濟大國在匯率議題上必須與美國合作。

特里芬困境與美國主導國際金融協調條件的消逝

但是追根究柢，目前在檯面上爭議許久的美中匯率問題其實只是全

球經濟失衡的一個面向。在二次大戰後確立以 35 美元兌換一盎斯黃金

的布列敦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可說是在二次戰後西方

國家企圖藉由國際合作來避免匯率爭議及重建全球經濟秩序，影響最為

深遠的一次範例。該體系確立了美國作為國際通貨發行國的地位，也因

而賦予渠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責任與隨之而來的特權。然而，此體系在

成立之時即埋下其覆敗的因子。早在此體系於 1970 年代崩潰前，美國

耶魯大學教授 Triffin 已於 1960 年即指出此體系的必然崩壞，因為其內

部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性，此即是廣為人知的特里芬困境（the Triffin 

Dilemma）。他指出，布列敦森林體系確立美元作為國際通貨的地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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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必須提供足夠的美元流通以配合世界經濟成長的需求，但長此以

往勢必導致其國際收支逆差。美國經年累月的國際收支逆差將嚴重降低

其他國家對自身持有之美元的信心，而根本地破壞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

前提—即美元須保持其幣值的穩定。此一難題從布列敦森林體系的金匯

兌本位制到後布列敦體系時期的浮動匯率制度皆未能獲得根本解決。

簡言之，美國能長期維持其入不敷出（ lives beyond its means）的經

濟模式主要受惠於三項因素：即作為國際通貨的發行國、世界最大經濟

體及全球無可匹敵的軍事霸權。然而，美國長期拒絕對其國內經濟結構

進行調整，反而屢次將經濟調整的壓力施加於貿易夥伴的作法，並非未

曾引發反彈。

冷戰時期，法國戴高樂政府對美國因美元獨特地位而享有「不用流

淚的逆差」（deficit without tears）之特權深表不滿，因而呼籲其他工業國

家共同逼迫美國接受金融體系改革，但此倡議終因歐洲國家忌憚美國撤

回其對歐洲盟國的防衛承諾而未果。在 1970 年代末期，西德與法國致

力於歐洲貨幣體系（EMS）的籌組，即是欲經由強化歐陸國家間的貨幣

合作機制，來促進歐洲國家間的貨幣穩定並進而減少美元波動的負面衝

擊。在後冷戰時期，歐元區（the Euro-zone）的成立，提供了美元以外

之國際儲備貨幣的另一選項。然而，這些努力至今似未徹底動搖美國自

二次戰後作為當前國際金融之體系締造者（system maker）與特權享有者

（privilege taker）的角色。美國仍然在金融危機後的 G-20 會議中主導訂定

以其國內法為範本的國際金融管理規則，依舊在其國際收支情況惡化下

擴大政府開支、實行減稅與寬鬆性貨幣政策，而將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

壓力加諸於其貿易夥伴之上。

但是，美國此次是否能重演前述之廣場協議與羅浮宮協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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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協調主要經濟大國來共同對美元匯率採取一致行動呢？如我們根據

學者 Mastanduno 的分析，前景應不甚樂觀。他指出，美國在冷戰時期

能成功領導國際金融秩序可歸因三項條件：貿易夥伴對美國的安全依賴

（security dependence）、美元無可挑戰的地位及美國市場的不可或缺性

（indispensability）。他認為上述條件在後冷戰時期不是面臨挑戰就是不復

存在。

誠然，在 2011 年正式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並非在安全

上依賴美國，而其他工業國家與新興大國在安全議題上依賴美國的需求

及迫切性，也隨冷戰結束而大幅降低。但是在美元作為國際主要通貨的

條件上，從歐元區爆發諸多金融危機看來，美元作為國際主要通貨的地

位即使備受質疑與挑戰，但似乎仍是多數國家在外匯儲備上的主要選項，

或說是不得不的痛苦選擇。中國大陸官員曾表示，雖然明知美國政府一

次數兆元的公債發行會導致其持有的美元貶值，但還是必須含淚忍痛地

購買美國公債，因為沒有其他選擇。

最後，即使在金融危機後，美國目前仍穩居全球最大經濟體，其經

濟規模仍約是第二名中國大陸的三倍。在後者真正落實以內需來帶動經

濟成長之改革前，美國消費市場的復甦，恐怕仍是各國引頸期盼來帶動

世界經濟成長的關鍵。因此，美國官員從總統歐巴馬到聯邦儲備理事會

主席柏南奇才會振振有詞地表示，唯有美國經濟復甦才能帶動世界經濟

成長，並以此作為正當性，訴求需調降美元幣值以擴大美國出口，進而

提振其國內民眾的消費意願來帶動全球經濟成長。

嚴格來說，美國想要號召各經濟大國官員於一室，重演在美酒與雪

茄環繞下，經由主要大國協調來對美元匯率進行調整的條件，似已不復

存在。取而代之的國際金融協調將是如在 G-20 場合的多邊密集諮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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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以及經由公開或暗中進行之多邊或雙邊的外交折衝，而在漫長的協

商過程中所達成的各方妥協結果。

中國大陸領導國際金融協調的可能性

在當前的後金融風暴時代，美國自二次大戰後作為國際金融秩序

的體系締造者與特權享有者之地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目前國際經濟

之多國勢力崛起的紛亂情勢，似如一次大戰爆發至二次大戰間的過渡期

（interregnum）般，相對衰弱中的霸權不具足夠的力量來領導各國制訂新

的遊戲規則，而崛起中的強國則尚未具備主觀意願及充分的政經實力，

來承擔引導全球經濟秩序的責任。當前情勢更由於今日的美國尚未衰微

如二戰後的不列顛，以及中國大陸之國力亦未達昔日的美利堅，而導致

現今國際金融協調的前景更加撲朔迷離。

不容否認，作為目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在未來國際金

融領域上具備成為主導國家的潛力。但如依前述 Mastanduno 所列出的三

項條件觀察，中國大陸想一躍而成為主導全球金融走向的霸主，似乎還

有漫長的一段路要走。姑且不論諸如開放人民幣並使其成為國際主要通

貨對其國內的政經衝擊，抑或是開放其國內市場並使之成為帶領世界經

濟成長之引擎等經濟條件，未來中國大陸能否於軍事上順利和平地超越

美國，根本地改變國際秩序，還是一個未解的問題。倘若說大不列顛的

皇家海軍扮演著一次戰前自由貿易的捍衛者，當今世界最強大的美國海

軍同樣地肩負著維繫經濟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公海自由航行權，以及穩定

各區域政治情勢的責任。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海軍實力是否能在未來數

年超越美國並承接其守護全球商業活動的任務，而非僅是藉由其軍力的

強大來擴張其在鄰近爭議海域（如東海及南海）的威嚇能力，則值得未

來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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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重要因素，即是當前的中國大陸是否具備眾望，換言之，即

是能被他國追隨的領導者（leadership）特質，這是連中國大陸學者在內

的觀察家都普遍質疑的。如僅就 G-20 成員來看，一旦中國大陸決意挺身

出面領導，有多少國家會是中國大陸堅定的盟友？巴西？印度？還是歐

美日等老牌先進國家？特別是在作為促進國際金融協調的領域上，作為

領導的國家自身必須對資本主義所強調之自由開放的市場機制有一定程

度的服膺與實踐。這將對以發展中國家自居而強調「中國獨特性（Chinese 

Exceptionalism）」之經濟制度，及以依賴美歐市場之發展型國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來達成其現今經濟成就的北京當局，構成最根

本且嚴峻的挑戰。上述因素都是我們在思考當前國際金融情勢而寄望於

中國大陸時，所必須冷靜思考的課題。

小結：  缺乏霸權領導、共識不明，美中匯率問題波

譎雲詭

當今全球匯率爭議主要肇因自於全球經濟失衡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與美國霸權領導的式微。過去美國憑藉其作為國際經濟的體系締造者與

特權享有者的角色，巧妙運用威脅與利誘來迫使其他經濟大國同意渠所

主導的美元匯率調整，來締造如廣場協議與羅浮宮協議等符合美國利益

的大國協調之成功範例。然而，促成這些協議的主客觀因素在當前多國

經濟勢力並起的時代已不復存在。此情勢迫使美國退而求其次地採取聯

合其他國家來共同對中國大陸施壓的合縱策略。儘管當今的中國大陸並

非以往處處受制於美國的日本，但是錯綜複雜的美中經濟互賴與戰略競

合關係，將迫使兩國在匯率爭議的處理上更為謹慎，以避免擦槍走火而

導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爭爆發。換言之，對於爆發全面經濟衝突的顧慮

將促使美中兩國思考可行的妥協之道。但是在最終妥協方案達成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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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仍會揮舞著國會貿易制裁法案作為武器來展示其威脅，並藉由與其他

經濟大國的串連來增加對北京施壓的力道。另方面，中國大陸則將持續

控訴美國濫用其發行美元的特權及罔顧穩定國際金融的責任，藉以緩和

國際間對人民幣低估的批判，進而爭取更多時間來換取自身的經濟結構

調整，以降低未來人民幣升值對其國內經濟的衝擊。由此觀之，在當前

一個缺乏霸權強勢領導及主要經濟大國在關於未來全球金融秩序之走向

尚未達成明確共識的情況下，美中匯率衝突仍將在多邊協商與雙邊角力

的合縱連橫中持續進行。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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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家利益」對上「核心利益」：

論對台軍售、人民幣操控議題對美

中關係之影響

陳奕帆

〈對台軍售 衝擊美中關係〉、〈人民幣問題升溫 美中關係緊張〉、〈南

海問題 考驗美中關係〉、〈北韓挑釁 挑戰美中關係〉、〈釣魚台風波華府

介入 美中關係備受關注〉⋯，只要在 Google 搜索關鍵字「美中關係」，

馬上就可以跑出這麼多相關的新聞標題。其中每則新聞，都與目前世

界上兩大強國的「國家利益」及「核心利益」息息相關。「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s）」一詞，常在美國好萊塢電影中聽見，也常被美國官

員，用來描述該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最高之指導原則。而「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一詞，則在 2011 年 9 月 7 日，由中國大陸國務院發表之《大

陸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明確的定義了六大國家核心利益。

對台軍售 美中摩擦

美國政府於 2011 年 9 月 21 日，正式通知美國國會三項總價 58.5 億

美元之 F-16 A/B 型戰機升級案及相關對台軍售。早在 7 月時，國務卿希

拉蕊就表明會在 10 月 1 日前做出軍售案之決定，中國大陸對軍售台灣

一案，仍舊提出相當程度的關切及抗議。此次軍購結果，雖非我國最理

想，但仍可接受，因為本案也是在美國政府多方考慮之下，做出最符合

其「國家利益」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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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採購

F-16 戰機採購一案，我國原本希望可以購買 F-16 C/D 型戰機，以取

代逐漸老化、服役超過 40 年之 F-5E 戰機。再加上我國於 90 年代自老

布希政府時期購買之 F-16 A/B 型戰機，維持我國之空優。然而，9 月初

美國政府宣佈對台軍售案前，《國防新聞（Defense News）》雜誌報導，

此次歐巴馬政府只會售予台灣 F-16 A/B 型升級案，而非台灣最想購買之

F-16 C/D 型。雖然我國在馬政府上台後，已經與中國大陸簽署了 15 項

協議，兩岸關係大幅提升。但是，為維持兩岸和平，還需必要之武力作

為後盾。所以，台灣將繼續向美國採購防衛需要之武器。

◎ 美國售出

首先，基於美國 1979 年通過之《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及雷根政府任內提出之《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美國政府

得提供台灣適當之防衛型武器。經美方評估過後，F-16 A/B 型升級案，

加上相關配套，為最適當之防衛武器升級。再者，美國目前債臺高築，

軍售雖然無法立即解決其財政困境，但也不無小補。尤其可以對美國國

內，如：德州 F-16 戰機生產線，提供民眾相對穩定之工作機會。第三，

美國對台軍售被視為是美國對亞洲盟國提供安全保障之一重要指標。特

別是在東亞地區之盟國中，擔憂中國大陸是否真採取「和平崛起」路

線，有一定程度之信心穩定作用。

◎ 大陸抗議

美對台軍售案宣佈之後，果不其然，中共抗議美國「嚴重干涉中國

內政」。中國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召見美國大使駱家輝抗議、中共

駐美大使張遂業也在華盛頓向美方抗議、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楊潔箎也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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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時向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抗議。中共宣稱美方行徑

將對兩國軍事交流造成影響，但此次軍售，中國大陸之反應也似乎沒有

2010 軍售時激烈。猶記當時，中方以「不方便」為由，推遲了美國國防

部長蓋茲訪中。同時，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訪美一事也有所延遲，兩

國軍事交流近乎全面中斷。故此對台軍售案，中國大陸雖然抗議，但似

乎也在可接受範圍之內。

長期以來，美國對台軍售已經成為美中關係中最易摩擦之議題。因

此，中共對於這「台灣會買、美國會賣、中國會抗議」之軍購反應模

式，應做出修正或及早適應。此外，東亞地區也並非只有台灣，向美

國購買軍備。東北亞的日、韓兩國，以及東南亞的菲律賓、越南、新

加坡等國，均有與美國加強軍事合作及交流之趨勢。

貨幣戰爭 大選議題

美國參議院於 2011 年 10 月 11 日以 65 票對 35 票通過《2011 年

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Currency Exchange Rate Oversight Reform Act of 

2011）》，正式通過懲罰人民幣低估。此案也遭到中國大陸當局全面反

擊，除了中國人民銀行、商務部、外交部發表措辭強硬的聲明之外，人

民幣兌美元也開始貶值，似乎是為了反擊美國參議院通過此法案之動

作。

◎ 兩院不同調

在美國參議院通過「懲罰人民幣操縱法案」之後，美國眾議院議長

共和黨籍貝納（John Boehner）已經表態不支持此案。貝納對法案表達「嚴

正關切」，並指出國會不應介入匯率，以免引發美中貿易戰。參議院目前

為與白宮主人歐巴馬同黨之民主黨參議員為多數，眾議院則是以貝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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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領導的共和黨議員為多數，因此參、眾兩院在《2011 年貨幣匯率監督

改革法案》上，自然可能存在著不同立場。當今已有為數不少之美國企

業在中國大陸經商，共和黨長期跟富人、大企業站在同一陣線，故美國

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也同意眾議院議長貝納之看法，認為

此舉會傷害在中國大陸投資之美國企業利益。因此，美國國會兩院才會

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 府會有歧見

即使美國參、眾兩議院，戲劇性的一致通過「懲罰人民幣操縱

法案」，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也可能對於法案行使「否決

權」。雖然歐巴馬尚未對此案作出具體回應，但是，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

（Timothy Geithner），以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卻已經分

別對《2011 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表示出贊同懲罰人民幣操縱之

聲。10 月 12 日，參院法案通過隔日，美財長蓋特納接受訪問時表示，

「中國必須更迅速行動，允許人民幣升值，我相當支持參院人民幣法案

目標」。14 日，蓋特納又在巴黎出席 G20 財長會議時強調，「美國與中

國大陸之間在經貿領域有大問題，最顯著的就是人民幣匯率持續低估。」

15 日，國務卿希拉蕊也說：「中國大陸透過刻意壓低人民幣匯率來促進

出口，在世界歷史上累積了最大貿易盈餘，這不僅損害美國利益，也損

害了其他主要經濟體。」

◎ 世貿不允許

就算歐巴馬政府最後簽署了由參、眾兩院一致通過之《2011 年貨

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此一明顯貿易保護主義色彩之法案，將引起新

的貿易保護戰爭。對於目前全球經濟尚未完全復甦，外加歐債危機尚

未解除的狀態之下，加劇了世界經濟蕭條之程度。此外，美國政府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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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擔心該法案引起關於國際義務一致性問題，並可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

（WTO）貿易規則。所以，10 月 12 日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主席狄安華（Ted Dean）表示，「參議院的法案將

損害雙邊貿易和投資關系，削弱美國在世貿組織中的地位，傷害國家利

益。我們反對該法案。該法案不應被納入法律。」因此，美國政府應不至

於冒此風險，通過此懲罰人民幣操縱法案。

由此可知，《2011 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是為 2012 年 11 月美國

大選所製造出之選舉議題。其政治面之涵義遠遠大於經濟層面。要是中

國大陸因此而有強硬反擊之舉，不只會傷了美國，也會傷了自己。法案

的通過與否，皆無關人民幣匯率走勢，且如果中共反應太過激烈，剛好

會中了美國政客，藉著美國國內選舉，將中國大陸塑造成壞人之計。

結論

無論是「對台軍售」或是「懲罰人民幣操控法案」，皆是近期內美、

中兩國遭遇之摩擦。美國是為了其「國家利益」，而中國大陸又何嘗不是

為了維持其「核心利益」呢？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時程越來越近，共和黨

黨內初選候選紛紛為中國大陸貼標籤；而民主黨籍歐巴馬總統也積極尋

求連任，兩黨都不會輕易放過可操弄為其加分之政治議題。另外，中共

新一代領導班底是否像目前胡、溫體系如此自制，可以繼續「韜光養晦」

以及有一定彈性處事方針，仍值得密切觀察。美中關係並非一味追求輸

贏之零和遊戲，兩國皆須仔細思考、小心應對，來維護各自關切之「利

益」，達成雙贏局面。

（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並為民國 99 年外交獎學金得

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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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實施後兩岸經貿關係展望

CTPECC秘書處

近年來，中國大陸儼然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市場，對於台灣的重要性

也早已不容忽視，ECFA 自然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萬方矚目的焦點，

然而 ECFA 對兩岸以至於周邊國家的經貿往來影響，則仍須深入剖析。

為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邀請中

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研究員暨浙江樹人大學外經貿學院陸建人院長

來台進行演講，前瞻並剖析 ECFA 實施之後，兩岸經貿關係的展望。以

下是陸院長的分析，以及與會學者專家的討論紀要：

ECFA 實施來的效果

根據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規定，兩岸雙方已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早期收穫計畫，有 539 項臺

灣產品享受優惠關稅待遇進入了大陸市場。加上此前大陸對台主動降稅

的 18 項農產品，共有 557 項臺灣產品享受到優惠關稅待遇。大陸則有

267 項工業產品享受到優惠關稅待遇，自從兩岸加強經貿緊密交流之後，

2010 年兩岸貿易額達 1453.7 億美元，較 2009 年上升 36.9%，再創歷年來

新高，可見效果相當顯著。

兩岸相互投資也因 ECFA 有顯著增長。據大陸商務部統計，截至

2011 年 2 月底，大陸累計批准台資專案 83460 個，實際利用台資 523.5 億

美元。台資在大陸累計吸收境外投資中占 4.9%。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開

放陸資入台至今，大陸已有 71 家企業赴台設立了公司或代表機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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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1.4 億美元，領域涵蓋批發零售、通訊、餐飲、塑膠製品、旅遊等

13 個行業。大陸政府支持和鼓勵有條件、有優勢的大陸企業赴台考察、

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推動兩岸經濟優勢互補，互利雙贏。

ECFA 與 CAFTA 的比較

CAFTA（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是大陸首個與境外經濟體簽

署的雙邊 FTA，為其後與包括臺灣在內的其他經濟體簽署雙邊 FTA 提供

了有益的經驗。例如早期收穫計畫就是 CAFTA 首創。就此，陸院長也就

CAFTA 與 ECFA 的早期收穫計畫之不同，做了詳盡的比較：

1. CAFTA 與 ECFA 的早收專案內容不同 

CAFTA 的早收產品約有 600 項全部是農產品，當中國大陸本著「讓

東盟先摘桃」的讓利原則，同意並實施計畫後，大陸廣東、廣西的果農

受到嚴重衝擊，損失巨大，有的直至破產，被迫放棄種植。而 ECFA 早

收清單並未列入農產品及臺灣的弱勢產業，且大陸主動對 18 項農產品與

攸關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之 50 項產品提供零關稅 。

2. ECFA 早收產品數量不對等 

CAFTA 早收產品 600 種是中國大陸和東協 6 個老成員共有的，數量

對等。而 ECFA 早收產品臺灣有 539 項，加上大陸主動單方實施的 18 項

農產品共有 557 項，而大陸僅 267 項（不足一半），數量不對等。這在全

球雙邊 FTA 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ECFA 附件三《適用於貨物貿易早期

收穫產品的雙方保障措施》規定了雙方的保障措施和終止條款，這主要

出於對臺灣方面的保護，而 CAFTA 沒有這樣的特定條款，但適用 WTO

條款。這也反映出 ECFA 待遇高於 CA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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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貿易開放水準不對等 

中國大陸與東協在 CAFTA 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雙方享受的待遇是對

等的。而在 ECFA 中，雙方不對等。大陸服務貿易對臺灣開放的程度都

超越其對 WTO 的承諾，讓臺灣享受比歐、美、日等更優惠的市場進入

條件。與此同時，臺灣服務貿易對大陸開放的都屬於原來在 WTO 架構

下開放的水準，沒有超越臺灣對其他 WTO 成員的程度。

4. 協議實施期限不一樣 

CAFTA 遵照 WTO 規定，提出在 10 年內完成協定目標，而 ECFA 未

見有「以達成自由貿易區為目標」的規定，也未規定完成自由化的最終

時間，對於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協定與爭端解決協定的開始時間

有規定，但未規定完成協商的時間。 

5. ECFA 有「退出」機制 

ECFA 第 16 條設有「終止」條款，即一方有權退出協定。這是大陸

接受臺灣要求的結果，為臺灣「退場」提供了靈活性。這一條款有助於

化解臺灣內部有關十年內須有消除 90% 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之爭議，也避

免因設定時間表而衍生協商開放壓力。CAFTA 沒有相應條款。

ECFA 實施後兩岸經貿關係展望

陸院長認為：大陸現為臺灣最大交易夥伴，同時也是臺灣最大的對

外投資地區、出口市場、順差來源地區與第二大進口地區。金融危機正

在改變大陸僅僅是臺灣製造基地，而美、歐才是臺灣產品最終市場的格

局。當大陸替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進口市場時，全球貿易格局將面臨重

新洗牌。在世界各國爭相向大陸出口產品時，大陸將有更多、更大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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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權和選擇權。甚至一些貿易規則都將改變，而根據大陸「十二五規

劃」，未來 5 年大陸經濟結構將進行重大改變，把目前出口帶動的經濟

結構朝向擴大內需發展。同時，該規劃也規定「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落

實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即 ECFA），促進雙向投資，加強新興產業、

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合作」，這是臺灣產品憑藉 ECFA 強勢進入大陸消費市

場的極好機遇，應及早籌畫。

從現實層面來看，臺灣產品和企業以 ECFA 的優惠待遇進入大陸市場

後，可以利用大陸與東盟以及其他經濟體簽署的雙邊 FTA 作為平臺，按

照規則進入它們的市場，分享 FTA 的好處，擴大自身的國際經貿空間。

例如，大陸台商可「搭便車」，在原料選購、產品外銷至東協貿易區時，

享有近於零關稅優惠。這種「迂迴」方法的好處是可以避免臺灣受 FTA

夥伴強勢產品的直接衝擊，趨利而避害。

此外，大陸充分理解臺灣擴大國際經貿空間的迫切需求，「胡六點」

中也把「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

途徑」作為兩岸交流與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但「一個中國」的原則仍

是大陸的底線。

有關台灣想與東協各國簽署 FTA，陸院長認為台灣的當務之急是：

1.  做好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障與爭端解決機制等主要議題的

ECFA 的後續協商；

2.  繼續推動金融監控、商品檢驗、農產品認證、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多項

措施，將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

3.  臺灣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度都有限，產業結構調整尚未到

位，還有大量作坊式小企業，農產品處於高度保護狀態，因此當局應

審慎因應 ECFA 下市場開放，對經濟和民生所帶來的衝擊。

150

區域政經總覽 - - 區域重要國家政經動向



由區域、台灣、大陸角度，看 ECFA 實施後的經貿

發展

政大外交系劉德海教授認為，ECFA 下，大陸方面的獲益主要在於增

加區域經貿整合上的談判籌碼。在 2002 年，大陸與東協簽訂 FTA 之後，

中國大陸取得了一定的領導地位，使得日本在與東南亞區域整合的地位

上有所削弱，而日本也擔心兩岸從經貿整合進一步邁向政治整合。南韓

則擔心「大中華經濟區（兩岸加東協）」之成形，所帶來的威脅，以及兩

岸在諸如 IT 產業、半導體等長期合作項目，進一步增強實力。不利於韓

國。由於 ECFA 目前在面板、半導體、石化、3C 數位產品等主要對韓國

造成衝擊的產業項目上，發展尚不明朗，所以目前只有四分之一的韓商

感到威脅，但 2010 年 4 月，韓國總統李明博首度表示：韓國應該認真考

慮與大陸簽訂 FTA。

中華經濟研究院靖心慈副研究員認為，由於 ECFA 談判中尚有許多

不明朗的部份，若要在一定時間內有結果，應該先避免敏感、麻煩的議

題。台灣自身則應思考自己在產業鏈的定位，政府也應使經商環境更利

於產業創新與服務業向外發展。台灣經濟研究院中國產經研究中心莊朝

榮主任表示，大陸希望台灣能引進高階製造技術和管理，以補大陸供應

鏈的不足，使大陸產業轉型升級。在中國大陸也想加速創新，增進企業

競爭力的前提下，台商除了自身的創新之外，也要注意大陸整體上的法

制改革，以及經濟發展資源逐漸由中央控管下放至地方後，地方保護主

義和市場分割盛行的問題。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則點出：台灣與區域內其他國家洽簽

FTA，雖可能降低對大陸的依賴，使大陸對台灣的影響力降低，但也可

以凸顯台灣加入 WTO 之後應有的權利，對兩岸關係長遠發展有利。

（本文由台經院國際處黃暖婷助理研究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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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對 ECFA 的觀感與因應策略

 劉德海

 2010 年 6 月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 簡稱 ECFA）。從 ECFA 開始談判，南韓各界就一直

相當關注。由於南韓是我國在國際貿易上的最大競爭對手，值得吾人深

入瞭解南韓的因應策略，未雨綢繆，預先有所防備。本文主旨即在探討

南韓對 ECFA 的觀感、因應對策以及我國應有的準備。

韓台之間產品交集多，ECFA 對韓資企業不利

南韓堪稱是兩岸簽訂 ECFA 受到負面衝擊最大的國家，因為韓商

與台商激烈競爭的石化（僅小部分）、紡織、機械、運輸工具等產業

都已被納入在兩年內降為零關稅的 ECFA 早期收穫清單（Early Harvest 

Program, 簡稱 EHP）中。不過，像半導體、手機、面版與數位電視等韓

台主要競爭產業並未納入早期收穫清單中。所以，目前僅有 25.4 % 韓商

感覺到 ECFA 構成威脅，若就業別來看，機械業有 55.6% 的南韓企業認

為會受到負面影響，比率最高，其次是晶片（52.4%）、紡織（48.8%）和

石化（48.2%）。 

儘管如此，在兩岸開始 ECFA 協商時，南韓即已開始擔心 ECFA 的

簽署可能對韓資企業不利。根據韓國貿易協會（Korea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簡稱 KITA） 與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簡稱 KIEP），在南韓和臺灣的對中國大陸出

口商品中，排名前 20 的商品有 14 項商品重疊，主要是半導體、半導體

零件、液晶面板、石化等產品。這些商品占南韓對大陸出口的 6 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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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比較範圍擴大到前 50 項商品，重疊的商品會增加到 33 項。KIEP 認為

ECFA 可解釋為是中國大陸企圖擴大對台灣的經濟影響力與台灣著眼於擴

大進入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策略交集而產出的結果。大陸對臺灣讓步的早

期自由化清單中的 539 項產品中，與韓國對大陸出口的 494 項產品重疊，

這些產品在 2009 年占韓國對大陸出口的 17.9%。在 494 項項目中，以一

般貿易額為基準，分析結果有 30 項相衝，受影響的集中在石化業（12

項）、鋼鐵（6 項）、運輸裝備（4 項）等。

再就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場中韓台競爭的現況，韓國與台灣的在大陸

進口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分佔第 2 與第 3 位。2009 年韓國與我國在大陸進

口市場的市場佔有率分別為 10.2% 與 8.6%，2005 年以後韓國小幅超越台

灣。韓台對大陸出口的前 100 項產品中有 81 項相互重疊。以中國大陸貿

易統計的最下層的 HS 8 為基準，韓台對大陸出口的前 100 項產品中有 81

項相互重疊，這些產品約佔韓國對大陸出口總額的 70%，這是因為韓台

的出口結構類似之故。

就台灣而言，與韓國重疊的 81 項產品約佔其對大陸出口比重的

70.2%，與韓國情況雷同。至於早期收穫清單的項目與關稅率對南韓所造

成的影響，早期自由化 539 項產品中與韓國對大陸出口的產品有 494 項重

疊，以 2009 年為基準，佔韓國對大陸出口總額的 17.9%（182.62 億美元）。

若以主要產品項目別來看 , 南韓有關產品的品目別在中國大陸市場

的佔有率平均約為 10.2%。尤其是石油製品、鋼鐵、銅製品、石化產品、

紡織 · 衣料、電器機械與零件等韓國產品在中國大陸市場的佔有率較高

（16.4~42.3%）。就產業別而言，與早期收穫清單有關的項目很多，出口

的規模也很大，韓台競爭激烈的石化產業影響的範圍最大。但是 PVC、 

PE、ABS、TPA 等韓國的主要出口項目最後被排除在清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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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P 建議：注意 ECFA 以後的實質協商，加速推動

韓中 FTA
因此，KIEP 覺得有必要積極檢討以 ECFA 為借鏡做為推動韓中 FTA

的參考。KIEP 對南韓政府的建言如下：應注意 ECFA 以後的實質協商。

根據 ECFA，在該協定生效後 6 個月內進行商品、服務、投資、經濟合

作方面的實質協商（目前正在進行協商）。中台合作的強化是以 ECFA 為

開端，預料將會繼續不斷地在未來強化更廣泛的合作。因此，對此有必

要持續掌握未來的動向與進行影響評估。此外，南韓應注意對中投資

的動向與相關活動。最近韓國的對中投資急速減少的同時，值得注意

的是兩岸關係卻改善，2009 年台灣對大陸投資激增，2007 年達 17.7 億

美元，2008 年增至 19 億美元，2009 年激增至 65.6 億美元。而韓國的對

中投資在 2007 年達 52.5 億美元，2008 年減至 37.5 億美元，2009 年更驟

降至 20.8 億美元。由於投資會帶動出口，因此預料台灣未來在中國大陸

市場的佔有率將會大幅提升。另一方面，雖然最近韓國對中國大陸投資

中服務業的比重正在增加，韓國對大陸投資中服務業的比重在 2004 年

為 8.7%，2007 年增為 27.3%，2008 年更升至 34.4%，然而 2009 年則降至

20.2%。儘管如此，由於銀行、證券與醫院等 11 項服務業被納入 ECFA 的

早期收穫清單中，使台灣藉此取得有利的先佔地位。

至於 ECFA 對韓中 FTA 意義，KIEP 的分析指出，透過 ECFA 台灣成為

在主要的製造業國中唯一能在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確保優惠條件者。就中

國大陸內需市場通路的條件與相關各國競爭的長期戰略來看，KIEP 呼籲

南韓政府有積極檢討推動韓中 FTA 的必要性。再者，ECFA 與早期收穫清

單等的型態極具實用性與靈活的創意性：（1）短期間協商（6 個月），（2） 

經濟效果實踐早期化（預定從 2011 年起），（3）值得注意的是達成確保

未來協商的推動力（台灣內部的反對最小化）等。值得注意的是，就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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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協商戰略而言，韓中 FTA 的協商與批准都走向長期化的情況下，韓國

對自 2011 年起生效的 ECFA 因應能力有限。而為獲得經濟效果的早期極

大化的目標，在韓中 FTA 裡有必要也大膽地活用 ECFA 與早期收穫清單。

同時，亦可檢討導入 ECFA 中選擇性的早期收穫清單的型態以及對非敏感

項目兩方一起先行全部開放的全面的 EHP。ECFA 協商實際上是中國大陸

首度試圖與製造業強國舉行 FTA 協商，由於與韓中 FTA 有頗多相似之

處，有必要注意觀察中國大陸的立場與態度以作為未來舉行韓中 FTA

談判時討論的參考。

事實上，早在 2009 年 10 月南韓對與中國大陸洽簽 FTA 的態度轉趨

認真。在此之前，南韓方面一直擔心與大陸簽署 FTA 會對其農業造成巨

大負面影響。2010 年 4 月南韓總統李明博（Lee Myung-bak）宣稱應認真

考慮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而當 ECFA 簽署後，大多數南韓媒體主張因應

ECFA 的最有效措施是儘早與中國大陸簽訂 FTA。然而以韓美關係為外交

主軸的李明博政府卻因韓美 FTA 遲遲未獲美國國會批准而難以全力以赴

地與北京舉行 FTA 談判。李明博政府不願因韓中 FTA 先於韓美 FTA 生效

而得罪華府。韓方認為韓中 FTA 可行性評估早在 2006 年即已完成，所以

可在不到一年內完成簽署，但迄今韓美 FTA 仍未獲兩國國會批准。這也

是南韓將與大陸的 FTA 正式協商排在今年下半年進行的主因。也有不少

南韓輿論主張應速與日本簽 FTA，相信如此將可增加南韓對中 FTA 談判

的籌碼。但是主要障礙是南韓對日的龐大貿易赤字（321 億美元）。韓方

擔心韓日 FTA 會使日本汽車、家電與鋼鐵製品會湧入。不過，韓日經

貿關係在日本大海嘯後有明顯強化的趨勢，這使得韓日洽簽 FTA 增加

動力，值得我國密切觀察。此外，南韓因應 ECFA 衝擊的另一選擇是加

速推動韓日中 FTA，不過亦非易事，因為日中關係在去年釣魚台事件後

迄今未能恢復，短期間難有大幅進展。同樣地，韓中 FTA 亦有可能受到

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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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台灣應爭取成為中、日、韓之間的經濟整合

