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CTPECC 主席序

洪德生

6

CTPECC 秘書長序

邱達生

7

PECC 年 度 區 域 現 勢 報 告 摘 要 、 致
APEC 資深 官 員 報告及 年 度重 要 活動
PECC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
第一章 歐盟與美國的經濟困境：對亞太地區的衝擊

11

第三章 亞洲和跨太平洋關於區域整合的倡議

18

2012 年 PECC 致 APEC 資深官員報告

2012 年 PECC 致年度 APEC 總結資深官員會議書
共同主席 Don Campbell 大使 / 黃暖婷編譯 28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致 2012 年第二次 APEC 資深官員會議報告
PECC 秘書長 Eduardo Pedrosa/ 左宜恩編譯 35

年度 PECC 重要活動
2012 年太平洋經濟展望：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經濟結構專家會議紀實
王聖閔 44
PECC 第二十屆新加坡大會紀實：APEC 經濟體：典範轉移？
(APEC Economies: A Paradigm Shift?)
邱達生、黃暖婷 52
「海洋做為再生能源來源」研討會 Ocean as a Source of Renewable Energy) 陳子穎 64
第三十五屆 PAFTAD 會議紀實

王聖閔 74

2

2012 年太平洋經濟展望之經濟結構專家會議第 二次會議紀實

王聖閔 82

第二十七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紀實

王聖閔 90

第三屆 RIETI-TIER-KIET 三方智庫研討會：
「Toward Building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研討會紀實

邱奕宏 97

區域 政經總覽 與 糧食 問 題
區域整合與經貿協定發展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蘇宏達 111

TPP 時代台灣的參與機會與挑戰

吳福成 128

TPP 正持續談判，我國應努力創造參與條件

許峻賓 140

拆解韓中 FTA 啟動談判的思維

吳福成 146

東北亞經濟整合之發展與我國因應之道

許峻賓 151

2012 年第 20 屆東協高峰會之發展

許峻賓 158

從區域經濟整合探討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

許峻賓 162

區域重要國家政經動向
光明前景下的一抹烏雲─論印尼不確定的政治因素

邱奕宏 167

金氏朝鮮，何去何從？─論後金正日時代北韓之發展

陳奕帆 174

衝突「島」火線：論釣魚台牽動之多邊關係

陳奕帆 179

美、中新局：論歐、習掌權後之美、中關係

陳奕帆 183

3

糧食安全問題
評析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之「我們要的未來」宣言與糧食安全

邱奕宏 188

天然災害與亞太地區糧食安全之發展

邱奕宏 194

新興市 場商機
亞洲新興市場概論
簡淑綺 201

亞洲新興市場商機潛力與拓銷建議

俄羅斯
APEC 高峰會後的俄遠東地區市場新機遇

吳福成 213

緬甸
緬甸新政府重要經貿改革措施

蔡靜怡 219

緬甸的汽車產業簡析

余慕薌 224

緬甸的醫療產業現況分析

余慕薌 229

印度
余慕薌、周子欽 237

印度市場的商機與挑戰

余慕薌 246

印度經濟前瞻

CTPECC 秘書處 251

印度外國直接投資政策之觀察

4

巴西
從外商在巴西投資佈局看兩岸攜手前進巴西市場

余慕薌 253

CTPECC 年 度活 動
太平洋企業論壇
2012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國際政經情勢對我國之影響研討會」紀實
陳子穎、黃暖婷 26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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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

王聖閔 275

2012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 亞太區域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願景與挑戰
黃暖婷 283
2012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區域經濟整合─架構安排與生產網絡
陳子穎、蔡靜怡 294

PECC 國際政經講座
國際政經情勢分析與展望

黃暖婷 304

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衝擊與因應

陳子穎 311

兩岸經貿互動對我國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王聖閔 318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2012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黃曉青、黃暖婷 324

5

CTP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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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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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PECC 為了更深入與 APEC 合作，針
對自身的組織結構與未來工作方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持續提供區
域現勢報告、向 APEC 資深官員會議提供建言，觀照區域內各自由貿易
協定的發展，指出未來區域經濟整合應努力的方向。此外，PECC 也在這
一年當中，深入探究能源、服務業、教育、社會復甦、貨幣體系、糧食
安全、礦業、海洋議題與藍色經濟等特定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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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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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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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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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際事務的實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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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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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致 APEC 資深官員報告

及年度重要活動」。2012 年，PECC 持續提供區域現勢報告，並針對 APEC
資深官員會議提供建言，除了觀照區域內各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並指
出未來區域經濟整合應努力的方向之外，也就能源、服務業、教育、社
會復甦、貨幣體系、糧食安全、礦業、海洋議題與藍色經濟等特定議題
進行探討。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PECC 大會於新加坡舉行，會中針

對 PECC 如何與 APEC 進一步合作，進行了深入的檢討並擬定未來的方

向；我國也在本年度舉辦第三十五屆 PAFTAD 會議及第二十七屆太平洋
經濟共同體研討會，為區域重大議題，提供匯集意見與對策的平台。
第二部分是「區域政經總覽與糧食安全問題」，其下分為「區域整
合與經貿協定發展」、「區域重要國家政經動向」與「糧食安全問題」等
三個主題，除了協助讀者從理論概念與實質議題的角度，完整觀照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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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重大政經事件，掌握亞太地區的政經脈動之外，也希望在糧食安
全這個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上，提供讀者全球性與區域性的研析。
第三部分是「新興市場商機」，分為「亞洲新興市場概論」、「俄羅
斯」、「緬甸」、「印度」與「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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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針對受到全球矚目的五個重要新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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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國際政經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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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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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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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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
第一章
歐盟與美國的經濟困境：對亞太地區的衝擊
2011 年， 亞 太 地 區 的 總 體 經 濟 成 長 率 由 2010 的 5.4 ％ 放 緩 為
3.5 ％；2012 年的總體經濟成長估計則稍微上升至 3.7 ％。然而對於很
多人來說，這樣小幅增長的結果，相對於之前預估的 4.1 ％已是減
緩。當新興市場仍持續對亞太地區成長率貢獻最大時，其占亞太地區

2.5％的份額也較前縮減。
隨著已開發經濟體 2012、2013 年間的經濟成長持續衰弱，以及政
策刺激持續寬鬆，預期亞洲地區的經濟成長將會以不同程度放緩，但
在整體上仍維持強勁。由於美國、歐盟地區經濟成長相對緩慢，IMF
所做的經濟成長估計（世界經濟展望計畫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更新於 2012 年七月份）也較前調降。IMF 強調：
「之前的這些經濟預測，
乃基於兩個重要假設：一，歐元區的財政狀況將在足夠且充分的政策
作為下逐漸緩和，而新興市場近來的寬鬆政策也能帶動經濟成長。二，
美國迴避財政懸崖、及時提高舉債上限與中程財政計畫的提出等三項
關鍵政策。」（IMF WEO 2012 年七月 16 日所更新資料）
根據 2012 年七月份的更新資料，IMF 估計 2012 年世界經濟成長
率為 3.5％，2013 年則為 3.9％，而亞太地區經濟體則預期在 2012 年有

6.1 ％、2013 年有 6.5 ％的經濟成長。相對於 2010 和 2011 年，中國大陸
和印度則預期在 2012、2013 年經濟成長趨緩，但仍有相當程度的表現：
中國大陸是 8％、8.5％；印度則是 6.1％、6.5％。在中國大陸，淨出口、
工業生產、固定資產投資三者下滑，同時政府在衛生、教育、及大型

PECC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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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三者的支出，扮演著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印度則面臨
著通膨居高不下與需求疲軟之內外雙重挑戰。日本、泰國則預期會由

2011 年發生的天然災害所帶給這兩個高度整合的經濟體嚴重衝擊，所
導致的低經濟成長下復甦。東協雖然預期將受到全球經濟表現疲弱所
影響，不過在內部需求之支撐、重建措施的支撐下，預期 2012 年經
濟成長率將有 5.1％，2013 年將有 5.9％，但仍會受到東協本身成長模式，
以及暴露於歐盟、美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風險因素之下的狀況影
響。

主要通貨膨脹的關切降低
2011 年此時，各界對主要通貨膨脹的關切仍相當高，然而隨著憂
慮的方向轉回經濟成長，各界對主要通貨膨脹的關心已然消散。食物
價格再度呈現攀升，多半可歸因於預期中美國的歉收。針對歉收的政
策回應將會再度受到密切觀察。

經常帳失衡
亞太地區的經常帳失衡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機之後明顯減弱。縱
然各界關心經常帳失衡是否會再現，然而至少未來幾年內情況呈現
穩定，尤其是在占 GDP 的百分比上。在這方面，尤其是美國，經常
帳失衡佔 GDP 的比例在 2006 年達到接近 6.0% 的高峰。東北亞經濟體
則在 2007 年達高點，不過在金融危機期間巨幅減少。相較於 2007 至

2008 年間達到 10% 高峰的水準，中國大陸的經常帳盈餘在這幾年間維
持穩定，介於 2.3 ∼ 4.3％之間。

歐債危機與亞太地區
隨著歐債危機持續爆發，亞太經濟體面臨隨之而來的課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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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游資高度流動。伴著危機而來的衝擊將由以下幾個主要流動管
道擴散到亞太地區各經濟體：
●

商品貿易

●

現金流（financial flow）
外商直接投資（FDI）
有價證券投資
政府開發援助

●

服務貿易

●

業務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

觀光
其對各經濟體影響深遠之長度，與該經濟體全球連結高低有關，

特別是和美國與歐盟間的連結；各經濟體的國內經濟健全程度與執行
政策措施，抵擋經濟震盪的能力也有影響。

隨貿易管道而來的曝險
全球出口成長率預測將由去年的 5.8％降至 3.9％，進口同時將由

5.8％降至 4.2％。不像 2009 年時全球出口均大幅萎縮的狀況，歐洲區
的進口預測將短少 0.5％，是世界主要區域中唯一預期將會負成長的
區域。
亞太地區的出口成長率，預計會隨著全球趨勢，在實質上由 2011
年的 5.8％，放緩至 2012 年的 4.9％，而在 2013 年反彈為 7.4％。進口成
長率也會循著相同模式，由 2011 年的 7.8 ％，在 2012 年減速為 5.9 ％，
而在 2013 年反彈到 7.4％。

PECC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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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歐盟出口
歐元區的經濟是否持續惡化，對 APEC 會員體而言，是相當大的
不確定性，而出口部門則是此情況傳染出去的明顯通道。若要衡量歐
元區經濟惡化對亞太地區出口的可能影響，由於近年來亞太地區對歐
元區的出口數字受到金融危機期間的急遽下滑所扭曲，我們得將尺度
拉到以十年為單位。
過去 10 年來，平均起來亞太地區對歐盟的輸出，將近佔了亞太
地區對外出口的五分之一。然而還是有部分經濟體對歐盟的依賴程度
較大，例如 2012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俄羅斯對歐洲市場的連結度，便
遠多於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對於亞太地區許多其他經濟體來說，歐盟
是主要的貿易伙伴，特別是智利、中國大陸、香港、印度、秘魯、美國、
及越南。

2009 年世界經濟景氣衰退時，亞太地區對歐盟進口明顯滑落。隨
著歐元區危機加深，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如何，端賴於危機如何發展，
而箇中也不無重演 2009 年情形的可能。

2009 年，亞太地區對歐盟的出口滑落至 27％，對不同部門和不同
經濟體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依照 WTO 所選定的少數經濟體的高頻資料所指出，當狀況真的
惡化時，依照這些經濟體當前的軌跡來看，應不會重蹈 2009 年的覆轍。
從今年中國大陸、南韓、新加坡、日本、和泰國今年前 4、5 個月的
出口月報看來，對歐盟的出口是在逐年下降，不過和 2009 年那年的
衰退在幅度上並不一樣。
隨著透過出口鏈結產生的曝險，亞太地區各經濟體透過金融管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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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險的程度也有差異。儘管資料上的缺乏是個問題，不過 IMF 的「綜
合投資組合調查」
（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提供了以下條
件地理性的分界點：
●

證券投資

●

所有權證

●

債券

●

長期債券

●

短期債券
必須注意這些數據有所缺漏。在我們的分析目的下，當資料無法

取得時，投資總額必須被假設為 0，然而實際上可能並非如此。在整
體上，亞太地區大約有 30 ％的金融資產是由其歐盟的伙伴或者歐盟
本身所持有的。
延宕的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成長的放緩，也將會對亞太地區的現
金流和金融市場有嚴重的影響。透過貿易、投資和金融的連結，由於
美國、歐洲孱弱的經濟成長前景，大股現金流已經湧入了新興市場經
濟體，使亞太地區的中央銀行得以建立其國際儲備。不過這也存在著
下行風險（downside risk）：大量的現金流入，可能釀成信貸和資產市
場的不穩定，並且還包括額外的代價。當本國貨幣升值時，央行因為
持有比外幣負債更多的本國貨幣資產，而必須承受損失。另外央行也
承受平衡外匯交易所帶來的流動性之消毒行動，而必須有的成本。進
一步而言，歐美國持續或惡化的經濟情勢，可能隨著緊縮的全球信用、
流動性（liquidity），以及融資成本的增加，在新興市場引起風險胃納
（risk appetite）的轉變以及資本逆轉（capital reversal）。

PECC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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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脈絡下，先進國家金融市場的去槓桿化與量化寬鬆政策如何
影響新興市場，成了熱門的討論主題。其中一個觀點是，只要新興市
場經濟體讓其貨幣升值，量化寬鬆政策會對新興市場有正面的效果。
量化寬鬆能夠重建全球金融市場信心，驅動全球貿易和投資，以及重
新讓全球經濟回到成長軌道上。然而，寬鬆貨幣政策所創造的利率差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以及現金流衝向具有吸引力的新興市場也可能
導致負面結果。舉例來說，在美國 2008 年的第一輪與 2010 年的第二
輪量化寬鬆政策之後，2010、2011 年，美國資金便明顯大量往成長前
景和利率都較好的亞洲新興市場外流。在全球環境都對高收益有強烈
胃口之下，這樣的現金流可能導致貨幣升值壓力，催化資產泡沫現象，
以及更高的通膨。於是，政府財經官員必須擬定適當的穩定政策，使
資本流入帶來的利益最大化，同時盡可能避免突然的資本外流和通膨
壓力。在擬定穩定政策時，先進市場量化寬鬆政策可能透過三個管道，
對新興市場產生影響，必須謹記在心：投資組合再平衡、匯率與貿易。
有關投資組合再平衡，如果量化寬鬆降低了先進市場的長期債券
收益，投資者可能轉向有相似殖利率的新興市場資產，以追求較高的
風險調整後收益。這會抬高資產價格，降低新興市場長期利率，從而
舒緩新興市場財務狀況。於是，大型的量化寬鬆可以大增全球流動部
位，而對新興市場有利的正利差也可能支持並進一步刺激資金流入，
並且提升消費者物價與資產價格。在匯率方面，量化寬鬆可能導致新
興市場貨幣的升值壓力。新興市場央行可能會選擇累積外匯存底以防
止急遽升值，不過這種消毒措施可能所費不貲。另一方面，資金流入
可能引發過量的流動部位，通膨壓力，和金融市場的失衡。在貿易層
面，量化寬鬆會促成貿易信貸成本的降低，潛在性的增加已開發經濟
體的支出，促進對新興市場出口的需求。不過同時這也可能造成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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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貨幣升值。

亞洲地區控制資金流動的政策工具與計畫
許多亞洲新興經濟體都在足夠的政策空間下，抱持著合理強硬的
態度，以在面對歐洲蕭條與美國和中國大陸成長放緩的狀況下，仍然
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然而，復甦前可能的進一步惡化，或者是湧進
的資金流都存在著下行風險（downside risk）發生的可能。
成長率和對新興市場有利的利差，以及先進經濟體的調節政策，
可鼓勵大量資金流向新興市場，但同時需要新興經濟體的政策擬定者
以適當的措施，回應貨幣升值壓力、超額流動部位、及國內的通膨現
象。國內流動部位和信貸活動的成長必須足夠充裕，且與經濟成長軌
跡一致。但是過多的流動部位和不必要的信貸擴張可能導致更高的通
膨、資產價格失調、及金融財政不穩定。
政策措施、計畫可能是包含著監理改革、結構改善，以及一套務實、
負責任的貨幣與總體經濟政策途徑之組合。為了發展一套有效管控現
金流的工具，相關措施必須建制化，如尚未落實，也應做到改善監控
和了解外資流入的本質、匯率彈性，並控管外匯存底與相關流動部位
的累積。在監理和結構層次上，金融部門進一步的改革必須建制化，
以深化金融市場與擴張外匯管制的架構，而總體審慎監理措施也可能
需要引入，來健全銀行系統。在許多亞洲新興市場，相關政府總體貨
幣政策與穩定計畫技術與執行部門進一步的人力能力建構，有著迫切
的需要。最後，在目前全球化的金融環境中，令人鼓舞的是，在東南
亞、東亞，更多直接的區域金融合作已經建制化起來，以共同行動來
深化金融市場與阻截區域內的金融 / 經濟危機。

PECC 年度區域現勢報告摘要

17

第三章 亞洲和跨太平洋關於區域整合的倡議
自從烏拉圭回合於 1993 年達成結論之後，近二十年來是在 GATT/

WTO 體系之下，最漫長的一段沒有新全球性貿易協定的時光。區域和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現在填補了這段真空 。在亞太地區，兩個充滿動
力的高姿態倡議崛起：一，以東協為中心的路徑。二，以提議中的 TPP
（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為中心的跨太平洋區路徑，而此一路
徑也包括美國和美洲一些經濟體。
這兩條路徑會朝向何方呢？是否會真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領袖們所期待的，成為建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途徑？還是
如同某些專家所懼的，成為中國大陸與美國間貿易戰火的火種？這兩
條途徑會對東協自身內部整合努力，及其在區域整合中的中心地位產
生怎樣的影響？答案是重要的：亞太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區，以
及長期全球經濟發展上最具前景的驅動力來源。