樞紐

儘管 ECFA 為我國在大陸市場與韓商競爭取得一些優勢，但是國人

切不可得意忘形，因為 FTA 所獲的利益經常是短暫的，隨時可因對手

的因應策略而被化解。而事實上南韓積極主動的 FTA 策略即將對我國

造成嚴重的負面衝擊。首先，即將於 201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南韓 -

歐盟 FTA 將使我國輸往歐盟的產品失去競爭力。韓美兩國已在 2010 年

12 月完成 FTA 的追加談判，使韓美 FTA 在兩國國會通過的可能性增加，

因為此刻是美國比韓國更急於要通過 FTA，美商即將在南韓市場面臨歐

盟產品的重擊。韓美 FTA 通過的話，將於 2011 年元旦生效。根據韓方

的策略，下一步是 2011 年下半年與大陸簽訂 FTA（也會爭取在 2012 年

元旦生效），不論是韓中 FTA 抑或韓日 FTA，都意味著我國在未來一年內，

將可能面臨三大世界主要市場都遭到南韓產品免關稅嚴重衝擊的三大危

機。

我國宜儘速制訂因應的對策。首先應加速與北京完成商品、服務

與投資協定，且應搶在南韓之前與中共完成協商，否則將居於不利的

地位。在此同時，我國亦當發揮協調中日政經關係的功能。兩岸 ECFA

的簽訂已使得日本對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 態度轉趨積極。台灣不僅可

扮演使目前進行中的中、韓、日三國 FTA 進一步擴大為東北亞四個主

要經濟體（中、台、韓、日）的四邊經濟整合，同時尚應試著說服中

國大陸接受兩岸進入 WTO 的模式，即兩岸同時與日本進行 FTA 協商，

等三方達成協議後，由中國大陸先與日本完成正式簽署後，台灣再與

日本簽訂 FTA。南韓是兩岸與日本共同的貿易對手，日本亦深受南韓 FTA

之苦， 且國內藍綠都支持與日本簽署 FTA。目前台日已有積極接觸，商

討簽署 FTA 的可能性。日本是我國主要技術來源，而大陸是我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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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場，促成三方聯手成功堪稱是我國 FTA 的大戰略。《產經新聞》社

論呼籲日美應及早與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日本經濟新聞》社論也

認為由於中國市場的重要性有增無減，日本不僅應嚴肅考慮與中國簽訂 

FTA，同時亦應與台灣簽訂準 FTA，使日商得以善用 ECFA。 日本首相菅

直人（Naoto Kan）破例親挑商界耆宿丹羽宇一郎（Uichiro Niwa）擔任日

本駐中國大使即與此有密切關連性。丹羽在赴中履新前夕明白表示儘速

與中國簽訂 FTA 是他的三大願望之一。現在中日因釣魚台事件而尚未洽

簽 FTA，這正是我方發揮作用，促成三方皆贏的契機。當然這些都應與

大陸方面有一定的溝通，因為北京的默認是此一大戰略實現的關鍵，唯

有如此方可破解南韓 FTA 策略對我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進而使台海兩岸

關係的穩定、和諧、互利真正實現。我國才可完全融入亞洲經濟整合軌

道而不被邊緣化。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系教授兼 WTO 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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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安全與外交

吳福成

日本福島核事故，雖然粉碎了「核能安全的神話」，並導致部分國

家宣佈廢核或暫緩新建核電廠計畫，但相對地卻也激發了全球各國更

加嚴肅地面對核能安全工作，體認到唯有在確保核能安全的大前提下，

核能產業才有可能持續發展下去。而這之間，隨著全球對核能安全的

高度重視，也衍生出多軌道的核安外交，其中包括海峽兩岸的核安交

流合作。

日、中、韓、俄、美仍重視核電發展

基本上，核能迄今仍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最清潔也最具拓展前途的

能源之一，也是各主要國家滿足能源需求的重要來源之一，更在優化能

源結構（即降低化石燃料比重）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也是為什麼目

前全球各主要國家並沒有因日本福島核事故而終結核能的主要原因。

1. 日本仍未鬆口要停止核能產業發展 

日本是核事故的受難者，儘管菅直人首相宣稱要重新檢討日本能源

戰略有關核能地位和所比例問題，但迄今他仍未鬆口要停止核能產業發

展，只著重強調要儘快徹底調查福島核事故原因，並把相關信息和教訓

與世界共享，進而對國際社會謀求提高核能安全的討論作出積極貢獻。

日本經產省負責監管和推進核電產業的審議官西山英彥也公開指稱，「沒

有核電，就無法滿足日本今天的能源需求」。日本約有 30% 的上網電量

來自核能，預計 2020 年此一比例還要提高到 40%。日本核技術和設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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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廠東芝集團社長佐佐木則夫表示，有鑒於全球新興市場對核能的需

求很強，核電仍是該集團的核心業務之一。

2. 中國大陸發展核電的決心不動搖 

中國大陸在日本福島核事故後，雖一度表示要暫停審批新建核電廠

計畫，並提高對現有核電廠的安全檢測規範。不過，大陸國務院副總理

張德江仍強調：和平利用核電，提高清潔能源比重，是中國大陸能源發

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發展核電的決心不能動搖，加強核安全工作一刻不

能放鬆。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局長李幹杰在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第 5

次核安全公約締約國審議大會上更明確表態：在當前保障能源安全和對

應全球氣候變遷的形勢下，核電依然是最現實可行、能大規模發展的能

源。大陸國家能源局規畫司規劃處處長何永健最近在中國能源投資論壇

更披露：未來將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加強核電發展，十二五規劃到 2015

年實現 4000 萬裝機的計畫目標將維持不變。

3. 韓國仍將繼續全力發展核電能源 

韓國目前是全球第 5 大核能生產國，對於日本福島核事故作出最直

接的反應是，立即對現有 21 座核能反應爐展開全面安全檢查，一旦發現

有任何問題將予以關閉。不過，韓國知識經濟部能源資源室室長金正寬

已公開指出，為應對當前發展中能源短缺瓶頸，韓國將來仍將繼續全力

發展核電能源。因為使用再生能源的代價非常昂貴，所以韓國還是會考

慮發展核能。儘管日本福島核事故讓世界對核電有一定恐慌，但事實上

核能仍是當今世界最乾淨和最有可拓展前景的能源。目前韓國的核能發

電提供了全韓國電網中 36% 的電力供應，到 2050 年此一比例希望能提高

到 60%。

159核能安全與外交



4. 俄羅斯將加快腳步繼續發展核電產業 

俄羅斯曾經受到車諾比核事故的衝擊，為防止類似日本福島核事

故發生，將改變現有的核能發展戰略，可能停止使用一批老舊的核反

應爐，改為建設一批新的更加安全的核反應爐。俄羅斯總統梅德偉傑

夫已聲明，目前核能是獲得電力最為經濟、最有利的方法，只要遵守

使用核電廠的相關規定，核能是安全的。俄羅斯能源部長什馬特科也

宣稱，俄羅斯不但要繼續發展核電產業，還要加快腳步，希望將核電

在電力領域所占比例從目前的 16% 提高到 20-25%。另外，梅德偉傑夫

總統還公開推銷俄羅斯首先使用的獨特的能解決核廢料問題的 BN-600

型快速中子反應爐，這是當今被公認為是反應爐領域的佼佼者，非常

有發展前景。

5. 美國宣稱核能是未來能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擁有 104 座核電廠的核能大國美國，顯然也並未受到日本福島核事

故影響而有終結或緊縮核能的企圖，相反地還突出核能在未來能源的

重要性。歐巴馬總統針對日本福島核事故救災情況發表講話時仍著重

指出，在美國國內，核電廠連同風力、太陽能、天然氣和清潔煤等再

生能源，都是美國自身未來能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說已經要求

核能管理委員會對國內核電廠的安全再次進行全面評估。後來歐巴馬

總統在喬治城大學發表美國能源政策，提及核能政策時還重申 2011 年

的國情咨文所列出的目標，亦即到 2035 年，美國的 80% 的電力將來自

包括核能在的清潔能源。他還透露，美國正在建構一個新的國際架構

討論核電技術問題，以增強全球核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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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法兩國仍積極推進核能政策 

歐盟（EU）內部對核電廠的立場紛歧，德國反核旗幟鮮明，日本福

島核事故後，瑞士已考慮終結核能發電，義大利將於 2011 年 6 月就是否

重啟核電計畫舉辦公投。但是英國及東歐 6 國仍將積極推進核能政策，

其中英國還呼籲應發展使用乏燃料發電的新型核電廠。至於核電技術出

口大國法國則堅信核能目前仍不可替代，因為許多國家並不具有發展風

能和水力發電的自然條件，目前法國還積極推動嚴格的核安檢測標準，

希望能轉化為其核電技術商業優勢。

核能安全出現多軌外交

日本福島核事故的確在某種程度給全球核能發電產業前景帶來陰

霾，但主要國家基於本身的能源安全必要性，以及為有效應對全球氣候

變遷威脅，仍堅持在確保最高核能安全的情況之下繼續推進核能發展政

策，此一背景也牽動各主要國家和相關國際組織展開多軌外交，力求建

構一個更安全的核能環境，以及應對核事故的有效緊急應變能力。

1. 日中韓三國加速核能安全合作步調 

日本福島核事故最直接衝擊的，是東北亞鄰國的韓國和中國大陸。

事實上，韓國核專家早就積極呼籲早日成立「韓中日核電安全協議體」，

以期能共享情報、協商安全設計、安全檢驗、緊急對策等，以減緩東北

亞地區的核電恐怖。2011 年 3 月 19 日中日韓三國外長在京都會議已商

訂，核能安全和災難管理關係到三方的穩定和繁榮，因此今後三方將

加強在這方面的合作。2011 年 4 月 25 日中日韓三國的經濟、政治、學術

領域的菁英在杭州舉行「中日韓賢人會議」，也具體倡議設置「中日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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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安全標準協議體」。2011 年 5 月將在東京召開的日中韓三國領袖高峰

會，更將進一步通過有關核能安全合作的聯合協議。

2. 東協向日本提供地震 / 核事故救災援助 

東協（ASEAN）國家和日本也於 2011 年 4 月 9 日在印尼雅加達召開

有關日本大地震 / 核事故救災和重建工作的特別外長會議，東協各國表示

將與日本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並提供援助，這是東協首次以向先進工業

國家提供救災援助為目的之部長級會議。日本外相松本剛明轉達了菅直

人首相的致詞指出，日本將徹底檢查福島核事故，將以最大透明度向國

際社會說明目前發生的情況，並為在國際上提高核電廠的安全作出貢獻。

3. 金磚四國「三亞宣言」：將維持推進核能發電路線 

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大陸等金磚四國（BRICs）於 2011 年 4

月 14 日在大陸海南的三亞召開領袖高峰會，並發表「三亞宣言」，將維

持推進核能發電路線，認為這是新興國家持續成長的必要之舉。宣言還

強調核能將繼續在金磚四國未來的能源組成中占據重要地位，今後有關

核電廠的設計、建設和運轉的安全標準和要求，理應得到嚴格遵守，各

國應在此一條件下就發展以和平為目地的安全核能開展國際合作。

4. 基輔國際高峰會加強核能開發領域的國際合作 

為紀念前蘇聯車諾比核事故 25 周年，2011 年 4 月 20 日在烏克蘭首

都基輔召開了「安全和創新利用核能」國際高峰會議，由於正值日本福

島核事故發生不久，前後兩次核事故也激發各國領袖群起支持應加緊制

訂旨在確保核電廠安全的國際標準，以及核事故通報和緊急應變等方面

的嚴格執行規範。這次的國際高峰會議還達成一項共識，就是為避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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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比核事故和福島核事故給周邊國家和地區帶來不利的影響，應加強核

能開發領域的國際合作。

5. G8 和 G20 將推動建立核電廠的國際安全標準 

全球八大國集團（G8）2011 年 5 月在法國召開，地主國總統薩科齊

已徵得日本首相菅直人同意，將把制訂核電廠的國際安全標準納入 G8

議程討論，他並呼籲二十國集團（G20）也能商討建立起一套核電廠的

國際安全標準，並期待能在 2011 年底前實現此一目標。理論上有關核電

廠的國際安全標準議題係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權責，但因這次日

本福島核事故 IAEA 的訊息都仰靠日本片面提供，造成 IAEA 頻頻誤報和

修正消息，加上 IAEA 的秘書長又是日本籍的天野之彌，引發外界質疑

IAEA 的應變能力不彰，並有 G8 奪走 IAEA 主導權之說。

6. IAEA 將啟動加強全球核安及核事故緊急應變機制之程序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也將於 2011 年 6 月下旬在維也納召開以全

球核電廠安全對策為主題的部長級會議，除如何從日本福島核事故中汲

取教訓，共同對核事故進行分析，以及如何建立新的核電廠安全檢查機

制之外，並將啟動旨在加強全球核安全及核事故緊急應變機制之程序。

兩岸核安合作發展趨勢

自從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以後，我國有鑒於中國大陸東南沿岸面

對台灣就有 6 座核電廠 18 個核電機組，民眾對其安全性頗多疑慮，馬

英九總統已表示，政府決定將兩岸核安資訊議題納入第 7 次江陳會談。

2011 年 5 月初在成都召開的國共論壇，也可能對此一議題作先期討論。

對於台灣方面的提議，大陸國台辦已有正面回應，當雙方準備好後，可

由海基、海協兩會組專家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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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 年下半年將召開首屆「兩岸核能合作論壇」 

事實上，兩岸核能專業機構自從 1980 年代開始就建立了核安技術方

面的交流。大陸的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和台灣的核能科技協會的交流渠道

始終暢通。2011 年 6 月中旬兩岸核能專業機構將在南京舉辦「兩岸核電

廠事故應急管理與技術研討會」，接著在 2011 年第三或第四季則移師台

北召開首屆「兩岸核能合作論壇」，並希望將來能發展成為常態的交流平

台。大陸的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已召開籌備會議，邀請了大陸國家核應急

辦、國家核應急技術支持中心、江蘇和福建等省核應急辦、泰山和大亞

灣核電公司、江蘇核電公司等單位進行沙盤推演。

2. 大陸與香港 / 台灣兩路展開核安交流合作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大陸與香港在北京召開「內地與香港核電安

全技術交流會」，這項交流會係由大陸環境保護部和香港環境局共同組織

舉辦，針對核電安全管理、核與輻射安全訊息公開等議題開展了技術交

流。據瞭解，此一交流會舉辦的背景，與香港人對鄰近的廣東大亞灣核

電廠安全穩定持有疑慮有關。因此，當大陸既與香港進行核安交流，自

然也沒有理由不把核安議題納入海基、海協兩會來討論。

3. 大陸可望提供台灣加強核電廠與輻射安全信息 

特別是，大陸為了因應核電發展新形勢，滿足公眾知的權利，環境

保護部的國家核安全局已於 2011 年 4 月初公布「關於加強核電廠與輻

射安全信息公開的通知」，這項文件已充分參考美法等核電發達國家和

IAEA 等國際組織的先進經驗，並結合大陸的國情和核安監管編制而成。

預料，大陸方面將來也會以此文件內容提供香港和台灣作為核安合作的

依據。

164

區域政經總覽 - - 區域重要國家政經動向



結語

我國屬於核電小國，受限於經濟產業的能源需求，以及地理空間狹

窄，同時還要應對全球暖化減少 CO2 排放，理應在「核與非核」的政治

爭議之際，也傾聽國際之間對核電廠「趨吉避凶」的聲音，並關注全球

核能安全多軌外交（特別是兩岸核能安全合作）可能達成的新規範。目

前大陸已同意在下一次海基、海協江陳會討論核安議題，兩岸也將召開

首屆「兩岸核能合作論壇」，緊接著是如何從兩岸走進亞太區域、再走

向世界，與全球核安體系接軌。由於兩岸都是亞太經合會（APEC）的會

員體，而美、俄、日、韓等國家也都對提高核安和發展核能有共同立

場，或許在 APEC 場域兩岸合作，進而連結 APEC 主要會員體，共同

推進建構亞太核能產業安全合作機制，是可以嘗試的議題。

最後，面對全球核能電廠的兩極化走向，瑞典核物理學家帕克金森

曾把核能譬喻為馬戲團裡的猛獸，聽話時讓人感到其樂無窮，而一旦失

控，後果不堪設想。中國大陸的核能專家更借用當年毛澤東對原子彈的

辯證看法，亦即「原子彈只是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

怕」，援引作為認識核能電廠的立場，迄今大陸仍堅持繼續發展核能產

業，可能也是把核能電廠看成是隻紙老虎的一種辯證思維？因此，目前

我國最重要和迫切的工作，應該是採取與國際同步的更高核能安全標準

和壓力測試，讓核能猛獸變得更為溫馴，甚至真的變成一隻紙老虎，才

能消弭核事故風險於未然，把核能效益發揮到最大。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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殭屍化，但非木乃伊化：

依然「活著」的六方會談

 孫弘鑫

2009 年 4 月 14 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外務省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並且恢復原先停擺

的核子設施，使已經歷經了六輪的六方會談一直暫停到今日。但是到了

2011 年 3 月 15 日，北韓卻宣布願意無條件恢復六方會談。北韓最高領導

人－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在訪問中國大陸時，對北京方面表示北韓

方面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並願意無條件恢復六方會談，與會談

各方共同遵守九一九共同聲明。接著在訪問俄羅斯時，金正日在北韓 -

俄羅斯首腦會談上仍就繼續做出相同的宣示。

雖然美國以往的立場都是敦促北韓回到六方會談的機制，即使到了

2010 年 8 月歷經了天安艦事件與延坪島交火事件後，美國仍期盼和北韓

恢復交往。但在 2011 年 8 月 24 日針對金正日的宣示做出回應時，國務

院發言人紐蘭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卻表示，若北韓確實有意中斷核試驗

和導彈試射，這值得歡迎，但北韓目前的作為還不足以讓六方會談重新

啟動。

由這兩年美國與北韓雙方針對六方會談的態度發生變動，似乎六方

會談這個維持了八年的機制即將走到了盡頭，然而目前的情勢真的是如

此發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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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會談的各國謀算

從 2003 年 4 月 23 日美國 - 大陸 - 北韓三方會談開始，演變到同年 8

月的首輪六方會談，迄今六方會談已經歷了六輪的談判，歷經了六輪的

會談，仍然未能達成讓北韓放棄發展核子武器。按理來說，這樣失敗的

制度應該沒有再繼續存續的道理，加上目前美國的態度似乎轉趨保守，

六方會談似乎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然而，和這樣的看法背道而馳，本文

以為六方會談雖然目前是處於中斷的狀態，但恢復談判的可能性仍然很

大。

事實上，六方會談這六方的目的大多未能達成。首先北韓並未完全

放棄其核計畫，這也是六方會談在 2003 年啟動時最重要的目的。再者，

各國對六方會談也有各自的盤算，在這樣的考量之下，六方會談與其說

解決朝核問題的機制，倒不如說是六國針對東北亞區域問題各自抒發己

見與溝通的管道。

中國大陸方面希望能藉六方會談持續拉住北韓維持東北區域穩定，

以利其和平崛起與發展。雖然中國大陸與北韓有著自韓戰以來數十年的

革命情誼，但近年來這份情誼已經大幅消退。雙方在意識形態與發展道

路上早已南轅北轍，見行漸漸行漸遠。中國大陸以東道主的身分舉辦六

方會談，可以重新恢復對北韓的影響力，增加其在東北亞區域的發言份

量，並藉以平衡美國在此區的勢力，展現自己以發展中大國的地位在

區域上應有的議題發言權與主導性。日本則希望透過六方會談與北韓

接觸，解決存在已久懸而未決的「拉致」問題，並在東北亞區域問題

上展現其重要性。俄羅斯希望透過參與六方會談，涉足東北亞區域事

務，並恢復蘇聯時代在此區域的影響力。北韓方面原本希望能夠越過

南韓和美國直接談判，但在中國大陸的壓力下不得不參與。南韓方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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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六方會談中引入國際勢力壓制北韓，同時不讓北韓達成單獨與美國

談判的期待。

至於美國，從柯林頓政府開始對朝鮮即採取交往的政策。即使是

小布希政府改採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但在北韓核問題上雖然作法較

強硬，卻依然延續柯林頓的交往政策基調。儘管柯林頓的交往政策與

小布希的交往政策仍有差異，但是本質上仍是以交往為主要基調。 小布

希政府執政後，將北韓與伊朗、伊拉克共同列為所謂的「邪惡軸心」，

彷彿北韓是個無惡不作的「流氓國家」，對於這類國家應該如同對伊拉

克的態度一樣，以優勢武力來推翻其極權政府，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

方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對朝鮮半島的未來安全得以奠定一個長遠的

穩固基礎。但是小布希政府並沒有這麼做，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先選擇了

拖著不處理、接著則沿襲柯林頓政府採取多邊會談的模式。在朝鮮半島

方面，原本小布希的態度是不和北韓恢復談判的，同時他也批評了金大

中的「陽光政策」。

不過 911 事件發生後，雖然有 2002 年「邪惡軸心」的宣示、加上

北韓於 2002 年 12 月驅逐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檢查人員、宣布重新啟動核

子反應爐、2003 年 1 月宣布退出「核子不擴散條約」、2 月宣布退出韓

戰停戰協定，更於南韓總統盧武鉉就職前夕向日本海試射飛彈予以挑釁。

但是小布希政府對於北韓卻沒有如同伊拉克一樣展開先制攻擊，反而開

始和北韓接觸，表達願意與北韓就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進行公開會談。 

一來是因為反恐戰爭，美國已經花費太多軍力與經費在阿富汗與伊拉克

兩個戰場上；二來則是因為朝鮮半島問題的複雜性。複雜性是整個美國

對北韓核武問題政策上最大的困難之處，要降低複雜性，能夠集思廣益，

獲致區域內國家最大共識的六方會談便是當下美國最佳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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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會談的未來展望

正是因為各國各自的謀算，使得六方會談原始目的成效不彰。但也

正因為各國有各自的謀算，六方會談才能繼續存續。或許照目前的情勢

發展來看，六方會談能存在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少，但實際情形卻不見得

真是如此。以美國的角度出發，即使反恐戰爭在捕獲海珊、擊斃賓拉登

等一連串的捷報中看似獲致一定的成效，美軍從阿富汗、伊拉克全面撤

軍，也不代表美軍在東北亞能夠放手以武力的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首先，縱然中國大陸與北韓之間的關係不如以往，但一旦美國對北

韓動武，將牽動東北亞區域的權力分配變動。對中國大陸來說，失掉了

北韓這個緩衝國，等於直接和有美軍駐留的南韓接壤，對中國大陸東北

地方形成了直接的威脅。1951 年中國大陸介入韓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害怕以美國為主體的聯合軍在北韓一路乘勝打進東北，因此當

聯合國軍接近鴨綠江邊時，派遣所謂人民志願軍越過邊境協助朝鮮人民

軍對抗聯合國軍。中國大陸的舉動讓眼看原本已經要以聯合軍戰勝作結

束的韓戰又拖到了 1953 年，而且還恢復到戰前雙方隔三十八度線對峙的

局面。當年的慘痛教訓，對於在本世紀初因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吃盡苦頭

的美國來說，應該是會深刻警惕的。

對中國大陸來說，以現階段和平崛起與發展的基調來說，按理應該

是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以求掌握戰略機遇，期繼續保持發展。但

從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的作為，吾人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漸漸在諸多議題上

開始對美國採取較強硬的姿態。但即便如此，在朝核問題上中國大陸始

終是以和為貴的方式，希望相關各國透過六方會談的機制來和平解決。

透過六方會談，中國大陸得以東道主的身分主導東北亞局勢依照自己的

意向來發展，也可藉此和美俄日韓等國建立關於東北亞區域問題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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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話機制，降低區域內對己不利的因素，更可以增強對北韓已經慢慢

消退的影響力，維持北韓做為一個親中國大陸的緩衝國地位。

在俄羅斯方面，以往蘇聯時代對北韓的影響力隨著蘇聯解體後慢

慢式微。六方會談提供了俄羅斯重新建構對朝鮮影響力的機會與在東

北亞區域議程上發言的空間。參與六方會談除了可以讓俄羅斯獲取前

述利益外，也可以透過六方會談的機制和其他四國進行談話。這對近

年來急欲重新恢復國際上大國地位的俄羅斯來說，是一個有利的機制。

除此之外，參與六方會談也能夠讓俄羅斯平衡美、日等國在東北亞的

勢力，不讓其影響力增強到威脅俄羅斯在此區域的利益與安全。

對日本來說，雖然面臨了北韓的安全威脅，加上北韓近年來的舉動

使得日本對於重啟六方會談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但日本與北韓之間有

許多問題有待解決，比方近數十年來日本人遭北韓綁架的「拉致」事件，

而北韓對日本的敵視態度與日本對北韓的不信任感，使得雙方在雙邊

關係的發展上一直欠缺進展。六方會談恰好提供了日本一個可以和北韓

接觸，同時又有盟邦美國在旁輔助的有利機制。然而，儘管日本一直想

透過六方會談解決「拉致」問題，但是美國對此議題的關心度並不高。

但無論如何，透過六方會談與北韓接觸，是目前對日本最有利的選項。

南韓方面也是如此，儘管南北韓雙方有雙邊談判機制，但是北韓對

此並不熱衷，希望直接跳過南韓與美國直接談判，締結和平條約將韓戰

停戰狀態畫上句號，結束兩國法理上仍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局面。特別是

當年韓戰停戰協議簽署的各方，並無大韓民國國軍的代表， 因此北韓更

是不將南韓當作解決朝鮮半島安全爭議的另一方，直接希望跟美國談判。 

透過六方會談，南韓等於多了國際大國的支持與援助。不論首爾政府如

何更替，執政當局對平壤是採嚴厲還是和緩的態度，維持六方會談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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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對南韓而言也是較為有利的。

至於北韓方面，平壤的如意算盤一直是透過操作戰爭邊緣模式，試

圖讓美國與其直接對話，然後達成雙方建交相互承認、締結和平條約的

目的，病患取美國對其直接經濟援助。但儘管北韓希望單獨與美國談判，

但是做為傳統上親北韓的利害關係國－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卻不希望見

到這個結果。美國本身雖然希望能夠以交往的方式改變北韓，但是單獨

與北韓接觸，發展雙邊關係，仍就必須顧及區域內各主要國家的態度，

以及盟邦南韓的態度，因此不太可能在未與其他國家有共識的情況下片

面和北韓直接發展關係。因此，即使北韓方面不情願，仍必須透過六方

會談這個機制來和美國發展關係。

由國際關係理論看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這個本被認為已無作用而應該被宣告死亡的機制，其實很

符合國際關係理論中「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對國際制

度的預設立場。自由制度主義又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其奠基者羅伯特．寇漢（Robert O.Keohane）與喬瑟夫．奈伊（Joseph S. 

Nye）提出了「複合相互依存」的觀點，他們主張民族國家依然是國際體

系重要的行為者，但已經不是唯一的行為者。國際組織（包含政府間組

織與非政府組織）、個人在國際體系上也是行為者，且扮演的角色日益重

要。國際關係中軍事安全不再是獨霸性的議題，過去著重軍事安全而將

經濟、文化、社會等視為較不重要的議題這類觀點已將不合時宜。新的

安全議題，例如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已經和以往的傳統安全議題

大不相同。

在這種命題下， 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與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的重要性將大為提升。透過國際制度，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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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交往的平台，便利各國之間的資訊交換，減低交易成本與資訊成本，

從而減低各國之間的欺詐行為，促使各國改變其獲益與成本，增進各國

之間的合作。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雖然是無政府狀態，但不代表

就不存在秩序。即使是無政府狀態，並不代表國際體系就必然是一種失

序的狀態，是一種混亂的狀態。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依然有一定的

行為規範供各國作為其行為的準據與約束。即使各國之間或有衝突，但

不代表就欠缺合作的可能。國家間的衝突與合作在國際體系是並存的現

象。

自由制度主義也同意民族國家是國際間單一、理性的行為者的觀

點。但和現實主義的觀點不同，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正是因為國家是理性

的，才會需要國際秩序藉此解決衝突與爭議。 由於國家是利己行為者，

在追求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各國之間難免發生衝突。由於戰爭往往讓國

家得不償失，所以為了避免衝突，國家做為利己行為者自然會選取成本

或代價最少同時效益最高的方式來獲取利益。此時合作對國家來說便是

一個較佳的選擇。也因此國際體系仍然是有合作的空間。

一般而言，自由制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差異主要集中在六個地

方：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性質和結果、國際合作、相對獲益（Relative 

Gains）與絕對獲益（Absolute Gains）、國家的優先目標、意圖和能力、

制度（Institution）和建制（Regime）等六個方面。

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一個具權威的中央政府來強制各國在合作中實

踐其承諾，也無法阻止其他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因此結構現實主

義學者比自由制度主義學者認為國際合作「更難達成、更難維持，也更

依賴國家權力」。 兩個學派對於相對獲益與絕對獲益孰者為重的不同觀

點，也影響了國際合作的成功與否。自由制度主義學派認為，因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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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讓參與合作的各國獲取絕對獲益，各國經由參與合作能獲得利益，

自然會趨向採取合作的方式來取得利益。但是結構現實主義學派則認為，

參與合作的各國除了著眼於絕對獲益外，更重視此一利益如何分配。各國

會關注彼此之間所獲取利益的大小，並且努力使本國獲取的利益叫他國更

多，此時便會產生相對獲益的問題，讓合作變得難以持續。

結構現實主義雖然不反對合作的出現，但是卻認定了合作不會長

久。因為合作的各方雖然因為合作而取得利益，但最終會因為計較彼此

的相對獲益，而使合作破局。另外，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視

遠高於經濟利益，自由制度主義注重經濟合作，並認為參與合作的各國

只要有絕對獲益，制度便能繼續維持。

結論：六方會談是東北亞區域安全議題平台

從六方會談的發展來看，各國各自有其對利益的界定，且彼此利

益或有重疊或有相互扞格之處，但可以確定的是，參與六方會談的機

制是六國追求其在東北亞區域安全利益上的最佳方案。儘管各國利益

大不相同，但是確實可以從中獲利。事實上結構現實主義討論國家利

益雖然多半已將其限定在政治軍事層面，但仍忽略了更細緻的區分，

以至於當探討不同國家在同一個議題上的相對獲益時，往往如同拿蘋

果與香蕉比較，根本無法有效提出一個有效的說明。相對於此，自由

制度主義的絕對獲益觀點，反而比較切合實際情況。

透過六方會談的機制，六國取得了就東北亞區域安全議題一個交換

意見與資訊的平台，可以藉此化解誤會與歧見，並取得共同溝通的管道。

各國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需求，同時也傾聽他國的需求。或許看起來目

前暫時中斷的六方會談似乎不太有未來，但是實情是六方會談依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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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或許看似海地巫毒教傳說裡備用法術殭屍化（Zombified）的行屍走

肉活死人，但只要解救方法得宜，還是可以將其恢復成正常人，絕對不

像一具已經木乃伊化（Mummified）的乾屍，乾癟僵硬而毫無生機。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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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與新興

市場商機

亞洲新興市場簡介

                                      推動新興巿場服務出口之創新策略

                                 中國大陸高鐵發展戰略之研析

                              中國綠能產業：現況與展望

                   台韓企業合作開拓中國大陸市場 

                   俄羅斯遠東區的市場機會與挑戰 

                               2011 印度的外交與經貿政策 

                                                          台印產業合作展望 

                                                                            經濟崛起中的印尼 

    展望 2025 年，邁向世界前十大經濟強國的印尼—我國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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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簡介與策略

亞洲新興市場簡介

邱達生

全球新興市場大致包括：新興亞洲、中歐與東歐、拉丁美洲與加勒

比海區域、中東與北非，以及次撒哈拉非洲等五大區塊。比較此五大區

塊的經濟成長率，新興亞洲擔任新興經濟體的最主要引擎應當之無愧。

新興亞洲在最近 15 年內，只有兩次短暫的失去領頭羊的寶座：第一次是

1997-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另一次則是 2000-2001 年的網路經濟泡沫化

破滅，而在 2001 年以後更是一路維持 6% 以上的年平均成長率，大幅領

先其他的新興經濟區塊。此外開發中亞洲在 2008-2009 年全球經濟危機期

間的表現，更是一枝獨秀。而新興亞洲之中，又以中國大陸、印度、印

尼、越南等四國最受到矚目。

中國大陸將由貿易導向轉為內需大國

中國大陸的實質 GDP 成長率在 2010 年高達 10.3%，GDP 規模超越日

本達到 5 兆 8,780 億美元，使得個人名目所得達到 4,480 美元，為亞洲新

興四強中最高個人所得。2010 年的下半年起，中國大陸因為房市熱絡，

助長潛在通膨威脅，使得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持續地攀升。為了控制

通膨，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至於財政政策方面，一則

由於全球經濟已經來到復甦明朗階段，一則因為中國大陸國內的地方政

府財政危機逐漸浮現，因此中央政府也開始減緩財政擴張。

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十二五規劃」，執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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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 2011-2015 年。該項計畫針對經濟成長率的目標是 7%，相較「十一五