2010 年全世界 14.3 兆美金的總貿易量中，67 ％（合 10 兆美金）
與 APEC 經濟體－亞太地區實用的操作型定義－相關；APEC 經濟體扮
演著出口者或進口者，抑或兩者兼具的角色。亞太地區的貿易，也具
有極大的創意：它便利了現代供應鏈的發展；使得勞動力豐富與資源
缺乏的經濟體之間，能夠以工業產品交換原物料；允許先進和新興經
濟體間得以交換高科技、服務和勞力密集產品；使得經濟體得以轉入
新產業，同時將舊產業以所謂的「雁行模式」傳給其他經濟體。
儘管 WTO 體系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這驚人的結果大半
並非透過正式貿易協定而締造。中國大陸和越南這兩個亞太區域最有
活力的出口國，分別於 2001 和 2007 年加入 WTO 後，貿易額戲劇性的
大幅提升。如今，新一波在東協路徑和 TPP 路徑上的區域貿易協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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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正在創造亞太貿易新機會，但也同時成為亞太地區貿易不穩定
的根源。
東協路徑和 TPP 談判路徑有相似與不同處。兩者都認為自由貿易
是個多贏遊戲（positive-sum game），也都尋求減少成員間邊境上和邊境
內的貿易與投資障礙，以促進經濟成長、出口與就業等產出的提升。
兩者也都包含了開放性區域主義的性質，代表了未來更廣泛全面的整
合協定之中介步驟。最後，東協路徑和 TPP 協定在全球性貿易談判停
擺時，對深化國際經濟整合都做出了可見的貢獻。這些協定成功的協
商和實踐，將會推動國際經濟整合的進展，並可能將全球經貿談判推
回正軌。
然而，東協與 TPP 路徑在動機上有所不同。東協路徑倡議的時間
點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APEC 與主要伙伴皆未提供有力支持之
時，以促進區域內的合作，並增進亞太地區處理經濟震盪的能力。TPP
（先前的 P4）最初是由四個 APEC 小經濟體發起，以加速 APEC 自由開
放貿易投資目的之進程。美國於 2009 年加入，以協助推動亞太貿易
的動態發展，並維持自身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參與。對於政策制訂者、
分析者而言，挑戰在於判斷這兩個路徑何者以及如何能夠提供達成真
正自由貿易體系的路徑。
在第二章，PECC 對區域意見領袖的年度普查發現，作答者認為
即便全球總體經濟環境窘困，區域經濟整合仍是區域政策最重要的焦
點。東協路徑和 TPP 路徑（如東協 +3 和 TPP 討論所界定的）得到作
答者約略相等的支持，也都被認為是朝向亞太自由貿易區有前景的路
徑。然而，他們認為成功機會並不大，東協路徑為 38％，TPP 路徑為

34％。更多的意見領袖預期東協本身整合成功，為 51％，而預期杜哈
（Doha）回合成功者僅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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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路徑
或多或少令人訝異的，相較於東北亞經濟巨人，東協雖然比較小，
但至今已崛起成為亞洲整合的中心。東協成了幾個合作同心圓的領航
者，包括東協區域論壇（ARF）和東亞高峰會；其中心角色可以三個
因素加以分析：一，東南亞的發展是所有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歐盟、
中國大陸、和日本的利益。二，當大多主要經濟體直接互動受挫於歷
史或地緣政治時，東協提供一個合作的「次佳」機制。三，東協較小
經濟體的整合的重要性，提供了機制發展的誘因，也提供了經濟合作
的專門知識。
東協在貿易協商內之核心重要性，在 2002 年與中國大陸開始洽
談自由貿易協定後更加提升；2010 年東協與中國大陸的「東協加一」
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接著，日本與南韓也陸續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
定，最終，甚至擴大與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相互連結。
這些「加一」倡議觸發了對更廣泛的區域協定的興趣。2004 年，

ASEAN+3 經濟部長委託了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協定（EAFTA）的可行性研
究。當受託的專家和一些領袖推薦一個早期、高標準全面的自由貿易
協定時，沒有多少人跟隨。同時，在政治策略上，東協 2005 年發起
東亞高峰會，澳洲、紐西蘭與印度加入。很快地，日本經濟產業大臣
以東亞高峰會為基礎，在 2007 提出了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有一段時間，
受中國大陸所支持的 ASEAN+3 和受日本所支持的 ASEAN+6 之間的競爭
阻礙了進程，不過，2011 年的峇里島高峰會中，日本和中國大陸同意
這兩個架構同時平行推進。東協自此開始致力於塑造一個能廣為接受
的區域經濟整合底盤（所謂的 ASEAN++），以調和既有的諸 ASEAN+ 協
定並准許他者加入。如此的作為可讓以東協為中心的進程轉型，做為
朝向建立一個更大的亞太自由貿易區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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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同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連結東協和六個潛在的區域伙伴
們，不過最關鍵的一塊拼圖，是中日韓 FTA。這三個經濟體在 2011 年
完成了相關研究及投資協定，並宣示正式的 FTA 協商在 2012 開始。

TPP 路徑
亞太（或跨太平洋）經濟整合的願景可以追溯到 1965 年時的太
平洋自由貿易區提案，而此一提案也促成了 1968 年太平洋貿易和發
展論壇（PAFTAD）的召開，並於 1980 年形成半官方的太平洋經濟合作
理事會（PECC）。這些努力為 1989 年所設立的官方性質 APEC 鋪了路。
有一些 APEC 的早期支持者預測它將會成為正式的貿易協定，不過，
作為自願性過程，APEC 的焦點建立在貿易投資便捷化的非強制性途
徑上。APEC 鼓舞了次群體間的「開路者」倡議，譬如由汶萊、智利、
紐西蘭和新加坡在 2005 年創立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 P4），
即是一個顯著範例。

2008 年二月，因美國小布希政府決定加入 P4，而促成 P4 轉型為 TPP
的談判。澳洲、秘魯和越南隨後在 2008 表示了加入的意願。2009 年末，
當歐巴馬在新加坡 APEC 會議上將 TPP 列為他的新政重點之時，TPP 更
為加速。馬來西亞於 2010 年十月加入協商。2011 年 APEC 領袖會議發
表了一份協定大綱，然後加拿大、日本、墨西哥也表達了加入的意願。

2012 年六月份，加拿大、墨西哥正式被邀請參與協商。日本是否加
入 TPP 在報告撰寫時雖還未確定，不過至少 11 個，甚至 13 個或更多
亞太經濟體加入 TPP 談判，是明顯可能的（許多預測認為南韓會在
某時刻加入）。至 2012 年 7 月為止，TPP 已召開了 13 輪談判，據報導
每一輪談判至少有 400 位或以上的協商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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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目前在 TPP 的談判各方中存在 24 個雙邊或區域協議，TPP 有
可能象徵著在合併既有的貿易協定上的突破。成功的 TPP 協定會開
始鞏固過去 10 年間叢生的既有規則和協定之「義大利麵碗效應」的
複雜過程。在最佳模擬情境中，最終可能出現一個具有區域廣度的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FTAAP 曾受 2006 年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一
些成員的強力推動，進而出現在幾份 APEC 領袖簽署的宣言中。2010
年的 APEC 領袖宣言指出，EAFTA、CEPEA、TPP 都是朝向 FTAAP 目標的
可能途徑（APEC 2010）。

對比模式
東協路徑與 TPP 路徑係依據議題及會員資格而有所差異。亞洲國
家的自由貿易協定大多追求的是漸進式開放，TPP 則旨在創造一個全
面性的「21 世紀」經濟夥伴模式。東協路徑通常更願意接納例外（例
如農業及服務業）及避免就不同發展程度與政治體系的經濟體之國
內規章施加限制。相對地，TPP 則係追求發展共同、高品質規則，以
限制任何干涉到國際商業的「邊境內」(“behind the border”) 措施（儘
管就部分發展中經濟體或敏感部門而言，長久的過渡期是可能被允許
的）。
在很大程度上，提案的模式反映出新興經濟體及先進經濟體在各
個部門上的對比優勢。東協路徑強調的是減少貨品貿易障礙，特別是
製造業。然而，TPP 路徑重視的則是服務貿易、投資、智慧財產權及
許多其他經濟與政治利益領域的規則 (rules)。該模式被許多經濟體視
為相當重要，不僅是因為其帶來的直接影響，更因為它們對未來區域
甚至全球貿易規則可能造成的衝擊。沒有經濟體可以從分裂區塊中得
利，但會自然地傾向能有利於其強勢部門貿易條件的規則。一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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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及先進經濟體主要部門具有強烈約束力規則的模式是最為理想
的，因為藉由該模式能推廣這些經濟體主要部門間更多的貿易。
這些路徑同時也會因會員資格而有所差異。至少到今日，東協路
徑排除美國在外，而中國大陸及其他亞洲經濟體亦未參與 TPP 談判。
雙方已為此做過許多努力，而差異不會永遠存在，只是在現今的經濟
及政治現實當下，倒不失為最務實的調適辦法。無論一個立即性且涵
蓋全亞太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多麼有助益，其成功的可能性卻並未比
杜哈回合來的高。中國大陸、美國以及其他所有經濟體不太可能就一
個全面性協議中的多項議題上達成同意，包括競爭法規、貿易障礙、
服務自由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科技出口、勞工、環境等。而且，
倘若國內政治要求在議程中加入更多的金融及社會議題，更是會將談
判複雜化。
模式中的系統化差異也可從過去亞洲等經濟體及美國所締結的貿
易協定中發現。Petri 等人 (2012) 開發了一個貿易協定資料庫，對協定
中主要涵蓋的 21 項議題條款進行評分。結果顯示出不同協定間存在
著顯著差異。以美國及東南亞國協 (ASEAN) 為例，美國的協定傾向在
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投資、競爭等議題上取得較高平均的分數；

ASEAN 的協定則平均地傾向限制較多的條款，但在合作及集體爭端解
決獲得較高的分數。結果亦顯示，亞洲內部的協定通常會對較高的初
始貿易障礙作逐步且小規模地縮減，並捨棄較高的障礙。
正因為兩種途徑皆包含著歧異的經濟體，故較容易出現許多有爭
議的議題。這又特別容易發生在企圖限制例外並達成更高標準的 TPP。
在某些案例中，爭議性部分即包含了進、出口國間的傳統衝突。舉例
而言，美國係服務業的重要出口國，然而其大多的貿易夥伴卻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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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的輸入國。而在其他案例，如就勞力與環境議題上，如何在先
進經濟體的國內政治中，確保協議的通過就顯得極度重要。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 在意見領袖的民調中，要求受訪者
對於不同貿易議題排出優先順序。已開發經濟體的受訪者將智慧財產
權、服務業市場進入、投資進入列為優先考量。相對地，新興經濟體
則較強調貨品市場進入（製造業及農業）、合作及人員流動。
有意思的是，已開發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受訪者皆同意「新議
題」的重要性。例如，法規的透明度（所有議題當中最高）就被 43%
來自已開發經濟體的受訪者，以及 40% 來自新興市場的受訪者列為最
優先考量，除此之外，投資進入、服務業市場進入及法規體系的一致
性亦被雙邊所重視。「新議題」通常比像是貨品市場進入或貨物標準
等「舊議題」來的更加被優先考量，也比勞工、合作及人員流動來的
重要。換句話說，即便雙邊受訪者在特定議題上看法有所出入，大致
上仍肯定被 TPP 視為優先的「邊境內」議題的重要性。
東協及跨太平洋路徑是相互依存且動態的。彼此透過向對方展示
更快速的發展、吸引更多的會員或採取「更好」的規定來相互牽制及
影響，並為了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及獲得合法性而相互競爭著。其實，
雙邊早已成為激勵對方進步的共同動力。例如，有些人認為 TPP 是對
排除美國的亞洲路徑協定所做出的回應（八個會員中有七個已於 2011
年與中國大陸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且第八個─澳洲目前也在進行談
判）。反過來，TPP 也促使東協在與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談判上更
多的努力。ASEAN++ 便是多邊賽局中的一步。
然而，一些觀察家認為該路徑有著潛在的危險。部分擔憂來自於
其中一方會影響另一方的整合過程，尤其是對於東協在建立一個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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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努力。目前的趨勢，包含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東協與 TPP
路徑，都為東協的核心地位及東協共同體的連貫性帶來挑戰。不過，
不良的副作用仍可經由縝密的政策回應控管。
由於中國大陸及美國參與不同的路徑，彼此間便可能產生更
多潛在性的緊張關係。一些觀察家紛紛用冷戰術語，例如「圍堵」

(encirclement) 及「阻遏」(containment)，來形容這些互動，甚至稱 TPP
為「亞太地區的經濟戰爭」(Rowley 2011)。而對 TPP 有所批評的人又
反過來警告，中國大陸正試圖將美國擠出亞洲市場，以建立在亞洲
的霸權 (Friedberg 2011)。這些觀點也許過於極端，但他們會相互影響
並破壞合作的空間。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是彼此高度依存的，而
且從這種預示的角度來看，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有太多太多是從合作
中獲益。因此，即使雙方在路徑上保持分立，兩邊的分析家及官員
必須把重點放在區域內整合的實質進展。即使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兩
個自由貿易協定路徑中扮演著個別角色，但在整合的亞太經濟卻都
有著極大的利害關係。

經濟效益 (Economic Effects)
Petri 等人估計出路徑可能造成的影響。該研究將亞洲路徑定義為
東協加三 (ASEAN+3) 協定，而 TPP 路徑則是一個由 13 個會員組成的群組，
包括目前 11 個正在談判的合作夥伴，以及日本和南韓。收益的增長
與全區域自由化息息相關，並估計將在 2025 年達到 1.9 兆美元，或漲
幅近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 2%。同樣地，國際貿易也被預估將帶來廣
大的經濟效益，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
的世界出口總值將會達到 3.4 兆美元，或成長 12%。
有趣的是，該研究估計東協路徑的總效益將會大於 TPP 路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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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是，參與東協路徑的經濟體比參與 TPP 路徑的存有著更高的貿
易障礙。另一原因則是大多 TPP 的貿易項目已被高品質的貿易協定所
涵蓋。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
係夥協定 (P4)、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 與無數的雙邊協定。當然，對
於許多經濟體而言，東協路徑及 TPP 路徑是必須擇其一，但對如日本、
南韓及越南，卻都能從雙方當中獲利。
研究發現，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同時代表著杜哈規模的計畫。
該區域僅佔世界貿易的一小部分，但若能如東協路徑及 TPP 路徑所假
設般，實現更深入的自由化，將能實現更大的利益。此外，結果顯示
利益將隨著整合計畫的規模及企圖而增加。舉例來說，亞太自由貿
易區 (FTAAP) 產生的利益會是東協路徑及 TPP 路徑合起來的兩倍以上。
倘若在亞太自由貿易區使用的不是東協路徑而是更縝密的 TPP 模式，
勢必能產生更巨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由兩個路徑與亞太自由貿易
區所帶來的收益，絕大部分是來自貿易創造─降低貿易壁壘也可能造
成更深入的整合─而非來自貿易轉移，或由第三方取得的收益。
研究結果還表明一個複雜及多軌的「賽局」。這個賽局的早期階
段很可能將推動美國和中國大陸市場的優惠進入。規模較小的經濟體
─走 TPP 路徑的越南、馬來西亞、秘魯，以及走東協路徑的南韓及東
協─反而是從中獲利最大的。然而，中國大陸和美國很有可能為了爭
取自己在後續階段對於區域整合的談判籌碼，參與這些早期階段。
在中程階段，雙邊路徑的協定將會擴大，整合亦會融入其他更大
的經濟體，例如東協路徑的東協加三，以及 TPP 路徑的由 13 個會員
組成的群組。同時參與這兩個路徑的經濟體將會成為最大獲益者，在
我們的案例中，汶萊、日本、南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都很有

26



PECC 年度 區域 現 勢報告 摘 要、致 APEC 資 深 官員 報 告 及年 度 重 要 活動
--PECC 年 度 區域 現 勢 報 告摘 要

可能參與雙邊路徑（印尼、菲律賓和泰國最終也可能如此）。
在最後階段，中國大陸和美國將會是少數在彼此市場中，沒有相
互給予彼此巨大市場關稅優惠的經濟體。對其而言，最大的利益之所
在，是一個綜合性的協定─亞太自由貿易區─此將提供中國大陸 2.9
倍於東協路徑的利益，以及 3.4 倍於 TPP 路徑的利益。當區域內能由
更深入的整合及更廣闊的協定連結起來，未來要達成一個綜合性的協
定就有望更加容易。當然，這很大程度仍然取決於各國政策，但整合
帶來的經濟利益絕對是相當吸引人的。

（本文由東吳大學碩士蔡子岳先生、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林錚同
學共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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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PECC 致 APEC 資深官員報告

2012 年PECC致年度APEC總結
資深官員會議書
PECC共同主席Don Campbell大使
黃暖婷編譯

謹代表所有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的成員，感謝有此機會向各位報告近來本會在推動亞太
地區經濟整合方面的工作。自從上次本會於年度俄羅斯喀山的 APEC
資深官員會議中報告本會工作起，這段時間以來本會主要的工作是完
成區域現勢報告。

區域現勢
2012 年度本會的《區域現勢》報告聚焦在區域經濟整合誘因，包
括分析運作中的不同區域經濟整合途徑，以及針對如何確保上述途徑
最終能導向 APEC 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終極目標，提出建議。本會
的調查綜合了區域意見領袖對於相關議題的觀點。