規劃」的目標少了 0.5 個百分點，亦即中國大陸政府將逐步鬆手對高額經

濟成長的追求。十二五規劃致力於提振內需，主要目標在提升僅佔 GDP

約 35% 的民間消費，方法則包括提高所得、提供社會福利。至於其他的

規劃目標還包括永續環境與都市化，在永續環境方面，中國大陸計畫在

2015 年之前降低其能源密集度達 16%；而在都市化方面，中國大陸希望

將人口都市化程度由原來的 47.5%，提高至 51.5%，以解決其國內製造業

勞工短缺問題。

印度巨幅經濟成長背後的隱憂

印度的經濟結構對內需市場的倚賴，超過對外貿的需求。高額的儲

蓄率與持續成長的民間投資是維繫印度經濟的兩大引擎，民間消費佔經

濟規模的比例高達 58%，但是成長有限。至於支持印度持續穩定經濟成

長的動能，則來自快速的勞動力增長與中產階級人口比例的擴大。然而

在印度的亮麗經濟表現背後潛藏隱憂，包括接近失控的痛苦指數、偏高

的財政預算赤字與公共債務問題、技術勞工短缺、基礎建設不足。

印度的實質 GDP 成長率在 2010 年達到 9.1%，然而伴隨高成長的通

貨膨脹年增率卻也高達 12.0%，至於失業率則是亞洲新興四強中最高的

10.8%。此外印度雖然受惠於外資流入，並累積相當程度的外匯存底，但

因應生產所進口的原物料與因應消費所進口的消費財規模過於龐大，超

過了出口總額，所以印度一直以來處於貿易入超狀態。因應進口需求、

通膨壓力，加上外資的源源流入，印度盧布在近期的未來可望呈現升值

走勢。

在經濟政策方面，由於通貨膨脹已經對印度經濟造成重大威脅，印

度儲備銀行（RBI）自 2010 年 1 月開始緊縮貨幣政策，且預期緊縮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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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持續。在 2010 年期間，再買回利率（Repo rate）總共達 5 次的上揚。

至於財政政策方面，印度政府計畫在 2011 年強化農業部門的生產力與農

村基礎建設，此外投入公共衛生建設與國民教育的年度預算也將增加。惟

印度政府也計畫逐步執行刺激政策退場工作，以縮減財政預算赤字。

印尼以內需市場為主要成長引擎

印尼是亞洲新興四強之中，唯一受到 1997-1998 亞洲金融風暴劇烈

衝擊的經濟體，然而印尼在 1999 年即以驚人的成長力道復甦，並且與

其他新興四強一樣在 2008-2009 全球經濟危機期間，展現十足的經濟韌

性。與印度一樣，印尼經濟對貿易的倚賴度不高，以 2010 年而言，其

貿易依存度僅為 38.73%。民間消費與固定投資堪稱印尼經濟成長的主

要動能來源，亦即內需市場是印尼的發展重心。雖然出口並非印尼的強

項，但是印尼在 2010 年因為受惠於中國對原物料的需求強勁，印尼在

該年的出口成長率高達 14.9%。2011 年起，由於印尼另一重要貿易伙伴

- 日本受到地震影響，對外貿易將受到負面衝擊。

如同其他亞洲新興市場，印尼也受到通貨膨脹的威脅。因此在貨幣

政策上，印尼央行（BI）於 2010 年 9 月開始緊縮政策，將商業銀行的印

尼盾法定準備率由 5% 調升至 8%，並進一步在 2011 年 3 月將商銀美金準

備率由 1% 上調至 5%。1997-1998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外資大舉撤離讓印

尼盾急遽貶值。然而自經濟復甦回到正常軌道，又唯恐國外熱錢大量流

進，導致匯率上揚，因此印尼主要利率自 2005 年起即已維持在 6.5% 的

低檔，直到 2011 年 2 月印尼央行才在通膨壓力下，調升利率一碼。至於

財政政策方面，印尼計畫持續能源補貼以嘉惠中產階級，雖然國際油價

上漲不利於預算赤字，但印尼強勁的經濟成長減輕稅收問題，其預算赤

字佔 2010 年 GDP 比重只有 0.8%，印尼的財政體質屬相當健康。

亞洲新興市場簡介 179



印尼亮麗的經濟表現吸引外資流入，而印尼的高利率則吸引國際

投機客進行「利差交易」，也使得熱錢不斷，所以印尼盾對美元匯率在

2010 年總共升值了 14.4%，惟印尼央行必然在此趨勢之下積極介入，對

印尼盾進行阻升動作，因此在 2011 年後升值趨勢可望趨於緩和。

處於貿易逆差與通膨威脅下的越南經濟

相較於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越南對貿易的倚賴相對較高，其在

2010 年的貿易依存度高達 145.42%。而因為越南經濟長期受到出口逆差

的壓力，導致越南央行（SBV）偏向執行貨幣貶值措施，期以提振出口

競爭力。然而除了貿易逆差之外，越南經濟的另一項隱憂是通貨膨脹。

越南於 2010 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已經高達 9%，通膨提升了製造

業出口成本，也就抵銷了貨幣貶值衍生的利潤。

越南在 2010 年的實質 GDP 成長率達 6.8%，除了出口競爭之外，民

間消費與民間投資的優異表現鞏固了越南在新興市場的地位。受惠於國

內與鄰近國家的經濟景氣熱絡，越南製造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與日俱增，

進而拉抬勞工薪資。實質薪資上揚雖使得通膨壓力雪上加霜，但中產階

級的消費力也因之提升，有利於拉抬消費。

在貨幣政策方面，越南央行一方面希望有效的控制通膨，另一方面

希望持續經濟成長，因此常常有不一致的政策。惟 2010 年 11 月起，基

於通膨危機擴大，貨幣政策以緊縮為主，除了升息之外，也陸續提高對

銀行準備率的要求。在財政政策方面，由於越南的財政條件不如其他亞

洲新興四強，其 2010 年的預算赤字佔 GDP 比重高達 5.9%，且公共債務

對經濟規模比重也已經達 57%，因此相關財政政策也以緊縮為主。除了

節省開支外，因為越南政府對石油與天然氣課徵高額稅率，2011 年起國

際油價高漲對越南政府的稅收有利。

（作者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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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興巿場服務出口之創新策略

黎綺雯、何秀青

前言

台灣已轉型為服務經濟體，基於國內內需市場有限，服務出口對提

昇服務業及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實不容忽視。我國經濟以出口為主，

自金融風暴後，新興市場重視程度愈發提昇，政策協調拓展服務市場更

應是主要努力方向；針對國內目前推動政策作初步觀察，似乎多傾向於

消費者服務業出口，較少著重於商業服務業。但是，由於我國產業固有

優勢在於快速掌握新興技術應用，並掌握中間財與製造生產網絡的能耐，

除消費者服務出口外，將國內以往產品製造優勢所衍生的相關服務出口

到新興市場，對於協助台灣成為對外投資的樞紐與核心應有所幫助，故

未來應成為政策單位須重視課題。

服務業是否能出口，關鍵在於必須將服務內涵，透過標準化與模組

化將服務複製到新巿場；由於並非所有服務皆可出口，且不同服務出口

的附加價值亦大有不同，故鼓勵服務出口項目應加以挑選。ETEPS（2008）

指出基於貿易自由化及 ICT 應用，部分委外服務開始由低收入國家提供

且有上升趨勢，其中大部分為非技術性工作及小部分知識密度活動。而

對於台灣而言，挑選高知識密度、高附加價值服務業進行出口，避免與

低收入服務出口競爭價格作低價競爭，應是首選策略。

近年來，新興國家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資進入，從低度開發的經濟體，

逐漸開始從事各類型的製造活動，然而伴隨而來的所得成長和產業結構

變化，使得包括支援製造業發展的商業服務業在內的巿場需求，逐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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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興盛發展。相對於掌握最終消費者需求，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台灣業

者，對於製造業的需求似乎更容易掌握，故似乎更應思考如何掌握這

種新興巿場變化的契機，延伸國內服務產業發展的地區範圍與規模。

因此，本文將透過審視目前新興巿場產業發展的現況，探討我國現今

的服務政策的出口目標，應如何搭上此波新興巿場成長的列車。

服務出口的發展

從長期實證的結果看來，根據 Wolfl（2003）的分析，OECD 國家服

務業主要滿足國內消費需求（56.4%），服務出口的比例一般相對於製造

業低（6.2%）（圖 1），意味著要跨越區域差異所造成的屏障仍需考慮服

務的外銷是否合適。施振榮先生曾提過，「服務業要外銷並不容易，即使

以整案輸出的方式外銷，也需要整合當地的人，如此才能在市場所在地

進行複製」。要開拓服務產業的地理範圍，仍需要更多的投入與專業，而

就服務出口的現況而言，各國服務業目前仍以供應國內需要為主，未來

仍須努力開發潛在新興市場的機會。

OECD製造業及服務業市場地理範圍

出 口 出 口

國內最
終需求

國內最
終需求

服務業 製造業

8.5%
56.4% 24.5%

24%

10.6%
6.2%

24.4%

資料來源：Wolf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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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來的服務逐漸國際化和全球的趨勢下可發現，服務和製造的活

動一樣，也開始轉到低工資國家，且由於製造活動的國際化，其相關的

服務供應也必須跟著國際化；再者，科技的發展，使得國家之間的差距

縮短，而低度開發國家的開放，更促使服務專業在當地變得炙手可熱；

也因此，若從多國企業管理的角度觀之，專業知識服務產業開始在非母

國地區，有了更明確的需求。

有別於有形產品，服務具有無形、難以衡量等特性，也因此促進服

務出口除了要充份了解新巿場需求外，更應思考如何調整現有的資源，

以因應當地新型態服務的需求；若要進一步使服務跨越國界，由於新興

市場的服務需求具有「因國而異」的特性，則無疑必須從跨文化觀點，

擬定使服務成功出口的策略。

開發潛在新興市場的機會及潛在服務需求

經濟部於 2010 年 2 月 6 日核定推動「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

以市場大小（人口數）、經濟成長動力（GDP 成長率）、人均消費能力（人

均 PPP）及台商當地深耕能力（台商投資金額）等四個面向，選擇目標

新興市場，鎖定了中國大陸、雙印 ( 印度、印尼 ) 及越南等新興市場作

為分析對象。同時，若以預期 GDP 成長及製造業勞工成本作為準則，則

四國均呈現低製造業成本及高 GDP 成長之特性，顯示出上述四國之重要

性。因此，本文將針對前述四個新興市場作初探。

擴展新興國家的巿場，必須深入了解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概況、發

展階段，以及我國業者對這些國家直接投資和貿易往來情形。依據 IMF

及我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統計，四個新興國家國家的市場規模、經濟成

長率及平均消費力，實不容忽視；而「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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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中，也可明顯看出台商對於印尼及越南的直接投資，已達相當規模，

相對地對於印度的直接投資，則顯得落後；一方面可能因為我國和東南

亞國家的貿易歷史已相當悠久，再者也可能因印度的開放速度相對較

慢，對於初入的廠商而言，在了解不深的情況下，存在較高進入障礙

所致。

以中國大陸、雙印與越南等新興國家市場的現況為例，雖然各經濟

體的最終巿場需求仍有開發的空間，然而分屬於不同發展階段之經濟體

下，似乎應有更合適的產業發展需求，根據 WEF 競爭力評估報告的分類，

新興經濟體多屬於要素驅動、效率驅動或介於二者之間的發展階段。其

中，越南和印度屬於要素驅動階段（每人 GDP 在 2,000 美元以下），經濟

體在此階段乃是屬「價格競爭」導向，擁有廉價的要素（如勞動力與

天然資源等）的人即具有競爭優勢，然最重要的乃是良好的制度、足

夠的基礎建設等基本需求要素。中國大陸則已邁入效率驅動階段（每

人 GDP 在 3,000 美元至 9,000 美元間），須透過「經驗累積之生產效率」

來建立競爭力，生產的產品品質和生產過程的效率是此階段生產力的決

定因素；也因此勞動市場與金融市場的有效性，及高教和培訓體制則需

強化。印尼則從介於要素驅動到效率驅動之間的轉換期（每人 GDP 在

2,000 至 3,000 美元間），於 2010 年人均 GDP 增到超過 3,000 美元，自過

渡期已朝向效率趨動的階段，必須藉由強化生產效率因素來累積競爭優

勢。因此，對於正處於極需大量生產資源投入而提昇效率的新興國家，

如越南和雙印等國，似乎應掌握其產業對於機械設備及中間財升級之需

求。

台經院（2010）以進出口偏向指標作為主要觀察指標，若採兩分

位產業分類，台灣相對於中國大陸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以石油化學

工業、光電材料及元件業、紡織業為代表。台灣相對於印度具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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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產業，以光電材料及元件業、電子零組件製造及資訊電子業為主。

台灣相對於印尼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以光電材料及元件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及紡織業為主。台灣相對於越南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以資訊電

子業、機械設備製造業、石油化學工業為代表。

新興國家乃是目前多國企業最重視的巿場之一，所衍伸的其他產業

發展的機會，也同樣具有潛力。根據 2010 年《世界投資報告》以聯合國

調查資料進行分析顯示，新興國家對於外來投資的需求仍高，而以國際

化的功能活動進程（Internationalisation）觀點，企業多先以製造導向的

活動為主，然而，意味著對於週邊相關的服務活動，企業也將開始產生

需求。是故對於此類新興開發的巿場而言，一方面存在製造業投資的機

會，另一方面也隱含著對於未知的服務，可能存在潛藏的需求，這也是

在擴張新興巿場的創新服務政策中，必須思考推動結合製造業的專業支

援服務業。

中國大陸、印度、印尼及越南四國之經濟及台商投資金額 
指標 中國大陸 印度 印尼 越南

人口（百萬） 1,327.66 1,186.31 228.58 86.18
GDP成長率（％） 9.01 7.35 6.06 6.18
人均GDP(PPP)(美元) 5,970 2,780 3,980 2,794
台商投資金額（美元） 761億 4,620萬 138億 197億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09/10、經濟部投資審查委員會

 註：據我駐印度經濟組查訪統計，台商在印度投資金額約 10 億美元

分析與展望

我國經建會將服務業分為三類：（1）隨著平均所得增加而發展之服

務業，如醫療及觀光等；（2）可以支持生產活動而使其他產業順利經營

和發展的服務業，如金融業、設計業、研發業等；（3）在國際市場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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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競爭力或可吸引外國人來購買的服務業。若針對我國服務業進行檢

視，發現目前我國服務業集中於內需市場，政策也似乎相對缺乏著眼

於提昇委外支援服務需求，這對其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無疑是項警訊；國

內市場規模已十分有限，在轉型至服務經濟之下，發展服務輸出是未來

必須突破之關鍵，特別是應集中高成長的於支援服務業或商業服務上。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調查之「國際貿易統

計（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9 年我國商業服務出口排名為 27

名，相對 2000 年排名第 22 名更為落後，位於新加坡（第 11 名）、香港

（第 13 名）及南韓（第 19 名）之後。

服務輸出若以國外最終產品為主，仍可能因為國外最終需求不易

被發掘，或是易受世界局勢與景氣波動影響，而無法形成出口的規模

經濟；反之，作為製造業之中間投入的專業支援服務業，相對於最終

產品，其需求相較有跡可尋且延續性更高。再者，作為中間財的服務

業角色，因環境、產業變化而在創新的過程中，扮演不同角色，以現

今放眼海外的觀點，推動專業支援服務業，或許為可服務創新政策之

重要策略。

對於新興國家的服務出口，或許最終需求方面仍有很大潛在機會。

但若從我國整體經濟發展角度，特別是要兼顧成長與就業的目標下，服

務出口應將焦點放在如何連結過去製造業成功基礎以及對外投資的基礎

上。我國產業整體的優勢在於能快速掌握新興技術的應用、並擁有掌握

中間財與製造生產網絡的能耐，但卻非常需要強化直接面對新興市場所

需之最終市場需求的理解與掌握能耐。有關專業支援服務業部份，屬於

製造業中間投入的部分，基於過去我國產品的製造出口一直是經濟發展

的主力，且已經有相當的優勢，相對容易掌握。未來如能進一步搭配著

多年來在新興國家（甚或其他國家）的投資，過去的產品製造優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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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不無可能作為未來服務出口，並且進一步協助連結對外投

資成就的能耐，而讓台灣藉由這些專業支援服務業，成為對外投資的樞

紐核心。

具體的策略上，若以這些新興國家區域目前發展的台商為基礎，

將有相對的文化及溝通的比較優勢；接著中期再以扶助這些產業群聚

持續升級的角度，除了一般中間財的出口外，進一步創新規劃輸出軟

性服務，例如園區的軟性基礎建設，以持續掌握當地 B2B 市場及專業

支援產業服務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這樣的 B2B 出口及專業支援服務的

出口，其所造就的成長與就業，都將會回饋到台灣來，此與一般單純的

推動服務出口的思維並不相同。

然而，要達成這樣的發展方向，政策必須引導朝服務業及服務創新

轉向，協助調整相關的思維，包括建立與顧客互動關係、以使用者為導

向建立多元價值服務、多元服務管道等，從公部門、私部門同時進行推

動，並在整體政策介入引導產業進行服務創新的機制上，做出更細緻的

創新行為考量。

（本文為《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4 卷第 8 期（2011 年 8 月出版）

同名文章之摘要；作者為台經院研究三所助理研究員與台灣科技大學科

技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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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高鐵發展戰略之研析

吳福成

中國大陸的高鐵京滬線開通，既是一種發展「陸權」的戰略佈

局，也是啟動中國式新幹線經濟圈的第一步；儘管福溫動車因雷擊

釀成撞車事故，但動車和高鐵的系統不同，中國大陸的高鐵未來仍

將扮演「陸權」戰略和經濟產業發展的關鍵角色。

前言：京滬高鐵的登場

2011 年 7 月 1 日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 90 年，中國大陸於當天將京滬

高鐵全線啟用，頗有藉此向全世界宣傳其國威及國力之用意。對於京滬

高鐵的登場，日本以發展新幹線經濟圈歷史經驗，將中國高鐵視為「中

國版的新幹線經濟圈開始啟動」，特別是北京到上海及湖南到廣州等高鐵

路線，均具有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經濟效應，並成為拉動中國內需的重

要火車頭。

高鐵網帶動中國經濟更大發展

目前中國大陸積極在建構高鐵網，這過程已加快高鐵沿線周邊地區

的城市化，並帶動觀光、飲食、購物和住宅產業的需求。加上高鐵的產

業鏈很長，從前期投資設備之機電、列車、土地開發、廠站及通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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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開始營運後所帶動之旅遊、觀光、飯店及運輸等，甚至高鐵產業

的出口國外，整個高鐵產業發展將帶動中國大陸經濟更大的發展。

隨著中國大陸「高鐵經濟」的崛起，將會帶動中國大陸的社會流

動加速，商務旅客、公務員及新興中產階級的搭乘，並創造龐大的商機

及利潤，在某種程度上也保障了高鐵的收入效益。尤其是，中國大陸

「十二五規劃」強調建立綠色經濟的低碳社會，而大規模建設高鐵網，

這種綠色交通運輸戰略，既符合本身經濟格局轉變之需要，更能迎合國

際綠色經濟發展大趨勢，並在全球搶得頭籌。

「高鐵泡沫」危機會不會出現？

中國大陸在短期內大規模布陣高鐵網，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係值得

關切。從台灣的高鐵經驗看，短期內可能因高鐵收益率低而導致財政過

度負擔，甚至有過度投資的「高鐵泡沫」危機。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

全世界的高鐵投資幾乎沒有一條可以完全回收。粗估，大陸高鐵的投資

回收期約在 5 年後，亦即從 2014 年開始，大陸國家鐵道部將面臨還債高

峰，但目前仍看不到大陸對這方面的說明。有鑒於中國大陸鐵路建設基

金、發行債券或銀行融資等，都牽涉到複雜的財務規劃，相信大陸的鐵

道部應該已有審慎風險控管才對。

另外，中國大陸的高鐵產業發展模式，先是引進外國先進的高鐵技

術，再將技術轉化為自主創新技術，最後反過來挾其強大的資本和價

格競爭力，積極「走出去」，搶奪國際高鐵市場，希望打造成為「高鐵

強國」，這對日本和歐美等高鐵輸出國家可是一大挑戰。但中國大陸高

鐵技術創新被日本新幹線質疑中國大陸高鐵技術涉及「抄襲」，將來是否

能順利在國外取得專利許可，並將高鐵技術輸出，仍值得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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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網是中國大陸發展「陸權」戰略佈局

中國大陸和其他 18 個國家協商興建高鐵網絡，打算將高鐵系統向外

延伸，預計將與東南亞、中亞、俄羅斯及歐洲等國家高鐵接軌，其整套

戰略佈局可謂一種亞歐大陸「陸權」戰略。近來美國及日本等國家在太

平洋西岸的「海權」戰略已經逼迫到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因此，建設高

鐵網是中國大陸的國家總體戰略重要的一環，也是發展「陸權」戰略最

具體、最實際的方式。 

除了發展「陸權」戰略佈局，中國大陸高鐵延伸至中亞及東南亞等

國家，另外一個實際的目的，就是為了更便捷而安全地取得其他國家能

源、礦產等資源，以降低中國大陸能源、礦產運輸在海路運輸可能面臨

的波斯灣海域和麻六甲海峽的戰爭和恐怖襲擊風險。其中，在東南亞部

份，銜接越南的南北高鐵線計畫正陷入膠著，雖準越南政府備採用日本

高鐵系統，但因價格偏高，目前在國會尚未通過。從區域整合發展的角

度看，在東協與中國大陸的 10+1 區域整合發展，以及未來泛亞洲鐵路

發展大趨勢之下，越南最終勢必要面對與中國大陸鐵路網連結的相關問

題。

結語：台灣是否有新思維和對策？

總之，「中國版新幹線經濟圈」開始啟動之後，其經濟活動和內需

的活絡是可以預期的，對臺商布局大陸市場的區位和投資項目選擇影響

很大。尤其是，在大陸顯然把鋪設高鐵網作為「陸權」戰略來思考，台

灣面對大陸此一國家發展戰略的新佈局，是否應該有新思維和對策？建

議政府權責單位應對中國大陸「陸權」戰略作進一步研究和瞭解。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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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綠能產業：現況與展望

吳心慈

2010 年上海世博開幕時，中國大陸就以聳立在東海大橋旁的海上

風力發電廠、全世界最大的單一太陽能電池以及世博展館與地鐵的自然

空調，向全世界宣示要讓中國大陸要從「世界工廠」轉變為「綠色工

地」的雄心壯志。不過在這之前，美國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所做的一份報告 "Who's Winning the Clean Energy Race?" 

就揭示了中國大陸在綠能產業上的大躍進。中國大陸對綠能產業的投資

金額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2009 年全球對綠能產業的投資超過

1,620 億美元， 中國大陸以 346 億美元的投資居世界榜首，國際能源署

預估，中國大陸接下來十年在綠能產業方面的投資將超過 2000 億美元，

是美國的 6 倍以上。

中國大陸發展綠能的目的：減碳同時持續發展經濟

從 2011 年起，中國大陸要在 10 年內投資 2,000 億美元投資綠能

產業，先前的十二五計畫就宣佈要發展低碳排經濟，將國內的天然氣

消費比例由 4% 提升至 8%。中國大陸積極開發綠色能源的主因有兩點：

第一，國際間的減碳壓力。中國大陸在「哥本哈根協議」中曾承諾，到

2025 年，單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 2005 年下降 40% 到 50%。第二，持

續發展經濟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之一，但

是為了生產供應全世界的商品需求，一年要消耗掉 30 億噸的煤礦和 4

億噸的石油，如此龐大的消費量，就算是中國大陸的豐富礦產也會有

供應不足的問題。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0 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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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時，就提出了「綠色亞洲」六大方向，包括推動國際新興產業合作，

尤其是節能減排、環保、新能源各領域

表一：2020 年中國能源結構圖

中國大陸發展綠能的優勢：稀土

稀土對於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性，就猶如石油對於二十世紀的重要性，

因此稀土也被稱為是「二十一世紀的黃金」。目前中國大陸供應了全球

97% 的稀土產量，中國大陸稀土存量僅占全球已探明礦藏的 36%，並未

控制全球 97% 的稀土元素存量。中國大陸產量比重如此龐大的原因，在

於中國大陸過去以很低廉的價格在全球市場出售稀土元素，造成其他國

家的開採事業很難有利可圖，因此市場逐漸為中國大陸所獨占。

按照之前生產速度，中國大陸稀土儲備僅能維持 15 至 20 年。因此

在 2010 年 7 月，中國大陸宣佈大幅減少稀土金屬的出口配額（見表二）。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指出，中國大陸依法規範稀土開發秩序，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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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態環境和可用竭資源、減輕污染損害的需要，也是實現稀土資源長

期有效利用的需要。但是這樣的作法引起了世界數大工業國的反彈，美

國眾議院能源獨立小組主席馬基就表示：中國大陸意圖用稀土在國際議

題取得制衡，恐威脅美經濟和國安。因為稀土元素具有電磁特性，於高

科技產品中應用廣泛，包括武器設備中的導彈與雷達系統，也是綠能科

技中的節能燈泡、可充電電池與油電混合車等產品不可缺少的原料（見

表三）。如「鈀」金屬為下一代汽車引擎不可或缺的關鍵，可大量清除

汽車所排放的廢棄與吸收氫。受到「鈀」金屬今年需求量可能大增影響，

歐洲「鈀」即期交易金額，2011 年第一個交易日就衝上每盎司 801 美元，

創下自 2001 年 3 月以來的新高。

 表二：中國大陸稀土開採及出口數據

年份 開採總量 出口配額

2007 87.0千噸 59.6千噸

2008 87.6千噸 47.0千噸

2009 82.3千噸 50.1千噸

2010 89.2千噸 30.3千噸

資料來源：廣州日報

表三：中國大陸稀土分類及主要用途

分類 元素 分佈地區 主要用途 代表性企業

輕稀土 鑭、鈰、鐠、釹4
等種。

華北白雲鄂博地

區

玻璃、陶瓷和磁性材

料、汽車尾氣淨化催化

劑、光纖、醫療、航空

航太材料

包鋼稀土

中重稀土 釤、銪、釓、鋱、

鏑、鈥、鉺、銩、

鐿、金魯、釔、鑭、

釹等13種

江西、福建、廣

東等地，江西省

贛州市尤多

顯示器、電視機、電

聲、醫療設備、磁懸浮

列車及軍事工業、雷射

材料、精密陶瓷

五礦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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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綠能產業近況與展望：各方面已見成效，

朝向綠色工地邁進

中國大陸積極發展綠能產業的努力已經逐漸看到成效，並且一步步

朝向綠色工地的目標邁進。

在風力發電部分，2009 年中國大陸新增風電裝機容量達 13.8 吉瓦，

占全球 36%（1 吉瓦等於 10 億瓦），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新增風電裝

機容量規模最大的國家，成長速度也是全球之冠。

在太陽能領域，1999 年時中國大陸的太陽能板產量僅占全球的 1%，

但是到了 2008 年則有 32% 的市占率，是全球屬一屬二的製造國，以及太

陽能板出口產值達到了 150 億美元。近來中國大陸已經在佈局歐洲這一

塊全球最大的市場，除了市占率持續擴大，並寄望能取得歐洲外包代工

太陽能的商機。除了向外擴張之外，中國大陸在江蘇、遼寧、內蒙古、

甘肅及青海各地都在進行太陽能發電計畫，期望太陽光電發電裝機能從

目前的 14 萬千瓦增長到 2,000 萬千瓦（見表四）。

表四：中國大陸各省太陽能發電計畫

地區 計畫 內容

江蘇 建築節能管理辦法 強制12層樓以下住宅必須裝設太陽能

遼寧 大連理工大學示範工程
將在西部新校區裝置容量為10MW的

太陽能發電系統

內蒙古 鄂爾多斯計劃
First Solar將投資興建2GW的太陽能

發電廠

甘肅 敦煌太陽能電廠 預估發電量將達到10MWp

青海 格爾木電廠
將投資16.7億人民幣興建50MW太陽

能電廠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站，元大投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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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動車部份，中國大陸的汽車銷售已經正式超越美國。2010 年初，

中國大陸財政部開始在五座城市推廣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向購買油電

混合車和電動車的消費者提供補助。中國大陸政府也投資了大筆金錢，

發展智慧型電力網並建設電動車充電點，希望能夠就此降低對於石油的

依賴。中國大陸政府希望在 2015 年讓「綠能」汽車年銷量達 100 萬輛，

也希望在十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能汽車製造商。

在氣體能源方面， 根據中國大陸政府在 2010 年首屆中國國際氣體

能源峰會暨生物天然氣產業國際高峰論壇的主題「中國走進氣體能源時

代」，不難理解中國大陸對於氣體能源的重視。但是一般的氣體能源研

發成本高，若要應用於全中國大陸的成本十分驚人，並且中國大陸農村

中存有大量的生質廢棄物，有利於發展沼氣發電。因此在「十一五」期

間，中國大陸政府積極建設農村沼氣設施，投入資金高達 240 億，預計

2020 年中國大陸沼氣生產能力將達 440 億立方米。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

世界上沼氣發展速度最快、建設規模最大、受益人群最多的國家。除了

沼氣產業之外，天然氣產業也十分受到重視，目前中國大陸的天然氣消

費量年均增長率為 20%，但是生產增長速度僅為 12.2%。因此中國大陸預

計在十二五期間，除了要將天然氣消費比例從目前占能源消費結構的 4%

提升至 8%，還將要強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的進口渠道建設，擴大天然

氣和液化天然氣的進口規模，以便應付成長快速的天然氣消費市場。

中國大陸的綠色企圖心：藉擴大市場主導專利技術，

成為綠色大國

北京清大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強調，自十二五之後，中國大陸

將從黑色中國邁向綠色中國，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將會就此

轉型。中國大陸會在未來的 40 年間擴大其綠色市場，期望用自己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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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壓力綁住未來的規格，迫使世界一流大廠都要採用其規格，讓國內的

企業成為未來專利與技術的主導者，更期望在下一波綠色經濟興起時，

成為領先世界的綠色大國。

（本文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生）



198

兩岸與新興市場商機 - - 中國大陸

台韓企業合作開拓中國大陸市場

余慕薌

 

長久以來，台韓企業在國際上幾乎呈現彼此競爭之態勢，特別是韓

國大型企業在政府的全力扶植下，呈見大者愈大、強者愈強之情況，以

中小企業為主的台商企業，不免相形呈現弱勢。不過，隨著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之簽署以及韓國國內中小企業亦擬對外拓展市場，尋求生機，未

來仍宜共同合作， 方能在廣大的中國大陸市場另創藍海世界。

台韓企業合作現況

台韓企業合作現況，主要為以下兩項： 

一、台灣廠商爭取代工 

替韓國三星代工，亦即由台灣廠商負責製造，再運用三星的品牌行

銷到韓國或是全球其它市場。主要案例包括：大同、廣達工、華冠、廣

達等都有在替 LG 代工。即使是最競爭的面板產業，友達和奇美電亦接

韓國大廠的訂單。三星則向台商採購 NB 零組件。

二、策略聯盟

主要是台灣品牌廠商與韓商合作拓銷，例如，台灣手機品牌大廠宏

達電（HTC），與韓國電話 SKT 合作，在韓國拓銷鑽石機。

神達 Mio 之 GPS，藉由 LG International Network 在韓國境內經銷與維

修據點多之優勢，在韓國境內創造出約 30% 的市占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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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企業之所以要進行策略聯盟，主要是因為韓國的三星等大企業

在韓國境內擁有 1000 個維修據點，台商若單獨前往開拓韓國市場不易建

立這麼多的維修據點。此外，韓國境內通路幾乎由大財團掌控（如 Lotte

和 E-Mark 等），成本非常高，且其銷售網絡複雜，自大盤到中盤甚至於

小盤層層相扣。最後，台商也亟需要更多的韓語人才，以為助力。

台韓企業合作遭遇之困難

不過，就整體而言，台韓企業要彼此合作無間，並不是件容易的

事。主要有六點因素：

(1)  韓國是大企業整合整個產業來做，講究生產設備哪兒來和怎麼做；台

灣僅少數大企業有與機械業合作，如奇美團隊。

(2)  韓國的產業團隊：企業、政府與研發單位緊密合作，制訂的計畫

80~90% 都可以完成。相較之下，台灣比較自由。 

(3)  台韓產業互補性未若台日產業，台韓企業在國際間向來高度競爭，彼

此缺乏信任感 。 

(4)  韓國人學中文的人數比台灣學韓文的人數多一千倍，韓國人了解台灣

的程度遠大於台灣對韓國的了解。

(5)  韓國部份企業由家族經營（例如：Hyundai 其零組件部份），台灣雖然

在汽車零組件方面具競爭力，但很難打進韓國現代汽車供應商之列。

(6)  韓國人個性較為強悍且急，其產品通常也與拌飯文化有關，例如，手

機一定會將所有功能弄在一起。 

台韓企業合作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具實質意義 
最值得關注的是，以往台韓企業多認為彼此要合作的空間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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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雙方在國際上主要為競爭者的關係，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方面，

競爭非常激烈，合作仍得視韓國可以獲得何種利益而定。再加上以往兩

岸缺乏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台灣對韓國缺乏吸引力，而中國大

陸阻礙，也使台韓要簽 FTA 一籌莫展。

目前，隨著中國大陸已與台灣簽署兩岸經濟架構協議（ECFA），

不僅給台商帶來實質優惠待遇，特別是早期收割清單（Early Harvest 

Program）部份，已強化台灣企業在大陸的競爭優勢，且兩岸合作空間亦

大增。 

因為，從 ECFA 觀察，隨著兩岸經貿關係更加緊密，可能對韓資企

業帶來以下較負面的影響：

例如，韓商和台商競爭激烈的石化、紡織、運輸工具和機械等產業

都已納入自 2011 年元月起兩年內降至零關稅的 ECFA 早期收獲清單中。

其中以韓國機械業認為最受到影響，其次是晶片業、紡織和石化業。

而中國大陸對台灣給予優惠的早期收割清單中為 539 項產品，其中

與韓國對中國大陸出口的 494 項重疊，若以一般貿易額為計算基準，有

石化業（12 項）、鋼鐵（6 項）和運輸設備（4 項）。亦即韓台競爭激烈

的石化產業影響的範圍最大，特別是對岸對我開放聚丙烯（PP）和聚苯

乙烯（PS）。鋼鐵部份則是開放台灣的鋼卷和不鏽鋼等製品。

韓國和台灣對大陸出口的前 100 項產品，有 81 項重疊，這些產品佔

韓國對大陸出口總額達 70%，佔台灣對大陸出口總額達 70.2%。

今年初正式實施的 ECFA 早收清單，儘管仍有項目被排除在外，例

如聚乙烯（PE）與聚氯乙烯（PVC），但是關稅第一步先降三分之一，已

使得台灣出口至大陸的商品至少增有數十億美元，待 3 年後關稅全免

時，相關出口額必會進一步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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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早收清單中，總計有 11 項服務業納入。對於金融服務業已將