APEC 的優先議題
意見領袖們也被問到 APEC 領袖最應優先討論的前五大議題，結
果如下：
●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 包括 TPP 和 ASEAN++)；

●

亞太地區對歐債危機的反應，以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可向歐債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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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學習的課題；
●

APEC 成長策略；

●

法規管制構成的經商障礙；以及

●

塑造創新成長的區域合作。
隨著 2012 年度 APEC 主辦會員體俄羅斯訂定的主題，以及總結資

深官員會議中討論的倡議，很明顯的，俄羅斯的 APEC 優先議題受到
亞太地區相關單位及人士的支持。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優先議題
調 查 結 果 也 支 持 一 般 上 諸 如 法 規 管 制 等「 邊 境 內 (behind-the-

border)」議題對於消除貿易障礙最為重要的看法。亞太地區意見領袖
認為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最應優先解決的前三大議題如下：
●

法規管制的透明度

●

投資管道

●

服務業市場進入途徑
然而，在議題重要性的評估上，受訪者根據其所屬經濟體的不同

發展程度，而有相當的歧異。舉例來說，發展中經濟體受訪者對於製
造業市場進入途徑比已開發經濟體受訪者重視的程度高許多，而已開
發經濟體的受訪者，則比發展中經濟體的受訪者重視服務業市場進入
途徑。
考量到部分 APEC 持續中的工作，已開發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受訪
者對於法規管制透明化的重視幾乎相等；尤其「法規管制缺乏透明度」
更被列為亞太區域最嚴峻的經商挑戰。然而在法規管制的一致性上，
2012 年 PECC 致年度 APEC 總結資深官員會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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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發和發展中經濟體卻又有相當不同的意見，此一現象意味著未來
在法規謀和這個關鍵領域，需要更多的能力建構與經驗分享。

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途徑
調查受訪者也被要求評估目前亞太地區數個區域經濟整合倡議成
功的可能性，以及這些倡議適合做為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途徑的程度。受訪者對東協經濟共同體的
評價最樂觀；對 WTO 杜哈發展回合則最悲觀。有關 ASEAN++（包括

+3，+6，＋ X – EAFTA、CEPEA 和 RCEP）和 TPP，受訪結果則呈現相當
的不確定性。雖然 TPP 目前的談判進展已邁入第 13 回合，但仍只有

34% 的受訪者認為 TPP 會成功；若將看好與看壞 TPP 的受訪者的百分
比相減，則持正面意見者僅比持負面意見者略高三點多個百分點。

政策挑戰
政策制定者與分析者的挑戰，在於決定 TPP 與 ASEAN++ 是否與如
何能提供途徑，完成一個真正整合的區域貿易體系。APEC 與其他亞
太區域組織可採取下列對達成此一目標有所幫助的行動：
●

以各經濟體的能力與需求，調解各方對「高品質 (high standards)」的
歧異。一項可能的目標是將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景限制在「領導未來
十年」的範圍內─亦即縱然標準相當高，但應將其限制在願意改革
的經濟體能接受，並可於十年內達到的範圍內。

●

如果 FTAAP 是必須完成的目標，那麼達成 FTAAP 的途徑必須具有包

容性，並且包含新的合作前景，以降低各經濟體間發展程度的差距。
●

建立高階對話管道，指引不同協定的技術面發展。這種對話能夠
鼓勵各軌道之間彼此實質上的重疊，並降低政治分裂。對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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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括技術交流、資深官員會談，或是名人小組 (Eminent Persons

Group)。APEC、WTO、亞洲開發銀行與其他團體可以提供此類對話
技術支援。

有關人士彼此間需要增進溝通
事實是即便在政策團體之間，不同的區域經濟整合途徑仍存在相
當多的變數。舉例來說，接近 1/5 的意見領袖以「不知道」評估 RCEP
的前景；對 CEPEA 的未來表示不確定者則有 16%。接近 1/3 大洋洲與
面太平洋的南美國家意見領袖對 RCEP 缺乏認識。凡此種種，都意味
著高階政策對話的必要。

PECC 進行中的工作計畫
除了《區域現勢》報告之外，PECC 有一系列與 APEC 工作相關，
正在進行中，以及最近剛完成的工作小組與計畫。

區域教育合作
本會樂見俄羅斯今年對教育和創新的重視。2007 年，PECC 與環太
平洋大學聯盟 (the 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合作進行了一項針
對政策更動引發教育部門改變的研究計畫。隨著 APEC 努力達成其區
域經濟整合議程，教育部門在管理與未來願景上的區域合作，對於確
保亞太地區的人民準備好面對今日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可說是至關
重要。
本會希望各位特別注意相關工作的兩項層面：教育品質保證與未
來認證的影響，以及國際學生的移動和貿易障礙的影響。在這些層
面的工作上，APEC（尤其是貿易暨投資委員會與服務業小組）若與各
2012 年 PECC 致年度 APEC 總結資深官員會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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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的教育部合作，可以在建立教育法規環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增進亞太地區教育體系的能力，促進教育發展並降低經濟體本身和
經濟體之間的教育不平等問題。感謝俄羅斯邀請本會在 2012 年七月
參加於海參崴舉辦的「塑造 APEC 區域教育 (Shaping Education in the APEC

Region)」研討會，一同討論此一議題。

需要持續增進社會復甦力
隨著亞太地區持續面臨大規模的負面風險，以及下一輪外需下降
帶來的刺激，亞太地區需要聚焦於社會復甦相關工作並且有所累積，
將其納入 APEC 成長議程的一部分。刺激經濟成長的措施容或相當必
要，但是這些措施無法長期持續，也因此政策與結構必須就位，以強
化各經濟體的能力，撐過外在的衝擊。
本會關於社會復甦的工作聚焦在亞太地區的社會安全網，並且將：
●

以便利 APEC 討論包容性成長的方式，提供相關知識。

●

支援 APEC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檢視 APEC 社會政策議題。
思考使社會經濟基礎結構更加強韌的政策途徑，並對亞太區域強

●

調其重要性。

糧食安全與政策回應
本會樂見 2012 年俄羅斯於喀山舉辦第二屆 APEC 糧食部長會議。
糧食安全是 PECC 自 1994 年起即關注重視的議題，需要以包含消費模
式、糧價、行銷與基礎建設、貿易和投資、政策架構與法規標準的全
面性途徑處理。
近來某些重要糧食價格的大漲，明確地反映出亞太地區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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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採取的政策回應。PECC 將近 20 年前建立的糧食政策專家網絡持
續集會，近來並正在以各種資料，評估糧食供應情況，以求更了解對
於亞太地區不同的經濟體而言，糧食安全意味著什麼。糧食政策專家
工作的層面之一，是進行現行糧政措施盤點，依照各項政策之目的，
列出最佳政策實踐。此一機制提供檢視現行政策的途徑，而計畫本身
則因為參與者藉著政策分析，彙集並分析資料，而使參與者持續深化
政策技巧，進而使計畫包含能力建構的成份。本會歡迎 APEC 資深官
員針對 PECC 可以如何在糧食安全議題上，為 APEC 資深官員的討論做
出貢獻，提出建議。

區域內各經濟體所得差距大
除了本會的年度調查之外，PECC 的區域現勢報告也包含了區域
經濟整合指數。此一指數發現過去 20 年來，亞太地區經濟體之間的
所得不平等與日俱增。教育是一部分的解決之道，但是各個經濟體內
的結構，以及全球經濟之下，社會各部門所以為立的法則也需要修正。

APEC 擁有經濟和技術合作的支柱，而新的自由貿易協定也重視合作。
既然我們的經濟體系各自內部與彼此之間存在著不平等，此時正是

APEC 重新省視自己在此一領域的工作，並思考如何將所得問題納入
區域經濟整合議程的時候。

亞太貨幣體系
PECC 的太平洋經濟前瞻架構小組持續前瞻亞太經濟一些較為深
入的趨勢。今年本會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檢視總體經濟的三邊不平衡：
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與貨幣自主，實質上則包括檢視近來的政策
經驗，並評估國內金融體系如何處理現今的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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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與藍色經濟
PECC 注意到 APEC「藍色經濟」的努力，以及印尼在 2013 年對這
項議題的興趣。自 2010 年開始，PECC 已經有海洋資源永續管理計畫。
這項工作是由 PECC 會員中的法屬太平洋群島所領銜，包含三個層面：
保護海洋並分享海洋資源、海洋做為再生能源的來源，以及管理海
洋的自然資源，或是海洋做為傳播管道。其中第三個層面在 2012 年

12 月 4-5 日，由法屬太平洋群島和紐西蘭共同主辦的研討會中被討論。
相關資訊可參考：http://www.pecc.org/research/marine-resources

礦業競爭與合作
2011 年 PECC 的工作延伸至跨太平洋能源貿易。目前 PECC 正在研
究油氣鑽探業的競爭與合作。就此本會的計畫是檢視油氣鑽探業的相
關政策發展，也希望能與 APEC 有關工作小組分享本會的發現，並針
對近期內未來應有的方向交換意見。

檢視 PECC 之任務與宗旨
如同我們在 2012 年度第二次資深官員會議告知 APEC 的，過去幾
年來，PECC 常務委員會已經建立了一個檢視區域內情勢改變，並探
討其對相關組織影響的委員會。這份檢視報告最近已經定稿，若 APEC
有進一步的回應，請與各經濟體境內的 PECC 委員會洽詢，謝謝。

（譯者為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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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致 2012 年
第二次APEC資深官員會議報告
PECC秘書長Eduardo Pedrosa
左宜恩編譯

我們謹代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感謝各位惠予提供有關本組織致力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方
面，各項工作成果之最新訊息。
有鑑於許多新加入之資深官員未必對本組織有足夠之了解，因此
本人針對本組織之背景，向各位進行簡介：本組織的成員基本上與亞
太經合會 (APEC) 相同，而厄瓜多、哥倫比亞、外蒙古以及法屬太平洋
群島等會員，則為 APEC 所無。至於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以及俄羅斯則非本組織會員。
本組織創立於 1980 年，成員包括學術界、商業界以及政府官員等，
旗下共有 25 個小組委員會，成員們具有共同的信念，認為提昇區域
合作的重要性不亞於致力世界和平以及繁榮。本組織致力於研究要如
何採取行動，而達成本組織提昇區域合作的願景。我們也同時採取各
項行動，使各成員們了解區域合作的重要性。

PECC 領導權的更迭
2012 年 4 月於新加坡召開的會議中，加拿大 PECC 理事會主席
Donald Campbell 大使與來自印尼的 Jusuf Wanandi 一同被推選為本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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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席。Campbell 乃接替 Charles E. Morrison 博士之工作，擔任新一任
之共同主席。

APEC 會員國之經濟發展：
面臨著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之命運
從經濟危機中復甦仍然相當險峻，國際貨幣基金 (IMF) 對全球成
長的最新預測指出，相較於去年而言，2012 年成長幅度相當有限，且
經濟發展向下沈淪的風險仍然很高，尤其在歐洲地區更是如此。歐洲
各國除了要力抗保護主義外，更要致力提昇經濟整合以及貿易自由
化，以驅使經濟向上發展。
在 PECC 年 度 大 會「APEC 經 濟 體： 典 範 轉 移 (APEC Economies: A

Paradigm Shift)」中，我們討論有關區域貿易自由化、從財政去槓桿化
(fiscal deleveraging) 手段中刺激成長、功能性合作 (functional cooperation)、
競爭力議題以及未來 PECC 扮演角色等議題。在此我們謹向 APEC 祕書
處執行長 Muhamad Noor 大使與俄羅斯駐新加坡大使 Leonid Moiseev 致上
誠摯的謝意，感謝兩位於會中分享對於 APEC 的展望。

全球貿易系統
在討論中，我們注意到有一股源自於保護主義的逆流。在經濟危
機的高峰期，G20 以及 APEC 領袖們發表了強烈的聲明，力圖對抗保護
主義。根據消息來源指出，自全球經濟危機肇始，APEC 會員國所採
取的各項貿易限制措施中，約百分之二十為保護主義之產物。
這些措施與先前各會員國領袖們所呼籲，應停止採取保護主義限
制手段的訴求相違背。因此我們歡迎 APEC 組織，尤其是政策支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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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Policy Support Unit) 針對這些措施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我們希望這些
探討以及持續對這股保護主義浪潮進行監督的行動，能夠使此股逆流
受到抑制。然而，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動力，很明顯的，當經濟持續
惡化，來自於國內的壓力將促使政府採行更多保護主義手段，使我們
先前反保護主義的成果功虧一簣。

APEC 站在促進貿易自由化、提倡自由與公開貿易以及藉由開放
區域主義以進行各項投資之最前線。當全球各區域陷入經濟風暴時，

APEC 提昇貿易自由化的任務將變得更為艱難。

區域經濟整合
於先前述及，在新加坡召開的會議中，我們討論了各種區域
經濟整合方案，包括泛太平洋夥伴關係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東
亞貿易自由區 (East Asian Free Trade Area)，東協經濟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以及東協區域廣泛經濟夥伴架構 (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

東協加三 / 東亞自由貿易協定
東協加三，或稱為東亞自由貿易協定，為東亞展望小組 (East Asian

Vision Group, EAVG) 於 2001 年所提出。成員包括了原東協各會員國以及
中國大陸、日本與南韓。與此相關的部份研究，則提供若干具體內容
之建議，以促成此項合作協議。

東協加六 (CEPEA)
東亞綜合經濟夥伴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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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EA) 則新增了澳洲、紐西蘭以及印度三個夥伴。在 2007 年一月所
召開的第二次東亞峰會 (East Asia Summit) 中，與會各國同意進行有關

CEPEA 的研究，以深化東亞峰會參與各國之整合，CEPEA 的會員權則
開放給各東亞峰會成員國，亦包括美國與俄羅斯。

中國大陸 - 日本 - 南韓：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中，一
個失落的連結
在 2011 年 APEC 貿易部長會議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所
發表的聲明中，我們將中國大陸 - 日本 - 南韓稱為是區域貿易架構中
「失落的連結 (missing link)」，中日韓三國最近於北京召開的高峰會談中，
同意針對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雖然此三國各自均已與東協國
家簽署貿易協定，然而彼此之間卻尚未簽署類似的協定。中日韓三國
若能順利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將有助於建立大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
並促進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的誕生。

東協整合型區域經濟夥伴架構
2011 年於印尼峇里島 (Bali) 舉辦的東協高峰會中，一項為了促進
整合性經濟互惠夥伴關係的新措施正式實施。此項新措施目的在於強
化原有的東協自由貿易協定 (FTAs/CEPs)，並期望能納入原有東協加一

(ASEAN+1) 所建構的合作網路，整合成單一區域合作協定。

泛太平洋夥伴關係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自 2006 年，泛太平洋夥伴關係由原有的四個 APEC 會員國擴張至
九國後，TPP 如今已於美國達拉斯完成第十二回合磋商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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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對話
部分尋求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措施進展神速，然而部分則無。
當這些協定的內容日趨具體化的同時，我們期許能付出更多的努力來
保證這些協定彼此能相互兼容。
為了完成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此一目標，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以整
合各項協定，包括針對各項協定進行通盤研究，以降低各國間的誤解、
提供必要的指導，以及提昇互動。
這些議題將會成為未來 PECC 年度區域報告中，相當重要的一部
分。在先前於新加坡的會議中，我們簽署了一個由中華台北所帶領
的「區域經濟整合」計畫，該計畫將提供有關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REI)，
於亞太及東亞地區執行上的一個全面性檢視，並與 TPP 及 ASEAN plus X
進行比較，進而探索當前及未來 REI 所面臨的挑戰與新契機。

服務業貿易：未來經濟成長與 APEC 目標達成的關
鍵
2011 年我們與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合作，
建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針對「服務貿易：21 世紀的新途徑 (Services

Trade: Approaches for 21st Century)」此項課題進行研究。在去年由工作小
組所提出的報告中，我們注意到當服務業已然主宰當代經濟，但各國
服務業之間的貿易往來卻尚有發展的空間。
服務業在整個亞太經濟體系中，對於促進成長與發展扮演著舉足
輕重的角色。APEC 有關於提昇食品安全、供應鍊連結以及經濟發展
策略等目標，均有賴一個現代化且具有效率的服務業方能達成。所有

APEC 會員國均為出口導向，但服務業於出口貿易中所佔有的比率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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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全球平均 25%，這表示未來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

APEC 服務業小組 (GOS) 針對工作小組成果也提出了回應，這些回
應有助於我們更為了解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 Kazan
所召開的服務業小組會議中，我們組織了一個工作坊 (workshop)，針
對有關服務業貿易治理與區域合作等面向進行研究。我們感謝 APEC
組織接納我們所提出的建議，並期許 APEC 能將這項議題列為優先處
理事項，因為我們深信：針對當前服務業貿易進行革新，有助於在這
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確實提昇區域經濟。

跨太平洋能源貿易展望
2011 年所發表的區域現勢報告中，有一部分是針對跨太平洋能源
貿易展望進行論述。在 2012 年六月底 APEC 能源部長會議召開前，我
們希望您能上網瀏覽這份相關報告：http://www.pecc.org/research/state-of-

the-region
在報告中，我們指出了在全球能源市場中幾項重大的變革，當我
們關注於北美洲原油議題時，北極地區石油以及天然氣的開採與利用
也將同時對經濟發展以及環境保護產生重大的影響。

煉油業的競爭與合作
源自於 2011 年發表的區域報告，有關煉油業競爭與合作現況的
研究開始著手實施。在一場由各大礦業、能源進出口業者所參與的圓
桌論壇中，我們討論了以下幾項議題：
一、能源與礦產的價格飆漲，及其造成的成本提昇。
二、價格波動，牽一髮動全身的結果使得冶礦過程需耗費更多的能源。
三、太平洋地區礦產與能源貿易市場的成長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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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活動對當地及全球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各國環境政策力
有未逮之處。
我們相信，透過區域合作可有效處理上述議題，經由彼此經驗分
享的方式，各國將能制定更完善的政策並予以執行。

糧食安全
2012 年度 APEC 組織將糧食安全列為重點項目，2011 年 PECC 於台
北舉辦了一場研討會討論相關議題，約有五十多名專家與會，共同研
討如何於亞太地區提昇糧食安全，以及政府政策應如何因應以協助提
昇糧食安全等。會中也討論當前糧食價格波動的部分原因，以及如何
藉由建立永續性農產系統以強化糧食安全，並同時滿足消費者、生產
者以及供應鏈未來的需求。

社會復甦 (Social Resilience)
2009 年，PECC 通過由日本負責執行一項有關社會復甦的計畫，該
計畫的核心在於建立亞太地區社會安全網絡。本計劃是首度針對亞太
地區社會相關政策進行深度的探討，並期望能將社會復甦相關政策，
納入 APEC 橫濱會議所討論之未來成長相關議題。未來我們將從事以
下工作：
一、進行更多的調查與研究。
二、提供 APEC 相關討論之資訊。
三、協 助 APEC 人 力 資 源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HRDWG) 從事社會政策相關研究。
四、尋求透過政策途徑，以強化社會經濟基礎建設對於各項風險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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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 (resilience)，並提昇其於亞太地區之重要性。

海洋能源
法屬太平洋群島目前正從事有關海洋能源永續管理之相關研究，
包含以下三大重點：保護海洋並共享資源、海洋是可再生能源的供應
者，以及海洋自然資源管理 / 海洋作為各國溝通的橋樑。上述第三個
重點會在 2012 年 12 月 4-5 日與紐西蘭 PECC 委員會所共同舉辦的研討
會中進行討論。

區域現勢 (State of the Region)
除了以上各項工作小組與計畫外，我們也製作了一份有關區域現
勢的年度報告。該報告則包括一項有關區域中具關鍵性的發展程度調
查，以及 APEC 組織與其他區域性組織的重點工作等。
該報告有助於評估，來自於商業界、研究社群、政府以及公民社
會等利害關係人，對於當前亞太區域從事各項合作的進展。
根據過去所建立的傳統，我們將選擇一特定主題進行更多的討
論。去年我們討論了有關跨太平洋區域能源貿易的可能性，今年我
們將探討各項區域整合行動以及歐洲經濟危機對亞太地區所可能產
生的影響。
我們歡迎您能對上述議題提供看法，包括您認為哪些應該被列入
年度報告中，或者針對報告中所提出的各項問題提出建議。

爭取支持 (Building Constituencies)
除了研究計畫外，我們的會員們也各自於國內致力於各項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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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推動亞太合作重要性的活動。這些活動除了有助於爭取對 APEC
各項活動的支持外，也有助於建立跨區域間，共同合作解決眼前挑
戰的人際網路。我們希望 APEC 官員們能與該國 PECC 委員會共同合作，
以提昇工作成效。

回顧 PECC 的任務與使命
PECC 常務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以檢視過去數年來
在區域中所發生的各項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於本組織所帶來的啟
示。該委員會於 2012 年七月底向 PECC 執行委員會提出報告，我們邀
請 APEC 資深官員們與貴國 PECC 委員會一同討論對於 PECC 所扮演角
色的看法。
我們的會員曾表示，PECC 身為非正式的組織，可以扮演著更為
超然的角色，而非亞太經濟體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譯者為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公共政策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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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太平洋經濟展望：
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經濟結
構專家會議紀實
王聖閔

PECC 日本委員會於 2012 年 3 月 17-18 日，在日本大阪舉辦太平洋
經濟展望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PEO) 之經濟結構專家會議 (STRUCTURE

SPECIALISTS MEETING)，本次會議的主題為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
（Monetary Policy Regimes in the Pacific Region），由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代
表我國針對該主題發表論文，與會的經濟體包含香港、泰國、印尼、
菲律賓、中國大陸、哥倫比亞、韓國及我國共 8 個經濟體，另外亞洲
發展銀行也派員參與發表論文，日本 PECC 也邀請日本國內知名之經
濟學家，共同對貨幣政策機制進行討論。會議摘要如下：

引言主題：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
PECC 日本委員會協調人 Akirak Kohsaka 教授的引言 首先提到上
次 PEO 的主題 - 總體金融關聯與金融深化 (Macrofinancial Linkages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 ，主要分析金融全球化之擴張 (expande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及金融深化之變化 (changing financial deepening) 的環境背景。
金融全球化議題主要探討跨境資產及負債的增加，而金融深化議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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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探討金融資產的累積及分散化。
接著引入 2012 年的主題 - 貨幣政策機制及使用此機制的原因，由
於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造成對現在貨幣政策架構應付全球化金融
循環之有效性存有疑慮。對於已開發經濟體，規則模式之貨幣政策，
也就是追求通膨目標化，但無法預防資產市場的泡沫化；對於新興及
開發中經濟體，放棄緊盯美元的匯率系統，如追求通膨目標化但有較
彈性的匯率及較自由的資金流動，不過仍然會面臨國際資金流動及匯
率變動的風險。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中國大陸及香港將可望放棄緊盯
美元匯率政策且部份經濟體將採用通膨目標化政策。不論是那一種貨
幣政策機制，新興市場在貨幣穩定性及財政餘額上的表現皆優於其他
區域。
面 對 現 今 全 球 經 濟 的 動 盪， 總 體 經 濟 政 策 出 現 三 難 問 題

(Macroeconomic Policy Trilemma)，即各經濟體利用經濟政策來達到匯率的
穩定、自由資本移動及貨幣獨立性等三項政策目標，但一項政策並無
法同時達到三項目標，必須犧牲一項或兩項目標來達成主要目標。近
期國際貨幣組織也不得不承認資金管制及謹慎的貨幣政策在某些情
況下是相當有用的。
整體而言，全球金融風暴已嚴重地影響各經濟體自身的金融系統
及總體經濟發展。Akira 教授表示，貨幣政策機制要如何因應金融風暴
的經濟情況及如何評估貨幣政策機制的效果，有賴大家於此次會議中
提出討論。

第一場次：東亞
亞洲發展銀行代表 Peter J. Morgan 首先提到他同意總體監理措施及

2012 年太平洋經濟展望：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經濟結構專家會議紀實

45

規定是維持金融穩定的關鍵，但是總體監理政策並非所有系統性風險
議題的解決方法。需要進一步討論如何建構一個合適的資本制度，可
以有較低的風險並較現行資本制度可長期實行。Peter J. Morgan 表視過
剩政策將不會持久，如流動性過剩、資本解除管制、超額融資、承擔
過剩風險等，我們必需開始考量經濟體中長期的風險及挑戰，特別是
亞洲國家。

Peter J. Morgan 表示，關於他的研究主要可分為三大部份：（一）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的前後所發生的事件、
（二）中長期的風期與挑戰、
及（三）總體監理政策與加強政策協調之角色。中長期的風險與挑戰
的部分包含：清理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財政情況的惡化、金融風暴
後全球總經及財務環境、全球經濟不均衡、區域合作的重要性等。總
體監理政策與加強政策協調之角色部分則是包含總體監理政策無法
去除信用循環及危機發生的確定性、利用總體監理政策來防止系統性
風險僅能輔助但無法替代個體監理措施、中期應更加強貨幣及財政措
施。Morgan 的文章主要是透過重新檢視全球金融風暴前後的事件，進
而探索亞太地區的經濟體在中長期可能會面臨的問題，及總體監理政
策對於金融危機的成效。

第二場次：韓國與中華台北
韓國代表 In Huh 於報告中指出韓國的匯率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機
期間，韓圜大幅貶值，且波動變大，許多公司因使用衍生性金融商
品及訂單的取消而受創。韓國的企劃財政部初步支持弱勢韓圜政策，
但造成原物料價格高漲，因此弱勢韓圜政策受到批判。韓國企劃財政
部在美國房地美 (Freddie Mac)、房利美 (Fannie Mae) 出現流動性問題後，
開始維持韓圜價值、建立大量美元賣出部位、在市場收盤對資產經理

46



PECC 年度 區域 現 勢報告 摘 要、致 APEC 資 深 官員 報 告 及年 度 重 要 活動
-- 年 度 PECC 重 要 活動

人拋售美元及直接售出美元等措施，使得外匯儲備大幅降至 2,000 億
美元，韓國央行及美國聯準會皆擔心會發生另一次的貨幣危機，所幸
外國投資持續，使得外匯市場回穩。In Huh 認為韓國已達到穩定通貨
膨脹及避免貨幣危機的目標，但通貨膨脹的波動增加且外匯市場並未
平穩，總體監理措施對資金流動及銀行債務的到期日延後造成影響，
如何達到金融穩定成為韓國貨幣管制的另一項挑戰。
我國代表胡勝正院士首先提到由於無法遵守泰勒法則 (Taylor rule)
導致低利資金、房地產泡沫及次級房貸風暴，快速的資金流造成美國
房市泡沫化並擴散至其他市場導致全球金融危機。近期的歐貨危機的
發生原因有三：
（一）主權貨幣的損失、
（二）過度使用財政政策、及（三）
主權債務大幅增加。而在我國所實施的貨幣政策，從 2000 年就沒有
管制資金的自由流動，並維持浮動的外匯兌換系統。他提出貨幣政策
的四個主要目標：（一）加強金融穩定、（二）導引穩健的銀行運作、
（三）維持貨幣價值的穩定性、及（四）增進經濟發展。我國央行在
每年年底會根據通貨膨脹率、GDP 成長率、失業率、匯率及其他指標
來訂定下一年的貨幣成長率，2011 年的 M2 目標成長率則在 2.5%~6.5%。
接著胡院士提出中間量化目標，討論利用泰勒法則 (Taylor Rule) 及麥卡
倫法則 (McCallum Rule)，在因實質部門所造成的危機中，使用麥卡倫法
則優於泰勒法則；在因金融部門所造成的危機中，則使用泰勒法則優
於麥卡倫法則。從實務經驗發現我國所實施的貨幣政策，使用泰勒
法則優於麥卡倫法則。基於物價平穩，我國央行不只注意貨幣的數
量，也觀察利率的穩定，而後者的重要性是與日俱增。泰勒法則較容
易了解但卻不容易執行，尤其是在有通膨缺口的時候，對央行而言，
問題不只是通膨，還有對通膨的預期。胡勝正院士最後結論，在 1980
年代後期因經濟發展造成超額儲蓄的累積，造成通膨的壓力，最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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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股市及房地產的泡沫化，使得資本帳必需開放。在資本帳的開放
之下國際資產的變化增加成為決定 M2 成長率及匯率的重要因子。資
金的快速流動使得央行要經常干預，因此對於 M2 的成長率失去控制。
由於央行可用維持 M2 成長率來達到其目標，因此央行採用麥卡倫法
則來實施貨幣政策，然而央行在減少因外來衝擊所造成的匯率波動，
央行還是必需遵守利率法則。

第三場次：香港與泰國
香港代表 Man-Keung Tang 討論在具挑戰性的全球環境中，香港的
經濟呈現趨緩的情況，並介紹就業率持續下滑可能是個危機，但因全
球超額的流動性，使得通膨仍維持在高檔。雖然港元的升值壓力已有
舒解，但港元依然處於強勢的情況，因此香港的貨幣發行局將會有進
一步干預的風險存在，銀行間的拆款利率已達超低的水準，借貸成長
已經趨緩，借款增加的壓力依然存在。香港的房價持續上升，造成一
般民眾不易持有，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執行四項房貸的監控措施。雖
然總體監控政策無法很準確地實施，但香港金融管理局認為維持緊縮
的總體監控政策是適合的，但政策必需定期的檢視。由過去的經驗來
看，香港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因此將會持續施行。由於香港緊盯美
元匯率的政策是透明、安定且可預測的，因此有強勢的外幣儲備及香
港金融管理局的資產負債情況相當健全，因此市場對港幣具有信心，
可以應付可能存在的金融危機。
泰國代表 Chaiyasit Worawong 提到泰國由緊盯美元匯率的政策轉向
管理式的浮動系統及貨幣目標機制，再由貨幣目標機制轉向通膨目標
機制。在全球金融危機之時，泰國採用低利率政策、貨幣市場操作及
信用緊縮措施。泰國由貨幣目標機制轉向通膨目標機制之後，通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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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控制，但在 2009 年至 2010 年間，因全球金融危機加上政治因素，
使得通膨目標未達到，因此泰國央行對於預期的通膨變化積極的應
對，使得通膨受到控制。未來泰國央行仍將持續實行通膨目標機制，
個體及整體審慎監控系統可避免金融市場所累積的金融風險。

第四場次：印尼與菲律賓
印尼代表 Solkin M. Juhro 提到全球金融危機對於印尼國內金融系統
及總體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此時期不只傳統的貨幣政策，非傳
統的措施也同時實行，印尼採用寬鬆貨幣政策，將利率調整至超低
水準，接著美國則使用量化寬鬆政策。在市場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
全球的超額流動性造成外國資金大量流入新興市場，如印尼的低度開
放經濟體，面對多項挑戰，則需同時使用多種不同的政策。目前印尼
遇到三項問題：（一）嚴重的資金流入、（二）資金流動及匯率波動、
（三）金融業與貨幣政策的波動。面對經濟架構的改變印尼央行對於
組織性的任務將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貨幣政策要求支持總體審慎監控
政策，為有效執行，將會使得兩者無法分離。最終 Solkin M. Juhro 提出
問題，區域金融合作會有什麼影響，而如何能夠加強合作 ?
菲律賓代表 Cayetano W. Paderanga 則是提到菲律賓之貨幣政策機制，
在亞洲金融風暴時，菲律賓披索大幅貶值，造成國內物價上揚，但出
口並未受到影響。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也受到不良的資產
影響，因此整體金融市場呈現較保守的態度，對於貿易及出口皆有重
大的影響。Paderanga 分享菲律賓的經驗，採用固定匯率但犧牲經濟成
長，因為政策沒有彈性，造成數次的危機，採用財政支出增加政策的
比重高於貨幣政策。最後 Paderanga 提到菲律賓使用通膨目標政策的經
驗，有不錯的成效，但造成貨幣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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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第五場次：中國大陸與哥倫比亞
中國大陸代表劉東民博士提到中國大陸央行並不相信新自由理
論，央行應採用容易理解且決斷的行動來調整經濟系統，並追求總體
審慎規範，中國大陸央行並非一個獨立運作之部門，深受其他部門
影響，如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等。中國大陸央行
主要的貨幣政策包含：
（一）利率的調整、（二）公開市場操作、（三）
存款準備率、（四）借款限制、及（五）官方建議。中國大陸在全球
金融危機時，快速的經濟回復及發展，並支援中小型私人企業，使得
就業市場受到剌激。但劉博士提到中國大陸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也面臨
到數個問題與挑戰，如外匯的持續累積、貨幣供給過剩、及嚴格的資
本管制與人民幣的國際化相抵觸。
哥倫比亞代表 Jorge Hernan Toro 則是提到哥倫比亞的彈性通膨目標
政策，哥倫比亞採用傳統之貨幣政策，即彈性通膨目標政策，主要的
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並使用溝通的策略，清楚的解釋政策與措施來
導正通膨進入其目標。匯率的彈性可以吸收金融危機的影響，並降低
信用循環，減少過剩的外部債務。在非傳統之貨幣政策方面，過度的
信用擴張及資產泡沫化都會使得通膨及出口成長受到影響，因此哥倫
比亞央行加強對貨幣政策的解釋來避免金融及總體經濟的不平衡。且
哥倫比亞央行也採取匯率干預，但可能會弱化通膨目標架構的可信度
及與其他貨幣政策相互衝突。最後 Jorge Hernan Toro 提出一些經驗分享，
如貨幣政策可以達到物價穩定，但無法保證總體經濟穩定；利率以外
的政策也要同時使用以避免巨大的金融及總經不平衡。

結論
採用貨幣政策與各國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時所造成的結果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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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各國為了因應金融危機紛紛採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值此低利時代，
導致游資四竄。各國為了穩定匯率，避免游資拉抬本國幣值影響了外
貿競爭力，不約而同的對熱錢進行管制。但目前景氣復甦態勢不明，
各國仍然維持低利政策來增加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但是同時也造成熱
錢往新興市場大量流入，國際原物料價格也持續上升，各國貨幣競貶
以加強其出口的競爭優勢，最終會造成經濟不平衡出現，且新興市場
因熱錢流入，造成其不動產價格大幅上升，形成資產泡沫化的隱憂。
有別於傳統上所強調的個體的審慎監理原則，此次金融危機也引
起學界與金融界對總體面審慎監理（Macro prudential surveillance）的注重。
不過總體面監理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監理方式，必須注重金融體系的制
度面與總體經濟成長的相互關係。在採用總體面審慎監理時，無法同
時兼顧匯率的穩定、自由資本移動及貨幣獨立性等三項政策目標，要
如何在各項目標達成平衡點，將成為太平洋區域各國使用貨幣政策機
制的最大課題。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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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第二十屆新加坡大會紀
實：APEC經濟體：典範轉移？
(APEC Economies: A Paradigm Shift?)