銀行、證券和保險服務業納入；在非金融服務業方面，大陸開放我電

腦服務業、會議服務業得到大陸設立獨資企業，專業設計服務業得設

立合資、合作或獨資企業，台灣醫院得在上海市、江蘇省、福建省、

廣東省、海南省設立獨資醫院，以及開放飛機維修保養業。

以上都已使得台商取得有利的先佔地位。但韓國對大陸的的服務業

投資中，近年來佔總投資比例卻在下降中。

韓商應重新審視與台商合作之必要性

自 2005 年台韓電子產證（e-Certificate of Origin, ECO）啟動合作，雙

方在電子產證議題上形成合作之機制後，已大幅減少查核產證真偽的時

間和成本，且有助於台韓雙邊無紙化貿易之推動，也有助於彼此之間中

小企業的貿易往來。

未來，兩岸在 ECFA 之後所展開更進一步的兩岸實質協商，更是韓

商應該密切注意的焦點，因為：

●  兩岸合作是以 ECFA 為開端，未來仍將持續強化更廣泛的合作。

●    ECFA 和早期收獲清單等不但有彈性且具靈活創意，例如：短期間協商

機制（6 個月）和確保未來仍將持續協商之動力。

●   兩岸未來還擬簽署「貨品貿易協議」，屆時大部份的商品都會免除關

稅。

●    中國大陸、港澳和台灣等地組成中華經濟區， 在此一經濟整合架構下，

台灣的資金和技術回流到中國大陸，將會進一步助長中國大陸的產業 

力，而損及韓國在大陸的利益。 

●    韓國和台灣一樣同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根據韓國央行的收支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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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乃是韓國最大的出口對象，中國大陸也是韓國海外直接投資

（FDI）的首選之地。

台韓企業未來合作方向建議與合作模式

一、區域互補

中國大陸也是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其廣大的市場對韓國重要性不

言而喻。但韓商目前在大陸主要仍集中於東北的黑龍江、遼寧、吉林和山

東省，並未深入中西部或是南部；台商在大陸東南沿海已有很好的基礎，

亦致力於開拓中西部和南部，彼此可以互補，借力使力，達成雙贏。 

二 、中小企業合作

韓國中小企業對外拓展市場，亦需熟悉中國大陸文化之台灣企業夥

伴。此外，亦可考慮採取合資和合作投資方式，畢竟，中國大陸是台商

海外投資最多的地方，亦為我國最大的出口對象，隨著兩岸關係改善和

ECFA 之簽定，台韓雙方企業可考慮採取合資（Joint Venture）和合作投

資（joint-investment）的方式， 截長補短。

三、合作前進中國大陸市場以達雙贏

原因在於，韓商獨資投資大陸有失敗案例，例如，韓國 STX 集團

在遼寧省原為百分之百控股，後來因為大陸投資政策的改變，而被要求

50/50 比例；GS Codex 在山東青島投資，亦被要求 50/50 比例，後來改而

投資台灣，乃是有鑑於台灣對股權較無太大限制。

而隨著台灣服務業已因 ECFA 在大陸開啟更多的空間，在韓國亦擬

擴大開拓中國大陸的服務業、金融和政府採購等部門的情況下，台韓更

有必要共同合作，前進中國大陸市場達成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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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企業合作模式

一、合作多於競爭

儘管台灣在面板 DRAM 產業方面，與南韓正面交鋒，但是多數企業

與南韓的貿易關係仍多為競爭又合作的情況，部份企業甚至於合作多於

競爭。

二、合作模式趨於多元化

台韓合作案例增多，合作模式也愈來愈多元。例如：中鼎工程已在

韓國採購相對具價格優勢的機器設備和材料，進行接單。

三、強化台韓在傳統產業方面的貿易關係

●  魚貨近年來出口到韓國呈現大幅成長，特別是台灣鯛。

●   台塑、台達和皇佳化學製藥透過韓國曉星貿易商，進口部份石化和塑

膠產品；韓國科隆亦向台灣採購石化產品，再銷往第三地。

●  鋼鐵產品亦彼此採購。

四、雙方在中小企業有更多合作空間：

由於高科技研發對產業群聚需求甚殷，必須有更多的中小企業一起

投入原材料和相關零組件的供應，這正是台灣可以彌補韓國不足之處。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參考資料：

1.   韓國的新市場商機與挑戰，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

97 年 12 月

2.  "ECFA 的 骨 牌 效 應 "， 趙 文 衡， 蘋 果 日 報 2009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
globalpes.url.tw/FTA

3. " 南韓對 ECFA 的觀感與因應策略 "，劉德海，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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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俄羅斯遠東區的市場機會與挑戰

吳福成

2012 年，俄羅斯主辦亞太經濟合作（APEC）年會，並將在俄遠

東地區的海參崴舉行 APEC 領袖高峰會，此舉已被視為俄羅斯「走向

亞太」政策的一種重要體現。目前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都積極尋

求在 APEC 架構下，能擴大對俄遠東地區的經貿投資，並參與該區域

的經濟合作。

從「東方政策」到「走進亞太」

俄羅斯領土橫跨歐亞大陸，跨越 11 個時區，多達 1.4 億人口有三分

之二集中在歐俄地區大城市，其濱太平洋的遠東地區天然資源（油氣、

煤炭、鉑族金屬、鎳、銅、森林、漁產）相當豐富，占全俄天然資源

的 70% 以上，但從前蘇聯以來因「重歐輕亞」政策，而一直延誤對俄遠

東區的有效開發，迄今遠東地區的天然資源對俄羅斯的 GDP 貢獻只有

16%。近幾年俄羅斯政府積極推動「東方政策」，特別是自從 1998 年俄羅

斯加入亞太經濟合作（APEC）組織之後，俄羅斯才更具體而踏實地「走

進亞太」。

2012 年俄羅斯在濱太平洋的不凍港海參崴市舉辦 APEC 年會和領袖

高峰會，為成功舉辦此一重大經濟外交活動，俄羅斯政府全面投入人力

和資源，除要徹底改造海參崴市及其週邊地區環境，使其更符合現代化

的要求，還從總體發展戰略出發，企圖通過舉辦 2012 年 APEC 年會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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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高峰會，促進俄羅斯遠東區成為亞太區域尤其是東北亞的天然資源和

能源軸心（hub），以及歐亞運輸物流平台和科技合作中心。台灣似可運

用此一時機，策略性地前進俄遠東區市場，並以之作為轉進全俄羅斯市

場的橋頭堡。

廣義的俄羅斯遠東區，除濱太平洋地區之外，還包括東西伯利亞。

根據俄方規劃，有鑒於俄遠東區的基礎建設相對落後，將藉由明年舉

辦海參崴 APEC 年會和領袖高峰會的新機遇，全面整合資源潛力、人力

資源、生產能力和對新知識技術運用，並希望經由此一發展模式，到

2030 年期間在俄遠東區吸引國內外資 1900 億美元，增加區域內人口從

現在的 800 萬左右到 1680 萬人，並提高人均 GDP 成長 5~6 倍，俾達到

4 萬 8000 美元。俗語說「馬往哪裡走取決於牠的頭」，未來俄羅斯的發

展方向，必也將由俄遠東區作頭來牽動。

中日韓相繼搶占俄遠東區商機

目前為了在俄遠東區市場能捷足先登，2011 年 6 月中共國家主席

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在有關國際形勢和重大問題的聯合聲明，雙方特

別強調，將擴大在 APEC 架構下的合作，特別是在 2012 年俄羅斯擔任 APEC

東道主的背景下，加強合作領域包括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捷化、經濟技

術合作、區域經濟整合、糧食安全，以及完善交通物流體系，並積極研

究開展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合作。

2011 年 10 月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俄羅斯總理普丁在中俄會談

結果發表聲明裡，也承諾將確保全面實施「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

及東西伯利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調整和充實地方合作重點，推動落

實雙方共同關注的優先合作項目，研究設立中俄地區合作發展基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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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岸已簽署經濟合作協議（ECFA），將來台灣前進俄遠東區市場，在

ECFA 架構下兩岸也可優勢互補，搶佔該地區的發展商機。 

對俄遠東區的天然資源豐富，以及現在化過程的潛在商機，日韓兩

國政府目前都已積極展開佈局。2011 年 10 月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和俄

羅斯工業暨貿易部長赫里斯堅舉行會談，雙方已就加強對俄遠東區和東

西伯利亞地區的資源開發達成共識。日俄經濟圓桌論壇的日資企業也對

俄遠東區市場備感興趣，表示將支持對俄遠東區投資。

2011 年 11 月初韓國總統李明博在聖彼得堡舉行的俄韓對話論壇上

也表態，韓國對俄遠東區和東西伯利亞深感興趣，同時也將準備參與其

開發項目。由於韓俄的經濟結構有互補性，李明博總統更認為參與俄遠

東區和東西伯利亞開發，有助實現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也有助東北亞

的整體繁榮。

小結與建議

由於俄、中、韓、日正積極運用 2012 年海參崴 APEC 年會暨領袖高

峰會的時機，發展各自雙邊的深度合作，這之間已浮現出新的東北亞地

區經濟合作藍圖，台商要拓展俄羅斯市場，首先就得先抓緊俄遠東區的

發展機會，並提前研究如何佈局俄遠東區市場，才能參與搶攻該地區的

商機，同時也可為因應新的東北亞市場出現之挑戰預作準備。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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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印度的外交與經貿政策

許峻賓

印度對外經貿政策

印度自 1990 年代即展開所謂的「東望政策」，目的是在強化與東

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而在東亞開始進行區域整合之際，印度更是加

強其與東亞各國的經濟關係，其快速的經濟成長，也促使東亞各國紛

紛與其簽訂各種經貿協定，或開始研究促進貿易的相關措施。如今，

日本、韓國與新加坡更是印度重要的外資來源。而印度不僅與東協建

立對話機制，也於 2005 年參加「東亞高峰會」，此時，印度也正積極

尋求加入 APEC 的機會，盼能更加鞏固其與東亞國家的關係。

◎ 印度的東望政策：政經雙管齊下，連結東協與 APEC

印度「東望政策」的制訂原是為了因應後冷戰時期國際政經架構的

轉變，並作為其經濟發展的後盾。「東望政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

階段的是以東南亞地區為主要的合作對象，第二階段則是發展「泛亞洲

自由貿易區」，將合作對象擴及中、日、韓、澳、紐，甚至南太平洋的

島嶼國家。在冷戰期間，印度面對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的兩面威脅，積

極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在蘇聯瓦解了之後，印度不僅頓時失去其對蘇

聯的依賴力量，也因為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逐漸下降、經濟衰退，中國

大陸相對的快速崛起，使得印度開始改變其外交政策，強調安全與經濟

並重的外交，也逐漸與南亞及東南亞鄰國修好；尤其在經濟層面上，「東

望政策」的目標在於建構與亞太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盟。



208

兩岸與新興市場商機 - - 印度

「東望政策」不僅代表著印度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關係，

也意涵著三個意義：首先，東望政策是一多面向（Multi-faceted and 

Multipronged）的攻守戰略，不僅與 ASEAN 建立更緊密的政治關係，也同

時發展更堅實的經濟關係；其次，凸顯印度對於更大的亞太區域的發展

策略；第三，面對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印度也希望藉由其經貿發展的

潛力，進而參與 ASEAN 及 APEC。

◎ 印度的東亞戰略：四個層次，兩項目標

此外，印度的東亞戰略亦可以分為四個層次，第一是與中國大陸的

交往，與中國大陸和平交往，並建立堅實的經貿關係是最重要的一步，

而對於中國大陸的友善態度，也是印度在執行「利益弧線」的過程中，

重要的一環。第二個層次是高棉、寮國、緬甸及越南，印度在教育、

技術、資訊、藥品上給予這些國家幫助。第三層次是日本與韓國，印

度透過與此二國合作，以維護海洋的安全，而這也是一道民主的防線，

三國可以成為東亞民主發展的馬車（democratic troika）。第四層次則是

東協的創始會員國，包括了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與新加坡，

印度已經與這些國家展開了非常密切的經貿往來，包括了與新加坡間

的廣泛經貿合作協定（CECA）、與泰國間的早期收穫機制（Early Harvest 

Scheme）。

在上述的總體戰略之下，印度政府規劃了一套發展經濟的外貿政

策。此一外貿政策有兩項目標：一是使印度的商品貿易快速增長，擴

展其在世界商品的市佔率；二是藉由貿易擴張加速經濟成長與勞動就

業率。在此政策目標下，印度政府致力於加強製造業出口的商品附加

價值，例如創造印度品牌的商品，並舉辦國際性展覽會議，以推廣印

度商品國際化。此外，為了減少交易成本與制度所造成的瓶頸，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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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積極推動 E 化貿易，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界限，為所有印度廠商

創造共同的交易平台。

印度對外經貿與 FTA 政策

依據印度的對外經貿數據顯示，東亞、中東與歐洲地區是印度最主

要的經貿區域。在印度對外前 20 名的國家中，其中有 8 國為東亞國家，

總計對印度外貿金額為 124,996.15 百萬美元，佔印度全球貿易總量達

26%；其次為中東地區，前 20 國中有 4 個國家，均為中東地區產油國，

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科威特，貿易量加總為

86,900.03 百萬美元；第三大區域為歐洲，前 20 名中有 6 個歐洲國家，貿

易金額總計為 68,019.97 百萬美元。（詳參表一）

基於印度開拓全球市場的需要，印度政府也積極洽簽 FTA，而其所

選擇的對象國也幾乎符合其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家，涵蓋東亞、中東與歐

洲地區。印度已完成簽署及正在洽簽 FTA 的國家整理如下表二：

表一：印度前 20 大貿易夥伴表（年度：2009-2010，單位：百萬美元）

排名 國家 出口 進口 貿易總額

1
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
23,970.40 19,499.10 43,469.50

2 中國大陸 11,617.88 30,824.02 42,441.90
3 美國 19,535.49 16,973.68 36,509.17
4 沙烏地阿拉伯 3,907.00 17,097.57 21,004.57
5 德國 5,412.89 10,318.18 15,731.07
6 瑞士 589.39 14,698.43 15,287.82
7 新加坡 7,592.17 6,454.57 14,046.74
8 澳洲 1,384.96 12,407.37 13,792.33
9 伊朗 1,853.17 11,540.85 13,394.01

10 香港 7,887.81 4,734.30 12,622.12
11 韓國 3,421.05 8,576.07 11,997.12
12 印尼 3,063.36 8,656.66 11,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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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國 6,221.39 4,461.67 10,683.06
14 日本 3,629.54 6,734.18 10,363.72
15 比利時 3,759.26 6,019.20 9,778.46
16 科威特 782.45 8,249.49 9,031.95
17 奈及利亞 1,408.67 7,287.90 8,696.57
18 荷蘭 6,397.56 2,130.00 8,527.56
19 馬來西亞 2,835.41 5,176.78 8,012.19
20 法國 3,819.83 4,192.17 8,012.00
21 台灣 1,877.34 2,612.66 4,490.00

前20名總額 119,089.69 206,032.20 325,121.89
印度外貿總額 178,175.42 288,372.87 467,098.71

資料來源：印度商務部

表二：印度FTA對象國：

已完成或生效的FTA 正洽簽中的FTA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with Nepal 
to Contol Unauthorized Trade
Agreemen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Finland
Agreement on South Asia Free Trade 
Area
Asia Pacific Trade Agreement
CECA between India and Singapore
India-Chile PTA
India-Afghanistan PTA
India-ASEAN Agreement
India-Bhutan Trade Agreement
India-Korea CEPA
India-MERCOSUR PTA
India-Nepal Trade Treaty
India-Sri Lanka FTA
SAARC Agreement on T rade in 
Services

India-Japan CEPA
India-Thailand CECA
India-Malaysia CECA
Bay of Bengal Init iat ive for Mult i-
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FTA
India-GCC FTA
India-Mauritius CECPA
India-SACU PTA
India-Pakistan Trading Arrangement
India-EU FTA
India-EFTA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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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印產業合作展望

余慕薌

在 2008 年 5 月以前，我國政府已經積極地推動與印度間的經貿與投

資關係，然而，因地緣經濟的關係，台灣與印度間總有經貿交流上的瓶

頸無法突破，例如語言與當地政策法規等，造成台商在印度市場的經營

困難。這兩年來，因為兩岸關係的改善，經貿互動更加頻繁與正常化，

我國政府應該思考如何藉由此一經濟發展上的優勢，為台商前進印度創

造另一波新的契機。

以兩兆雙星及資通訊產業為基礎，從六大新興產業

尋求我國在印度市場商機

2010 年政府核准對大陸投資金額高達 122 億美元，引發「雞蛋放在

同一個籃子裡」的隱憂。更有人士認為，ECFA 簽署生效後，台灣在經

濟上更依賴大陸，甚至輕易達成「以商圍政」的目標；或許仍有人樂觀

地認為，兩岸交流互惠，對雙方都有好處，就長遠來看，就算「以商圍

政」，輸的未必是台灣。

就全球經貿的角度而言，在 ECFA 簽署後，並不表示台灣對於仰賴

對外貿易求取生存的程度就因此降低，特別是在歐美先進國家趨於減緩

的情況下，大力開拓重要新興市場，遂成為我國應致力推動的目標，特

別是位於南亞的印度，隨著歐美、中國大陸甚至日、韓拓展的腳步愈來

愈積極，台灣更應亟思如何提早卡位，以免未來更無競爭與立錐之地。

至於如何在兩岸 ECFA 之後，進一步搭起台印之間的經貿與投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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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最優先的考慮就是：在台灣既有兩兆雙星及資通訊產業的基礎上，

並因應未來節能減碳、人口老化、創意經濟興起等世界趨勢，以目前政

府選定的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及文化

創意等六大產業著手，從多元化、品牌化以及發展關鍵技術等面向，除

由政府帶頭投入更多資源，並輔導及吸引民間投資，以擴大產業規模、

提升產值及提高附加價值外，如何在印度這個重要金磚市場中尋找更多

的機會，才能真正有益於推動我國的經濟持續成長。

以下就前述六大產業，簡述與印度方面合作或是拓展市場之機會。

我國六大新興產業項目

產業別 發展策略

生物科技

強化產業化研發能量，承接上游累積的成果，成立生技整合育成中心及生

技創投基金，帶動民間資金投入，並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以建構與國際銜

接的醫藥法規環境

綠色能源

以技術突圍、關鍵投資、環境塑造、內需擴大及出口拓銷等策略，協助太

陽光電、LED照明、風力發電、氫能及燃料電池、生質燃料、能源資通訊

及電動輛等產業發展。

精緻農業

開發基因選種、高效能高生物安全生物工廠等新技術；推動小地主大佃

農、結合觀光文創深化休閒農業等新經營模式；拓展銀髮族飲食休閒養

生、節慶與旅遊禮品等新市場，以發展健康、卓越、樂活精緻農業。

觀光旅遊

以拔尖（發揮優勢）打造國際觀光魅力據點，推動無縫隙旅遊資訊及接駁

服務；以築底（培養競爭力）改善觀光產業經營體質，培養契合產業需求

之國際觀光人才；以提升（附加價值）深耕客源市場及開拓新興市場，成

立行政法人加強市場開拓，推動旅行業交易安全及品質查核等評鑑。

醫療照護

藉由提升核心技術，擴充現階段醫療服務體系至健康促進、長期照護、智

慧醫療服務、國際醫療及生技醫療產業，打造台灣醫療服務品牌，帶動相

關產業發展。

文化創意

以華文市場為目標，加強創意產業集聚效應、擴展國內外消費市場、法規

鬆綁、資金挹注、產業研發及重點人才培育等環境整備策略，推動電視、

電影、流行音樂、數位內容、設計及工藝等六大旗艦產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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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在確保智財權的情況下，開啟台印共同

合作與發展空間

在生技產業方面，目前我們不但正努力強化產業研發能量，承接上

游累積的成果，成立生技整合育成中心及生技創投基金，帶動民間資金

投入，並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以建構與國際銜接的醫藥法規環境。未來

20 至 30 年間，全球更將迎向「生物經濟」（Bio-economy）的時代。在未

來與各國的生技研發競速上，法制規範若是設計得宜，不僅不會是障礙，

還會是我國生技產業望眼期盼的推進機與加速器。尤其是各界進行產官

學研合作，既有法令規範及趨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如今兩岸智慧財產

權保護協議業已生效，固可作為生技搭橋及產業佈局的利器，但兩岸法

制環境有所不同，應審慎評估並擬訂對策。

整體而言，我國於生技相關法制政策的規劃及調整方面，早已邁出

必要步伐，帶領我國生技產業奮力前進；各界若不輕忽必要法制成本，

避開法律風險，在政府的適時輔助下，可望共同開創生技產業的無限生

機。

◎ 印度政府獎勵實行「國家種子政策」

印度政府在獎勵生物科技產業方面，則採取了特別的措施：積極的

作法是提供給產業一個成長的環境，例如法規程序、免除生物產業的強

制授權、允許 100% 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至經濟特區設廠的門檻、提

供給生物科技產業的研發財務上等的優惠（如免除課徵資本財的關稅、

降低進口關稅和給予 150% 減免研發的費用）。

此外，印度還自 2008 年起即施行所謂的國家種子政策（National 

Seed Policy），承認未來 10 年在農業發展上生物科技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國家種子政策的主要目標是要為種子業（seed industry）創造一個更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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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以利用現有和可能的機會，保護印度農人的利益和維護農作生

物的多樣性。在適用現代的農業技術上，目標就是要提高在研究發展方

面的投資，以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台灣生技恰好在種子業方面擁有相當不錯的技術，除了前幾年的西

瓜種子已在印度出現成果外，未來更應在確保智財權的情況下，開啟新

的共同合作與發展空間。

綠色能源：重視太陽能光電，尋求合作機會

印度的太陽能光電市場正快速成長，特別是印度政府新能源及可

再生能源部門「陽光印度」的鼓勵方案支持，印度政府預期目標是要在

2020 年時，斥資 700 億美元，讓該國的太陽能發電量擴充至 200 億瓦，

若真能達成此目標，印度將超越許多國家，成為太陽能發電的佼佼者。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估計，美國到 2020 年時的太陽能發電量也不

過 170 億瓦而已。

◎ 印度為降低對國外能源依賴而發展太陽能發電

此外，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好，印度對於高污染的煤及進口的能源

依賴也加深，但因印度本身並非能源大國，為降低對國外能源的依賴，

這也是印度政府為何決定要好好發展太陽能發電的原因，1 個月前甚至

已標出 620 百萬瓦發電量的太陽能專案給 37 家企業。

印度政府已經承諾要採用電力收購制度，讓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以

收取較高的價格，因為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原本就比傳統發電方式高。

但是，因為再生能源專案的競標實在太激烈，結果導致太陽能光電最後

每千瓦小時的價格只有 12.16 盧比（約 0.27 美元），太陽熱能每千瓦小時

的價格則是 11.48 盧比（約 0.25 美元）。這遠比印度立法機關稍早預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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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瓦小時 18 盧比（約 0.4 美元）的價格要低許多。

利潤變薄影響到的不只是投資人，印度的太陽能發電業者也同樣受

害，因為獲得銀行融資的能力勢必會受到影響。發電產業很流行無追索

權貸款，意即貸款者等到開始獲利後再償還貸款。

◎ 各國搶進印度太陽能市場

不過，隨著印度太陽能市場快速發展，包括全球最大太陽能薄膜

模組製造商 First Solar、法國的 Areva、大陸第一大太陽能板製造商尚德

電力（Suntech Power Holdings）及台灣的茂迪等近年仍積極搶占印度

700 億美元的大餅，台灣的茂迪即與印度當地第 3 大太陽能模組廠 Solar 

Semiconductor 簽訂太陽能電池供貨合作協議。尚德則不排除透過設立印

度辦事處等方式擴大投資推動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印度高度仰賴矽晶圓等物料進口，因此可能成

為印度太陽能業者與外來業者競爭時的一大阻礙。

◎ 印度太陽能發電計畫引發新的貿易爭端

印度太陽能發電計畫雖然帶來新的市場機會，但同時也引發新的貿

易爭端，因為印度政府近期才剛公佈了 30 家太陽能發電的補助名單，

但這 30 家自 2011 年起都被禁止進口某些特殊太陽能面板（可將太陽光

轉換成電力）；此一禁令已遭到美國太陽能業者如 First Solar、SunPower

全球領先的太陽能面板供應商，大陸的無錫尚德（Suntech Power 

Holdings）以及德國 Q-Cells 等的大力抨擊，但印度高層仍堅持：短期內

不打算鬆綁，未來的全面禁止也一樣照舊。

前述作法主要在保護印度公司如 Moser BaerIndia 和 Tata BP Solar India

之類的本土業者，後者為 Tata Power 和 BP Solar International 合資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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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但是這些公司所生產的太陽能面板並不適用於太陽能發電。

◎ 印度、日本聯手打造太陽能城市

日本希望推動綠色能源，降低傳統發電方式依存度，改以再生能源

方式發電，如善用太陽能、風力、水力、生質能源等。日本總務省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首長 Kazuhiro Haraguchi

與印度新生暨再生能源部（Ministry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部長

Farooq Abdullah 於今年元月份會晤時決定，共同開發打造印度太陽能城

市，計劃實施高效能源方案與設置再生能源設備，預計 5 年內要取代

10% 以上的傳統發電電量。印度境內目前已有 34 個城市獲得政府核准，

可以發展為太陽能城市。

◎ 推動台資企業未來更積極尋求在印度的合作機會

誠如前述，印度太陽能光電市場崛起，深具潛力，不消多時，即可

發展為全世界第一大的市場規模。印度擁有全球最豐沛的太陽能資源，

在電力不足狀況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太陽能可成為解決良方。

而我們在綠能方面，也擬以技術突圍、關鍵投資、環境塑造、內需

擴大及出口拓銷等策略，協助太陽光電、LED 照明、風力發電、氫能及

燃料電池、生質燃料、能源資通訊及電動車輛等產業發展。

有鑑於印度國內仍有諸多太陽能設備、系統製造商可適用消費稅零

稅率，特定項目進口亦可適用零稅率或稅額減免。印度修正案內容還包

含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希能仿效歐洲德、義、西等國，吸引廠

商投入太陽能開發。我國企業未來在印度仍有發展空間。

其中如印度的 34 個太陽能城市，我國除尋求與當地企業合資的機會

外，亦可藉由兩岸 ECFA 的橋樑，協助印度太陽能業者拓展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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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共榮共利，拓展更多的合作空間與市場機會。

精緻農業：糧價高漲引發通膨，可能打開印度食品

零售業商機

印度是全球排名第 2 大的糧食產國，僅次於中國大陸，印度糧食自

給自足完全沒有問題，自 2010 年第四季為止，俄羅斯的小麥歉收完全不

會影響印度，而且印度近期的小麥產品市場供給還大於市場需求。這一

切應該歸功於印度從 2007 年開始實施的糧食禁運政策，以往印度政府的

儲備糧食大約在 1,500 噸左右，禁運之後糧食儲備大增至 5,000 噸。

然而，由於糧食價格高漲，已在印度引發嚴重通膨問題。印度央行

（Reserve Bank of India）甫於元月 25 日將附買回利率調升 1 碼，從 6.25%

調升至 6.5%，為 2010 年以來的第 6 次；印度政府表示，2010 年雨季來

得太遲，使糧食生產受到影響，最近公佈的印度初級產品每週躉售物價

指數（WPI）年增率已高達 17.03%。而躉售物價指數在印度比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更具參考意義。

未來印度國內糧價預估仍有進一步上揚之可能，但同時也給台灣廠

商帶來新的機會。例如，印度政府許多官員近來多主張：「外資對食品零

售的直接投資，也有可能有助於改善食品供應鏈後端的效率；減少損壞

物廢棄物，也有助於減少糧價持續上漲之壓力。」就短期內而言，印度政

府真正採取行動的可能性─開放外資參與印度國內食品零售業，雖然不

是很大，但是隨著印度政府打通膨的決心愈來愈強，且其效果遇到瓶頸

時，即有可能加快開放外資參與印度內食品零售業的腳步。

◎ 台灣可由高科技生物技術角度切入印度農業市場

台灣無論是在開發基因選種、高效能高生物安全生物工廠等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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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有相當成果；而彰化縣長卓伯源於 2010 年 10 月間，即以前瞻

眼光率團前往印度進行破冰訪問，其積極友善的作為，已獲得印方善意

回應，除印方參訪團前來彰化縣洽商精緻農業經貿進出口事宜，印度駐

台協會代表羅國棟（Mr. Pradeep Rawat）亦於 2010 年 12 月 20 日在拜會卓

伯源縣長時強調，將積極協助兩國開創更多元化密切交流，並建立穩固

雙贏的經貿管道。

我國的明道大學甚至還曾在 2010 年 11 月台灣國際綠色產業展中展

出「精緻農業植物工廠實驗系統」，利用人工光源控制植物生長以進行基

金改植，以發展健康、卓越、樂活的精緻農業。在印度近年來亦十分重

視能源利用的情況下，亦可爭取雙方合作空間與市場機會。

智慧醫療服務：印度醫療照護與醫療器材市場快速

成長，台灣應尋找商機

目前全球醫療器械產業形成兩大格局：傳統型的低端醫療器械產業

格局和高科技的高端醫療器械產業格局，而隨著傳統型的低端醫療器械

市場向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印度作為醫療器械產業的後起之秀未來的

年增長率將超過 15%。

印度擁有逾 11 億的人口，近年隨著經濟起飛，中產階級人口增加，

對醫療和器材技術的需求也逐漸殷切。根據 Ernst & Young 的分析預估，

印度醫療器材市場到 2012 年將達到 39 億元，印度工商聯合會（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更預估，拜經濟持續成長

之賜，印度近年來在醫療方面的投資日增，預期醫療器材市場將於 2012

年達到 50 億美元，成為誘人的新興市場。印度醫療照護產業發展快速，

前景看好，預估市場規模將於 2012 年達 770 億美元，2022 年將超過



219台印產業合作展望

2,800 億美元。近 10 年來，印度在公私立醫療院所、檢驗中心及病理實

驗室等投入相當多經費，帶動整個產業在 2000 年至 2009 年每年以平均

9.3% 的速率成長。

而作為亞洲最大的低端醫療器械產品出口國和進口國─印度，近年

來在印度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不管是在資金上還是在政策上，政府都給

了印度醫療器械產業莫大的幫助，在這種扶持下，未來印度並有可能超

越南韓，成為亞洲醫療器械第三大生產國。

印度政府亦推出「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計劃，預期在 2012

年醫療照護預算支出約佔 GDP2-3%，目前僅為 0.9%。另已宣佈將撥出

6,320 萬美元經費，獎勵本土醫療設備產業生產平價之導管、導尿管、人

工心臟瓣膜及整型醫療填充物。

◎  台灣醫療器材在印度市場頗有潛力，醫療照護則應尋求

市場進入之道

根據印度醫界人士與醫療器材商認為，台灣製造的醫療器材品質優

良，價位適中，已獲得印度市場肯定，尤其若干創新產品和技術也深受

印度市場的歡迎。包括家庭醫療器材如血壓計、醫院外科手術用器材如

電動病床等，以及一般醫療耗材，都是印度新興醫療市場亟需的項目。

此外，印度在公共衛生方面未來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半數兒童體

重不足，居全球之冠；每年有 560 萬兒童死亡，逾全球半數；他如產婦

死亡率全球第二高，痲疹死亡人數佔全球 75%；每年另有 90 萬人死於飲

水暨空氣污染，70 萬人死於痢疾；肺結核患者佔全球三分之一，霍亂暨

瘧疾橫行，小兒麻痺尚未絕跡，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在印度亦是相當普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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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發展國際醫療及生技醫藥產業的同時，也積極打造台灣醫療

服務品牌，以期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在醫療照護方面，則藉由提升核心

技術，擴充現階段醫療服務體系至健康促進和長期照護等，未來如何尋

求在印度市場開創一片天，應是當下即應思考之方向。

觀光旅遊：文化遺產與身心靈醫療觀光是印度兩大

賣點

印度除了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來吸引國際觀光客，在國際醫療觀光

產業中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其私人醫療院所可以提供高品質醫療服

務、使用先進醫療設備、配有五星級旅館等級之病房、醫護人員英語溝

通無礙、醫療價格僅歐美 6 成左右，更可提供大量人體器官移植服務。

自 1990 年印度經濟改革開始，私立醫療保健機構開始出現並增多，特別

是非印度居民在印度醫院的投資增加，或進入印度醫療保險市場。

2007 年，印度共診治 45 萬名外國患者，預估印度醫療觀光產業產

值將於 2012 年達到 20 億美元，整個產業每年亦將以 25% 至 30% 速率

成長。印度亦全力推廣其傳統草醫學阿育吠陀（Ayurveda，又稱生命吠

陀），透過神秘的身心靈醫療體系，同時可以展現其觀光、草藥及香精

油等產業的優勢，目前也已來台推廣。

再者，帶有濃厚文化色彩的印度旅遊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直接和間

接貢獻達到了將近 6%，直接和間接的從業人數超過 4200 萬，占全國總

就業人口的 9% 以上。許多西方遊客對印度文化和電影非常著迷，外國

遊客在印度平均停留 26 天的官方統計數字，是新加坡 4.2 天的 6 倍有

餘；而外國遊客在印度人均消費達到了 1470 美元，幾乎是全球平均水

準 844 美元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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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觀光產業應提昇附加價值，與印度定點交流

我國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動下，未來將致力於以發揮優勢來打造國

際觀光魅力據點，推動無縫隙旅遊資訊及接駁服務；以培養競爭力改善

觀光產業經營體質，培養契合產業需求之國際觀光人才；以提升附加價

值深耕客源市場及開拓新興市場，成立行政法人加強市場開拓，推動旅

行業交易安全及品質查核等評鑑。

針對印度此一新興市場，我們亦可選定幾個著名城市，彼此做更密

切的雙向往來與交流，在迎接大陸旅客之外亦可創造另個新的商機。

文化創意：印度文創產業在金融危機時逆勢上升，

維持經濟活力獨具功效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迅速向實體經濟蔓延，全球經濟衰退風險日益增

大，印度經濟也遭受到這場「金融風暴」的衝擊。然而，印度的文化產

業卻在應對當前金融危機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發揮著

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印度的電影業一直充當印度文化產業的主力軍，被譽為世界的電影

工廠。印度寶萊塢電影城每年的影片產量是美國好萊塢的近 3 倍，年產

1200 部影片，佔據印度文化市場份額的 80%。印度 11 億多人口每年花在

電影票上的錢有 20 億美元。印度的寶萊塢電影、舞蹈和音樂在全世界都

受到歡迎，獲得奧斯卡獎提名的《印度往事》等影片，以及一批印度裔

導演脫穎而出，在西方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印度電影業仍是其文化產業

鏈中最大的出口行業，即使金融危機，也未曾影響西方粉絲對印度電影

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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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度的音樂歌舞更是窺視印度文化的最佳視窗。印度歌舞團

的足跡遍及整個世界，不斷培養出大批在世界馳名的演員。例如，印度

之星歌舞團培養出來的普蕾雅，在著名的歌舞片《傾國傾城》和《粉紅

色的回憶》中扮演能歌善舞的女主角，現成為寶萊塢的著名演員。印度

之星歌舞團領舞蘇娜麗曾獲 2004 年加爾各答小姐、2002 年印度美少女皇

后和世界美少女皇后亞軍。印度文化產業靠這些明星打造出強大的音樂

歌舞團體衝擊歐美的音樂舞蹈產業市場，影響著世界文化潮流，創造著

巨額的票房收入。

由於文化產業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的獨有功效，使其在經濟蕭條時

具備了逆勢而上的顯著特點，呈現出比其他產業更加明顯的發展優勢。

◎ 台灣文創產業可考慮結合印度風格，向印度推廣

目前，台灣的政策主要是以華文市場為目標，加強創意產業集聚效

應和擴展國內外消費市場、法規鬆綁、資金挹注、產業研發及重點人才

培育等環境整備策略，推動電視、電影、流行音樂、數位內容、設計

及工藝等六大旗艦產業。不過，也可考慮如何結合具有印度風的文化

色彩，將我國的創意產業推廣到印度這個廣大的新興市場。

結語：擴大兩岸 ECFA 效益，與印度市場連結，建

立「兩岸 + 印度」三角連線合作網絡

我國應可延續過去對印度市場拓展的績效，再利用目前兩岸間良好

的商業互動環境，為我國拓展印度市場與吸引印人來台投資，創造更多

的利基。

在兩岸持續推動和平交往政策之下，我國政府可積極思考，如何

擴大兩岸 ECFA 的效益，進而與印度市場相連結，不僅為我國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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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大新興產業創造商機與市場，也可創造「印度 - 中國大陸 - 台灣」

（India-China-Taiwan, ICT）三角連線的合作網絡。就此，我國政府應儘早

研究可行的合作模式與途徑。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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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經濟崛起中的印尼

吳福成

印尼是東協（ASEAN）的龍頭老大，2011 年擔任東協輪值主事

國，2013 年將主辦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年會暨領袖高峰會。

由於印尼的經濟崛起，2 億 4000 萬人口紅利，擁有龐大內需市場潛

力，加上天然資源豐富，屬於資源型大國，因此被視為「金磚四國

（BRICs）」之外的第五塊金磚，同時與印度並列為「雙印」新興市場。

前言：重新認識印尼 
印尼從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谷底翻身，更安然渡過這一波全球金

融海嘯襲擊，經濟情勢從復甦到崛起。日本經濟新聞宣稱這是「印尼飛

躍時刻」，彷彿其國徽金色飛鷹開始振翅高飛。當前全球原物料價格上

揚，印尼的農產豐富，棕櫚油和天然橡膠產量占世界第前茅，石油、天

然氣、煤、錫、鎳、銅等礦產蘊藏很可觀。印尼屬「資源型」國家，經

濟發展基礎雄厚。

印尼為全球最大群島國家，人口約 2.4 億，其中 87% 信奉伊斯蘭教，

是全球伊斯蘭人口最多國家。印尼也是東協龍頭老大，在各種區域經濟

整合進程，更擁有關鍵的影響性力量。近來中國大陸勞動成本上漲，環

保意識抬頭，人民幣升值聲浪不斷，擁有豐沛廉價勞動力的印尼已被日

本、歐美和台港商視為另一個生產基地，並逐漸承接中國大陸「世界

工廠」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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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過去是世界銀行屬下的國際開發協會所援助的貧窮國家，如今

每人平均 GDP 超過 3000 美元，外匯存底達 1000 億美元，已翻身為中等

收入國家，並成為特具魅力的投資市場。在亞洲區域的政經格局，印尼

挾其龐大人口、經濟規模，以及地緣戰略優勢，已有「第二個印度」之

稱。國際投資機構更普遍看好中國大陸 - 印度 - 印尼將是未來的「亞洲金

三角」。

印尼吸引外資的誘因

印尼的政治民主化，社會基本穩定，經濟成長 6.3% 以上，天然資源

豐富、勞動力年輕，人口紅利大，輻射市場到東協、紐澳、中東，金融

市場充分開放，吸引外人投資具競爭力。印尼一直是能源和原物料供應

地，勞工成本便宜（約大陸沿海的一半），土地取得成本低，基礎設施滿

足需求，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區獎勵投資優惠多，是外商佈局生產基地的

新選擇。 

印尼的年輕化人口結構，薪資水準因經濟成長逐漸提高，內需消費

占 GDP 的 65%，以及政府擴大基礎建設支出，都市化程度加快，必將拉

動經濟成長，已成為本國及外商新的投資機會。印尼人口多，消費市場

有成長性，教育水平較高，英語的障礙並非最大，商情取得容易，企業

經營成本較低，政府鼓勵外人投資優惠很充實，相對東協其他國家具有

一定投資魅力。

目前印尼中產階級人數約 1 億 3000 萬，英國金融時報預測，未來

10 年內印尼還將有 6000 萬名低收入的勞工進入中產階級。伴隨中產階

級擴大帶來的消費市場，也是吸引外資的亮點。過去印尼民眾收入低，

壓抑對家電、汽車和化妝品等選擇性消費品需求。現在印尼人均 GDP 超

過 3000 美元，早已跨越名牌和耐久財等消費品普及化的 2000 美元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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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消費能力大躍進。 

印尼的 GDP、國土面積等幾乎都占東協的四分之一，但基礎建設比

起鄰國則明顯不足。最近印尼政府計畫在 2014 年之前投入 1400 億美元

全面推動新的基礎建設，其間存在龐大商機。印尼在東亞高峰會提出的

「亞洲綜合開發計畫構想」，總經費 2000 億美元，涉及印尼的跨區域建設

有印南諸島 - 菲國整體建設，以及印 - 馬 - 泰「IMT 經濟圈」規劃，對外

資相當吸睛。

為全面振興產業和推動基礎建設，印尼政府發布了建設「印尼經濟

走廊」計畫，將在印尼五大島嶼建設六大經濟發展走廊，包括日韓、紐

澳和美國等跨國企業都表態對此計畫有興趣。東協將於 2015 年深化區域

整合，建立共同體，屆時多達 5 億人口的市場將與歐洲相近。對外資而

言，印尼的經濟產業規模就是一個大市場，同時更是拓銷東協市場的重

要 Gate way。

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調整，以及歐巴馬總統與印尼特殊關係，美

國正積極協助印尼扮演東協市場商品標準化中心，以及清真貨品哈拉

（Halal）認證的出證中心，提前為區域市場統一奠基。印尼是全球伊斯蘭

世界最大國，全球伊斯蘭教徒約 16 億，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目前

還不斷在成長中。以印尼為平台，市場輻射全球伊斯蘭市場，已是新的

貿易投資模式。

國際機構正向評價印尼

2011 年 1 月穆迪公司認為印尼經濟已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甦，加

上內需市場堅挺，政府和外部債務狀況改善，調高印尼政府本外幣債

務信用評等，從 Ba2 上調至 Ba1，評級展望為「穩定」。穆迪對印尼評



227經濟崛起中的印尼

等為「穩定」等級，僅管還低於「投資」一級，但在提升對於強化印尼

政府信心，吸引外資都將發揮正向效益。不過，印尼要達到「投資」等級，

至少還需要等一年。

2011 年 2 月惠譽（Fitch）公司提升印尼債信評等的評級，從屬於「穩定」

評級調升至「正面」的 BB+ 等級，意味著印尼宏觀經濟將持續維持穩定，

後續 12 到 18 個月還有再調升評級的機會。2011 年 4 月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公司調升印尼的債信評等評級，由原先的 BB 調升至上看「投資」評

級的 BB+，意味著前景明朗，將為印尼吸引更多外資流入，以及促進

經濟成長率。

近 5 年印尼經濟成長率在 4.5%~6.5% 之間，緊接中國之後邁向經濟

大國之道。日本 BRICs 經濟研究所即看好印尼經濟發展，把她與越南、

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並列閃亮五國“VISTA”。高盛集團在提出「金磚

四國（BRICs）」之後，又針對 50 年後具有影響力和經濟發展潛力的國家，

從全球各區塊篩選出所謂的「金鑽 11 國（NEXT 11）」，印尼也列榜成為金

鑽國家。

印尼是原物料出口大國，積極改善基礎建設，年輕勞動力豐沛，爭

取外資有成，而被經濟學人智庫 EIU 把她和哥倫比亞、越、埃、土、南

非等並列新興市場「靈貓六國（CIVETS）」。另外，從 GDP 成長、經濟潛

力、內需市場看，印尼相對巴西和俄羅斯均毫不遜色。去年 12 月高盛

集團把墨西哥、印尼、韓國和土耳其視為新的世界經濟成長引擎，並宣

稱由上述四國字母組成的「MIKT」時代來臨了。

西班牙銀行 BBVA 為突顯全球新興國家成長實力，去年 11 月提出

「飛鷹國家（EAGLES）」概念，意指新興及領先成長國家（Emerging And 

Growth-Leading Economies），印尼也被納入。資誠會計事務所今年初在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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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發布「新興七國（E7）」概念，認為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

墨西哥的經濟規模，在未來 20 年內將超過目前的 「七大工業國（G7）」。

投資印尼的風險評估

香港政治經濟風險評估顧問公司把印尼評為亞太主要投資地區最腐

敗的國家，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也認為「肅貪不力」是影響印

尼經濟自由度排名為全球第 116 名的主要原因。商業圓桌會議與 PwC 會

計師事務所的調查指出，跨國公司在印尼付出的實際稅率（總收入稅除

公司稅前盈利），高居全球第四位。因為印尼地方政府徵收的稅款難以監

督且常過量。

印尼的勞動成本整體來說相對低廉，但因國家的勞工法令對勞工的

保護規定嚴格，勞工離職都要支付離職費或補償金，工人罷工程序合法

就要支付薪水，投資者很難精算勞動成本。印尼的法律體系整體比較完

整，但法律環境複雜，很多法條規範模糊，不同部門法規存在衝突，法

律確定性弱，實際執行力更差，加上法律變動性大，徒增外商應付法律

問題的成本。

印尼政府一直在完善投資法和公司法及相關配套，甚至推行「一站

式」服務，但因註冊手續繁雜，審批核證時間長，執行效果不理想，連

蘇西洛總統都坦承這是對經濟惡劣挑戰之一。在印尼各行業工作的外籍

人士，每人每月要繳納 100 美元作為對印尼員工進行培訓的基金，同時

必須進行印尼語文水準檢測，未通過者不能取得工作簽證，這對外資企

業是一種軟障礙。

印尼政府對本國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人力市場常進行「經濟需求

評量」，以作為限制和進用外籍勞工的手段，此舉不但導致外商人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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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確定性，本質上也違反 WTO 有關規定。印尼政府頒布的投資條例，

外商獨資企業自投產和商業營運達 15 年後，必須向印尼國民釋放部分股

權，可直接轉讓或通過證券市場售出。此一規定明顯成為外商「投資退

出」的障礙。

印尼的政府採購較傾向購買國貨，外商必須以當地企業的合夥企業

身分參加。外商投標由印尼政府資助的高標政府採購項目，則會被要求

購買或出口等值的印尼生產之產品。印尼消費者崇尚外國品牌產品，目

前印尼政府大力推行「國貨優先」政策，對購買印尼商品的消費者提供

獎勵。此舉對外商出口印尼和進駐當地市場投資者的經營都形成競爭壓

力。

印尼各種政治勢力明爭暗鬥。雖然蘇西洛總統曾公開喊話印尼不會

有軍事政變，但地方分離主義、教派、種族之間的矛盾並未完全化解，

加上時有恐怖事件，徒增外商投資的風險。印尼的人為風險（如政治和

宗派鬥爭、恐怖襲擊）多少還可以事前防患和改善，天然災難風險如地

震、海嘯則只能災後重建。在印尼進行投資，人為和天災風險是最大不

確定性。

結語與提醒

投資印尼市場，大家可以跟著感覺走，感性漫談誘因和商機無限，

但更要理性務實看待各種可能風險存在，審慎研擬短中長期投資策略，

才能在前進印尼市場時趨吉避凶。日本企業看待印尼市場，樂觀派認為

印尼可取代中國大陸成為海外投資的另一新市場。審慎派則提醒，投資

印尼好比種地瓜，綠葉覆蓋下有無結果實，沒有拔起來之前很難知道。

印尼的投資條件有許多誘因，開始承接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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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並成為外商新生產基地的選項。過去的南向政策噩夢一場，今天的

新南向政策就不能沒有與時俱進的新思維。印尼政府日前發布加強印尼

經濟建設總綱領（MP3EI），將廣邀國內外企業直接投資，振興經濟活

動，建設六大經濟走廊，並發展落後地區。所以投資印尼，應與總綱

領方向相符合。

印尼擁有上萬個島嶼，過度分散的地理特徵導致境內經濟發展很不

平衡。印尼政府在政策上已不再偏重出口，而是要作實內需市場，台商

投資印尼的 Business Model 恐怕也必須調整。印尼作為輻射市場到東協

和全球伊斯蘭市場的 Gate way 地位重要。但因歐美先進國家景氣低迷、

東協和中東區域經濟風險也增高，特別是印尼的游資氾濫，泡沫化問題

一大隱憂。

印尼 2 億 4000 萬人口內需市場紅利，對台商極具魅力。由於東協

與中國大陸已實現 FTA，兩岸也簽署 ECFA，今後台商理應擅用兩岸優

勢互補，以兩條腿方式走進印尼，才能踏實攫取當地商機。面對印尼經

濟市場遠景，其人為的投資貿易障礙，容易循國際規範來約束或要求改

善；天然災難風險難測，必須科學掌握印尼的氣象、地質、海域相關資

訊，提供投資印尼佈局考量。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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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5年，邁向世界前十大經濟

強國的印尼—我國的機會與挑戰

邱奕宏

導言

印尼總統蘇西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在今年 5 月底揭示

了一項極富野心的經濟總體計畫（master plan），預訂在 2011 至 2025 的

14 年期間投入 4680 億美元（4,000 兆印尼盾）在印尼六大區域興建經濟

走廊，使其發展成各具特色的產業中心。該計畫企圖讓這個人口全球排

名第四的大國能夠在未來數年保持 8%-9% 的經濟成長速度，使印尼在

2025 年成為生產總值達 4.5 兆美元，並一躍而成為全球前十大經濟強國

之林。

蘇西諾除了宣布此項名為「加速與拓展印尼經濟成長的總體計

畫」（Master Plan for the Accel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donesia Economic 

Growth, MP3EI）正式啟動外，也表示將籌組新的委員會來維持改革的動

能與進程。此一名為「印尼經濟加速與拓展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Indonesian Economic Acceleration and Expansion）將由總統親自領軍，成員

包含則政府官員、私部門產業與國營企業經營者。印尼國家發展計畫部

長 Armida Alisjahbana 表示，根據此總體計畫，印尼政府將在六大經濟走

廊（economic corridors）挹注龐大投資來進行八項發展計畫，並將目標

鎖定在運用公私部門的資金來加速扶植印尼的產業與基礎設施建設。

近年來，印尼的國際政經地位迅速攀升。印尼不僅為東協的創始會

員國，也向來以東協的龍頭老大自居。再者，印尼是東南亞國家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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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成員，並曾在 2006-8 年間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非常任會員國。今

年五月印尼也擔任東協會議主席，並將於 2013 年擔任亞太經合會（APEC）

主辦國。此外，印尼在蘇西諾 2004 年總統勝選後，政治趨於穩定，經濟

亦開始由 1997-8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谷底逐漸翻升，不僅安然度過此波

全球金融海嘯襲擊，近年來經濟成長率也在 5%-6% 間穩定進步，讓許多

西方國家稱羨不已。2010 年印尼人均 GDP 已超過 3,000 美元，正式躍升

為中等收入國家。許多國際信評機構，如惠譽、標準普爾及高盛等，紛

紛看好印尼市場，將之視為與巴西、中國大陸、印度等國同等級之極富

潛力的新興市場。

我國向來與印尼保持著緊密的經貿往來，印尼亦曾是我國過去南向

政策的重點國家之一。究竟印尼此一極具企圖心的經濟總體計劃的內容

為何？是否可能徹底轉變印尼的經濟發展？我國政府與台商又應如何利

用此一時機，妥善規劃相關戰略來布局印尼市場，以趁勢拓展經貿機會

及強化我國與印尼的經貿關係？本文擬就上述議題進行分析討論。

印尼近期政經概況

印尼國內生產毛額（GDP）在 2008 年突破 5,000 億美元，成為全球

第 19 大經濟體。2010 年印尼 GDP 成長達 6.1%，今年可望達 6.5%。經濟

學人智庫（EIU）預測在 2012-15 年印尼可望維持每年平均 6.4% 的經濟成

長。由於出口佔印尼 GDP 的比例較低，使得印尼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衝

擊相對來的小。另外，受惠於近來國際大宗物資價格飛漲，天然資源豐

沛的印尼因此而大幅增加其外匯存底。由於西方國家的寬鬆貨幣政策，

至使外資大舉湧入印尼，而國際原油與物資的上漲，亦使得印尼面臨通

貨膨脹壓力，通貨膨脹率仍維持在印尼央行容許的範圍（2011 年 4 月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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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蘇西諾在 2009 年連任總統獲勝，任期將至 2014 年。他

所屬政黨（民主黨）為國會最大黨，與其他黨派組成過半數的執政聯盟

以掌握立法。許多分析家認為，蘇西諾第一任時不僅帶來政治穩定，亦

使印尼民主逐漸步入正軌，因此他在第二任時將更致力於經濟建設，以

求在歷史上留下美名。從蘇西諾在去年宣布興建六大經濟走廊的計畫，

到 2011 年 4 月宣示將把印尼經濟從目前 GDP 總額 7000 億美元提升到

2025 年的 3.8 至 4.5 兆美元，及將國民人均 GDP 從目前的 3000 美元大幅

躍進為 13,000 至 16,000 美元的雄心，以及前述之經濟總體計畫一併觀之，

印尼最高決策當局全力投入經濟建設的決心可見一斑。

六大經濟走廊概述

簡言之，印尼總體計畫的具體實踐即是六大經濟走廊的建設與發

展。印尼政府計畫在主要經濟走廊投入總額高達 3850 億美元的投資，

以用於各項基礎建設計畫。該計畫企圖藉由開發這些位於海岸線地區的

經濟走廊，以連結印尼五大島（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蘇拉維西

及巴布亞）的各個經濟發展中心，並使其能各依自身的區域優勢而發展

成為具不同特色的產業重鎮。

六大經濟走廊的發展目標、需要之基礎建設與預期的經濟成長目標如下：

經濟走廊 發展目標 需要的基礎建設 預期經濟成長目標

蘇門答臘走廊

(Sumatra Corridors)
將成為農產品生產及

加工中心，全國能源

庫存區。南蘇門答臘

及廖內省將成為全國

棕櫚油加工中心。

大棉蘭(Metro Medan)
地區、Dumai
及Palembang的港

口、跨蘇門答臘鐵路、

電廠及煤礦處理場。

2030年此區域經

濟成長3.4倍達

473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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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走廊(Java 
Corridors) 

將成為化工、造船與

其他高科技產業及服

務業中心。內陸省份

則發展為食物及飲料

製造中心。

雅加達等地的港口擴

建、跨爪哇高速公路及

發電廠。 

2030年此區域經

濟成長4.2倍達

1.282兆美元。

加里曼丹走廊

(Kalimantan 
Corridors)

將成為礦業生產與加

工中心及全國能源庫

存區。

河港駁船卸載設施、中

部加里曼丹鐵路、連結

中西加里曼丹公路。

2030年此區域經

濟成長2.6倍達

1520億美元。

蘇拉威西走

廊(Sulawesi 
Corridors)

開發成農林種植與漁

產及加工中心。

擴展灌溉設施、拓展港

口及增建在東南蘇拉威

西的鎳礦加工的電廠。

2030年此區域經

濟成長4.4倍達

940億美元。

巴里島及努沙登

加拉走廊(Bali & 
Nusa Tenggara 
Corridors)：

將建為旅遊業大門及

發展手工業，將巴里

島及龍目島開發為休

閒中心，並做為全國

糧食供應區。

拓建巴里島國際機場及

籌建新的國際機場、興

建遊輪港口、跨巴里島

公路及發電廠。

2030年此區域經

濟成長4.3倍達

760億美元。

巴布亞及馬魯古走

廊(Papua & Maluku 
Corridors)

開發為漁業、礦業及

林業生產與加工中

心。發展為天然資源

與人類資源。

連結眾多港口的跨巴布

亞高速公路、煤礦火力

發電廠。

2030年此區域經

濟成長6.3倍達

830億美元。

根據印尼經濟統籌部長 Hatta Rajasa 表示，此六大經濟走廊將在印尼

經濟發展走廊（the Indone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idor, IEDC）的

計畫下經由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進行。換言之，私

部門企業將在這些龐大的經濟發展計畫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因此，印

尼工商協會主席 Suryo Bambang Sulisto 表示，印尼商業團體已允諾將提供

1500 億美元來參與此總體計畫下的各項建設方案。

此外，六大經濟走廊的規畫不僅有著帶動印尼整體經濟發展的

意義，也有著強化印尼與東協各國連結的積極意涵。蘇西諾今年 5 月

表示，印尼區域經濟走廊的發展計畫將支持與加速東協連結（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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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ity）願景的誕生。他指出，此計畫除了提升六個區域的經濟發

展以做為全國的成長中心，亦將促進印尼國內經濟的連結性與刺激東協

經濟的發展及加速東協連結的建立。換言之，印尼的六大經濟走廊除將

對內扮演火車頭來帶動各區域經濟發展外，亦對外帶有連結東協各國與

深化近六億人口之東協經濟共同體的戰略意義。

基礎建設與中產階級興起帶動龐大商機

針對印尼政府所擘劃的此一經濟藍圖與積極招商的各項舉措，歐美

日等國的外資企業紛紛表達強烈的興趣。就印尼政府而言，上至總統下

至各相關閣員，一再地重申印尼政府歡迎外資與致力於完善印尼經商環

境的決心。

2011 年 5 月蘇西諾在演說中表示，將致力於在第二屆總統任期屆滿

前帶領印尼成為穩定的民主國家與新興經濟大國。他除邀請美國企業增

加對印尼的投資外，並誓言將致力於使印尼成為區域內最適合經商的國

家。此外，印尼經濟協調部長 Hatta Rajasa 於 2010 年 10 月表示，日本允

諾提供 529 億美元協助印尼融資六大經濟走廊中的爪哇經濟走廊。印尼

也提供給兩個連結區域產業中心的經濟走廊作為日本的投資目標。另外，

在 2010 年作為印尼的第三大投資國的美國，也對印尼的經濟總體計劃

透露出濃厚的興趣。美國駐印尼大使 Sccot Marciel 表示，美國今年對印

尼投資可望超過 10 億美元，而且美國企業對於印尼的基礎建設、再生

能源與消費商品生產的計畫特別感興趣。再者，印尼也力促中國大陸增

加對印尼的投資，並與南韓商討 200 億美元的投資計畫。

除上述諸多正在進行中的計畫外，印尼龐大的消費市場潛力也促使

許多印尼企業加碼投資。例如年收益近 60 億美元的印尼 Lippo 集團，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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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興建一家電視台與拓展各項針對印尼中產階級的服務業務。此外，預

期將在 2012 年超越家樂福（Carrefour SA），成為印尼最大的零售商的印

尼公司 PT Matahari Putra Prima，計畫將從目前 52 個大型商場（hypermarket 

stores）再增加 22 個。該公司總裁 Carmelito Regalado 表示，由於印尼

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需求，該公司預期在未來 5 到 10 年間將每年提高

20％的收益。

根據印尼野村公司（PT Nomura Indonesia）研究顯示，如以中產階級

每年至少賺 3000 美元估算，印尼在 2009 年約有 5 千萬的中產階級，在

2014 年將可望增長三倍達 1 億 5 千萬。印尼野村資深經濟學家 Yougesh 

Khatri 表示，隨著家戶所得提高，消費將超越對基本食物、住屋、衣服

的需求而擴大到消費耐久財、電器產品、醫療保健及教育服務與金融服

務。從內需市場佔印尼全國 GDP 總額的 65% 以上的經濟結構觀察，隨著

印尼中產階級興起及消費習慣的改變，印尼內需市場隱含著無限的商機

而可望在未來數年成為各方企業爭相競逐的戰場。

印尼的挑戰與隱憂

儘管印尼市場充滿潛力前景看好，而印尼政府亦多次宣示經改決

心，但印尼的未來發展仍隱藏著許多挑戰與問題亟待解決。最關鍵地問

題包括基礎建設落後與緩慢的官僚作業過程。印尼野村公司的分析師

Wilianto Ie 即指出，基礎建設是印尼能否打破發展瓶頸的關鍵之一。根

據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估計，印尼在 2009 年僅花 GDP 的 3.9%

在基礎建設上，遠遠落後於同年中國大陸的 10.4% 及印度的 7.5%。因此

印尼必須在未來數年強化基礎建設以配合經濟成長。對此印尼國家發展

計畫部長 Armida Alisjahbana 表示，印尼政府從現在到 2015 年將投注 640

億美元在興建道路、鐵路、港口、通訊設施及能源，私人企業預計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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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投注 350 億美元於這些基礎建設項目上。

另外，導致印尼基礎建設落後的很大原因可歸咎於印尼官僚體系效

率緩慢。過去印尼政府也曾屢次承諾多項投資計畫，但總屢屢面臨行政

部門拖延及效率不彰等問題。特別在印尼民主化後，中央與地方政府分

權導致上令難以下達貫徹，因此造成不少外商投資印尼的阻礙。此外，

觀察家也對蘇西諾避免衝突（conflict-averse）的人格特質表示憂慮，擔

心他恐怕無法克服來自全國與地方官員對其重大改革方案的反對。但樂

觀者指出如果 2011 年底能順利在國會通過延宕已久的土地徵收法（land-

acquisition bill），印尼經濟發展則可望大步向前邁進。除上述兩項挑戰

外，印尼還有諸多的困難亟待克服，例如官員貪污、勞工法令嚴苛等

因素阻卻外人投資。然而，如果在印尼總體政經趨勢是鼓勵經商、歡

迎外資的大方向不變下，這些負面因素應可逐漸被改善及克服。

我國廠商的挑戰與機會

印尼為我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累計投資總額排行第二名，2010 年我國

為印尼第九大進口國及第八大出口國，兩國經貿往來互動密切。我國廠

商應如何利用目前印尼政府致力於提振經濟發展的時機，掌握我方產業

優勢來加強布局印尼市場，並趁勢拓展台灣經貿實力以立足於全球經濟

呢？以下幾點可作為參考方向：

一、 配合印尼經濟總體計畫，參與區域重點產業的投資與貿易。我國廠

商應對印尼政府的各項區域發展計劃與鼓勵投資措施有一通盤的了

解，除了可攫取印尼因擴大基礎建設而帶動各項物資需求的龐大商

機外，也可趁勢投資相關重點產業以獲取各項政府優惠，並進而藉

由在印尼市場站穩腳跟以確立未來前進東協市場的灘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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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耕印尼消費市場、以優質台灣品牌鎖定中產及高等消費客群。印

尼消費市場潛力龐大，日本長年深耕而韓國急起直追並大有斬獲。

相對來說，我國廠商不僅對印尼市場缺乏長期耕耘，且欠缺行銷管

道與品牌知名度。但隨著印尼中產階級的興起，我國廠商應發揮我

強項商品之優勢（如電腦、通訊產品、美容保健等），強化市場行銷

與品牌建立，並鎖定印尼消費力強大的中高層消費族群之需求，以

進而分享印尼經濟騰飛之果實。例如燦坤在雅加達的 Jababeka 工業

區設點，積極在當地投入自有營運及行銷的建立，則可更貼近地掌

握印尼市場脈動與機會。

三、 著眼印尼豐沛農林礦產、運用初級加工運銷國際市場。印尼豐富的

天然資源早已是諸多跨國企業屬意的對象，再加上印尼政府龐大建

設計畫所帶來巨大商機，更致使跨國公司加碼投資。例如德國工程

公司 Ferrostaal AG 於 2011 年 4 月宣布，將在西巴布亞投資 9 億美元

興建石化廠。2010 年在東加里曼丹 Kutai 購買蘊藏 6400 萬噸的煤礦

區的印度的 Essar 集團也有意於在印尼購買兩處新的礦區。在過去我

國企業除少數公營企業外則較少涉足此一領域的開發。然而，由於

目前全球能源、糧食及大宗物資的匱乏，已使得此領域成為兵家必

爭之地。我國廠商實應把握此刻印尼政府鼓勵外商投資農林礦業投

資的機會，透過彈性策略聯盟來進軍印尼，並經由初級加工來將這

些基礎農林漁原料，運回台灣或各地的生產工廠製成成品，來行銷

全球。

隨著東協與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得我國

廠商在東協市場更備感壓力與競爭。有鑑於我國與東協各國簽訂自由

貿易協定的前景仍不明確，我國廠商更因抓住此刻印尼政府積極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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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機，以前進印尼來作為台商獲取原料物資的基地、製造成品的加

工工廠、抑或是從經略印尼消費市場以作為建立台灣品牌在全球市場

的橋頭堡。印尼作為一個前景看好及穩定崛起的新興市場，我國廠商不

僅不應落後於美日韓等國之後，更應積極發揮自身所長，掌握時機來擷

取印尼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龐大利益。

(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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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TPECC
年度活動

                                                         2011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亞太與兩岸關係下澎湖縣的機會與挑戰

                                        2011 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展望－

                                              我國之因應策略」研討會

                                2011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未來十年的東亞區域發展對我國之影響」

                         2011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

                                檢視 2011 年亞太區域情勢座談會

                                        亞太區域發展論壇—東北亞情勢

                                                  2011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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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太平洋企業論壇

2011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亞太與兩岸關係下澎湖縣的機會與挑戰

黃暖婷

全球與區域政經局勢無時無刻都在變化。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各國

仍不斷出現經濟發展的負面消息，顯示全球經濟發展不穩定的因素仍然

存在，各國政府採用各種不同的經濟手段，希望能讓各國人民都有穩定

的工作與收入，經濟可以平穩成長。在亞太區域局勢方面，美國一反布

希總統的「單邊政策」與傳統的「重歐輕亞」，歐巴馬總統積極運作加入

東亞高峰會與 TPP（泛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希望藉此同時參與亞太地

區的會議與機制。歐巴馬總統希望藉此實現其所宣示的「太平洋的總統」

的目標。然而美國所面臨的亞太局勢仍有許多問題需解決。

在全球與區域情勢不斷變動的同時，兩岸關係的發展則屬相對穩

定。兩岸間在馬政府執政之下，已簽署了 13 項協議、3 項備忘錄與 1

項共識，其中最重要的不外乎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兩岸間的交流與互動已逐漸步上軌道。介於兩岸間的澎湖縣，雖然只是

眾多小島組成的群島，但在兩岸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卻是扮演不可或缺

的角色與地位。在現階段亞太區域情勢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架構下，澎湖

縣如何扮演適當之角色，以凸顯其具有政經戰略的價值？因此太平洋經

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國立

澎湖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合作，於 2011 年 3 月 8 日，假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舉辦本次太平洋企業論壇，邀請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亞太與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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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關係下澎湖縣的機會與挑戰，並讓澎湖當地人士瞭解其身處環境的價

值與意義。

澎湖科技大學蕭泉源校長首先歡迎此次太平洋企業論壇特別針對兩

岸關係下澎湖縣的機會與挑戰進行討論。在兩岸關係改善的前提下，航

空業者很高興往來澎湖的班機因此增多，帶動澎湖經濟活動發展，而澎

湖還有其他什麼產業能在變化多端的局勢下生存，更是在座專家學者的

焦點。

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則表示：現在資訊發達，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越來越快速，而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中，「變動」是個常態，而風景優

美的澎湖，剛好能夠讓我們冷靜下來，在變動中思考未來的方向。因此

本次論壇先從大環境所展現出的財經狀況切入，由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

士剖析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接著由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分析近來

左至右：澎科大行銷系楊崇正副教授，澎科大觀光休閒系于錫亮教授、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澎科

大蕭泉源校長、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中華

台北 APEC 研究中心許峻賓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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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之間關係正常化的進度、內容、動向與影響。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