邱達生、黃暖婷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
第二十屆大會於 2012 年 4 月 26 至 27 日，假新加坡 Orchard Hotel 舉行。
本次大會主題為「APEC 經濟體：典範轉移？ (APEC Economies: A Paradigm

Shift?)」，共分為五個場次，茲摘要如下：

場次一：APEC 經濟體的進一步貿易自由化
◎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暨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
所、新加坡東亞研究所主席王賡武教授專題演講：
世界經濟仍然面對極大的不確定性，而 2009 年的金融海嘯也無
法排除在未來重演的可能。全球化與金融整合，無疑為世界各國在經
濟上帶來前所未有的互賴；各種自由貿易協定、國際經濟整合與區域
建制架構蓬勃發展，其目的都在於增進全球化的進展，為全球人民帶
來更好的效率、治理和永續繁榮。然而，在如此緊密互賴的世界裡，

2009 年金融海嘯不僅是全球經濟體系復甦力的試煉，也考驗著各國的
有效領導和治理。
重拾經濟競爭力是解決已然累積的公債或公司債的不二法門，但
國家團結、社會與經濟穩定等議題也不可忽略。因此王教授引用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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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副總理 Tharman Shanmugaratnam 在 IMF 會議中的談話「將長期經濟成
長與社會公平議題，納入短期政治經濟論述中」，認為 APEC 經濟體領
袖應當持續尋求減少經濟脆弱與財政不穩定，並同時促進競爭力，確
保財政永續發展之道；而做為 APEC 的姊妹機構，PECC 在二軌途徑下，
應當為亞太經濟與金融整合擘畫路徑圖，並為 APEC 開拓新議題、提
供回饋。
●

主持人：汶萊外交經貿部經濟合作主任 Mr. Vincent Kong

●

報告人：
新加坡外交部國際經濟局局長 Mr. Dominic Koh
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院長 Dr. Wook Chae
馬來西亞策略與國際研究院資深主任 Mr. Steven Wong

●

報告摘要：

Mr. Dominic Koh 簡介 ASEAN++ 與 TPP 兩大區域經濟整合架構系統，
並將 ASEAN++ 體系成員由少到多，分為：ASEAN、EAFTA（東協 + 日中
韓）、CEPEA（東協 + 日中韓紐澳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其 中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旨在整併各東協加一 FTA 為單一區域自由貿易協定，
並有 2011 年 11 月第 19 屆東協高峰會背書，希望能於 2012 年 11 月東
協高峰會進行談判。其關鍵原則如下：

– 比現有的東協 FTA 好更多。
– 具開放包容性，並以現存東協 FTA 各會員國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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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此，Koh 對 TPP 的敘述中，則可看到 TPP 將以 APEC 會員體
為優先，而且在「21 世紀高品質 FTA」的前提下，希望能塑造出一致
的關稅時間表與累計原產地規則。

Dr. Wook Chae 則指出五個東亞國家追求自由貿易協定的理由，包
括經濟利益、彼此間的高度互賴、義大利麵碗效應、金融海嘯後需要
更大的區域內市場，以及做為克服全球不均衡的工具。然而他也點出
六個東亞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所面臨的困難：一、東亞國家之間的分歧；
二、東亞國家間存在敏感部門與產品；三、政治及行政上的負擔；四、
東協國家的額外利益尚不清楚；五、日中韓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六、
東協加三與東協加六之間的衝突。因此他認為包含許多區域經濟體的
高品質 FTA 是理想的解決之道，但是較為實際的方法，則是由韓中日
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 CJK FTA）開始促成，再推向東協加三與東
協加六，最後在東亞地區能達到如歐盟一般，統合金融與資本市場的
經濟整合。
有關 CJK FTA，Wook Chae 認為透過此一三邊自由貿易協定，可以
達到下列目的：一、迫使不具競爭力的部門進行改革，強化國家競爭
力；二、處理區域內的爭端，以社群意識的提高，解決各國爭霸的問題；
三、對於區域外的經濟體，韓中日自由貿易協定則可促進貿易自由化，
推動東協加三。
在韓國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度方面，Wook Chae 表示短期內會推
動與中國大陸、日本的 FTA，並同時促成 CJK FTA，再逐步推向東協加
三與加六，而韓國也希望透過提高韓中與韓日自由貿易協定的自由化
程度，使 CJK FTA 成為一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Wook Chae 表示對於韓國來說，東協加三與
加六的經濟利益差不多，所以或許東協加六對韓國的重要性，會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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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政治或外交層面上。有關 TPP 方面，Wook Chae 認為韓國已經跟大
多數 TPP 會員簽了雙邊 FTA，而且農業也將會是談判上的問題，所以
短期內對於韓國來說，追求 TPP 並不太重要；未來韓國是否加入 TPP，
將由 CJK FTA 與東協加三的進展、中日的區域政策，以及 TPP 本身的
進展（尤其是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加入狀況）等因素決定。

Steven Wong 首 先 以 提 問 展 望 東 協 經 濟 共 同 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的未來：「在 2015 年完成 AEC」背後的利益有多強？換
句話說，如果 AEC 只能完成一部分，那麼預期的成本與後果是什麼？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加速推動 AEC 的進展，東協已採納一套計分
卡系統 (scorecard system)，現 2009-10 與 2010-11 的計分卡都已編製完成，
並會於 2008 至 2015 年間的兩次東協部長會議中，提出計分卡進展報告。
然而 Steven Wong 亦不諱言：即便是根據現有略嫌樂觀的報告，批准東
協達成的協定，並將之納入各國法律體系中，還是達成 AEC 的重大障
礙。因此 Steven Wong 認為雖然東協在 2015 年就達成 AEC 的可能性不大，
但現下仍有很多事可做，來提升 AEC 品質，而 AEC 本身也應該提出後

2015 議程，以便持續深化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內部整合。

場次二：歐債危機後，亞太經濟成長的孕育：
典範轉移與結構改革之必要
◎ 俄羅斯駐新加坡大使 Leonid Moiseev 專題演講：歐
債危機後，亞太經濟成長的孕育：需要典範轉移與
結 構 改 革， 或 可 能 是 俄 羅 斯 途 徑？ (Nurturing Asia
Pacific Grow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scal Crises in
Europe: Paradigm Shift and Structural Change Needed, or
the Russian Approach Perh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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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eev 大使首先提及俄羅斯去年完成 WTO 談判，期待未來 10 年
內，俄羅斯加入 WTO 後，GDP 可以成長 3％。接著大使再次提出俄羅
斯今年提出的 APEC 四大議題，希望能有具體成果：除了重視糧食安
全之外，今年俄羅斯提出的供應鏈問題不僅與 2008 年新加坡議題相連，
而且應有助於 APEC 與其他市場的連結；在創新議題方面，大使則強
調與高等院校之間的連結。
此外，大使表示雖然近年來俄羅斯經濟每年成長 4%，但俄羅斯
應可在世界經濟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來俄羅斯應致力於「社會穩
定、經濟開放」，政策除了要維持總體經濟的平衡之外，也將致力於
使用俄羅斯現有的能源、交通與農業競爭力，發展高科技並進行內部
結構改革，創造利於人力資源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有關國際社會方
面，儘管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地位應當不變，但未來俄羅斯應會愈來
愈傾向亞太。
●

主 持 人： 墨 西 哥 外 交 部 跨 太 平 洋 合 作 機 制 主 任 Miss Monica Ochoa

Palomera
●

報告人：
日本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所浦田秀次郎教授
美國 George Mason 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國際經濟政策教授 Ramkishen

Rajan
●

報告摘要：
浦田教授認為，對於日本來說，日本與東協合作之宗旨，在於透

過經貿更加自由開放，將雙方的合作關係鑲嵌入國際市場，而日本之
於東協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分為「經濟」與「非經濟」的層面，雙方也
有長期的互利關係。儘管日本對於國際合作向來有相當的投入，但
是相對於澳紐 (100%)、中國大陸 (95%)，日本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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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東協市場的比率只有 90%，亟需國內的政治力量引領以擴張覆蓋率，
但是現在日本面臨政治空轉與財政危機，原有的合作模式是否能夠繼
續，相當值得思考。

Rajan 教授則表示：先進國家過去 20 年的財政問題越來越嚴重，
也牽涉到社會安全支出的增加、人口結構的老化等問題，亟需建立健
全的預算政策。回顧亞洲金融危機並由歐債危機進行反思，亞太地區
必須持續發展貿易、投資與金融整合，重點則在於強化 CMIM 與 AMRO
等預防與解決區域金融危機的機制。然而執行前，各國必須要交出部
分主權、讓區域內人力移動更加自由，區域內各大小國也要想清楚自
己該負什麼責任。

場次三：以功能性合作保障未來經濟成長
◎ 美 國 杜 克 大 學 ─ 新 加 坡 國 立 大 學 醫 學 院 院 長 Dr.
Ranga Krishnan 專題演講：醫療照護做為包容性成長
的一環
Krishnan 由 APEC「包容性成長」的目標出發，概述亞太地區的健
康與醫療狀況，發現人們活得愈來愈久，醫療照護成本也隨之逐漸
提高。因此，「公共衛生」是改善亞太地區醫療照護的關鍵；個人責
任與社會安全機制應取得平衡，除了需要加強臨終照護教育與相關
討論之外，醫藥供應不應讓價格主導，而應讓人人可負擔（Population

Medicine）；長期而言，則需要進一步研究如何降低疾病所造成的社會
負擔。
●

主持人：NZPECC 主席 Mr. Denis McNamara

●

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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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主席暨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洪德生
新加坡大學能源研究所能源經濟研究主持人 Dr. Tilak K. Doshir

TNCPEC 主席暨泰國財政政策研究所榮譽顧問 Dr. Naronchai Akrasanee
●

報告摘要：

CTPECC 洪德生主席指出：受到氣候變遷、全球暖化與天災頻繁
的影響，亞太地區緊急糧食需求急遽增加，近年來的相關短期運補也
並不平穩，所以亞太地區需要緊急糧食儲備機制，做為天災影響下，
因應緊急糧食需求的政策工具。緊急儲備的重點，是在於平時維持小
量的儲備，做為因應天災的保險政策，以及天災來臨時，釋出糧食的
第一來源。因此，我國在 APEC 架構下，於 2011 年倡議「APEC 緊急糧
食供應體系 (APEC Food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AFERM)」，希望能在
有效成本、自願性基礎、集體行動、風險分攤與自主管理等五大原則
下，在緊急時確保 APEC 會員體米、麥、玉米的供應。此一機制發展
至今已召開三次會議，並已獲得 2011 年 APEC 新潟糧食部長宣言的背書，
也符合 2012 年俄羅斯「強化糧食安全」的 APEC 議題主軸。

Dr. Doshir 認為「能源安全」的衡量，仍待明確定義。前瞻亞洲能
源安全，發現非 OECD 國家需要能源的比例增加，而且石油、天然氣
等比例越來越重，然而各地能源價差與能源國本身的政治不穩定，亦
為隱憂。未來「投資綠色能源」、「控管能源需求」及「決策機制
的調整」將是從能源方面回應氣候變遷問題的政策重點。
針對供應鏈連結，Dr. Akrasanee 揭示：經濟成長必然由貿易與投資
推動，而新型態的供應鏈連結，必將推動東協地區的商業行為。過去
東協國家的商業基礎交通建設，目的是在服務與東協地區外（包括西
方與東北亞）的貿易往來，但是如今東協內部的貿易已經強勁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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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彼此之間的商業基礎交通建設卻相形見絀。因此泰國近年來積極
發展與鄰近國家之間的基礎交通建設，而東協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供應
鏈連結計畫，也在過去亞洲開發銀行資助的「經濟走廊」概念上持續
發展。近來緬甸的開放，使「經濟走廊」的概念，變成一個有利可圖
的商業提案，大家也應該要從歷史中存異求同，增進彼此的連結。

場次四：孕育亞太成長：為 APEC 經濟體增進競爭
力與生產驅力
◎ 香港大學 Sun Hung Kai 企管教授 Dr. Michael Enright
專題演講：
Enright 教授綜觀目前的全球局勢，表示全球 GDP 與貿易額的降低，
顯示歐洲與美國的經濟危機，成為全球的經濟危機已是不爭的事實；
全球政府債務除了 2009 年稍有下跌之外，總體而言呈現持續增加的
趨勢，預期未來還會繼續。在環境上，世界資源愈來愈稀缺，人口愈
來愈多，溫室氣體排放也愈來愈嚴重。
在如此不樂觀的前景下，Enright 教授認為目前的世界正在經歷
「上下顛倒」的過程；成為發動扁平化者，還是接受扁平化者，賴於
掌握科技的程度。然而，科技並不是一切，
「創新」可從跨國、國家、
產業群聚、產業、公司等系統性層次著手，而競爭力也並不只限於國
家、公司，更可以擴展到產業社群全體。
因此，Enright 教授建議未來應在個人與社區方面確保大家就業、
健康與生活可以受到良好的待遇，以系統性的方式，透過「社群往上」
的概念，匯集個人的行為，應對新時代。
●

主持人：MONPECC 秘書長 Mr. Dambadarjaa Jargalsai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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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人：

SINCPECC 主席暨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Dr. Tan Khee
Giap（陳企業）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 Dr. Tan Kong Yam
（由 Tan Khee Giap 報告）
美國國際開發署駐菲律賓辦公室貿易政策助經理 Dr. John Avila
香港 Stirling Finance Limited 主席 Mr. Stuart Leckie 與顧問 Ms. Rita Xiao（由 Rita

Xiao 報告）
●

報告摘要：
陳企業教授表示：從實質 GDP、失業率、長期經濟成長等指標來

看，新加坡正面臨危機：穩定成長的程度不如香港，勞工生產力比起
美國也相對低。目前新加坡人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低薪低生產力工
作面臨外勞與本國勞工競爭的問題，而全球化時代的需求急遽變動，
也擴張了低薪技術勞工的缺口；原本輔導中年轉業的職業訓練計畫，
面臨緩不濟急的狀況。因此，陳教授建議新加坡政府需要對勞資雙方
的需求做全面性調查，了解勞工的困難與資方的需要，政府的政策也
不能再「唯利是圖」，必須重新檢討政府預算分配背後的哲學，建立
新的指標。

Dr. Avila 則闡明市場力量能正常運作的因素，包括足夠的獨立生
產者、有競爭、顧客能自由選擇、資源有效分配、訊息透明等；儘管
放鬆管制與貿易自由化的確會增加競爭，但是政府干預無法處理市場
失靈，甚至常常因為設立管制政策與進入障礙、限制行為，甚至是
政府本身失靈等因素，使得政府自己反而成為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
以菲律賓航空業為例，過去由單一航空公司在國家特許下寡占市場，
因此在「開放天空」的過程中，除了成立專責單位之外，也修改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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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國家利益」並擴張服務業協定的定義，才恢復了空運業市
場的正常運作。因此，只有管制環境，使市場與競爭的力量強過管制，
讓規則透明、一致，增加可預測性與可信度，並賦予執行機關獨立的
地位與能力，才能有效達到競爭法的目的：不使任何一家公司以不正
當的手段，成為唯一的市場力量。

Ms. Xiao 簡介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現況，認為目前大陸資本市場
並不算發達，儘管交易量不小，但是品質不好，流動性不夠，評價機
制也未與市場機制同步；目前銀行還是中國大陸國營企業與中小企業
主要的資金來源。現下中國金融改革的重點，在於引入更多的法人機
構做長期投資、減低投機性行為與市場風險，同時增進中小企業融資，
並讓 IPO 熱潮能夠正常起來。

場次五： PECC 未來角色及與其他國際組織之持續
關聯
●

主持人：HKPECC 主席 Prof. Stephen Cheung

◎ APEC 秘書處執行長 Muhamad Noor 大使專題演講：
APEC 在區域經濟整合所扮演的角色
Noor 大使概略敘述了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架構，以及 APEC
區域內的自由貿易協定洽簽現況。回顧 APEC 的宗旨、茂物目標、成
長策略、經濟與技術合作之後，Noor 大使便以數據說明 APEC 會員體
在全球貿易與自由貿易協定上舉足輕重的地位。Noor 大使並重申 2011

APEC 領袖宣言中，有關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的宣示，且再次點明 2012 年俄羅斯的 APEC 四大主軸。展望未來，
根據 IMF 與 APEC 自身的預測，2013 年 APEC 各經濟體仍將持續 4%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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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成長，也將持續致力追求一個經濟更加繁榮，貿易更加自由的
亞太地區。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防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Dr. Tan
See Seng 專題演講：崛起中的全球經濟架構，消逝中
的 PECC ？
Dr. Tan See Seng 回顧 PECC 的歷史成就，認為 PECC 為 APEC 塑造了
一套架構、共識、議題、與會者，甚至是限制都很完整的架構，也引
入了公司治理的同儕檢視機制，並促進區域金融架構的建立，更鼓吹
開放性區域主義，以對抗區域貿易壁壘。
面對如今的局勢，他認為亞太地區現在有三派區域主義：
●

坎培拉學派 (Camberra School)：意志型區域主義 (Command Regionalism)

●

華盛頓學派 (Washington School)：功能性區域主義 (Functional Regionalism)

●

新加坡

東協學派 (Singapore/ASEAN School)：現狀區域主義 (Status-quo

Regionalism)
在這三派區域主義之下，未來 PECC 應當何去何從，便成為值得
討論的議題。因此，
Dr. Tan See Seng 再度回顧 PECC 過去的歷史，認為 PECC
現在有以下的問題：
●

已經成功推動 APEC 成立

●

本身組織老大累贅

●

PECC 金融市場發展小組未能有效回應 1997-98 東南亞金融危機

●

Charles Morrison 於 2004 年提出「拉近一軌與二軌」的想法，受到挑戰
針對上述問題，Dr. Tan See Seng 認為 PECC 應該增進與 APEC 的關聯

性，增進自身的研究與推動議題能力，設法增加自身的資源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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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領先 APEC 的立即利益，為 APEC 思考其他的合作可能。此外，PECC
也應當與其他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建制（如 G20）連結，並且對發
展中國家的經濟考量更加敏感；在區域內則應連結東協加三與 TPP，
設法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協定。