閒系于錫亮教授和行銷系楊崇正副教授，則帶領與會嘉賓深入探討澎湖

縣中長期的規劃和定位，以及 ECFA 之下，兩岸關係發展對澎湖的影響，

最後由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許峻賓助理研究員，從亞太區域情勢的

角度，為論壇的精采討論做出總結。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全球經濟發展趨勢

胡院士開宗明義，表示「醫療資源整合」與「海水淡化」是使澎湖

縣更適合人居的關鍵問題，而澎湖的發展也應建築在此一基礎之上。澎

湖的發展與台灣以至於全球的發展無法脫離，故此先就全球的經濟發展

進行分析。

談到全球的經濟發展，就讓人想到 2009 年的金融海嘯，以及到如今

的復甦過程。全球經濟復甦，是從新興國家帶領的「雙速」復甦，而新

興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在這個過程中的崛起，使得國際社會由「一

國獨大」轉移到「多軸心」的局面；多軸心局面牽涉到區域合作與海陸

交鋒：相對於英美，亞洲崛起。金融海嘯時，各國非常的合作，但是後

金融海嘯時代，各國共同努力的意志減退，甚至關係緊張，由 QE2 與

人民幣幣值問題，即可見一斑：美國認為新興國家經濟復甦必須拉抬美

國，多買美國的東西，而美國 QE2 政策迫使亞洲貨幣升值，正是使得

亞洲國家可以多買美國的東西，使美國經濟得以復甦的辦法。

近年來，中國大陸與金磚四國佔全球 GDP 的份額日益增加，G7 則

逐漸減少；其中中國大陸佔全球 GDP 的百分比更已在 2010 年超越日本，

不知何時會產生超越美國的「黃金／惶驚交叉」？無論如何，在中國大

陸經濟成長的同時，它必須解決所得分配、市場法制化，以及一胎化政

策下，人口減少所導致的問題。此外，若參考各國持有美國有價證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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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為止，世界各國持有美國有價證券約 10 兆美

元，這 10 兆美元中，中國大陸持有 1.6 兆，已經超越日本的 1.3 兆，而

這就是中美之間，中國大陸最有力的槓桿，當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中

國大陸就拋售美元公債，購買日本公債，使人民幣與日圓都升值，減少

對中國大陸的衝擊，由此也可以看到中美日三國之間的矛盾。

再從貿易觀察，目前亞太地區的區域內貿易比重已經超越跨區域貿

易比重，而現在台灣對香港與東協的出口非常高，所以大部分貿易的方

向也是往區域進行，自然引起台灣對全球貿易關係的重整。放眼全世界

的貿易衝突，新興國家的崛起，使得決定全世界經濟運行的國家從 G7

膨脹到 G20，各國的想法也較前分歧，因此紐約大學教授 Roubini 認為全

球共同合作趨向困難，然而這半年以來，北非、中東的動亂也讓大家警

覺到石油的問題，卻又是另一股推動世界各國合作妥協的力量。

有關美國貿易逆差與貿易策略方面，歐巴馬政府希望五年內美國出

口能夠加倍，每年增加 15%；2010 年 10 月，美國宣布 2011 年中以前執

行 6000 億美元收購長期公債的量化寬鬆計畫（QE2）後，美元供給大量

增加，其目的在於壓制亞洲國家，使亞洲國家貨幣升值，而美國眾議院

也在 2010 年 9 月 24 日通過一項「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方案」，將允許美國

政府對來自「操縱（低估）匯率」國家的商品加徵關稅，並給予美國政

府諸如要求各國外匯存底增加不得超過 4% 等新工具，來處理中國大陸

問題，而 G20 後，各國也決議以以經常帳順差 （扣除利息收入後）對

GDP 比率衡量貿易失衡狀況，使用直接或間接壓力，使貨幣升值或增加

對美採購。

相對來看，中國大陸在「十二五」計畫中，提出下列目標，希望調

整經濟結構，解決社會不平等：

◆  穩經濟，拼幸福感：經濟成長率目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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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結構：七大戰略產業，包括替代能源、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尖

端設備製造、先進材料、替代燃料車以及節能環保科技。預計未來

五年每年投入兩兆人民幣（三千億美元），總計一‧五兆美元。占

整體經濟產值從目前的 2%，在二○一五年要達到 2015 年 8%，2020

年達 15%。

◆  增所得：五年薪資加倍。

◆  促內需：由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場。

◆  抑通膨：控制貨幣政策，發展生產，搞好流通，管好市場。

◆  控房價：自有住宅政策，提升貸款首付款，短期買賣課徵營業稅。

其中「抑通膨」反應了人民幣升值的問題，2010 年上半年以來，

中國大陸透過緊縮的貨幣政策來壓抑景氣過熱，所以 2011 年下半年，

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值得我們注意。人民幣升值反應了中國大陸經濟

的基本面；基本面好，貨幣就會升值，進口品相對價格下降，有益於

控制通膨，擴大內需，並且使人民的相對幸福感增加，更會帶動內需。

不過人民幣升值也當然會影響出口，但把出口轉向內需，或為解答。中

國大陸崛起，對於美國來說，有合作也有競爭的關係；結果是「超日趕

美」或是「曇花一現」，賴於所得分配、市場法制化，以及一胎化政策下，

人口減少所導致的諸多問題是否能解決。

對於台灣來說，目前整體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還是在可以控制的

範圍，農產品佔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比例並不高，但是每天消費的結果，

大家感受卻甚為深刻，與數字有相當的差距。目前台灣所面臨真正的挑

戰，是在當中國大陸由「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的時候，台灣如

何如何明定的策略，得到最大的好處並布局？目前 ECFA 可以看到的好

處是對台灣觀光，以及產品相對於韓國、日本的競爭力有幫助，也希望

未來能顯現效果。過去澎湖一直希望透過觀光產業振興經濟，應該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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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策略吸引陸客，引用香港經驗，引進自由行，或可做為思考方向。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 兩岸關係現況與未來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則提示大家：2011 年是兩岸關係上重要

的轉折點，大陸觀光客自由行在 ECFA 下會開放，澎湖也是其中一個重

要的定點，而大陸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也首度將兩岸關係納入五年規劃

專章。2012 年則是兩岸的政治年，台灣方面問題在總統大選，大陸方面

則是「胡下習上」，根據其歷史經驗，除了中央之外，地方諸侯的較勁，

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ECFA 的意義除了互免關稅，更在建構兩岸經貿投資關係正常化和

制度化，促進兩岸產業整合，共同賺世界的錢，其實現也將強化台灣品

牌，並形成以資訊與通訊科技（ICT）、服務業、生技業為台灣三大主流

產業之格局。在具體行動方面，當 2011 年開始實施早收清單措施之後，

兩岸經合會正啟動貨品貿易、服務業貿易和爭端調解機制的三項後續談

判，並將針對去年底談判觸礁的兩岸投資保障協議繼續談判，形成「三

加一」後續談判。對於台灣而言，台灣政策決定先行試辦陸客到金馬落

地簽和自由行，目前澎湖則因涉及小三通辦法和兩岸旅遊協議不同法源

依據，仍在商議中，這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很重要的一步；對於大

陸而言，為避免主權和簽證的爭議，則定位為「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

就大陸本身的政策來說，大陸國務院公佈十二五規劃綱要，把兩

岸關係單獨列為專章，這是歷次五年規劃首見，此應與兩岸簽署 ECFA

有關。兩岸關係專章強調建立健全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深化兩岸經濟

合作、支持海西經濟區建設、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而與台灣地理

位置最為接近的海西經濟區建設，也已納入十二五規劃，旨在促進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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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試先行，拓展兩岸經貿合作交流領域，以實現兩岸和平發展。過去台

灣擔心大陸把海西作為 ECFA 試點，有陷入「區對區」之虞。如今海西

角色突出，將考驗台灣的應對能力。

前瞻未來的兩岸關係，不會再走回頭路；不管 2012 年兩岸政治情勢

如何變化，經濟合作仍將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軸，因此，兩岸 ECFA 和

大陸十二五規劃，提供台灣取得大陸市場的有利機會。過去是 Made in 

China，現在則是 Made for China。大陸十二五期間，將使得大陸從世界

工廠向世界市場轉型，並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國，這個轉型對台灣相當

有利，而台灣在研發、創新、設計、市場行銷能力具有優勢，加上服務

業也有競爭力，搭 ECFA 便車更容易拓展大陸市場。因此感性看商機，

也要理性看風險。若把全球市場比如森林，則大陸只是其中一棵大樹。

把全部本錢都投注在一個變動中的轉型市場，本身就是一種潛在風險。

2011 年是台灣加入 WTO 第十年，全球市場自由化應是台灣追求的最

終目標；特別是面對區域和國際經貿整合熱潮，儘快從大陸走向世界

才是台灣最穩當的道路。

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于錫亮教授：澎湖縣中長

期規劃與定位

澎科大觀光休閒系于錫亮教授認為澎湖的發展，與其地理位置息息

相關。由於澎湖到國內與對岸的位置非常好，可以成為兩岸間的航運中

繼站，而澎湖的低碳計畫與發電，也與它的位置密切相關。

澎湖的優勢，在於它的島嶼有利於發展觀光與風力發電，另外潮間

帶也有利於漁業的發展。博奕公投失敗之後，澎湖就先由低碳、能源的

方向來發展。另外澎湖也將根據不同島嶼特色來發展，如望安、七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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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南方四島，以及與大陸在談的世界地質公園，是未來的一些方向。

在旅遊方面，澎湖的國際度假島嶼，繫乎與上述想法相關的觀光拔

尖領航方案，以及再生能源低碳島計畫和社區規劃輔導計畫。在再生能

源方面，由於澎湖風大，故著重在風力發電，預計將於 2015 年在澎湖全

境完成 11 座，容量共計 124,600 的風力電廠，並已在 2010 年召開相關研

討會，有不少廠商前來參加。在社區規劃輔導計畫方面，由於發展重點

是將小眾生態旅遊導引到社區裡面，所以社區的重整便非常的重要。因

此，自 2005 年起，澎湖即開辦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透過課程讓在地居

民能夠投入對社區的關懷，給予適度的整建和修復；至 2010 年為止，共

輔導 12 個社區 15 個據點，透過僱工購料的自力營造模式，完成了社區

空間環境改善工作。最後，于教授呼籲：澎湖在軟硬體方面已經耕耘多

年，需要各種活動與航線的連結，帶領澎湖進行全面性的提升，以持續

建設與發展。

澎湖科技大學行銷系楊崇正副教授：兩岸關係發展

對澎湖的影響

澎科大行銷系楊崇正副教授認為兩岸制度化協商的重要意義，是

雙方由「對抗衝突路線」轉向「和平發展路線」，其中值得一談的是，

2008 年 520 之後，兩岸迅速恢復中斷將近 10 年的制度化協商管道，「海

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在 2008 年 6 月及 11 月分別在北京及台北舉行

兩次《江陳會談》，前後共計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海峽兩

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

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等六項

協議。總體來說，六項協議經濟效益顯現在四個方面：一、大陸觀光

客重新活絡台灣觀光旅遊市場。二、海空運直航重建台灣經貿戰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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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三、郵政合作體現便民精神。四、食品安全協議維護人民健康權益。

至於為什麼能夠談成，主要的關鍵在於「先經後政」、「先易後難」與「互

不否認」。

在「小三通」與「大三通」的部份，楊教授認為民進黨政府執政

期間之小三通政策成效對金門、馬祖成效較佳使「金廈門小三通」成

為「大三通」仍處於「間接通航」階段下的類似香港、澳門的兩岸「中

轉站」；對澎湖則成效甚微，只有少數幾次專案性的海運「宗教直航」。

未來大三通海運／空運直接通航（直航）後，「金馬澎」三離島縣可以共

同合作，以「金門／澎湖觀光旅遊連線」合作為重點，進一步整合「海

西區」（海峽西岸經濟區）觀光旅遊連線合作，成為「廈門／金門／澎湖

觀光旅遊連線」，爭取陸客觀光旅遊市場，填補原「國民旅遊」（台灣本

島客源）之淡旺季缺口，由「做半冬，休半冬」到「全年無休」。

有關產業方面，澎湖可以「陸客」觀光旅遊產業、「陸生」教育文

化產業、低碳／綠能產業、免稅購物中心產業與觀光博奕產業等五大產

業為發展重心，其中只有低碳產業是二級產業，其他都是屬第三級的服

務業。澎湖在陸客心目中有其高知名度，如何將「知名度」變成「大市

場」，有待產官學共同努力規劃、行銷。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許峻賓助理研究員：亞太

區域情勢展望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許峻賓助理研究員認為，如果從澎湖來看

亞太區域情勢的現況，可從「東、南、西、北」四方面來說；東面有台

美關係的問題，北面則有朝鮮半島問題、中日韓三角同盟，西臨中國大

陸的崛起與中美關係的競逐，南則面臨東南亞國家的合作與競爭。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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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美日韓三角同盟一直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中日韓自由貿易

區也已經開始坐下來談，料將對區域經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在美中互

動上，從胡錦濤國事訪問之後，中美之間會從完全競爭，轉向競爭與合

作交替，甚至完全合作的狀態，而在東南亞方面，東協也不斷的在跟各

大國有不同形式的連結。在整個亞太地區裡面，台灣與澎湖其實是被包

圍在這些大國與東南亞國家裡面，在這五大之中，我們要如何凸顯自己

的角色？

從亞太區域整合現況來看，在「大區域整合」的方面，「跨太平洋」

與「東亞區域」已形成各式區域經濟整合機制，而在次區域整合的部

分，湄公河三角洲開發計畫、「汶萊 - 印尼 - 馬來西亞 - 菲律賓東協東部

增長區（BIMP-EAGA）」以及「印 - 馬 - 泰增長三角洲（IMT-GT）」 都將

使東南亞地區與中國大陸連結，進而成為一個完整的東亞鐵路網。因

此，就一個非本地人看澎湖可扮演的角色，許研究員認為：首先，在

兩岸最重要的是海西經濟區，未來台灣與中國大陸福建省之間的經濟

合作模式中，澎湖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次區域中，我國可以

考慮以澎湖為核心，整合金門、馬祖至廈門，再擴展至東亞其他國家，

使澎湖扮演的角色可以擴及至整個區域。而在 APEC 方面，我國可以參

與的工作非常多，在經濟與技術合作方面，鑑於未來澎湖會發展為低

碳能源觀光島，或可成為未來 APEC 的最佳實踐範例，做為其他經濟體

基礎建設發展的參考經驗，提昇澎湖的能見度並提高澎湖的地位。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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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展望－

我國之因應策略」研討會

黃暖婷

近來歐美日本等先進工業化國家，紛紛陷於國債與就業問題，經濟

表現疲軟，去年爆發的歐債危機與今年三月的日本大地震，更是讓世界

經濟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新興國家的聲音，隨著經濟力的上升，則越

來越受到全世界所關注。除此之外，全球暖化以及糧食、能源等問題也

一一浮現，凡此種種，都使得國際事務所涵蓋的議題範圍比以前更加廣

泛而複雜。然而，在全球景氣蕭條當中，亞太地區卻被公認為是目前全

球景氣復甦最重要的引擎，所以我國該如何整合內部意見，在目前的經

濟危機下抓住轉機，遂成為至關重要的議題。因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與台南市南台科技大學合作，於 2011

年 5 月 27 日舉辦「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展望－我國之因應策略」研討會，

希望能整合學術界與產業界的意見，不僅推廣知識的傳播，也進一步研

擬具有可行性的對策。 

研討會開始，南台科技大學戴謙校長代表南台科大歡迎所有的與會

貴賓，並表示此次論壇由「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著力，台灣應該

如何應對後金融海嘯時期，FTA 與 ECFA 風起雲湧的局勢，在兼顧尊嚴與

利益的狀況之下，思索對策，提振南部的發展並把台灣推入世界，是我

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此外，近來南台科大與外交部、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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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均曾合作舉辦活動，希望未來能繼續除了透過這樣的合

作之外，也加入企業界的力量，發展出南台身為私立技職院校的特色與

表現，使南台商管學院未來能成為國家級、甚至國際級的團隊。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洪德生副董事長則提到：無

論是大企業、小企業，都面臨著諸如氣候變化、人口結構改變、科技應

用日新月異等大環境的改變。除此之外，全球經濟成長目前也面臨著不

平衡的狀態，加上區域經濟整合之下，多邊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盛行，

以及 ECFA 的簽訂，凡此種種，都讓人感受到：自身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才是一切的答案。中小企業佔台灣整體經濟的 98%，無疑相當重要，但

近來在國際評鑑上，其應變能力、競爭力卻似乎有下降的趨勢，值得

注意。因此，如何提升產業競爭力，需要在座的各位學者專家一起來

討論。近來台經院曾對南部的產業進行研究，認為要提升產業競爭力

有三個關鍵：第一，辨明 ECFA 之下，各產業的利弊得失；第二，釐清

中央的產業政策並加以運用；第三，加強地方本身的產業經營環境與

人力有效供給。在企業人力運用上，技職交流具有相當重要且關鍵的

地位，希望業界與學校都能重視這一環且善加運用。

第一場次：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展望－我國之因應

策略

 

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愛之味陳鏡堯副總經理、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斌視企業王錦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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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胡勝正院士：注意國內通貨膨脹，密切觀察大陸

與全球經濟

本場次由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首先剖析全球經濟發展趨勢。胡院

士認為目前全球的經濟已經走向復甦之路，但卻呈現亞洲與新興國家快

速復甦，但先進國家卻相對緩慢的「雙速復甦」；儘管復甦的態勢已經相

當穩固，但下滑的風險還是不可忽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 下半年

發生的金融海嘯，凸顯了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大陸）崛起的事實，同

時貿易價值鏈、產業鏈的布局，也使得區域合作越來越進步。值得進一

步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僅引起了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其

轉型也對我國的發展影響甚大。

胡院士也提出：基本上，金融海嘯之後，先進國家陷入財政困境，

就業擴張仍然相對緩慢，與新興國家面臨的通貨膨脹，一同造成目前世

界經濟的難題。針對歐洲各國的狀況，胡院士引用歐盟標準，對「財政

穩健」與「財政困境」做出明確的區分：如果政府債務比例持續佔 GDP

比例大於 60%，政府赤字持續超過 GDP 3%，即為陷入財政困境。由「歐

豬四國」的財政狀況看來，葡萄牙、希臘、愛爾蘭、西班牙都出現了財

務問題，需要國際貨幣基金（IMF）來拯救，其中愛爾蘭與西班牙的案

例特別值得深思：危機爆發前，這兩個國家連續三年都有政府預算的結

餘，卻仍在金融海嘯之下，陷入如今的財政困境，我國的政府債務狀況

並沒有比這兩國好，不能掉以輕心。

目前美國的債務將近於 GDP 的 100%，逼近舉債上限，國會與白宮

都正在考慮如何解決此一問題。由於美元是流通全球的國際貨幣，所以

美國可以維持如此高的債務比例，但也因此引發世界各國對美元信心降

低，衍生出人民幣是否國際化的問題；日本則因民間儲蓄豐富，即便政

府已欠下高度債務，國家債信仍然有一定水準。如果以購買力平價指數

2552011 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展望－我國之因應策略」研討會



來衡量 GDP，那麼我國的狀況實際上比日本好，這是一個警惕：政府有

責任維持財政穩定，以免債信被調降，影響對外籌資。

談到新興國家，中國大陸的崛起，令人感受特別深刻，而崛起是否

能夠持續，也是令人關注的話題。回顧歷史，二十世紀常有其他國家國

力將超越美國的預測，而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成為目標。胡院士

提出，2010 年中國大陸的 GDP 已超越日本，而若以購買力平價平減之

後，IMF 估計，至 2016 年，中國大陸的 GDP 佔全球的比例有可能超越美

國。但有趣的是，2011 年中國發佈人口普查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預測：

2016 年起，中國大陸的人口紅利可能會變成人口負債，那麼「中國崛起」

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盛世的開始？ 

無論中國大陸的 GDP 估算是否精確，但從它的出口量、累積的金融

資產，都顯示出「中國崛起」是不爭的事實，而中國大陸在美國的金融

資產，也成為中國大陸與美國談判的有力槓桿，以及兩國關係緊張的源

頭；尤其在金融海嘯之後，美國經濟復甦相對緩慢，所以 2010 年十一月

的期中選舉，歐巴馬政府受到相當挫折，發現不能光靠內需刺激經濟，

希望加上出口的力量，五年內出口加倍，每年要有 17-18% 的成長，最重

要的手段就在於逼使其他國家貨幣升值，增進美國的貿易競爭力，因此

美國眾議院於 2010 年 9 月 24 日通過一項「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方案」，將

允許美國政府對來自「操縱貨幣（低估幣值）」國家的商品加徵關稅，並

要求各國外匯存底增加不得超過 4%。目前美國尚未認定中國大陸為「操

縱貨幣（低估幣值）」國家，但人民幣升值幅度已成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交鋒焦點。除此之外，跨國分工之下，貿易逐漸區域化，ASEAN+1 讓美

國似乎被排除在亞洲區域整合之外，也逼使美國重新「發現」亞洲，另

開管道以 TPP 來因應。ASEAN+1 與 TPP 的對抗與合作，後來是否會形成

FTAAP，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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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院士最後總結：歐美日各國政府以積極的財政赤字政策因應金融

危機，情有可原，但應以中長期健全財政方案作為配套措施；積極的財

政赤字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已引起眾多國家的高度關注，台灣的通膨壓力

目前尚屬溫和，但不可掉以輕心。而在貿易方面，胡院士認為台灣無論

是應該「結合大陸，進入世界」，還是應該「結合世界，進入中國」，都

應該密切注意大陸經濟的崛起與轉型帶來機會與挑戰，並研擬適當因應

對策。

◎  斌視企業王錦和董事長：技術勞工難尋，職場需要軟硬

實力兼具

斌視企業王錦和董事長則由中小企業的角度出發，綜觀兩岸經濟。

他表示：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很高，但是一般民眾卻沒有感覺，這從

2011 年三月份，台灣接單的海外生產率達 51.2% 可以看出端倪。然而，

儘管台灣商人在中國大陸雇用許多勞工，使得台灣民眾覺得「頭路難

找」，但是企業界卻也實在的在台灣感受到難以聘請操作技術員的痛苦：

教育體系結構的改變，讓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的學生不願意到現場工作，

這很難與過去高職、五專生的表現與對經濟的貢獻相比。業界所需要的，

除了知識上的「硬實力」，還有諸如工作責任感、挫折忍受度、對事情

判斷分析能力、與同事和上司的配合度等「軟實力」，而這些特質，也

越來越難在大陸勞工身上見到。中小企業具有隨大公司走向靈活應變

的特質，因此面對兩岸如今的經濟局面，王董事長呼籲：

一、 台灣人的格局要放大，要與華人世界合作。

二、 恢復台灣的五專制度，豐沛台灣的技職體系對經濟貢獻的能量。

三、 學生應從在學期間開始，培養從資料中預測未來趨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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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南台科大商管學院賴明財院長回應：南台是技職學校，技職

學校的學生只是在制式能力上比較弱，但同學們仍然可以透過學習，符

合企業的要求。

◎  愛之味陳鏡堯副總經理：政府應當負責「築巢引鳳」，鬆

綁法規，改變保守心態

愛之味陳鏡堯副總經理則提醒政府：中國大陸並沒有因為經濟崛起

就沾沾自喜，而是努力試圖從「高級勞力」升級到「高級腦力」，台灣

也應當走這樣的路，而台灣比大陸多了好幾十年的經驗，應該也不會輸

別人。就此，政府應當盡「築巢引鳳」的責任，不只要派人才去國外學

習，也要吸引人才進台灣，目前我們的人才不是「回不來」，而是不回

來，政府應當負起引進「高級腦力」來刺激台灣進步的責任，重視企業

界的觀察，並鬆綁相關法規。就此，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與太平洋經

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洪德生副董事長回應：政府「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保守心態要改變；「組織再造」只是必要條件，

建立讓公務員能勇於任事的「充分條件」，是更重要的事情。

第二場次：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由左至右：南台科技大學商管學院賴明材院長、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台經院東南亞研究所黃

兆仁所長、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CTPECC 陳威仲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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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經院東南亞所黃兆仁所長：人定順天，相互協調，共

同回應全球化

第二場次由南台科技大學商管學院賴明材院長主持。本場次開始，

台灣經濟研究院東南亞研究所黃兆仁所長首先闡述：「全球化」的世界

下，物流、金流、人流過度流動，變得「又擠又熱」，競爭空前激烈，

使世界既圓又平，更讓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情勢，已經從兩極轉變為多

極體系。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多極體系的安排越來越重要，而多邊

國際組織的重要性也因此上升，常常要透過多極安排，處理人類共同的

問題，越來越明顯重要。

人類面臨的問題，很多不是科技可以解決，「人定勝天」的概念

已經為「人定順天」所取代，如何從大自然中學習知識，進而適應全

球化，必須要抓住幾個次系統的發展：

■  傳統安全次體系：戰略安全。

■  非傳統安全次體系 : 糧食安全、自然災害、永續發展

■  生產次體系：生產什麼、如何生產、交易條件。

■  金融次體系：資本流動管理、如何取得資本。

■  知識次體系：技術、研究與發展。

而在這些次體系下，顯現出貧窮及環境永續的問題仍然存在。水、

疾病、移民、人口、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對於開發中國家發展仍有待克

服。因此，國家治理、區域治理及全球治理遂有待提升；各國應當持續

推動改革議程與區域整合，實現能源安全及可持續性的平衡發展。

最後，黃所長認為：多極的新地緣政治已然成為後危機時代的國際

政治現象；對於國際新議題，各國應當運用多邊主義平台，在全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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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互協調以共同承擔責任，理解來自不同區域或國家的觀點及情況，

以便達成共同利益。

◎  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鎖定新興市場中產階級，注意

貨幣、文化差異、安全問題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邱達生秘書長表示：世界

經濟大致可分為「先進國家」與「新興市場」等兩個區域。在世界經濟

成長貢獻率上，新興市場的貢獻持續為正，而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亞

洲新興市場除了本身擁有強勁的成長動能之外，也將受惠於未來區域

經濟整合的進一步擴大。東協加三、東協加六，乃至於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都具體提升市場商機的擴大與延伸能力。

若觀察為首的中國大陸、印度、印尼、越南，則具有以下特點：

■   中國大陸的十二五規畫鎖定在建立一個內需大國，以其消費目前僅約

佔 GDP 的 35% 來看，發展內需市場的空間仍然很大。

■   印度是資訊科技軟體強國，IT 人才濟濟，加上英語通行，國際化障礙

低而深具潛力。 

■   印尼天然資源豐富，又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國家，發展內外需市場皆

頗具商機。 

■   越南的勞動力充沛、年輕，且工資便宜，相當適合做為前進東協或中

國大陸的生產基地。 

面對新興市場，邱秘書長認為我國在策略上，應鎖定新興市場新興

中產階級消費潛力；在鎖定出口競爭力，應用充沛天然資源與人力資源

的同時，也應注意潛在通膨、匯率波動、文化差異與安全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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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陳威仲副研究員：國際綠色秩序將更具滲透性，

影響在地社經秩序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陳威仲副研究員由「永續發

展」的脈絡，觀察「環境」這個非傳統性的國家安全議題。從過去的發

展史看來，永續發展連結了經濟、社會與生態等三方面。在經濟與生態

的共同發展方面，則可從 APEC、ASEAN、OECD、UNFCCC 等四個國際組

織的相關倡議來觀察。

APEC 特別強調「低碳經濟」的部份，工作重點包括：能源安全（效

率）工作、推動環境商品及服務、減少毀林、永續森林管理及其他工

作，以及敦促 APEC 次論壇之運作、強化組織間之橫向聯繫及合作，並

尋求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ASEAN 的綠色成長則以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 GREEN ASEAN 為論述主軸，強調環境／生態保育、能

源效率、汙染防治、潔淨科技及新能源、環境教育。OECD 的綠色成長

重點在於強調與創新性成長策略的緊密結合，以提升綠色成長的續航

力及產業基礎。UNFCCC 則藉由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創造經濟誘因的方

式，共同推動環境產品及服務（EGS），以敦促既有的自由貿易轉型，

建立經濟強勁成長、社會整體發展及環境永續的多贏發展途徑。

最後，陳副研究員認為：氣候變遷及環境保護已成為具急迫性的

非傳統安全及經貿議題，而在全球化趨勢下，國際綠色秩序將更具滲

透性，影響在地社經秩序。因此台灣需要藉由環境意識的提升、建立

碳秩序的參與、法規與經濟活動接軌，以及公私部門與公民部門的伙

伴關係，尋求台灣在世界價值鍊競爭力的延續與強化，達到真正的綠

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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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面對兩岸變局，要儘快藉

由 ECFA 走向世界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吳福成副處長觀察兩岸局勢，認為 2011

年在 ECFA 與「十二五規劃」之下，是兩岸關係轉折、深化的一年；2012

年台灣則將依照憲法規定進行總統大選，大陸也要改由習近平領導國

家，可說兩岸都面臨了政治敏感的挑戰。前瞻未來的兩岸關係，經濟

合作仍將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軸，面對大陸將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世

界市場」的趨勢，台商應當注意：把對外經貿投注在一個變動的轉型

市場，本身就是一種潛在風險。大陸內需市場的機遇固然應該把握，但

畢竟只是一棵大樹；2011 年是台灣加入 WTO 第十年，追求全球市場自

由化應是最終目標，儘快從 ECFA 走向世界市場，才是台灣最穩當的道路。

結論：以創新思維擬定策略，尋求永續發展

 

與會貴賓大合照

面對未來，與會嘉賓認為：無論是兩岸還是全球，永續發展的重

要觀念，是如何在當今、未來有限資源的運用找到平衡點。因此我們

需要更務實的去面對事實、因地制宜，以具有「勇氣」和「冒險」的

創新眼光，審視自己身處的環境，面對外在的壓力，擬定適當的政治、

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策略，解決現在和未來的社會問題。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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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未來十年的東亞區域發展對我國

之影響」

黃暖婷

鑑於近來東亞主權領土爭議、政治軍事衝突及海洋資源爭奪議題頻

有新發展，TPP、ASEAN+ 等區域建構的發展趨勢更是動見觀瞻，本會特

別於 2011 年 10 月 26 日邀集國內著名學者專家，並請中華台北 APEC 研

究中心詹滿容執行長主持，共同探討東亞各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

與區域整合發展的未來趨勢、對我國可能的影響，針對我國未來的因應

之道提出建言。 

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

政經發展方向應納入區域

整合因素觀察

 東北亞就定義而言，比較狹義

只有中、日、韓，廣義則可擴及俄

羅斯與蒙古。邱秘書長認為，在經

濟發展與實力方面，必須先確認東

北亞主要經濟體中，哪些是具有潛

力的我國合作夥伴，哪些是我國的競爭對手，以能在經貿與外交資源上，

做有效的配置。在未來十年，東北亞區域發展在經濟層面上，就參考國

際經濟預測機構的預測，中國大陸將會在未來十年內，以名目匯率計算，

2632011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未來十年的東亞區域發展對我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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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因此我國產官學各界必須深刻體認並掌握此

一趨勢，在相關的階段進行布局與合作，研擬深化兩岸合作的可行性。

日、韓將來則比較可能是台灣的競爭對手，所以在策略運用上的投入，

初步建議還是以中國大陸大陸市場為主，日、韓市場相對而言則機會成

本相對較大，應該納入區域整合因素來看。

在多邊機制方面，東北亞區域已經悄然進行的，是中美之間的軍備

競賽；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它的高科技作戰武器系統，而日本是另外一個

大國。我國在階段性策略上應該落實「親美、友日、和中」的作法。

在區域整合態勢方面，我國在主要的區域整合架構之中，只能參與

不具拘束力的 APEC，其他則只能擔任觀察的角色，因此東協在東北亞相

關的區域經濟整合，透過東協加中日韓，已經有逐步落實的發展，所以

我國也應該在「親美、友日、和中」之外，加入「普遍改善與東協國家

關係」，做為區域整合發展的策略，而在日中韓自由貿易區逐漸成形的

前提下，我國除了落實兩岸 ECFA 之外，也應該對相關 FTA（特別是中

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教育與資訊傳播進行推廣並及早因應，與相關的

stakeholders 進行 FTA 談判，避免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成形之後，對我國

造成貿易轉向的衝擊。

師大國際事務與全球戰略研究所蔡宏明教授：區域

自由貿易協定架構，勢必對台灣帶來壓力

 蔡教授認為目前東北亞的發展趨勢有二：（1）雙邊跟複邊自由貿易

協定的發展，但仍以雙邊為多數；（2）次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諸如環

渤海灣、日本海周圍等經濟區的產業合作，這樣的發展讓周邊國家形成

較為緊密的合作關係，且多半以功能性為主，限縮了東北亞走向比較緊



2652011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未來十年的東亞區域發展對我國之影響」

密區域經濟整合的可能性，但也對

台灣在該等區域的相關發展，帶來

一定的侷限性與排擠效應。

若仔細觀察此區域內各國的經

貿合作動態，中日韓在形成制度化

的經濟方面，已經表達了積極的政

治意願，特別是在中韓的合作上。

同時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通過，對

於中國大陸與日本均造成了相當的壓力，因此，可預期中韓之間的貿易

談判會加快，而此一趨勢又會影響日本對外進行自由貿易談判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在 1990 年代末期，即已認知到外貿政策必須

區域化的事實，加上日圓升值與 311 大地震的影響，讓日本認為積極的

參與區域合作應該是未來的方向。這次日本與台灣達成的投資協議，某

程度上是日本向中國大陸展示，未來中國大陸必須接受類似的投資協議

內涵，所以蔡教授預期中日韓的投資協議未來會先達成，再一步一步邁

向各種經濟合作，逐步邁向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近來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架構蓬勃發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TPP）的進展，為此帶來了另一波高潮。未來十年間，類