結論：PECC 需進一步改革，典範移轉有辯論，我
國經貿合作應持續努力
由本次大會的討論觀察，PECC 代表們希望進一步改革，與 APEC、

G20 更加連結，並協助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已然是主流共識。另大會
的議程主軸係針對典範移轉，而亞太區域的典範移轉主要當然是來自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且由於歐債危機尚未落幕，也意味著衝擊仍然
持續。在會議討論中，與會代表也針對是否亞太區域已經衍生出新
的典範進行辯論，亦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的典範移轉是以經驗累積的
模式產生。然而重點是我國是否已經融入新的典範，以及當前的「外
貿導向」模型是否適用危機後的典範等等，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
議題。
此外，由於韓國表示將把重點放在與東協和中國大陸的 FTA 上，
並已顯然藉由各雙邊 FTA，達到不必然需要參與 TPP，也能和世界各
主要市場與生產基地連結的效果；相形之下，FTA 覆蓋率相對較低的
我國，除了繼續加入 TPP 之準備工作之外，亦應在 ECFA 已經簽訂但
細節尚待討論的背景下，持續全面加強與東協國家之關係，以求在參
與 ASEAN++ 體系目前仍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形塑與東協國家洽簽 FTA
的前提要件，以持續我國的經濟成長。

（作者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與助理研
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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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做為再生能源來源」研討會
(Ocean as a Source of Renewable Energy)
陳子穎

2012 年 3 月 26-28 日， 太 平 洋 經 濟 合 作 理 事 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假美國夏威夷舉辦「海洋做為再生能源來源」
研討會（Ocean as a Source of Renewable Energy），為期三天。本研討會共
有約 30 位分別來自於產業界、學術界、公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的專家
與學者參加；我國則由國立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蔡政翰教授及

CTPECC 陳子穎助理研究員與會。
本次研討會是 PECC 會員—法屬太平洋群島落實「海洋資源永續
管理」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國際計畫的第二次會議。
該計畫擬於 2011 至 2012 年期間召開三次相關研討會，分別探討海洋
資源管理對於糧食、安全、醫藥及能源的影響，第一次會議於 2011
年 11 月在新喀里多尼亞召開，第三次會議則於 2012 年 12 月在紐西蘭
奧克蘭召開。
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秘書處積極
爭取下，大會安排我國代表海洋大學蔡政翰教授就「基隆附近海域之
潮汐發電發展現況」（The development of a tidal current power unit for the sea

near Keelung）進行專題發表，各經濟體代表對於蔡教授所發展的潮汐
發電研究相當有興趣，並與蔡教授交換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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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海洋能源之創新及現有科技
夏威夷 Energy Harvesting System, LLC 的 Dr. Hans Krock 首先向與會者介
紹目前在夏威夷檀香山使用的海洋溫差發電系統（ocean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 OTEC）技術。OTEC 建置於夏威夷 Barbers point harbor，主要是
利用太平洋表面和深層海水的溫差進行發電，Dr. Krock 舉例，如太平
洋區域中有溫差甚至超過 24 度 C 的區域，包括夏威夷，主要是利用

Kalina cycle 的機制，將海洋熱能轉換成為電能。Dr. Krock 表示，OTEC 是
目前利用海洋能源中最為穩定、可信賴的發電系統，這套系統建置後
至少可以運作 25 年以上。然而，關鍵問題在於最初要建置 OTEC 的成
本過高，影響推廣的程度，而且目前此計畫已結束。
接 著 由 檀 香 山 海 水 空 氣 調 節 系 統 計 畫（Honolulu Seawater Air

Conditioning Project）首席營運官 Mr. Anders Rydaker 介紹此一計畫，渠表
示如 SWAC（Seawter Air Conditioning）此類利用深層低溫海水來改變環境
溫度的方式，是一種環境友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方式，特別
是利用在旁邊有深海且人口擁擠的城市之理想方式。

Mr. Rydaker 表 示 SWAC 是 替 代 石 化 燃 料 的 解 決 方 法， 目 前 除 了
在夏威夷進行該系統作為空調之外，法屬大溪地群島亦使用該系
統。Rydaker 認為 SWAC 是一種永續的方式，跟傳統的空調系統比起來，
使用 SWAC 可以節省一棟大樓約 40% 的電費，並且 SWAC 是一種可信賴
且舒適的運作方式，除了可以降低電費之外，對於使用者來說，該系
統也有如容易運作與維修、增加能源效率、沒有噪音等優點，並且企
業若使用 SWAC，亦可提升其聲譽、強化其企業社會責任之形象。
目前在檀香山所運作的 SWAC 提供 25,000 頓的空氣調節，相當於

1,250 萬平方公尺的空間，並降低了夏威夷對於石油的依賴，節省 7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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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百萬美元的石化燃料費用。除了在檀香山之外，瑞典 ( 斯德哥爾摩
等地 )、荷蘭（阿姆斯特丹）、加拿大、芬蘭（赫爾辛基等）、美國（康
乃爾大學）等地皆運用此系統。此外，Mr. Rydaker 表示，使用 SWAC 對
於社群來說，可創造 900 個新的工作機會，以及 2 億美元的價值，且
現在是發展、並從我們身邊再生能源獲得好處的關鍵時機，而夏威
夷 SWAC 執行成功的關鍵在於公私部門的合作，並在過程中提早教育
所有利益相關者。
法國永續發展部的 Mr. Henri Boyé 則針對目前全球在海洋能源上的
應用進行簡介。渠表示運用海洋的再生能源包括風力、潮汐、海水
溫差等；風力發電部分，利用 floating windmills 裝置將風力轉換成電能，
目前已發展成熟。
潮汐能源（Tidal Energy）在 1967 年在法國 La Rance 地區就已開始發展，
有約 240 MW 的發電容量；韓國京畿道安山市的始華湖潮汐發電所則
於 2011 年 8 月正式開始運作，發電容量達達 254 MW，是目前全球發電
量最大之潮汐發電所。波浪能（Wave Energy）的使用率頗高，使用 the

Oyster Device 作為波浪能轉換機制（Wave energy converter, WEC），雖然較
為安全，但是較難發展。鹽差能（Osmotic Energy or Salinity Gradient Power）
是一種利用海水及河水鹽分濃度差異所轉換而來的能量，目前在挪
威進行試驗性研究。OTEC 部分，雖然安全及穩定，但裝設成本過高，
主要是 OTEC 的關鍵性技術在於其冷水管（Cold Water Pipe, CWP）必須深
入海平面下約 1,000 公尺的深處，鋪設風險很高，且冷水管的管徑必
須夠大（大於 2.5 公尺），才能引入較多海水確保發電效率。因此冷水
管的製造費及鋪設費用就佔總成本的 1/3 以上。

Mr. Boyé 最後提到發展海洋再生能源所面臨的公共政策環境與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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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渠表示發展海洋再生能源的問題在於成本花費、財務管理、政府
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等面向，Boyé 建議應簡化申請相關證照
的程序，以促進國際市場發展，並應透過創新科技的發展，降低成本，
且建議政府應提供發展海洋再生能源之獎勵或補貼，以減輕發展此類
科技的財務障礙。
接續報告的 Mr. Marc Le Boulluec 為法國海洋發展研究院（French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xploration of the Sea, IFREMER）之研究員。該院成立於
1984 年，由原法國海洋漁業技術研究院（ISTPM）及法國國家海洋開發
中心（CNEXO）合併而成，為一隸屬於政府部門之研究機構。IFREMER
是法國唯一專門從事海洋開發研究和規劃的重要部門，主要的經費收
入來自於政府撥款，年度預算約 1,525 億歐元，佔法國國家公共機構
科技預算的 12%。該院共有 1,700 名研究人員、工程師及行政管理人員。

Mr. Le Boulluec 針對海洋風力、波浪能、潮汐能等進行簡介。風力
的部分，渠認為陸地風力（terrestrial wind energy）能源已經發展成熟，
然而，海風和陸地風力比起來威力更強、更有規律且干擾較少，因
此海洋風力發電有其優勢所在，目前在丹麥等地已有海洋風力發電
裝置運作中。波浪能與海洋風力有相關性，因此，在設計波浪能轉
換機至時必須將海洋風力的因素考量進去，以瞭解確實的能源生產
量及架構趨勢，要獲取波浪能的基本方式包括有振盪水柱（Oscillating

Water Column, OWC）、動體（moving bodies）、越頂溢水式（overtopping
devices, OTD）等型式。最後，Mr. Le Boulluec 提到發展海洋再生能源所
面臨的技術障礙，包括建置大規模資料庫、發展海洋搜尋工具及能
源轉換工具、設計繫留（mooring）系統、材料選擇（需考量金屬疲勞、
生物淤積、腐蝕等問題）、能源儲存、標準、基礎建設及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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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海洋新能源
夏威夷大學 Gerard C. Nihous 教授認為發展 OTEC 會面臨到幾個挑戰，
如 OTEC 是利用海水溫差進行發電，然而，要找到海水溫差足以轉換
成能量的地區不多，海水溫度並不穩定且轉換的效率不高；再者，OTEC
的冷水管技術，除了要能夠抵擋海流的衝擊之外，施工的風險高、成
本高的問題也需要發展新技術來克服，此外，OTEC 亦需考量地理政
治學（geopolitical）的問題等。因此，Dr. Nihous 表示 OTEC 的技術發展
是件未完成的任務，並且應致力於降低成本，以迎合市場趨勢，最後，
渠強調政府意志（willpower）及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的努力，
是促進 OTEC 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法屬玻里尼西亞大溪地電力計畫經理 Mr. Marc Chin Foo 表示，石化
燃料由於成本高、且會造成環境問題，因此大溪地近年來積極推行再
生能源的生產與應用。目前大溪地共有 65,000 名居民，在尖峰時間的
電力用量約 100MW、平均一年的能源需求量為 485GWh。Mr. Foo 表示，
根據 2011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大溪地目前有 66.1% 仍使用石化燃料作
為能源的來源，而再生能源的使用則佔 33.2%。

Mr. Foo 所任職的大溪地電力公司（Electricity of Tahiti, EDT）以生產
及分配電力到大溪地以外的 19 個小島為主要任務。EDT 於 2011 年共
生產 132.8GWh 的能源（柴油佔 129.4 GWh、氫化能佔 3GWh、太陽能佔

0.4GWh），其中再生能源佔 2.5%。Mr. Foo 表示目前大部分再生能源技術
仍在實驗階段，為了要降低石化燃料的用量，EDT 將著眼於發展可靠、
符合需求、及符合成本效益的資源與技術。因此，EDT 經過評估、在
短期內將聚焦於氫化能以及太陽能板的開發。太陽能成本是目前所有
再生能源中最高的，約 0.5-0.67USD/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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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Veolia Environment 的 Mr. Nicolas Renard 首先表示傳統電網的不
足，渠認為 PECC 經濟體大都有發展其智慧電網相關計畫，然而目前
的電網未能支持大量的能源之分布，且現存的電網與再生能源規格不
符、無法使用，因此技術的發展亦需要提升，另外，也因為電網無法
負荷需求、過於飽和，而導致斷電的情形發生。其次，Mr. Renard 表示，
從智慧電網的發展來看，能源事業（energy business）需要重新定義與
專業管理。

Mr. Renard 表示推廣智慧電網有許多操作行障礙需要克服，包括科
技障礙，電網的穩定度、資訊管理系統之建置等，另如社經障礙。包
括智慧電網的價格、消費者意願等等。Mr. Renard 總結認為智慧電網是
前往更潔淨電力及智慧城市的通道，目前我們仍在智慧電網發展的開
始階段，智慧電網將會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就如同網路開創新的通
訊方式，並且智慧電網將會是未來城市的一部分，而這個城市將會更
加地緊密、有更多資訊與智慧。
中國大陸 PECC 副主席 Wu Zhenglong 大使首先指出中國大陸於 2010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中國再生能源法」（PRC Renewable Energy Law），
該法的實施表示中國大陸進入再生能源探索與使用的新時代。海洋能
源為再生能源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大陸在發展再生能源中的焦
點。Wu 大使表示中國大陸具有發展海洋能源的潛力，主要是因為中
國大陸有 18,000 公里的海岸線、有超過 6,900 個島嶼面積大於 500 平方
公尺，並且蘊藏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如潮汐能、波浪能、溫差能、風
力及生質能。中國大陸從 1960 年起就已開始針對海洋能源進行相關
研究、建構潮汐能相關設施、發展波浪能、潮汐能、溫差能、鹽差能
等相關科技。
有關中國大陸未來再發展海洋能源的策略，Wu 大使表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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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刻正撰擬「海洋能源再生發展特別計畫」（Special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Ocean Energy），針對海洋能源發展上的落差，中
國大陸將促進國際間的合作以及國內的創新研究；至於在政策的部
分，中國大陸將落實「島嶼保護法」（Law on Island Protection），並促進
研發能力以及工業化程度，以強化海洋能源運用的能力。中國大陸針
對海洋能源的發展與使用之程度，預計將在 2015 年追趕上已開發國
家的進度，並將促進海洋能源相關工業之結構化。

第三場次：增進海洋資源之運用：研究與獎勵
法國海洋探索研究院 (Institut français de recherche pour l'exploitation de la

mer, IFREMER) 的 Mr. Marc Le Boulluec 簡介法國從 19 世紀起發展海洋再生
能源（Marine Renewable Energy, MRE）之歷史，ADEME 即法國環境與能源
管理局（French Environment and Energy Management agency）。法國於 1930 年
代起就發展 OTEC 技術、1970 年代發展波浪能、2000 年後發展風力發
電；ADEME 於 2008 年設置海洋再生能源部門，並在 2009 年發展海洋
能源相關國家型計畫。
另外，IEED（Institute of excellence in Carbon-free energies）主要目標是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並發展相關科技、於 2030 年達到能源生產量

3,600TWh/yr。IEED 強調公私部門合作，目前 IEED 的會員中，共有 33 個
會員（公 14/ 私 19）及 23 個副會員（公 8/ 私 15），多為知名大企業，
主要處理科技落差、解決社會與環境問題。
法國永續發展部的 Mr. Henri Boyé 指出 EMACOP（Energies MArines, COtiè

et Portuaires）是針對沿岸及港口範圍的再生能源的法國國家型計畫，
主要有工程師、科學家、研究人員的參與，預算約美金 7 百萬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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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4 年的時間。主要的目的在於評估於海洋基礎建設上整合海洋再生
能源的機會，並透過技術、研究、決策等方面進行合作。然而目前仍
有許多社會衝擊需要克服，如能源使用所導致的衝突、空間最佳化
（spatial optimize）、土地的利用等問題。

Mr. Tim Sawyer 則介紹澳洲 Carnegie 潮汐能源公司所發展的波浪能轉
換技術，主要的概念是靠在海中裝設的浮體裝置捕獲波浪能，藉由管
線將受到高壓的海水傳送至路地上的渦輪裝置，轉換成電能輸送到使
用端。並且波浪能轉換技術亦可延伸應用在海水淡化上。
新喀里多尼亞能源部副主任 Solomone Fifta 表示，太平洋島嶼包含
有 22 個國家及屬地（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PICTs），在這個
範圍之內，僅有 2% 的面積為陸地，其他 98% 面積是海洋。能源部分，
僅有巴布亞紐幾內亞是出口國，其他國家皆需要進口能源。目前太平
洋島嶼面臨高油價的問題與衝擊，如斐濟在 2008 年就由於石油價格
太高，進口所花費的成本就增加了 25%，因此，為了要減緩太平洋島
嶼所受到的經濟衝擊，PICTs 建議透過 "Whole of Sector" 能源發展的方
式，尋求平衡，包括增加安全、可信賴、可負擔以及高品質能源服
務之可近性、增進能源效率以提升能源捕獲能力、增加再生能源分
享的潛力、增加石油利用效率及供應鏈管理。

2011 年 PICTs 的領袖論壇中，領袖們同意發展 "Whole of Sector" 計畫
如 "energy road maps"，以改善能源安全、降低對於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
促進電力的可近性。PICTs 領袖表示支持有效率地管理燃料供應的風
險、達成能源效率目標，以協助落實更多的能源儲存量。
本場次末尾，主持人中國大陸 PECC 副主席 Wu Zhenglong 大使表
示法國從 1930 年代起就開始發展海洋能源、並鼓勵再生能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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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現今各國發展海洋資源的範例；雖然目前全球面臨到海洋能源
發展的瓶頸，但海洋能源發展需要堅持下去，並應藉由國際合作交流
的機會持續發展海洋再生資源的運用。

第四場次：持續討論增進海洋資源之運用：研究與
獎勵
海洋大學蔡政翰教授表示潮汐是目前再生能源的來源之一，和風
力及太陽能比較起來，潮汐能擁有高能源密度、且可預測。蔡教授團
隊針對基隆和平島與基隆嶼之間的潮汐進行相關研究，該地區有一海
檻（sill）地形，潮流速度強，而且離補給港僅有 3 海浬的距離，因此，
基隆海檻是測試潮汐能的理想地點。蔡教授在基隆嶼海域完成初步
之模式分析與現場觀測，顯示基隆海檻上之潮流流速最大可達 2.7m/s，
並著手進行衛星影像及極端自然破壞力等分析，並完成 3kw 發電機扇
葉設計之製造，目前已組裝完成後在實驗室試場測試，將在今年於基
隆海檻完成實地發電測試。
法國永續發展部 Mr. Henri Boyé 簡介法屬留尼旺島（Reunion Island）
的發展案例：留尼旺島是位於印度洋西部 Mauritius 群島中的火山島，
島上約有 80 萬人，預計於 2030 年將超過 1 百萬人，該島是法國海外
屬地中擁有豐富海洋能源資源的地區，並預計於 2030 年在島上達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目前則有 8 項實驗型海洋能源計畫在留
尼旺島上落實。其中法國政府所發展的 GERRI（Green Energy Revolution