似 TPP 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架構是否可能實現？日本、南韓是否會加

入 TPP，而這又會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自由貿易協定架構的行程，勢

必對台灣帶來壓力，尤其是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關係將會使台灣未來的發

展空間受到壓縮，而不僅只是產品拓展的空間與競爭力，所以我們需要

對未來十年台灣的經濟戰略，做一個全面性的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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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應把握時機聯日抗韓，並

向美國要求洽簽 FTA
針對我國與周邊國家在產業經

濟上的合作與競爭關係，胡院士首

先呼籲我國應當儘快擬定策略，因

應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我國整體出

口，有 50% 以上是 IT 產品，由於受

到 ITA 的優惠，所以不會受到美韓

FTA 的影響。其他方面，我國的對美

出口與韓國的對美出口也有區隔。

以汽車來說，韓國以成車輸出為主，

而我國則在汽車零組件有相當的競

爭力，物美價廉且有長期保固，因此在汽車相關方面並沒有太大的影

響。影響最大的是紡織品，但紡織業大約只佔我國 GDP 總值的 1%。

此外，台灣與韓國都在大陸有不少投資，目前區域上仍有區隔，尤其

因為大陸沿海各省工資的上漲，許多廠商往四川、東南亞移動，而四

川往歐洲、東南亞都有地利之便，雖然目前在四川台韓廠商尚未有競

爭，但未來可能會有。

在台灣與日本的產業經濟合作方面，由於日本受到地震與核電廠問

題的影響，加上泰國水災，使日本有必要分散其產業跨國布局。胡院士

認為上述因素或許是日台投資保障協定近來達成的原因，我國應該利用

此一機會「聯日抗韓」，爭取日本的高階產品到台灣來製造。

最後，胡院士認為台美 FTA 協商的長期癥結，在於農業開放與大陸

問題：美方第一個詢問的是我國是否願意也準備好開放農業，就此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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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善加處理相關的民眾反彈問題。第二個則問到我國與大陸的經貿往

來。如果我國以同樣在農產品、汽車上有問題的美韓 FTA 為例，來促

進台美 FTA，向美國強調若只有美韓 FTA，卻沒有台美 FTA，將會造成

韓國壟斷市場，把台灣趕出去，對美國不利，應會對美國有相當的說

服力。我國應善用此一策略，向美國爭取 FTA。

國政基金會曾復生顧問：設擬戰略可能性，進行指

標觀察，據以制定策略

 曾顧問認為要探討中華民國

台灣，在未來十年的東北亞大環

境中的挑戰與機遇，並研擬我國

生存發展的策略，必須要先了解

整個亞太的戰略形勢結構，而未

來亞太地區可能的戰略發展可能

形勢至少有六種：（1）美國可能

恢復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2）美中日韓聯合組成東亞共同體；（3）

美國與中國大陸共管亞太地區，而其他相關國家各自選邊；（4）美國、

中國大陸、印度在亞太地區三強鼎立；（5）中國大陸大陸稱霸亞太，美

國退出亞洲；（6）以中國大陸為主導的陸地威權國家，對抗以美國為首

的海洋民主國家。基本上這六種可能性都有，但是最關鍵的問題，在於

分辨並盡量準確掌握其優先順序與出現的可能性，才能依此建立各種因

應策略。

現階段多數的亞太國家，都面臨了「親美」、「親中」、「等距平衡」、「自

我獨立發展」等四種戰略性的選擇，而亞太國家也因此有「策略性的猶

豫」，必須摸著石頭過河。2011 年九、十月間，日本採取「軍事安全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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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親中」的雙管齊下策略，韓國在軍事安全與經濟上都傾向親美，澳

大利亞目前也選擇了「軍事安全親美，經濟親中」的路線，同時一再強

調未來要採取平衡彈性的策略，避免捲入美中之爭，也從中國大陸經濟

崛起獲得好處。中華民國則採取「對美親善，對大陸和解，對日本友好，

連結亞太，布局全球」的策略。印度採取自主策略，認為自己能量足夠，

美、中、俄各國可以為其所用，不必特別親近哪一方；巴基斯坦則是長

期全面親中。

在美國的新亞太安全戰略方面，根據希拉蕊先前的演講，以及美國

國防部長訪問印尼時的訪問，美國的新亞太安全戰略應是繼續與中國大

陸維持建設性競合關係；美國可以不喜歡中國大陸，但是不能不與中國

大陸合作處理世界重大問題，這也是美國與中國大陸互動的基本原則。

此外，美國也將繼續鞏固美日安保條約，並強化美韓軍事同盟，同時希

望與我國發展軍事安全關係，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同盟，目前美國放棄臺

灣，還不是主流想法。在東協方面，美國希望繼續利用東協區域論壇與

東協組織，維持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也持續參加香格里拉安全會議，

保持主導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全方面，美國會繼續強化與澳洲紐西蘭的安

全關係，並增進對南太平洋的重視：未來中國大陸對美國最大的安全

威脅，應該是太空中的精準打擊武器，而精準打擊武器的運作，依賴

衛星導航體系，在目前中國大陸衛星布局尚少，試圖積極往南太平洋

（尤其是東帝汶）設立衛星中繼站和監控站，避免衛星因地球公轉自轉

造成的盲點的前提下，美國應會設法把大陸這種可能性截斷，也因此，

美國與澳紐的軍事合作，重點就在於防堵中共在南太平洋的衛星布局。

目前亞太國家與美國也在互相觀望；美國要積極介入亞太、成為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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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區的尋租者，還是離開亞太，都有不同的作法，也受到亞太國家的

高度關注。就此，曾顧問提出了六項亞太國家觀察美國的重要指標：（1）

美中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競合關係的質量變化；（2）美國如何運

用公海議題戰，以及在日韓地區將縮減成 8 萬多人的駐軍，維持在亞太

地區的軍事地位；（3）美國如何因應臺海地區後 ECFA 時期的變化；（4）

美國如何處理跟日本、南韓、澳洲、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國的軍事安

全關係；（5）美國如何在亞太逐步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貿易區；（6）

美中兩強的動態競合關係。

最後，曾顧問認為在臺海安全上，後 ECFA 時期的變局會慢慢影響

到美國評估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它要選擇的重點，因此我方在做戰

略評估時，必須相當精細且在對美關係、經貿、軍事安全合作等方面指

標化，而美中兩強的動態競合關係，為包括我國在內的其他亞太國家，

都帶來了戰略猶豫與焦慮，中華民國若要贏得此局，必須盡量避免戰略

猶豫與焦慮，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減少資源的浪費。

政大國關中心劉復國教授：定位我國為「中型強權」，

把握契機，連結區域機制

 劉教授認為過去 20 年的東亞

情勢，簡單來說是中國大陸外交在

亞太區域逐漸成功布局的過程，而

未來10年則是美國開始回到亞太，

逐漸深化與亞洲關係，拉攏日韓與

東南亞諸國，與中國大陸崛起對峙

的過程。對於日韓與東南亞國家而言，在戰略格局上，各國都與美國有

緊密的軍事安全關係，但中國大陸卻也是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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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亞太各重要國家的動態，未來日本發展趨勢上，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軍事、戰略、外交上的調整回到了過去的美日合作路線，但民主黨

也同時強化中日之間的關係，未來也應該會持續下去。另外，日本最近

受到 311 大地震與核災的嚴重影響，未來可能需要花 5-10 年去進行內部

重建與經濟恢復，台灣應當善用日本向海外尋求生產鏈替代的機會，延

續台日投資保障協議的意義，與日本產業界在上、中游連結，進行合

作。韓國則在李明博政府上台以後，外交又回到了與美國合作的軌道

上，所以兩韓關係會比較緊張，但是南韓與美國的關係會比較穩定，也

會因為韓美 FTA 而更趨密切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首提「中型強權（middle power）」概念的澳洲，除

了經貿加強與中國大陸合作之外，在安全方面也同時增加與美國合作，

甚至准許美軍駐紮其境內。亞太區域內，有類似狀況的日本、韓國、澳

洲，甚至印尼，都正在思考「中型強權」這個想法，不願意在中美之間

選邊，但也都受中美兩國經濟與安全上的約制，因此未來十年間，亞太

地區「中型強權」的想法會逐漸深化，對台灣也會是一個機會。

目前亞太地區的領土相關問題包括：（1）中日東海爭端：目前中日

雖然有「共同開發」聲明，但實際上各自在東海進行油氣田探勘，而且

也不希望對方越界。（2）日韓獨（竹）島問題：情勢與東海爭端類似。（3）

釣魚台問題：目前各方不明說的共識是日本不要在釣魚台上建築永久性

建物，讓日本只有管轄權而沒有主權，然而在國際法上，若日本長期擁

有釣魚台管轄權，對它未來是非常有利的。（4）太平洋中部的沖之鳥礁

日本已經把本來是礁石的它，逐漸建立為一個人工島，也依此劃出兩百

浬經濟海域，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漁船在北太平洋作業，航經此一海域

時，不時產生糾紛。（5）南海問題：雖然南海地理位置不在東北亞，但

是中國大陸、南韓、日本都仰賴南海地區的資源，未來也會產生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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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劉教授認為東北亞未來的發展應有四大方向：（1）中日

韓自由貿易區：三方逐漸開始會談，也設了祕書處，三者之間的經濟整

合動力會持續運作下去。（2）六方會談：過去幾年，六方會談是東北亞

安全機制的基本架構，近來中國大陸和美國積極在努力催促北韓，與北

韓溝通，增加了六方會談恢復的可能。相信只要北韓願意回到談判桌上，

六方會談應該會恢復為東北亞地區安全合作的基礎。（3）中國與美日軍事

競賽升溫：2010 年夏天，美韓軍事演習曾想進入黃海，日本的軍事佈署

近來也延伸到沖繩諸島。在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的腳步不會停歇的前提

下，中日之間的推擠衝突應該會有上升的趨勢。（4）兩岸關係發展：隨著

兩岸發展越來越機制化，和平發展仍會是大家期待的方向。

就此，我國首先應該積極參與亞太國家相關學界對於中型強權的

討論，同時運用第二軌道，分別在與北京改善關係的前提下，使我國

與東北亞的經濟與安全機制有所連結。其次，我方必須扭轉既有的思

維架構，朝「美中關係改善，台灣也會好」的方向思考。在自我定位

上，劉教授認為我們應該認知我國是東北亞也是東南亞國家，未來東

協若完成東亞共同體，第一次擴大的會員體可能會是東帝汶，第二個

應該就是台灣。既然我國身在東南亞與東北亞政經戰略的連結點上，

劉教授認為夾在東北亞、東南亞、美國、中國大陸之間的位置，是我國

重要的戰略思考基礎點，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忽視中國大陸政經軍事的崛

起、東亞經濟整合的動力所賦予的契機、挑戰與障礙，並且應當藉此找

到自己的定位，論述、銜接未來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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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東亞所邱坤玄教授：美消中長，中國大陸「愈

富有愈孤獨」

邱教授認為，儘管十年後中

國大陸雖然可能超越美國，成長

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中國

大陸內部也有相當嚴重的問題，

如通膨、金融壞帳、貪腐，都會

拉扯其國際影響力，阻礙其成為

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而如果

以國際上規範性的主義或制度結構來看，整個東北亞或亞太地區，沒有

任何國家以中國大陸制度作為模仿，美國卻在制度與價值這個角度上，

佔有絕大的優勢。雖然「美消中長」是目前公認的局勢發展，但是美方

的「多邊」策略，涵蓋層次非常廣泛，包括傳統軍事盟邦、多邊經濟

制度、維持駐軍、民主與人權。中方則在近日發表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中，列舉六大核心利益，其中清楚的提到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以及憲

法所確立的政治制度，是不會動搖的。由此看來，美國的多邊已經在

韓、日、菲律賓、印度、印尼、越南有所連結，但中國大陸則成為一

個「愈富有，愈孤獨」的強權；如果今天南海發生問題，沒有國家會

與中國大陸站在一起。

值得我方注意的是，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是否要做個檢視的辯論已

經開始，而美國相關學界也已在思考「如果台灣選擇與中國大陸統一，

對美國造成的影響，與美國可能的選項」。對於美國來說，美國認為如果

台灣跟中國大陸統一，最低底限是「台灣必須維持既有制度」與「解放

軍不得駐紮台灣」。但是此一假設的出現，代表美國正在思考在過去給我

們的承諾項目中，它會拿什麼做為與中談判的籌碼？全面的放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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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在全面放棄與協防台灣之間，六項保證、軍售問題、TIFA 問題、

免簽問題中，有哪些項目會因為美國企圖與中國大陸大陸產生良好的競

合關係，而作為籌碼，必須有較為良好的分析。

面對美國衰退與兩岸和解的變局，亞太各國對於美國的衰退均表現

出高度的憂慮，但是卻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有相關的對策。雖然權力的結

構上面，我方居於劣勢，但是在規範性的結構上，邱教授認為台灣可以

以民主社群的基本精神為基礎，與其他民主社群國家一起，為美國想想

辦法。

輔大日文系何思慎教授：少子化使日本社會老化，

經濟規模縮小，影響對外政策

長期研究日本的何教授，提

出日本的經濟衰退，最大的原因

乃是日本少子化造成了社會老化，

使它的經濟規模進一步縮小；如

果日本沒有任何的人口政策遏止

此一趨勢，到了二十一世紀中，

日本的人口大概只會剩下九千多

萬，勞動人口也會回到 1945 年的水準，所以日本未來的通貨緊縮，我想

會對日本很多的經濟學者，成為一個難解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加上日本政治長期的空轉，日本在東亞所能承擔的安全角色，可能會出

現力不從心，無力填補美國在亞太留下空缺的狀況。

延伸到對外政策上，目前日本民主黨除了維持「大國安保」之外，

也開始在雖然雙方有不少衝突爭端的狀況下，與韓國、中國大陸、東協

交流，以「大國安保」配合「多角外交」的方式，以最便宜的成本，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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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大的安全，而這樣的新政策並不會因為未來日本可能的政黨輪替而

轉變。在區域整合方面，由於日本 FTA 洽簽進度落後，經濟規模也在縮

小，所以 TPP 看來是必走之路，也受到日本國內的期待。

就日本與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爭議方面，最近日本介入南海問題越

來越深，除了本身有美國撐腰之外，戰略上面日本也必須連結東協，在

政策上建立其「多角外交」的一環；簡言之，日本不願意在海洋問題上

單獨面對中國大陸，希望藉著連結東海問題與南海問題，把海洋問題多

邊化，而海洋問題會取代歷史認知，變成中日之間的熱門話題，然而日

本也會極力避免衝突，並試圖與中國大陸在海洋問題上建立信心建立機

制，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由於中日雙方政治缺乏信任，所以基於海洋與

地緣政治所生的困境，未來日中之間的信心機制建立，仍將困難重重。

最後，何教授建議：台灣未來可以落實 ECFA，並透過 TPP 參與多邊

自由貿易體系，努力創造自己在東亞區域的價值，成為世界進入東亞的

玄關。若台灣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台灣的安全就會受到各國重視，也

是我們獲致安全最便宜的方式。

政大外交系連弘宜教授：可由俄羅斯遠東省份另闢

蹊徑，開拓台俄關係

 俄羅斯領土中，有很大一塊屬

於東北亞，但是大家經常忘記它，

可能跟俄羅斯在東北亞地區使力上

相對比較弱有關。在俄羅斯對東亞

的關係上，中國大陸是俄羅斯在東

亞地區最重要的合作關係，大體分

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以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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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作組織」這兩塊，而俄羅斯也做了一些分工：國與國之間重在雙邊

經濟合作，區域安全問題則放在上海合作組織，大家也對上合組織的聯

合軍演比較有印象。在歐亞大陸東邊的陸地安全體系，可說是由中俄合

作，藉由上海合作組織建立起架構，已經確立。

然而，2008 年下半年金融危機之後，俄羅斯發現亞太地區不只是附

屬或補充地位，中國大陸的地位尤其重要，因此俄國不只在對中關係上

有所轉變，對其他東亞國家的態度轉變，也有一些轉變，對於其他東亞

或亞太國家，有相當的象徵與啟示作用：首先，俄中之間的能源管線通

了，價格也達成共識，俄羅斯總統普丁在 2011 年 10 月訪問北京時，更

明確的把俄中之間的能源買賣問題定位為商業問題。其次，在金融危機

之後，俄羅斯在遠東地區做的最大調整，就是開放遠東地區可以讓中國

大陸投資。

在日韓與俄羅斯關係上，日本由於領土問題所限，一直沒有辦法

扮演在對俄羅斯關係上說得上話的角色，自己對俄羅斯關係也不認真

經營。對於朝鮮半島問題，俄羅斯除了在安全上彰顯自身做為六方會

談成員之一的地位之外，經濟上主要在於與南韓之間的發展，而南韓

在對俄羅斯經濟關係上也頗為用心經營，韓國電子商品在俄羅斯行銷

的表現也優於日本同類商品，是個比較奇特的現象。

相對於上述國家，台灣能夠在與俄羅斯關係上著墨之處不多，但是

連教授建議：如果台灣可以結合俄國最弱的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讓台

灣最強的科技可以進入亞俄，與亞俄地區的地方領導人與商界人士多加

交流，並與亞俄地區的教育單位結合，普及台灣的科技產品，或許是台

灣介入對俄關係的一條效用較大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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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經院中國大陸產經研究中心莊朝榮主任：大陸必

須節能減碳，追求永續發展 
 就中國大陸在區域合作的戰

略角度而言，眾人皆知中國大陸

想角逐亞洲領導地位的企圖，長

期策略也相當明顯，中國大陸的

亞洲戰略，也佔據其對外關係的

首要位置，主要在於希望能維護

亞洲地區和平發展的環境。2011

年剛好是中國大陸大陸十二五規劃開局的第一年，中國大陸希望以擴大

內需，調整經濟結構，擴大亞洲國家的對中出口之外，中國大陸也希望

走出去，向亞洲其他國家的投資，如對東協的建設。在貿易之外，中國

大陸也希望增加與周邊國家的旅遊、文化、教育、青年等方面的交流與

合作，讓中國大陸與其他亞洲國家有更多友善的聯結關係。

從全球的角度觀察，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新興國家出口衰退對中

國大陸的出口成長影響很大，從那一年開始，中國大陸就希望把國家的

產業經濟結構，轉成以內需為主的策略。2011 年歐美債信危機發生，全

球的復甦腳步又受到影響，若要經濟成長持續，除了擴大內需之外，也

需要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特別是貿易。這樣的時機，對於中國大陸是危

機也是轉機，鄰近亞洲周邊國家可能會更加深遠依賴中國大陸的經濟

成長，而實際上，2011 年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使得東

協和中國大陸雙邊貿易的帶動成長都達到 20% 以上，相當可觀；從 2011

年 1-9 月的出口數據來看，東協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雙邊貿易成長達到

26.4%，讓中國大陸了解到加強與周邊的經濟貿易合作，一定可以在帶動

周邊經濟成長與合作上，有更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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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主任認為，東北亞的合作應當是亞洲合作的關鍵，主要是因為東

協十加三中，交雜了美國的關心，以及中日關係上的限制。目前中國大

陸仍以東協十加三為主要推動的區域合作機制，但是一切都相當不確

定，所以中國大陸未來在推動區域合作的過程裡面，必須要在十加三

架構下，釋出更大的魄力與善意，突破種種政治經濟的困難，深化亞洲

合作，展現其實力，而在經濟的永續發展上，則必須要透過引進再生

能源的利用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並在碳排放問題上取得與美國的妥

協，追求永續發展，才能持續成長。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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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

檢視2011年亞太區域情勢座談會

黃暖婷

當前國際政經結構面臨變數甚多，歐洲債信危機尚未完全消除，美

國舉債上限問題甫落幕，原物料價格因氣候因素及中東與北非地緣政治

的影響大幅動盪，各國央行升息步調陸續浮現，歐美先進國家失業率居

高不下等天災人禍，對全球經濟前景投入不確定因素。同時，亞洲太

平洋地區國家近年來也正在面臨重要的轉型和重整，美國長年來致力

於維護地區安全秩序的國家利益，和以中國大陸為首的地區經濟都正

在轉變，諸多事務更需要美中兩國和其他地區國家共同相互協調和相

互適應，美中兩國間關係的穩定和發展，牽動國際局勢的改變和區域

的穩定發展。

有鑑於此，本年度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遂於歲末年終，邀集中興

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巨克毅教授、東海大學政治系高少凡教授、台經院

東南亞研究所黃兆仁所長、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中興大學應用

經濟系張國益教授、中興大學國政研究所廖舜右教授等專家學者與談，

並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邱達生秘書長引言，以「檢

視 2011 年亞太區域情勢」為題，共同討論區域政經環境發展重要議題。

國際經濟復甦趨緩的五大原因

目前國際經濟復甦趨緩，原因包括歐債危機、日本強震與泰國水災

引發的斷鏈危機、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趨緩、美國債務上限議題及其以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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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壑的貨幣政策，連帶造成新興市場的通膨壓力等五項。

有關歐債危機方面，由於財政政策為歐元區國家唯一可以自主行

使的經濟調節機制，而在金融危機期間，稅收減少加上刺激政策使得

支出增加，所以歐元區財政原本吃緊的國家，遂無可避免的發生債務

危機。由於很多世界主要金融機構持有問題歐洲債券，因此歐債問題

一旦爆發，可能會引發另一次金融危機；目前的紓困措施只是延後問

題，並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日本在全球供應鏈向來佔有關鍵地位，泰國則是日本產業海外布局

的重要地點，所以 311 日本強震與泰國水災，不但影響國際製造供應端

的出貨，造成汽車、機械與 IT 相關產業的供應鏈中斷疑慮，斷鏈危機更

是直接衝擊日本的消費與投資信心，讓日本再一次籠罩在通貨緊縮的陰

影下。

（由左至右）中興大學國政研究所廖舜右教授、台經院國際處吳福成副處長、台經院

東南亞研究所黃兆仁所長、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中興大學國政研究所巨克毅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張國益教授、東海大學政治系高少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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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來看，2010 年中國經濟貢獻於全球經濟成長

為 1.5%，超過已開發國家 1.4% 的貢獻率總和。美國經濟研究聯合會

（Conference Board）預期 2011 年中國的貢獻率為 1.4%，而已開發國家總

和貢獻率為 1.1%。由於在 2011 年第三季之前，中國大陸也受到通膨的壓

力，因此經濟政策轉向緊縮，而中國大陸的緊縮也意味其對世界經濟成

長的貢獻率將下滑。

美國 Obama 總統在 2010 年 11 月輸掉期中選舉，使得共和黨自 2011

年 1 月起重掌眾議院多數優勢，足以與民主黨主導的參議院抗衡。2011

年 5 月美國國債已經達到 14.29 兆上限，為使美國政府繼續運作，國會

必須進行協調、同意、通過調升債務上限等等程序。然而兩黨卻在 8 月

2 日的期限之前不斷上演協商破裂戲碼，導致全球經濟信心受到嚴重的

衝擊。雖然後來終於達成協議，但傷害也已經造成，對金融市場的衝擊

尤其特別嚴重。

在美國貨幣政策方面，美國聯準會（Fed）在 2010 年決定以新一輪

的量化寬鬆（QE2）來刺激復甦緩慢的經濟景氣，而規模 6,000 億美元的

購債計畫，使得美元成為國際熱錢，湧向經濟情況較佳的新興市場，造

成國際通膨以及匯率變動壓力。繼 QE2 之後，Fed 改為推出「扭曲操作」

（Operation twist），亦即以短債換長債，壓低長債利率，造成短債利率升

高。如此一來，利差導致資金由新興市場溢出回流美國，造成各國貨幣

貶值，進而衝擊進口與消費。

亞太經貿發展的典範與架構

衡諸亞太地區的經貿情勢，目前亞太地區正面臨了「典範移轉」的

時刻：過去美國扮演「世界市場」的角色，大量進口消費財，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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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做為「世界工廠」，倚賴出口推動經濟。但是在這一波全球經濟的動盪

不安之下，美國開始儲蓄、鼓勵出口，中國大陸則藉由十二五計畫、提

振內需。

在全球經濟遭逢危機期間，保護主義特別容易再起，此時亞太地區

經貿組織的存在，對於維持一定程度的貿易開放，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但同時這些組織，也逐漸往約束性的方向發展。

亞太地區的經貿整合終極目標，是「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Pacific, FTAAP）」，其概念始於 2004 年 ABAC 向 APEC 領袖提

出的建議，認為在 WTO 杜哈回合談判失敗，以及區域 FTA 蔓延，演變

成以鄰為壑式的經濟結盟之時，亞太地區應認真考慮 FTAAP 的構想。

2006 年 APEC 年會中，FTAAP 倡議由美國主導，與澳洲、日本、新加坡、

加拿大、智利與紐西蘭等 7 個會員體共同提出，然而 FTAAP 固為美國

所力促，可是包括中國及東協國家，基本上並不贊同以 FTAAP 做為推

動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唯一選項，所以為緩和這些會員體的疑慮，APEC 

現下以包括支持多邊貿易體系、結構改革、部門別議題與私部門參與，

以及擴大能力建構等議題，涵蓋相當廣泛的「區域經濟整合議程」（REI）

來涵蓋 FTAAP 倡議，做為討論與推動亞太地區進一步經貿整合的載具。

目前亞太地區的重要經貿整合機制，可分為「東協加 N」與「泛太

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兩者。在東協加 N 的發展上，可追溯至 1992 年 1 月

28 日生效的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授權條款）共同有效優惠關稅方

案協議，目前各方正在討論的機制，則包括東協加三（中、日、韓）

自由貿易協定（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與東協加六（中、

日、韓、澳、紐、印度）自由貿易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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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 for East Asia, CEPEA）等兩套機制。TPP 則始於 2005 年 5 月

28 日，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四國所協議發起的「泛太平洋夥伴

關係」，目前的最新發展則是 2011 年 11 月 14 日 APEC 高峰會閉幕當

天，TPP 創始四國加上澳洲、馬來西亞、秘魯、美國、越南共九國，

同意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提案，並已於 2011 年 11 月的 APEC 高峰會宣

布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綱要。

台灣因應之道

面對上述情勢，與會學者專家認為台灣應以 ECFA 為基礎，積極爭

取世界主要市場，同時善用既有的多邊（APEC）與二軌（PECC）平台以

支持擴大 ITA、EGS 自由化等有利我國議題，並歡迎冷錢（外人直接投

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管理熱錢（外人證券投資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或「轉熱錢為冷錢」，使台灣不只在地緣上，也在實質活動

上成為亞太地區經貿往來的的樞紐，讓台灣經貿活動的活水維持不斷，

度過現下的危機並徐圖未來的發展。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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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發展論壇—東北亞情勢

許峻賓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於 2011 年 6 月 10 日舉辦一

場「亞太區域發展論壇」，以討論東北亞政、軍與經濟整合的現況。本次

座談會由台灣大學政治系蕭全政教授主持。

東北亞政軍發展趨勢

本次會議的第一場次討論的議題是：「東北亞政治與軍事發展趨勢

及對我國的影響」，由台灣經濟研究院邱奕宏副研究員引言，並邀請國防

大學戰略研究所曹雄源所長、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翁明賢教

授、台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蔡昌言教授、政治大學外交系盧

業中教授擔任與談人。

在邱奕宏副研究員的引言中提及，評估東北亞政治與軍事發展的考

量要素，可包括：政治領導者、國家行為者、區域國家政策，以及區域

情勢。近兩年影響東北亞現況的因素包括：在國家層次上，如中國大陸

與北韓領導人的接班問題；日本首相不穩定；美、俄將進行大選。在雙

邊層次上，包括日俄的北方四島問題、日韓獨（竹）島問題、中日台釣

魚台問題。

對於東北亞區域的未來可能演變，在政治上，包括習近平是否續行

和平發展道路、北韓金正恩領導地位是否穩固、日本如何應對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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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在軍事層面，中國大陸發展航空母艦的影響。在區域層面，美

國與中國大陸如何應對北韓問題、美中間的對峙或競合關係。中國大陸

是否邁向民主化？日本是否可能重新武裝？中美兩國是否會劃太平洋而

治？北韓是否會崩潰，而形成南北韓統一？俄國是否會崛起？

而面對上述之發展，對我國未來的挑戰可能包括：美國的東北亞政

策是否會改變，因此造成對我之影響為何？美中競合對我國可能的影響

為何？我國如何因應中、日、韓機制的成形？釣魚台問題如何解決？如

何強化台美關係？如何應對中日關係的發展？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曹雄源所長：中國大陸積極發

展高科技軍事技術

 曹雄源所長針對軍事議題方

面，發表其個人之觀察。渠表示，

中國大陸正發展傳統精準打擊與反

介入能力。中國大陸關注美國在太

空、網路、電腦系統的弱點，尋求

不對稱優勢與攻擊作為，包括發展

電磁脈衝作戰能力，使用衛星和發

射能力加強反太空介入能力。中國大陸建立戰略與戰術能力的意圖，在

於嚇阻美國介入其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及其以武力解決周邊國家的

領土爭議。對於中國大陸的航母發展，因中國大陸本身已有軟體能力，

也可自行發展硬體，因此，中國大陸應有能力以自己的力量建造航空母

艦。未來中國大陸可能發展航母戰鬥群及高性能匿蹤戰機成軍。

在馬總統提出三道防線的戰略架構下，兩岸和解制度化、增加台灣

在國際發展上的貢獻、結合國防和外交，以強化台灣安全。民主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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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最大保障，必須有效落實全民國防教育，尋求合宜的兵役制度。

我國應研發不對稱的武器裝備，以反制中國大陸先進武器裝備對我之威

脅。在軍事方面，我國應強化實力而非與中國大陸對抗，不主動攻擊而

是遂行有效防衛。因此購買即自行研發潛艦、巡弋飛彈等政策，均有利

於我國握有更多籌碼。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翁明賢教授：亞太

區域戰略格局將有所變化

 翁明賢教授則從國際與區域

戰略情勢進行分析。渠表示，在

分析東北亞情勢發展時，必須注

意東北亞各國的領導人任期更迭

時程，此外在非傳統安全的議題

上，氣候變遷問題，如水資源、

糧食安全等議題，可能在東北亞

區域受到關注與討論。

對於中國大陸內部的發展，渠表示，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將

影響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進程，以及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可能是其內

部未來的隱憂。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將促使其民主化的發展，但中國

大陸思考的是建構中國特色的民主。而其民主化行動將從黨內的基層

選舉開始。中國大陸發展航空母艦將影響東亞的戰略格局，潛艦建造

也有相當程度的基礎，我國應關注此一事態。

現階段兩岸間的密切交流可能對東亞的舊有格局產生影響。對於兩

岸未來的發展，我國的 2012 年大選可能會有所影響。胡六點的架構與習

近平接班後是否影響兩岸關係，亦是關鍵問題。從兩岸 ECFA 展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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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兩岸關係是否會邁向和平協議，亦是可能的影響。若兩岸間有質化的

改變，可能改變美國的亞洲戰略佈局。美國的亞洲戰略部署，如：以區

域集團推動整合、跨太平洋雙邊關係與中國大陸建構的東亞集團間是否

可能形成對峙關係、南海主權與資源問題、中國大陸航空母艦是否可能

成軍等問題，均需加以關注。美國應注意到中國大陸的崛起及話語權。

全球戰略走向亦會影響東北亞的情勢發展。例如：日本 311 地震後的政

經發展、美日同盟、中日關係與台日關係等是否可能影響我國現行的

「親美、友日、和中」政策。未來若美中共治東亞，可能形成由中國大

陸主導台海議題，台灣可能成為籌碼而利益受損。美國至今仍堅持一

中政策，但從來未指明是哪一個中國，對美國而言，不希望台灣變成

一個問題。現在，美國冀望中國大陸在全球區域的戰略穩定角色很多，

所以台灣不可成為中美問題。在中國大陸的觀念中，強化兩岸間的和

平交往，以符合美國的期待。中國大陸參謀總長陳炳德於 2011 年 5 月

訪美時，向美方表示希望減少對台軍售，對台灣的未來將有威脅。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蔡昌言教授：我

國應思考應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政策

 蔡昌言教授發言表示，中國大陸航空母艦的建造並非完全中國製

造，未來中國大陸可能複製此一模式

發展航空母艦，其對政治上的嚇阻意

義大於軍事層面。在軍力建構問題

上，我國應該自行發展戰機與潛艦。

渠亦呼應翁明賢教授對於中國大

陸民主化發展的觀點，但認為中國大

陸的民主化在 5-10 年內並不容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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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面對北韓問題，若在美中共治東亞的格局下，台灣議題恐被犧牲，

我國應及早構思應對政策。兩岸維持現狀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我國應發

展兩岸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台美關係。我國應該深化與美

國的互動關係，但美牛問題是台美間未來關係的關鍵因素。未來陸生

與陸資進入台灣，將形塑並改變東北亞的情勢，進而影響我國內部的社

會、經濟等問題。

政治大學外交系盧業中教授：注意中美亞太磋商的

發展

 盧業中教授首先分析北韓情勢，

渠認為北韓權力繼承的發展目前相對穩

定，其關鍵在於接班人與軍委會間的關

係是否能夠穩固。北韓最重要的問題在

於經濟的發展。六方會談的機制是否能

夠持續，將影響東北亞的情勢。目前中

國大陸建議採取三階段進行：由南北韓

進行雙邊會談，由北韓與美國進行會談，

最後再恢復六方會談。

盧教授亦表示，近年來，中國大陸參與香格里拉會議的層級升高，

凸顯中國大陸對此對話機制的重視。對於中美間的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

的制度化，中國大陸首次在今年的會議抱持肯定的態度，未來應關注中

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的建立發展。我國應注意以下情勢的發展：東北亞

各國的政權交替情形、六方會談是否會轉化為東北亞區域安全機制、注

意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可能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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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經濟整合趨勢

第二場次討論的主題是：「東北

亞經濟整合及對我國的影響」，由本

會邱達生秘書長作引言，並邀請中華

經濟研究院 WTO 研究中心杜巧霞教

授、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吳玲

君教授、台灣大學政治系左正東教

授、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郝

培芝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在邱達生秘書長的引言報告提及，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已於 2009