Reunion Island）計畫目標在於促進留尼旺島的永續發展科技，其 5 項優
先項目為交通、能源生產、能源儲備、城鎮計畫與建構、觀光。

FPTPEC Polynesia 秘書長 Mr. Paoletti 簡介法屬波里尼西亞的 Tetiaroa 島
在再生能源利用上的現況，包括有海水空調系統、太陽能、鋅溴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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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技術（Zinc-Bromine Flow-Batteries）及生質燃料等。2011 年起 Tetiaroa
島的 Brando Hotel 開始進行海水空調系統計畫，主要是從深海處抽取
深層低溫的海水，透過管線輸送到需要降溫的區域，達到空調的效果。
此計畫的成功表示在高級旅館可以利用低廉的價格、不需使用化石燃
料、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狀況下達到空調的目的。此外，海水空調系統
對於環境衝擊之相關研究亦將持續進行。

結論
與會者皆同意由於氣候變遷、資源耗竭，應儘速利用海洋資源發
展再生能源，惟目前發展之海洋能源科技皆需花費大量資金成本，且
由於環境變異大，各項新科技之推廣成效不佳，因此，財源籌措與投
資、創新科技的發展是未來需要克服的困境。

PECC 海洋資源永續管理國際計畫的第三次研討會於 2012 年 12 月
在紐西蘭奧克蘭舉行，預計針對深海探索（deep sea exploration）、海洋
監視（ocean surveillance）、海洋多元性（ocean as multi-rule）等 3 項議題
進行討論。

（作者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海洋做為再生能源來源」研討會 (Ocean as a Source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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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PAFTAD會議紀實
王聖閔

第三十五屆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Forum, PAFTAD）於 2012 年 6 月 5-8 日在加拿大溫哥華的 Morris J. Wosk
Centre for Dialogue 舉行，此次會議的主題是「亞太地區之人力資本與經
濟成長」。此次的 PAFTAD 會議與會者總共 42 人，為來自亞太地區的學
者與各領域專家。會議在學術研討方面，共分為八個場次及一個座談
會。台灣經濟研究院洪德生院長兼 CTPECC 主席，代表我國於第七場
次擔任場次主席，並於座談會中擔任與談人發表對相關議題的看法，
且於 6 月 7 日晚上參加 PAFTAD 的管理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會議。
會議摘要如下：

第一場次：勞動力搜尋模型中的人力資源形成與經
濟：政策效益
我國代表中央研究院陳明郎研究員指出：內生性成長架構已成為
公共政策長期成長結果的重要評估工具。我們可以發展一個具有摩擦
的內生成長模型，來評估人力資本相關政策的有效性，但市場上存在
著大量的資訊及就業制度上對於求職、人力募集及創造就業上造成障
礙，這些摩擦會對個人抉擇、景氣、總體經濟結果及政策應用上產生
重大的影響，本篇論文則是嘗試分析並解決這些影響。
短期的勞動市場摩擦可能會有長期的經濟成長及福利效果，根據
研究顯示，當勞動市場的供給不足時，失業率會降低而長期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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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會較高。因此我們延伸這個研究，建立一個實體資本及人力資本累
積之內生成長的兩部門模型 (two-se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在其他
研究報告的架構下，創造就業機會及尋找工作機會將相當耗費成本，
而職缺及求職者由職業仲介的撮合也可成為可獲利的商機。相反的，
我們認為大企業可以創造複數的職缺，而求職者可內生性地選擇參與
就業市場，而這些特徵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對政策的量化分析導入
內生成長設定。

第二場次：高等教育學費貸款與收入的不對稱
澳洲國立大學的 Bruce Chapman 於報告中指出：高等教育在 PAFTAD
國家中一直是重要的成長動能，且已成為東南亞等新興國家成長的重
要關鍵，而高等教育支出與經濟成長的關聯性高。目前也需要政府介
入來支援學生接受高等教育，許多國家有學生助學補助制度，如獎學
金或助學貸款。其中助學貸款又分成兩種形式，一是由商業銀行提
供之政府背書的學生貸款 (government guaranteed mortgage-type loans)，另
一為收入比例型貸款 (income contingent loans, ICL)。在分析政府的學生貸
款政策時，主要會著重在經濟困難的貸款學生會面臨如何返還貸款，
也被稱為貸款返還負擔 (repayment burdens)，也就是貸款返還占未來收
入的比重，這將會對學生使用助學貸款及違約率上會有重大的影響，
在設計學生貸款時需加以考量。
可行的學生貸款機制為未來發展的基礎，在數據分析之後，在印
尼、越南及泰國皆發現對於低收入的畢業生，學生貸款的返還占畢業
生收入的 40-80%，這表示對印尼及越南的學生來說，相對較高的教育
成本及負擔，會使得學生不願利用助學貸款來接受高等教育。而在許
多已開發國家，因有較為充足的學生助學資金，學生使用助學貸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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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較高，也同時使得國家的高等教育能順利擴展。
因學生助學貸款會遇到有上述的難題，使用收入比例型貸款

(income contingent loans) 對於畢業生在返還貸款上會有所幫助，但仍需
觀察政府所使用的政策來選擇使用的措施。

第三場次：人口變化對人力資本層面的影響：日本
案例研究
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的 Naohiro Yashiro 指出在亞洲的經濟高度成長
的國家中，人口快速的老化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特徵。不僅是人口的規
模及成長，人口年齡的分佈變化也正在影響著各國的經濟。人口的死
亡率及生育率降低所造成的人口轉型，使得工作年齡的人口占整體人
口的比重增加，這種人口紅利 (demographic dividend) 已明顯幫助東亞國
家在經濟上高度成長，且影響已逐漸的擴散至南亞各國。但是隨著高
齡人口占整體比重升高，這種人口紅利也逐漸衰減。且目前民眾對於
養育小孩的觀念已轉變成重質不重量，因此幼童的人數持續減少。這
種人口紅利最終將轉變成人口負擔 (population onus)，老年人口的照護
將成為社會經濟中社會福利的重擔。人口老化的負面衝擊，可由增加
已婚婦女參與勞動市場來抵消，老年人口的延後退休也可改善就業問
題。國際間的移民反應另一層面的人口發展，可減緩一個國家人口老
化的加速過程。
要減緩國家的人口老化問題，活化現存的人力資源，促進已婚婦
女及老年人口的勞動市場參與是相當重要的。從日本的就業實例來
看，日本透過在職訓練來使員工獲得公司需要的特定技術，在過去經
濟高度成長時期時相當有效，但在日本過去 20 多年的經濟停滯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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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成效不彰。而且人口老化及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需要更有彈性的勞
動市場，必需活化已婚婦女、老年人口及外國人等勞動力。東亞人口
快速老化的國家必需在人力資本形成上主動的投資才能伴隨經濟高
度成長。要減緩人口變遷的負面影響，要避免在勞動力的性別及年齡
上有所限制。在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下，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在社
會制度及雇用執行上有所改變。人口結構改變是好是壞，取決於勞動
市場及社會福利制度的彈性。
擔任評論人，來自亞銀的 Jay Menon 表示，在日本的勞動市場中，
需要改變的主要是日本的企業文化，日本企業過去一直實行的年功序
列及終身雇用等措施，在人口結構的改變及企業的國際競爭轉趨激烈
之下，必需隨之改變。此外日本過去對於外國專業人才在日本工作的
法律較為嚴格，使得國外的人才不易進入日本國內。

第四場次：利用良好的知識治理來傳播知識：新加
坡的離岸海事群聚
Thomas Menkhoff 在論文中提到由 OECD 國家向開發中國家的知識
或技術轉移，主要靠外國直接投資或工業化的出口等兩項，但為何知
識的傳播是具挑戰性的 ? 主要是因為知識或技術轉移仍隱藏著許多障
礙與知識陷阱 (knowledge trap)，即知識或技術轉移的過程中，接受技
術的一方並未完全了解技術，如接收的技術並不完整、進口技術時並
未包含維修的方法、雇用的技術人員未有效的接收技術及技術轉移
時並未要求技術人員隨同等問題。而新加坡則是利用策略性知識治
理來達到成功之道，新加坡利用知識群聚來做為學習型區域（learning

region），學習型區域所強調的是透過域區域內產業長期所累積的知識，
透過學習機制的建立及網絡的維繫，加速知識的傳遞與創新。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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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立知識聚集中心 (knowledge hub) 及卓越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來增加知識產業的進駐。

第五場次：跨國流動、移民及人力資本形成：亞太
地區之人力資本招募策略
Kangqing Zhang 首先提到國際上的移民規模持續成長，2010 年全球
的移民人數約為 2.15 億人，約占全球人數的 3.1%。而移民至其他國家
的地區以南亞為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則是佔第
三位。移民進入的地區則是以歐洲及中亞為最多，其次是北美地區，
第三位為中東及北非地區。在人力資本的流動方面，全球約有 2,600
萬的高技術移民，其中 26% 為 25 歲以上，從 1990 年至 2000 年間，高
技術移民的人數約成長 60%。
在吸引外國人才的人數方面，瑞士為全球第一位，新加坡為第二
位，美國則是第三位，其他國家或地區主要包含中東國家 ( 沙烏地阿
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 )、東亞國家 ( 日本、香港、中國 )、太平
洋國家 ( 澳洲、紐西蘭 ) 等，皆積極吸引國外的高技術移民。而這些
國家引進高技術移民的原因主要為人口結構的改變 ( 如日本 )、知識
密集之經濟體 ( 瑞士、日本、新加坡、美國 ) 及新興經濟體的人才需
求 ( 如中國 )。Kangqing Zhang 接著介紹企業在徵才方面所使用的策略，
主要分為雇用當地勞工、雇用外國勞工、至海外徵才及外包給外部人
員等四種。加拿大企業在徵才的實際情況，主要是透過競賽、就業博
覽會、海外徵才及人力仲介等管道。

第六場次：中國大陸產業轉型對人力資本之需求：
未來的挑戰
Du Yang 首先介紹中國大陸近期人力資本市場的改變，低技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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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薪資的上升，且企業缺工的情形嚴重，2011 年中國農工的平均月
薪資上升約 15%，這改變對於勞工而言是有利的，但是中國大陸做為
世界工廠，位於中國的企業必需面對快速成長的人力成本。雖然中國
與已開發國家的薪資水準仍然有差距，但是這個差距在過去數年內已
經減小。人力成長增加的預期，反應勞動力的不足，企業將會增加技
術的改變以節省人工。而相對於資金成本，人力成本相對較過去來得
高，公司的勞力密集部門將會利用資金來替代勞力，在整體經濟的表
現上將會是產業升級及經濟重組。同時公司技術的改變及資金替代勞
力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改變，當使用資金及技術增加之後，對於勞動
力已由量轉變為質的需求，也必需了解高品質的勞動力的特徵為何。

Du Yang 對中國大陸的現今的經濟情況及人力資本的需求提出數
個觀察重點，第一點是中國大陸經濟已通過路易斯轉折點 (lewis turning

point)，中國大陸需要何種人力資本來促進產業升級。第二點是中國
大陸的勞動市場在薪資成長之下已呈現缺工的狀態，企業需要利用雇
用或資遣員工來反應產品價格及產出的改變。第三點是若企業轉向需
求高技術人力，是否會對目前短缺低技術人力的中國大陸造成雇用上
的衝擊。

第七場次：印尼之人力資本與發展
Daniel Suryadarma 探討印尼之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著重在四個要
點，首先是印尼的人力資本概況，在量的層面由成人的平均受教比例
來評估人力資本，在質的層面再利用各種資料來評估技術種類，但成
人的平均受教比例具有長期的統計資料，但質的層面的資料較為有限
且較為零星。第二項則是印尼人力資本累積的主要來源，內部來源包
含公私部門在人力資本的投資，範圍由正式教育、在職教育到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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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外部資源包含由國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 的知
識外溢 (knowledge spillover) 所造成的人力資本累積。另一項外部人力資
本累積的來源則是國外教育，但本論文收集到的資訊有限，較難以評
估國外教育對於人力資本累積的影響，不過仍是未來值得研究的領
域。
第三項是探討人力資本與總體經濟及個體經濟成長的關係，在現
存的研究資料中，人力資本與經濟成長包含描述關係及因果關係，利
用現存與印尼相關的證據，並找出新的方向。第四項則是探討印尼在
改善人力資本上所遇到的挑戰，首要之務就是要改善印尼的教育水準。

第八場次：進退兩難：人力資本發展如何幫助東南
亞國家達到高所得水準
Harry Anthony Patrinos 從馬來西亞及泰國的情況來探討中等收入陷
阱 (middle-income trap) 的理論，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
家的每人平均收入達到中等水準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
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 GDP 為 1,000 美元的貧困陷阱 (poverty trap)
後，很快會進入 1,000 美元至 3,000 美元的起飛階段；但是到了人均

GDP 為 3,000 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所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
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點，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於經濟
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策略失誤或受外部衝擊，經濟增長回落
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中等收入陷阱」國
家有下列的特徵，包括經濟成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
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
金融體系脆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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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Anthony Patrinos 表示，若要逃離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剌激需
求及供給的各項因子，好的教育系統可以培養技術人力資本，馬來西
亞及泰國即是用教育來跨越此困境，但是馬來西亞及泰國仍缺乏足夠
的教育品質，有技術的勞工對於經濟成長是必要的條件，因此教育所
扮演的角色仍是相當重要。

結論
教育與經濟發展關係密切，教育對國家經濟成長有正向貢獻，而
教育則是人力資本累積的重要來源。人力資本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成
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實體資產的投資為經濟成長的骨架，人力資本
則是支持經濟成長的必要動力。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小學的基礎
教育較為重要，而對 OECD 國家而言，高等教育則是發展經濟的重要
基礎，但是當基礎教育已經普及化，高等教育支出的效果才會顯著，
進一步促成經濟的成長。
以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為例，我國在 1980 年代進行大規模的產
業轉型，由於我國教育體系的完整，使得職業學校及專科學校的技職
人才及大學以上的研究人才資源充足，能配合我國產業轉型的人才需
求，幫助我國的產業轉型成功，也帶動了我國現在高科技產業的蓬勃
發展。不過隨著貿易的自由化，使得我國經濟與全球的連結更加緊密，
因此產業的國際化已成為一股潮流，我國在人力資本的投資也要隨著
產業的變化及市場的需求而改變，維持充足的國內人力資本，提升人
力資本的品質，並培養人才與國際接軌，如此才能使我國的經濟具有
永續發展的動能。

（作者為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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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太平洋經濟展望之經濟結
構專家會議第二次會議紀實
王聖閔

PECC 日本委員會於 2012 年 9 月 21-22 日，在日本大阪舉辦太平洋
經濟展望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PEO) 之經濟結構專家會議 (STRUCTURE

SPECIALISTS MEETING) 第二次會議，本次會議的主題仍為太平洋區域貨
幣政策機制（Monetary Policy Regimes in the Pacific Region），但是根據 2012
年 3 月所發表之論文進行更深入的討論，由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代
表我國針對該主題發表論文，與會的經濟體包含澳洲、印尼、菲律賓、
中國大陸、韓國及我國共 6 個經濟體，另外亞洲發展銀行也派員參與
發表論文，日本 PECC 也邀請日本國內知名之經濟學家，共同對貨幣
政策機制進行討論。會議摘要如下：

引言主題：太平洋區域貨幣政策機制介紹
日本大阪大學高阪章 (Akira Kohsaka) 教授的引言首先提到 2012 年

3 月於大阪所舉辦的第一次會議的內容，首先簡介貨幣政策機制的
發展，接著是探討貨幣政策的目標：如控制通膨、產出缺口 (Output

gap)、匯率及資產價值等，接著提到貨幣政策傳導 (Policy transmission)，
包含全球金融全球連結議題及國內金融深化議題。最後則是討論貨幣
政策結果的評估，傳統智慧於貨幣政策的應用。
高阪教授於報告中，利用圖表的方式簡單介紹傳統貨幣政策之架
構，以政策目標來區分不同的政策架構，其中貨幣穩定的目標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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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通膨目標化及非傳統貨幣政策 ( 如量化寬鬆 ) 等兩種政策；在財
政穩定的目標下，則可分為逾期放款比率 ( 危機管理 ) 及總體審慎監
控政策 ( 危機預防 ) 等兩種政策。
接著對於貨幣政策機制的法理面及實際面來比較 ASEAN+3 各國及
新興拉丁美洲各國的貨幣政策。高阪教授引用伊藤 (Ito) 及河合 (Kawai)
於 2011 年發表的三難問題的評估，對於各國從 1986 年 -1990 年、1996
年 -2000 年及 2006 年 -2009 年等三個時期，來看各國的貨幣政策之變化。
高阪教授也提到由胡勝正院士在其論文中論述之 Taylor Rules 於新興市
場通膨目標化的回歸分析。接著提到目前各國貨幣的匯率穩定及外匯
干預，其中美元的有效匯率因其量化寬鬆政策而呈現下滑的趨勢，由
於熱錢湧入新興市場，使得亞洲貨幣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則
是呈現持升值的情況。
最後高阪教授則是提到金融中間現象，利用亞洲 8 個國家，我國、
日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中國等的股票市場資本、公
債及公司債等佔 GDP 之比重，來看各國在 1990 年到 2008 年間的資本
結構變化。