年超越日本，並快速地向上攀升。根據 IMF 等國際機構的預測，中國大

陸將於未來幾年維持將近 10% 的經濟成長率，在通膨方面也將逐年降低

並維持穩定。東北亞各國在能源需求上，中國大陸在前幾年大幅度提升

石油進口量後，根據預測，未來幾年將維持穩定的石油進口量。俄羅斯

將成為石油出口大國，而日本與韓國對於石油的進口仍將持續上升。

根據 EIU 等國際機構的預測，東北亞主要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日

本、韓國與俄羅斯，在貿易倚賴度上將逐年上升，其中韓國的貿易倚

賴度最高，其次分別為：中國大陸、俄羅斯、日本。而根據 IMD 評估

創造財富相對能力，東北亞各國的排名依序為台灣、中國大陸、韓國、

日本與俄羅斯。根據 WEF 評估持續經濟成長能力，東北亞各國的排名

依序為：日本、台灣、韓國、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未來，中國大陸在

經濟規模與成長上，將逐漸拉大與其他東北亞國家的差距。日本的公

共債務問題與通縮陰影持續，且高度依賴進口能源。韓國財政表現優

異，但是貿易倚賴度偏高，所以在區域經濟整合上展現旺盛企圖心。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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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主要且幾乎唯一的優勢為石油，經濟結構改變是政策重點。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研究中心杜巧霞教授：中日

韓 FTA 的發展

 杜巧霞教授針對中日韓三國的

經濟整合進程提出經濟層面的分析。

中日韓三國 FTA（CJK FTA） 對各自

的總體經濟影響，中國大陸 GDP 成

長 0.3%，經濟福利增加 33.49 億美

元；日本 GDP 成長 0.37%，經濟福利

增加 167.6 億美元；韓國 GDP 成長

3.55%，經濟福利增加 124.46 億美元。

在靜態的 GTAP 模擬分析下，CJKFTA

將使台灣的 GDP 負成長 0.9%，總產值減少 45.77 億美元。在動態模擬下，

台灣 GDP 將負成長 1.16%，總產值減少 68.72 億美元。

杜教授認為，CJKFTA 後續發展可能受到侷限，原因在於三國間的政

治互動狀態，彼此仍有所顧忌。在農業部門方面，日韓均會採取保留

態度。但是因為韓國已經與美國及歐盟洽簽 FTA，其中也包括農業部門

的開放，所以在中國大陸與韓國之間的農業問題影響不大。未來可能的

發展是，中韓兩國先簽署 FTA，藉以促使日本加入。而中國大陸可能以

此脅迫台灣，以促使兩岸間的 ECFA 更加速進一步談判。若台灣無法與

東亞經貿連結，外商不會進入台灣，因此，我國必須加速國內自由化程

度及改善國內制度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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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吳玲君教授、台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郝培芝教授：中國大陸政策對

三國 FTA 的影響

吳玲君教授從中國大陸的 FTA

政策進行分析。中國大陸決策者推

動 FTA 上，採取積極態度並藉此促

進國內產業環境適度改革，加強其

經濟發展的基礎與提高自身綜合性

國力與影響力。中國大陸政府在面

對經濟實力與發展潛力不同之國家

與非國家利益行為者時，其所扮演

的角色與能量不盡相同。以中國大

陸的制度，可以由官方的權力施加壓力於企業界，藉此強力推動 FTA。

唯中國大陸也有國內產業發展與改革的壓力，領導人需要面對與解決。

吳教授分析中日韓 FTA 的發展，CJKFTA 在進行可行性研究時，三

國間便已針對研究方式與議題有所爭執。此三國間比較重要的項目應該

是投資協定。針對中日韓三國未來發展，溫家寶曾於今（2011）年的高

峰會上提出發展的重點在於：擴大三國貿易規模、深化投資合作、發展

綠能經濟與迴圈經濟、加緊災害管理合作。對我國政府而言，以推動

ECFA 為例，應加強對國內各界關於 FTA 認知的相關教育，有了深刻的

瞭解後，國內各界才有可能讓政府有更多的空間去對外洽簽 FTA。

 郝培芝教授亦分析，中日韓三國 FTA 提前談判的原因，因 2008 年

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造成出口市場萎縮，2008 年底中日韓三國在福岡舉

行會談，這次三國高峰會首次獨立於東協峰會之外舉行，三國開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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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作。在談判策略上，韓國著

重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 FTA：美國、

歐盟、東協，未來也可能與中國大

陸先洽簽 FTA，對台灣的衝擊最大。

日本以 EPA 為主，注重 IPR、投資等

項目。中國大陸的談判則有彈性，

且發散性強，在東北亞地區，將先

與韓國洽談 FTA，之後再讓日本加

入。中國大陸推動的 FTA 談判與內

部發展加以連結，例如中日韓 FTA 與環渤海灣經濟圈連結。

台灣大學政治系左正東教授：我國應思考應對三國

整合的策略

左正東教授則表示，中日韓 FTA 對我之影響可能包括：貿易和投資

轉向、金融貨幣合作、區域整合進程。在貿易投資方面，中日韓一旦在

投資保障上獲得突破，日韓在中國大陸投資大幅增加，將更加速貿易轉

向效果，從而降低台灣目前來自中國大陸的鉅額貿易出超。隨著中日韓

三方 FTA 的推進，三國貨物和資金交流的躍進式成長，將帶動三邊對金

融貨幣整合的需求，從而加速亞洲貨幣整合的進程。

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的未來藍圖，中日兩國仍有東亞主義和亞太主義

路徑辯論，如果雙方透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逐漸化解分歧，甚至出現

日本向東亞主義靠攏的現象，台灣要加入東亞區域整合，將更加困難。

我國應以最快的速度和日本展開 FTA 談判，避免中日韓 FTA 建立所帶來

的投資貿易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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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蕭全政教授在總結時表示，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成長之下，

其最大的問題仍在國內，未來中國大陸政府可能為了控制內部，因而在

資訊管制所投入的資源將大於對國防部門的投資。2008 年開始兩岸關係

和解，在此之後，中日韓獨立召開峰會，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日美兩國

均對台改變政策，東北亞格局的轉變可能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有關。基本

上，東北亞戰略格局的發展仍不脫海陸爭霸格局，而這是台灣可以充分

利用的機會。長期而言，中國大陸仍關注美國的政策走向，若我國以維

持現狀為政策主軸，這對美國與中國大陸均無威脅，是最佳選項。

（作者為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開幕致詞：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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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許峻賓、蔡靜怡、吳德鳳、余慕薌、黃國治、黃暖婷 

近年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每年

均舉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以務實推廣國內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研究與活動、積極參與國際 PECC 會議之業務，並進一步協助青

年深入瞭解國際議事進行方式，提供青年同好互動平台，期藉由亞太事

務相關課程及實務相關技能之培訓，厚植青年實際參與國際活動之能力，

擴大青年國際視野，踴躍參與國際活動，進而提昇我國地位與形象。此

次共有 216 位青年學子報名，由 CTPECC 遴選出 72 位同學參加，學員除

來自國內各大專院校之外，並有來自香港、美國大專院校的同學，更有

遠自新加坡、墨西哥而來的青年共襄盛

舉。

2011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開幕

致詞中，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表

示：2001 年資訊業泡沫化、2003 年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掀起全球的反恐

風潮與 SARS 事件、2008 年下半年發生

的金融海嘯，改變了二十一世紀全世

界的政經平衡；歐美日本等先進工業

化國家，紛紛陷於國債與就業問題， 

經濟表現疲軟，2010 年爆發的歐債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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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與 2011 年三月的日本大地震，更是讓世界經濟雪上加霜。另一方面，

新興國家的聲音，隨著經濟力的上升，則越來越受到全世界所關注。除

此之外，全球暖化以及糧食、能源等問題也一一浮現，凡此種種，都使

得國際事務所涵蓋的議題範圍比以前更加廣泛而複雜，國際情勢也因此

比以前更加詭譎多變。

然而，在上述險峻的國際政經情勢之下，目前亞太地區卻被公認為

是全球景氣復甦最重要的引擎；引擎的動力，來自於經貿的自由化與便

捷化。做為橫跨太平洋兩岸的國際組織，APEC 長期集結亞太地區經濟體

官員，並邀請產業界與相關學術界人士參與，以促進區域內的各個經濟

體在經濟與技術層面上相互合作、共同提升，對亞太地區以至於全世界

的經濟復甦，具有相當影響力，而 APEC 也是我國參與最深、最廣的國

際組織。

在 APEC 成立以前，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已經扮演著促

進亞太地區合作與政策協調的角色，如今也繼續藉由聚集產、官、學各

界，共同研究、討論亞太區域的現勢發展，分析並前瞻未來亞太地區的

發展方向。所以，做為亞太地區的一員，我們應當在謹慎中抱持著樂觀

的態度，藉著深入探索區域內的政經情勢、重要的國際組織，以及我國

國際參與的現況，了解自己身處的大環境，從中找到自己未來應該努力

的方向，進而掌握並且回應區域以至於整個世界的脈動，這也是 CTPECC

每年舉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的目的。

● 第一場次：全球政經情勢與亞太區域整合

■  2010～ 2011 年全球與亞太政治情勢分析：政大國際事

務學院鄧中堅院長

本場次開始，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鄧中堅院長首先帶領大家，宏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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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現勢。鄧院長認為，美國的政治、軍事

影響力在伊拉克戰爭與 2008 年金融海嘯

之後，有明顯的轉變：長期以來的軍事支

出，或多或少對美國的研發創新費用造成

排擠，而美國的國際軍事承諾也因阿富汗

戰爭和金融風暴引發的國內經濟問題，有

很大的收縮，也因此，在全球議題上，美

國勢必要與其他國家合作，其中最重要的

一個，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軍事乃至於經

濟的態勢，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經濟層面上，中國大陸除了繼續

購買美國公債之外，也大筆購買「歐豬四國」的債券，自然形成對美歐

各國與國際金融界的影響力。而從政治、軍事的角度來說，由美中戰略

對話的範圍、頻率與速度都在增長當中，已然可見美國在涉及政治軍事

的議題上，需要廣泛的與中國大陸磋商。

此外，由 IMF 新任 managing director 遴選、茉莉花革命、中國大陸

購買俄羅斯瓦雅格號航空母艦，以及南海問題，都可以看到中國大陸

與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上複雜的利益與實力交錯。鄧院長認為，由於

國際貨幣基金會面臨到歐洲債務的棘手問題，中國大陸的態度目前較

為保守，但是未來中國大陸在 IMF 與世界銀行的影響力增加，應是指

日可待。從茉莉花革命看，中國大陸雖然在北非多有投資，利益不小，

但是由於自身曾有「六四」的紀錄，直接介入難免尷尬：一方面她想

在國際上做有影響力的大國，但是另外一方面，她威權政府的特質，

以及世界上其他威權國家所擁有的資源，她也並不想放棄。然而，中

國大陸向俄羅斯購買瓦雅格號航空母艦，以及經博斯普魯斯海峽把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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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格號運回，仍然展現其軍事與經濟實力提升的事實。

在南海問題方面，鄧院長認為美中雙方在南海的問題，是發言權的

問題；真正已在南海顯示出利益的，是從南海石油開採獲利豐厚的越南，

而同一時間，中國大陸和越南也在南海有軍事合作。因此，無論從全球

還是亞太地區的角度，美中兩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我國與

中國大陸關係密切，相當值得持續關注美中的關係。

■  2010～ 2011 年全球與亞太經濟情勢分析： 台灣經濟研

究院龔明鑫副院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副院長

則深入淺出的分析目前全球的經濟情

勢。就主要國家的經濟成長率來說，

先進國家與四小龍、新興市場呈現出

明顯的對比：自 2011 年年初，由於美

國失業率沒有明顯下降，經濟指標時

好時壞，加上歐債危機、日本 311 大

地震等影響，先進國家的經濟情勢持

續不明朗。目前先進國家中，唯一不

太受失業率影響的，是可以靠出口汽

車、機具支撐的德國，但由於法國、

德國、荷蘭等國持有相當多其他歐洲

國家的公債，因此歐債危機對歐洲經濟的影響，仍然相當值得注意。相

對於先進國家，四小龍與新興市場卻展現出復甦的狀況，出口成長率也

仍維持在 10-20% 左右，而歐元與美元貶值，也對亞洲國家的進口能力提

昇有一些幫助。然而，四小龍與新興市場也承受來自 2008 年起寬鬆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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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問題。

金融海嘯後，新興國家經濟實力大幅增長，決定全球財經政策的平

台從 G8 變成 G20。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印度、印尼、越南。這幾個

國家的經濟成長率長期可以維持在一定水準以上，起碼證明了其政府有

能力應付外來的經濟衝擊，可以提供市場經營上的一些參考。值得進一

步注意的是，歐美與亞洲之間順差與逆差的結構，目前還沒有辦法在現

有結構下有具體的改善，而且依靠出口來支持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

效率越來越低，投資能夠造成的支持也已經有限，在主要接受最終財貨

的先進國家市場受創的前提下，主要依賴出口、外貿來支撐經濟的我

國，必須重視開拓新興市場的議題，利用原有開發中間零組件、原物

料的基礎，經營新興市場。

回到國內，目前台灣經濟問題為人所詬病的問題在於就業與薪資分

配的狀況。加薪的幅度比不上物價上漲的幅度，以及服務業將來如何轉

換為實質經濟成長的貢獻，是需要注意的問題。從技術層面上來說，

未來 10 年 ICT 還是一個重要的領域，但是 2015 年之後，實質產業面

是否會因技術創新而有所發展，是值得關注的焦點。最後，龔副院長

建議：金融海嘯以後，我國應該有機會開始經營位在新興國家的最終

市場，尤其台灣對於華人圈最終消費習性的熟悉，是可以掌握的利基，

所以未來台灣將需要四類人才：各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人才、跨領域

人才、跨國人才與創意人才。

■ 亞太地區的綠色成長：經濟部能源局陳炯曉科長

經濟部能源局陳炯曉科長梳理了近四十年來，經濟思潮的轉變：

1960 年代以前，各國重視經濟成長，利用其資源稟賦盡量去賺錢，但

是這樣的思潮造成非洲與南美洲的開發中國家經濟崩潰、產量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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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規劃、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

等問題，所以到了 1960 年代，人們

發現經濟、環境、社會發展等各方面

必須並重，加上 1970 年代起，環保

運動的推波助瀾，「永續發展」遂成

為主流。近來「綠色發展」的思潮又

再興起，而且不同的是，過去經濟、

永續的發展都強調 development 的層

面，但是 2010 年起，growth 的概念

又重新興起，其原因值得探究。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CD）

在 1987 年「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將永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

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發展（development which 

satisfies the current needs of society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s）」但是這個定義的缺點在於無法操作，因此陳科長進一步以

能源的角度，剖析永續發展的功能與極限。目前世界能源供應有四大挑

戰：能源供應安全穩定、資源耗竭、貧窮國家無力購買能源供應，以及

使用能源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聯合國在 1992 年訂

出「Agenda 21」，將永續發展分為三個可操作的層面：

1. 社會的永續發展，要消除貧窮、注意社區發展、防災減災；

2.  經濟的永續發展，包括農村、工業、交通；在能源方面，要注意到能

源的生產與消費。

3.  資源與環境保護面，諸如生物多樣性、保護大氣層、廢棄物處理等，

可說遍及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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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這麼多的話題下，每個人對於永續發展的認識都極為有限，

難以感受全貌。在能源面的永續發展推廣上，各國的策略大致可以下列

能源供應安全策略概述：

•  能源多元化：包括「燃料多元化（fuel diversification）」與「來源多元

化（source diversification）」。

• 降低需求：能源效率與節約（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ervation）

• 預備（preparedness）：戰略石油儲備

然而，目前全世界面臨能源（尤其是石油）價格的飆漲，使得各國

經濟成長不振，難以支付過去的債務，引發各國的金融與財務危機，同

時認為 2010 年石油的產量已經達到頂點，日後石油產量只會往下走的

「石油峰值論」也甚囂塵上，加上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使得石油

供應大有問題，帶來新的能源危機。未來觀察上述兩大危機，有以下的

方向：

1.    時間的問題：許多能源問題的解決時間可能可以拉長到 50、100 年，

但是這兩個問題卻是當下的問題，卻也可能在各國政治領袖為求當選

的前提下，不斷的被拖延。

2.  規模的問題：如果換算貨幣價值，目前的石油價格飆漲已經達到第二

次石油危機的水準，而且這次石油危機相較於以往，跟亞洲有更深的

連結，且牽涉南海、麻六甲海峽等區域安全問題。

因此「綠色成長 (Green Growth)」遂蔚為風潮，也成為各國必要的

應對策略。

「綠色成長」意指在自然資本可持續提供資源以及人類福祉所依賴

的環境服務條件下，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希望能在「永續發展」的基



300

CTPECC 年度活動 - -2011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礎上，強化經濟成長與發展面向，也結合能源供應安全並導入貿易面

向。「綠色成長」進入 APEC 議程，是從 2010 年的 APEC 日本年議程開

始，也得到 2011 年美國的特別單獨重視。目前在 APEC 對「綠色成長

／經濟」提議的重點大致如下：

1.  短程確保能源供應安全：加強對石油供應中斷的因應；核能的安全使

用。

2.  中程強化能源效率：更積極的能源效率目標；能源效率政策及策略的

同儕檢視；強制性能源效率標準；智慧電網；低碳社區；低排放車輛。

3.   長程追求再生／清潔能源發展：有效的財務機制；二氧化碳吸收與封

存；生質燃料須再審慎考量。

而在貿易政策意涵上，綠色成長則有下列目標：

1. 更潔淨的能源供應體系：

– 環境商品與服務，擴大綠能產品的國際市場

– 發展綠能產品的國際標準 

2. 更低耗能的產業結構 

– 在國內發展以外銷為導向的綠能產業 

– APEC 在 2030 年比 2005 年提升能源生產力 50% 

3. 提高能源效率 

– 取消無效率補貼，減少化石燃料使用 

– 更積極的「共同」能源效率目標 

最後，陳科長認為：綠色成長在國內是產業政策，在國際間是貿易

政策，就國內產業方面，我國應以發展綠能產業作為新成長來源，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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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推動經濟成長，並可同時加強能源安全；在國際貿易政策方面，則可

強化綠能貿易，如 WTO 之環境商品與服務，並設法運用非 WTO 機制，

如綠能產品的國際標準調和。

■  綠色成長、APEC 與台灣企業：信義企業集團曹玲玲研發長

信義企業集團曹玲玲研發長提出

「綠色成長對台灣企業的含意？」、「如

何幫助企業利用 APEC」及「台灣的企業

需要什麼？」等面向，使學員們更加了

解綠色成長議題以及企業參與 APEC 的

案例。曹研發長首先提出英國及聯合國

對綠色成長的定義：英國副首相尼克克

萊格 (Nick Clegg) 認為：明確的政策目

標與方向才能幫助企業和民眾勇於對低

碳產業進行長期投資，如再生能源、電

動車或提升住宅能源效率等措施；中國大陸則認為規劃建設低碳生態城

市，將可能成為各地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座標。而

綠色成長對台灣企業的含義為何 ? 曹研發長表示：政府需要制訂明確的

政策，以支持民營企業。

針對如何促進企業利用 APEC ？曹研發長以電動車產業為例，對我

國企業提出建議，國內企業應善用 APEC 作為「主題諮詢平台」、「跨領

域諮詢平台」、「商機共享平台」、「聯合投標配對平台」及「研發合作平

台」。最後勉勵台灣企業應更積極探索可能參與的組織，並成為其工作

小組成員，一方面可展現台灣企業實力，另一方面可藉由 APEC 建立與

其他經濟體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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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稀缺、綠能產業及我國策略：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

境管理研究所張四立教授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

研究所張四立教授首先提出許多的數

據，使學員們了解全球資源有限，卻

分配不均的現象，例如，美國人口佔

全球 4.54%，但 CO2 排放量、能源消

耗量及 GDP，各約佔全球五分之一。

加上隨著許多新興國家經濟的持續發

展，全球資源的蘊藏將加速耗竭。由

此顯示經濟成長通常伴隨著超高的能

源耗竭，但是人類追求成長發展的欲

望不會停歇，因此，能源與經濟成長

及環境衝擊必須脫鉤 (decoupling)，並由此點出低碳與再生能源在此扮演

重要角色。

張教授並提出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策略與目標，我國發展再生能源

的法源依據為 2009 年 7 月 8 日公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主要立法精

神為突破再生能源市場競爭及設置障礙與傳統能源外部成本內部化。

此外，經濟部也提出「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行動計畫。

最後，張教授針對發展綠能產業提出以下建議：運用技術突圍、關

鍵投資、環境塑造、出口轉進及內需擴大五大策略，引領台灣成為能源

科技及生產大國；針對產業已漸具經濟規模、並處於快速成長階段的主

力產業，如太陽光電及 LED 照明，以著重技術突破、提升競爭力、增加

投資、拓展海外新興市場為主；就產業規模或應用市場尚處於萌芽階段

之潛力產業，如風力發電、生質燃料、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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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輛等，以協助研發、取得關鍵技術、建立國內市場示範應用、維

持產業活力等為主要策略。

●  第二場次：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之機會與挑戰模擬

記者會

本場次是本次青年營的首創之

舉，由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陳

奕帆同學扮演媒體主持人，並邀請中

央研究院暨前 APEC 領袖代表顧問胡

勝正院士、我國 APEC 資深官員暨外

交部國際組織司徐儷文司長，以及我

國 ABAC 代理代表暨威瀚科技公司黎

少倫總經理主講，並由各組學員分別

扮演 21 個經濟體所屬的媒體代表，針對三位講者的講演內容，以中英

文進行提問與回答，藉由三位充分瞭解我政府參與 APEC 運作的講者，

並經由媒體主持人的引介與穿針引線，讓各學員充分掌握 APEC 的實務

機制，以及我國參與國際事務之機會與挑戰。

首先，胡院士指出，我國參與國

際最重要的挑戰有三，分別是我國非

屬聯合國成員、中國大陸的衝擊，以

及中國大陸的崛起影響中美對台參與

國際組織的態度。我國的最大契機是

台灣是民主國家，在國際經濟上有其

重要性，再加上近來兩岸關係緩和，

皆有助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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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應善用國際情勢，推動活路外交，做好準備，等待機會。

徐司長從我國參與的政府間國際

組織（IGO）經驗，說明參與各國際組

織對我國之影響，包括：增進我與邦

交國互動、培育外交人才，以及爭取

擔任國際組織各項職務等。面對我國

在外交上的障礙，我國應採活路外交

原則，以務實、重視功能性，以及專

業參與等方式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黎總經理從私部門參與 APEC 的經驗說

明我國的三位 ABAC 代表，即國泰金控蔡宏

圖董事長、聯華神通集團苗豐強董事長，以

及台灣威盛及宏達國際王雪紅董事長，參與

ABAC 會議與積極任事的經驗。同時，黎總經

理亦從身兼王董事長代理代表的身分，簡述

其在 ABAC 場域所提出之相關計畫，如 ABAC

創新成長倡議等。

經三位講者講演結束後，媒體主持人接著引導現場所有學員以模擬

記者身分發問，分別代表路透社、新華社、澳洲、俄羅斯、馬來西亞、

香港的媒體主動向三位講者提

問，問題包括：台灣有無可能自

創一國際組織、ECFA 簽訂後對台

灣的影響、企業如何突破政治瓶

頸參與國際，以及台灣主辦國際

大展的可能性等。三位講者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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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珠的一一回答各個媒體的問題，同時，亦再次彰顯出我國積極參與國

際組織的重要性。

本場次在模擬媒體主持人、三位講者，以及學員們高度配合模擬演

出下，圓滿結束。部分學員勇於以英文提問，在講者們流利的英文答覆

下，提供所有學員國際化的模擬場域，也為本次研習營締造一個新穎的

良好成果。

●  第三場次：APEC 介紹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詹滿容執行長以活潑的互動問答方式介紹

了 APEC 的各種面向。詹執行長首先請學員思考，APEC 做為一個國際組

織，其存在的意義與目的為何？各會員體為何要耗費大量時間與資源參

與 APEC ？接著，詹執行長介紹了 APEC 目前有 21 會員經濟體，環繞太

平洋東西兩岸，且成員包括已開發經濟體與開發中經濟體，相當能夠代

表國際目前的情況，而非只是某一類國家的俱樂部。在此背景下，各會

員體在 APEC 會提出、會關心的議題與角度皆會有所不同，反映出各會

員體不同的情況與條件。

詹執行長介紹了 APEC 的三大支柱，包括：貿易與投資自由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的目標是減免包括關稅與非關稅在內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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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障礙；貿易與投資便捷化

（Business Facilitation）的目標

是解決通關延遲、程序繁瑣

等種種問題，促使貿易與投

資更加便捷；經濟與技術合

作（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例如透過已開

發國家與未開發國家的合作，讓各國擁有掌握發展所需的技術與資源。

這些工作都需要進行持續的說服才能推動，同時技術合作與貿易投資自

由化更需要同時並行，才能讓會員體了解自己在其中可以獲得確實的利

益，願意共同參與努力，如果這兩者沒有併行，單單強調市場開放將無

法取得成果。

同時，APEC 具有共識決、自願性、非拘束性、彈性與同儕檢視的

特點。自願性要求各會員體要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建議，讓其他會員體

了解自己在其中的利益。非拘束性是指 APEC 的共識，若個別會員體有

特殊因素無法達成，也不致受到懲罰。同儕檢視則是將提案交由各國

檢視，這會形成同儕壓力，但並無拘束力。

詹執行長也說明，我國已參與 APEC 20 年，在加入時就已經接受了

Chinese Taipei 的名稱，雖不滿意但可接受。APEC 用經濟體為單位而非國

家，已是一種擱置爭議之後的妥協。我國參與 APEC 至今，以人的比喻

來說已經逐漸長大成人了。過去我們在 APEC 經常只談中共打壓，或者

只會談我們自己如何如何，現在則逐漸學會傾聽別人的意見，並思考自

己如何回應，如何提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見，或者使其更好，做出更實

質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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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詹執行長也提醒學員注意一些 APEC 討論的注意事項，例如

不使用 underdevelopment 來描述發展中國家等等。並回答學員的許多提

問，鼓勵學員在接下來的課程中好好學習。

●  第四場次：PECC 介紹暨與青年對話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邱達生秘書長向同學介紹太平

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並與青年

對話。PECC 現有 23 個經濟體，國際

秘書處設於新加坡，現任共同主席為

美國的 Charles Morrison 與印尼的 Jusuf 

Wanandi。PECC 現為 APEC 的智庫，之

前經過 2001 年的第一次組織改造，主

要以三大論壇為主，2005 年再度組織

改造，以計畫方式做為推動會務的主

軸，包括重點計畫、國際計畫與國內

計畫。PECC 除了全員均參與的常務委

員會之外，還有由 13 各經濟體參與的執行委員會，是 PECC 推動會務最

主要單位。

邱秘書長並請各位學員提出對於青年營的建議，相關建議例如：多

進行實務演練、模擬會議、在課堂上討論問題、可拉長青年營的時間擴

大舉行。

在本場次尾聲，邱秘書長也請台經院何振生副研究員介紹 APEC 的

實務與規範，讓各位學員可以充分瞭解第二天演練 APEC 會議的相關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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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六場次：Model APEC（SOM）國際會議模

擬、講評及討論

本場次由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詹滿容執行長扮演 SOM Chair，

主持模擬國際會議，並由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何振生副研究員

扮演 ABAC Chair，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APEC 小組張謙彥組長扮演 APEC 

Secretariat Executive Director。與會學員均遵照前一天各講員所解說的

APEC 規範進行討論，並提出報告及提案，討論相當熱烈。

會後講評中，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

心詹滿容執行長首先點出模擬會議「What 

is / What to be」的問題，向學員闡述自身

角色扮演的揣摩之道。參加會議之前，應

先閱讀會議相關資料，對議題有所了解，

以表達我方立場，在會議中提出些值得討

論的問題，對於講者也要表達鼓勵其發言

的態度。在國際會議中，主席通常是開會

前最早到的人，以藉機和與會者互動，確

定所有擺設不會被抗議，或是可以先找到一些小問題，例如，有人可能

會因重要事情遲到。與會者則要準時並安靜的進入會場，以尊重主席

和其他與會者。會議中，有人舉牌準備提出問題時，係由主席決定發

言先後順序，而主席也應嘗試將問題分類，例如依預算類或是緊急應

變類等，以聚焦特定議題，讓討論一氣呵成。

詹執行長也表示，實務上，在資深官員會議（SOM）中討論的議題，

要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再提到資深官員會議中。PECC 代表在 APEC 場合

中，會比較低調，所以不會做任何太積極的提案。值得一提的是，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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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兩岸在會議中提出共同倡議，台北提出，北京即呼應表示贊同，是

重大的突破。

針 對 上 述 詹 執 行 長 的 講

評，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

處何振生副研究員也表示：在

APEC 場合中，應使用「經濟體

（Economy）」稱呼對方，千萬不

要在公開會議中，指出哪個經濟

體在某方面有問題，維持禮貌。

此外，在實務上，資深官員會議不曾有部長級代表參與。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 APEC 小組張謙

彥組長首先稱許來參加會議的同學們都

很出色，頗有大將之風，接著提醒學員：

參加國際會議，在會前要有充足的準備，

以對會議討論內容、APEC 進行的 Practice

和 Guideline 有某種程度的了解。此外，

會中的發言與互動，也要事先培養和訓

練：意見表達要精確，發言簡短但語氣

和緩，肢體語言也要注意。

實務上，由於 APEC 成員中有全球前三大經濟體，並包括開發中和

已開發國家，所以張組長特別表示：APEC 會議中比較能達成協議的是諸

如綠色成長等「原則性」的問題，但是如果談到實質內容，如未來要推

的行動計畫內容，各經濟體意見會較為分歧。開發中國家通常比較希望

有多一點的經濟與技術合作計畫，以及能力建構計畫，並保留一些對自

己有利的部份。此外，由於主辦國通常會捨棄無法在年底前達成共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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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因此在 APEC 場合中發言時，要針對經濟體目前經濟等情況，提

出較符合其立場與利益的建議，比較容易獲得支持。此外，出席 APEC

會議後，各會員體代表要寫出國報告書，主席也會發 Summary Report，

讓 APEC 各成員們可以再次檢視並追蹤。

●  第七場次：國際禮儀與實練

本場次由外交部禮賓司何建功

副司長主講。何副司長以其豐富的經

驗娓娓道來，讓許多學員深覺受益良

多。在食的禮儀方面，由於宴客通常

多是為了達成商業或是政治目的，吃

飯時話題不要涉及隱私、宗教和政治

問題。菜單的安排、四種杯子都有不

一樣的拿法。女性飲酒要酒精成份

較低的，如果食物味道，搭配紅酒

吃。食具排列方式採取 BMW 原則（B

指 Bread，M 指 Meal，W 指 Water 或

Wine），由外向內使用。餐巾若不小心掉到地上，由服務生代勞，不要大

呼小叫叫服務生。中途離席，將餐巾紙放在椅背或是椅墊上，表示還要

回座位，如果放在桌上，表示要離開了。

在穿著禮儀方面，男士一般都以穿著西裝為主，白天和晚上都可以

穿著；鞋子、鞋面和鞋跟都要擦拭。女性若參加晚宴，要帶小皮包，並

穿著小晚禮服。何副司長也提出了十五種致命穿衣方式，例如，若穿涼

鞋就不宜穿襪子，衣服不合身，露出內褲、顏色過於複雜等。總而言之，

穿著要注意 TPO 原則，也就是 Time, Place 和 Occasion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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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場次：青年參與國際事務經驗分享與 Q ＆ A
本場次的與談人之一，元科

科技公司鄭慕涵工程師具有國際

義工的經驗，也曾在外商 Fairchild

擔任亞太區域部門的協調人，而

她個人的環保背景，也讓她有機

會參與環保署的專案。她特別提

到：國際會議的訊息需要靠平日

不同的媒介蒐集。在參加 UN 會議

討論永續成長議題時，她深深覺得

可以在會議中好好學習如何提出

有價值和有建設性的建議；其中新加坡代表雖然在會中發言不多，但卻

能在會議快結束時，以英語做好摘要的能力，值得學習。平日主管與各

相關單位代表開會的經驗，也要多看多聽。鄭小姐也建議學員平日多閱

讀英文書報雜誌以增加敏感度，並積極參與政府部門及其他單位舉辦的

相關培訓課程。

另一位與談人，彰化師範大學翻

譯研究所的劉主強同學，則曾在紐西

蘭待過五年的時間，以英文了解不同

國家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並曾參加海

峽兩岸口譯大賽，與大陸進行學術交

流。他並曾參與模擬聯合國會議，由

於該模擬會議時值 911 之後，美國積

極倡議反恐，因此他參與的政治委員

會討論相當熱烈，也讓他更進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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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國際議事規則如何進行。他認為：會議發言也是一種探索和經驗，有

個開頭之後自然會比較能掌握其要點，針對討論之議題找出其中的關鍵

進行論述，讓其他代表明瞭自身所欲表達之立場。

此外，劉同學認為這次營隊較 2010 年增加了模擬記者會的場次，在

實務練習方面的比例確有增加，是一個很好的變革。若能增加舉辦的天

數以及實務面的比例，相信營隊會吸引越來越多青年學子參加，也能夠

培育更多有意願投入國際事務的人才。

營隊尾聲，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誠摯期許

學員：參與國際會議，不

是只是一杯雞尾酒，更要

抱持好奇心，不斷深入地

觀察了解自己國家的相關

議題，對於各國的總體經

濟、產業政策、以及個人

專業都要更深入的研究。

最後洪副董事長也祝福學員們都有美好的收穫，並頒發結業證書給所有

學員，為本年度的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畫下了美好的句點。

（本文作者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 閉幕致詞：CTPECC 洪德生副董事長



學員分組討論及 Model APEC（SOM）開會情形

學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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