第一場次：東亞
亞洲發展銀行代表 Peter J. Morgan 首先提到東亞的貨幣政策架構在
過去 20 年內已穩定發展，主要是為了反應 1997 年 -1998 年的亞洲金融
風暴及 2007 年 -2009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亞洲金融風暴使得匯率的彈
性及信用政策架構受到重視，使得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增加，及更加注
重控制通膨的政策及更具彈性的匯率。而全球金融風暴則是使得系統
性財務風險及總體審慎監控等議題受到重視。由於新興經濟體的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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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之金融系統及不穩定之國際資本流動，將使得新興經濟體面臨新
的挑戰。
接著他同意總體監理措施及規定是維持金融穩定的關鍵，但是總
體監理政策並非所有系統性風險議題的解決方法，需要進一步討論如
何建構一個合適的資本制度，可以有較低的風險並較現行資本制度
可長期實行。Peter J. Morgan 表示過剩政策將不會持久，如流動性過剩、
資本解除管制、超額融資、承擔過剩風險等，我們必需開始考量經濟
體中長期的風險及挑戰，特別是亞洲國家。

第二場次：中國大陸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劉東民副研究員首先介紹
中國大陸之貨幣政策機制，由 1978 年 -1992 年的擴張期、1992 年 -1997
年 的 發 展 期、1998 年 -2001 年 的 改 革 期、2001 年 -2009 年 的 成 熟 期 及

2009 年至今的改革深化期。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主要分為金融穩定、
經濟成長、控制通膨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多重目標的決策，中國人民銀
行未來仍將維持多重目標決策的模式來實施貨幣政策。中國人民銀行
過去主要以經濟成長目標，但是目前對於以經濟成長目標的貨幣政策
持保留的態度。
目前中國大陸人民銀行有相當重要的任務：金融改革及開放，過
去 30 年中國大陸在經濟的改革及開放有明顯的成果，但是對於金融
市場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如匯率的自由化、利率的自由化、私有資
本導入金融產業、資本帳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等。而在貨幣政策傳導
機制方面，中國大陸與其他先進國家有相當的不同，如利率的控制、
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率、外匯存底等方面。由於爬行釘住匯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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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經常帳結餘造成中國大陸的外匯存底大幅增加，中國人民銀行則
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及存款準備率的方式來干預。
劉副研究員最後提出有些國家相信中國大陸已錯失其金融市場改
革及發展的最佳機會，他認同這個看法，但是他認為經濟改革並非理
論的計算，其存在著困難且不需要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案，僅需找出可
滿足的解決方案即可，只要中國大陸政府及中國人民銀行追求金融市
場改革及開放，中國大陸可建立一套完美之貨幣政策機制，並完成其
經濟轉型，成為一個有力的金融國家。

第三場次：澳洲
澳洲 Griffith 大學經濟學教授 Tony Makin 首先介紹通膨目標的貨幣
政策，目前全球有 26 個國家實施通膨目標的貨幣政策，
其中 9 個為 OECD
國家，17 個為新興市場國家。在過去的 20 年間，OECD 國家已成功的
利用貨幣政策來降低通膨，與過去的高通膨及波動相比，1~4% 已相
對穩定。通膨目標貨幣政策的特性為 (1) 公開宣佈中期通膨目標、(2)
物價穩定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其他的目標皆為次要、(3) 透過持
續性地提供資訊給市場及大眾來增加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透明度、(4)
對於中央銀行達到其通膨目標採取高問責 (High Accountability)。從澳洲
的經驗來看，澳洲在 1990 年初期的衰退後，在 1993 年開始實施通膨
目標的貨幣政策，其目標是在整個經濟循環中，維持 CPI 於 2~3% 之間。
由於通膨會對經濟造成數項影響，如企業的不穩定性、增加菜單
成本、造成借方及貸方的財富重新分配之套利等，因此澳洲實施通膨
目標的貨幣政策之情況如下：(1) 通膨目標為貨幣政策提供一致性及
透明、(2) 默認達到較低且穩定之通膨是可達成之最要貨幣政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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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銀行之可信度取決是否達到通膨目標、(4) 澳洲在通膨目標的貨
幣政策上已達成原本預期之目標、(5) 如同其他實施通膨目標的國家，
澳洲使用浮動之匯率，可讓中央銀行控制國內之貨幣流通及利率。

第四場次：韓國與中華台北
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 In Huh 研究員於報告中指出，目前韓國
央行控制資本流入的原因，首先是有四個擔憂：(1) 韓國的貨幣升值、

(2) 熱錢、(3) 大量的資本流入、(4) 失去貨幣自主性。在全球金融風暴
之後，新興經濟體都有突然資本逆轉 (Sudden Capital Reversal) 的經驗，
原本資本大量的流入新興經濟體，但是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後，資本被
大量的抽出，造成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急速貶值及貨幣流動性的問題。

IMF 建議新興市場在某些情況下，利用如總體審慎工具來進行資本管
制。資本管制可達到 (1) 減少淨流動的數量、(2) 使得貨幣政策更獨立、

(3) 變換資本流動的組成、(4) 減少實際匯率壓力。但是資本管制也會
帶來降低市場效率及增加管理成本的負面影響。
雖然資本管制是相當熱門的工具，但是其效用仍未明，在 2000
年後期，許多新興經濟體已開始導入資本管制，但是這些工具當時並
未如最近一樣的被完整的測試。In Huh 的論文評估韓國近期總體審慎
措施，從資本淨流動的數量是否減少及債券資本流動的組成是否已經
變換。接著從長期貸款、短期貸款及債券等三種不同的債務投資來分
析韓國的總體審慎措施。從數據的分析結果來看，限制外匯已達到其
目標，並減少短期債務的數量。「外匯限制」這個變數與短期債務及
債券投資呈現明顯的負相關，本研究的結果強調對金融部門結構或投
資人行為的了解。
胡勝正院士代表我國發表論文，首先介紹我國的貨幣政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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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初期，我國央行開始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直到 2000 年代初期
才真正實現自由資本流動。儘管已經鬆綁，但是數次的經濟危機仍限
制了自由資本流動，如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

2001 年的網路泡沫化、2003 年的 SARS 危機。我國央行在匯率大幅波動
的情況下，採取干預的策略的浮動匯率管理系統，而貨幣政策目標則
是維持 M2 的成長率在目標範圍中。
帶動我國外匯市場的自由化的動力，主要是由於 1980 年代後期
我國超額儲蓄及外匯存底的快速累積，使得新台幣急速升值，且形
成股市及房地產的泡沫。根據中央銀行法規定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
政策之目標為：(1) 促進金融安定 ( 物價安定 )、(2) 導向良好之銀行運
作、(3) 維持貨幣的內部及外部價格之穩定 ( 匯率 )、(4) 在達到上述目
標之下促進經濟發展 ( 經濟成長與失業率 )。而我國央行也使用中間
數量目標 (Intermediate Quantitative Target) 的方式，我國央行會在每年年
底時設定隔年之貨幣成長的目標範圍，基於通膨率、GDP 成長率及失
業率、匯率及其他指標 ( 如能源價格 )，2011 年所設定的 M2 成長範圍
為 2.5%~6.5%。
利用泰勒法則 (Taylor Rule) 及麥卡倫法則 (McCallum Rule)，在因實質
部門所造成的危機中，使用麥卡倫法則優於泰勒法則；在因金融部門
所造成的危機中，則使用泰勒法則優於麥卡倫法則。從我國央行的實
證來看，貨幣政策較傾向使用麥卡倫法則，雖然央行每年會設定隔年
之貨幣成長的目標範圍。但是由於央行較為積極降低匯率的波動，使
得央行看起來是在使用利率法則。

第五場次：印尼與菲律賓
印尼央行 Solkin M. Juhro 提到全球金融危機對於印尼國內金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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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總體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此時期不只傳統的貨幣政策，非傳
統的措施也同時實行，印尼採用寬鬆貨幣政策，將利率調整至超低水
準，接著美國則使用量化寬鬆政策。在市場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全
球的超額流動性造成外國資金大量流入新興市場，如印尼的低度開放
經濟體，面對多項挑戰，則需同時使用多種不同的政策。在全球金融
危機之後，由於印尼是一個較不開放的經濟體，貨幣政策上會面臨較
多的挑戰，因此在資本流入時，金融管理需有多項的功能。由於印尼
將物價穩定列為最主要之目標，在全球金融風暴時證明，僅維持低通
膨，而不維持金融穩定，是不足以達成總體經濟安定。對於低開放的
經濟體而言，外匯政策應該在通膨目標架構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菲律賓國家經濟發展局 Cayetano W. Paderanga 局長則是提到菲律賓
之貨幣政策機制，在 1983 年的經濟遲緩，造成銀根緊縮及經濟崩盤，
接著進入經濟重建的階段，經過經濟緩慢地恢復的失落十年。在亞洲
金融風暴時，菲律賓披索大幅貶值，造成國內物價上揚，但出口並
未受到影響。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也受到不良的資產影響，
因此整體金融市場呈現較保守的態度，對於貿易及出口皆有重大的影
響。Paderanga 分享菲律賓的經驗，採用固定匯率但犧牲經濟成長，因
為政策沒有彈性，造成數次的危機，採用財政支出增加政策的比重高
於貨幣政策。最後 Paderanga 提到菲律賓使用通膨目標政策的經驗，有
不錯的成效，但造成貨幣升值。

結論
在綜合討論與總結方面，一個開放型經濟體追求的政策目標
包括「匯率穩定」(exchange rate stability)、「資本自由移動」(free capital

movement) 與「貨幣政策自主性」(monetary policy autonomy)，為了達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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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政策目標，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
與資本管制。但是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至多只能得到這三個政策目標
中的兩個，不可能同時達到三個政策目標，因此這個情況被稱為「三
難困局」(the trilemma)。
誠如胡勝正院士在其論文中所提到，我國中央銀行積極開放自由
資本流動，目前也已達到資本自由流動的目標。我國央行為避免外匯
的大幅波動造成國內經濟的不穩定，因此藉由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
率穩定。但是從 2008 年所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美國為刺激經
濟復甦，因此美國聯準會長期維持低利率，並實施了數次的貨幣量化
寬鬆 (Quantitative easing) 政策，大量購買美國公債來增加市場的貨幣供
給及貨幣流通性，並透過扭轉操作 (Operation Twist) ，聯準會調整持有
的公債投資組合，以出售短期公債，同時買進長期公債的策略，以壓
低長期利率。2012 年 9 月 14 日，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 宣
佈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0-0.25% 的超低利率的維持期限將延長到

2015 年中，並從 9 月 15 日開始推出進一步量化寬鬆政策 (QE3)，每月
採購 400 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 (MBS)。不過在更多貨幣注入市
場之下，恐將造成熱錢持續流向新興國家市場，國際原物料價格也持
續上升。我國央行對於新一波的外資進入國內也採取審慎觀察的態
度，並且應更加重視總體面審慎監理（Macro prudential surveillance）以
維持金融體系的制度面與總體經濟成長的相互平穩關係，以避免因貨
幣的大量流動而影響經濟平穩之成長。

（作者為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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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
研討會紀實
王聖閔

CTPECC 於 2012 年 10 月 4-5 日，在台北舉辦第二十七屆太平洋經濟
共同體研討會 (The 27th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Seminar)，會議的主題為
區域經濟整合檢視與展望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view and Outlook)，
討論的內容主要包含「亞太及東亞地區之區域經濟整合發展檢視

(Overview of REI Development in Asia-Pacific and East Asia)」及「TPP vs. ASEAN plus N
(or RCEP)」等兩大主題，邀請到日本、美國、澳洲、紐西蘭、中國、香港、
新加坡等經濟體之專家學者，分享並交換區域經濟整合之相關之意
見。並於 10 月 5 日於台灣經濟研究院召開圓桌會議閉門會議，討論
「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兩個軌道：ASEAN++ 和 TPP」及「中華台北的
參與」兩個主題。會議摘要如下：

開幕場次
台灣經濟研究院的洪德生院長首先致詞歡迎各經濟體的代表，亞
太地區最近的經濟及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中，希望能在研討會中，找
出以區域整合為手段來改善市場機制。並歡迎國際學者專家能分享區
域整合相關議題的經驗及研究成果。
接著由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徐詠梅副司長致歡迎詞，首先感謝與會
的代表及主辦單位。在現今情勢下，區域整合對於經濟繁榮具有重大
意義。相較於其他地區，亞太地區為全球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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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需要合作來克服相關的挑戰。如 FTAAP、TPP、ASEAN++ 等經濟合作
的倡議可互補，並可獲得一致的努力並相互幫忙。中華台北致力於區
域及全球的經濟繁榮，且相信這次的研討會能提供給執政者珍貴的建
議。
最後由來自加拿大的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 Don Campbell
進行開幕致詞，他期待本次會議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檢視，及對未來發
展的討論。他對近來經濟不確定的局勢下，各國採取保護措施的趨勢
表達關切。他強調深化經濟整合將帶動經濟成長，未來的挑戰在於如
何找到可行途徑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最近雙邊及次區
域協定的擴散是自由貿易的進展主軸。目前 TPP 及 ASEAN++ 之間的討
論聚焦於兩者間是否具有互補或是競合關係，同時也著重調解已開發
及發展中經濟體的各類訴求。他期待研討會將針對現在我們擁有清楚
的目標，但卻不清楚前進道路的局勢，提供寶貴的資訊、意見及啟發。

第一場次：亞太和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發展之檢視
第一場次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主席洪德生
博士主持，首先由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 Shujiro Urata 發表「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East Asia: Convergence toward a Region-wide FTA」為主題之論文，
Urata 教授表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擴散可能會導致貿易成本的增加，
並可能減少貿易總額，因此各國正加快簽署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腳
步，以避免意大利麵碗效應。東亞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特點是涵蓋
範圍廣，包括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以及經濟合作等。各 APEC
經濟體對自由貿易協定的利用有顯著的不同，但大致而言皆是逐漸增
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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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是 由 紐 西 蘭 奧 克 蘭 大 學 教 授 Robert Scollay 發 表「REI

Development in Asia-Pacific and East Asia: State of Play and Issues for TPP」為主題
之論文，Robert Scollay 教授認為，APEC 將繼續致力於亞太自由貿易區，
此目標的實現有賴於 RCEP 和 TPP 兩者最終必須聚合。TPP 採用傳統的
談判方式，期待在單一承諾的基礎上建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但
面臨該如何與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調和的難題。TPP 參與國正面臨的
重要挑戰在於如何區分最佳做法的建議，以及從重商主義利益出發
的談判語言；捍衛包括健康及環境等敏感議題的國內政策程序的完整
性；採納並調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和需要，避免採取不恰當的「通
體適用」做法，以及未來提升或阻止參與成員增加，包括中國大陸，
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預先作好準備。
與談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澳洲委員會（AUSPECC）主席 Ian

Buchanan 指出亞洲是一個地理區域的概念，具地緣政治意涵，屬於全
球化與去殖民地化風潮下的副產品。在區域內的去殖民化，建立了獨
立的民族國家，而每個國家採取不同的經濟戰略。在全球化趨勢下，
意識形態及科技的冷戰則創造了成長的基礎。
與談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新加坡委員會（SINCPEC）主席陳
企業則是指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不太可能在近期實現，而 TPP 已經因
政治意圖瀰漫而蒙上陰影。日本提出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CEPEA），
。美國在亞洲應該扮演
而中國大陸正熱衷於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
更積極的經濟角色，則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力將自然浮現。
與談人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前執行長詹滿容表示區域整合對
經濟和政治、
軍事方面皆具影響力。亞洲應該學習歐盟和美國的經驗，
並檢討相關的制度安排，以避免重複犯相同的錯誤，並應超越舊的思
維定式、運作模式和措施，以尋找一個創造非零和賽局的均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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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TPP vs. 東協 +N（RCEP）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義大利波隆那分校 Michael G. Plummer 教授首先
發表「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ian Track, and Effects on Non-Partners」為主
題之文章，文中指出最近區域主義的發展趨勢一直是國際商業政策方
面最重要的面向，因為亞洲 / 亞洲太平洋區域是世界經濟重要的參與
者。到目前為止，這種區域主義的發展趨勢對亞洲的影響是正面的，
特別是對東協而言。由於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較為容易，所以在此
風潮中居於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對非參與的夥伴而言，由於貿易及
投資轉移，優惠待遇的侵蝕，以及潛在的境內歧視（Behind-the-Border

Discrimination）等，影響通常是負面的。一個針對 24 個地區、18 個行
業的模擬研究顯示，中華台北由於被排除在經濟整合的風潮外，將付
出昂貴的代價。相對而言，歐盟雖受到負面影響，但程度較為輕微。
對非合作的夥伴而言，影響也可能是正面的，如美國和歐盟與亞洲的
經濟合作。
上海財經大學陳波教授則發表「亞太經濟整合及市場整合帶來的
潛在優勢：1990-2009 年的 17 個經濟體」為主題之文章，文中指出綜合
經濟整合指數顯示經濟成長的趨勢緩慢，這說明經濟整合是合理且必
要的，但迄今的進展並未令人滿意。香港和新加坡參與區域經濟整合
程度最高，而美國和中國大陸則是最低。2009 年經濟整合的程度高過

1990 年，但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造成各經濟體轉趨重視國內市場，對
貿易採取更為保護的態度，因此阻礙了經濟整合的進程。研究收集的
數據並未顯示令人滿意且持續的經濟整合，但 TPP 與東協 +N 兩者因
可能有助於降低貿易障礙，而將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與談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HKCPEC）張仁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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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東協 +N 的合作機制具有發展快速、範圍大、面向多、層次多，
以及開放包容的夥伴關係等特色。TPP 預期將與東協 + N 共存。中國
大陸因被排除在 TPP 外，預期將受到負面影響，此意味著中國大陸最
終將不得不參加 TPP。
與談人澳洲國立大學 Shiro Armstrong 教授認同推動杜哈回合談判
和開放的地區主義的重要性，並認同歐盟、中華台北和印度被排除在
這個過程中所感到的憂慮。他指出，整合是否可為，以及這些方式是
否將有助於中美之間的貿易及商務活動依然是未知數。
與談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吳玲君副研究員指出這兩份報
告已經證明區域整合的趨勢沒有回頭路。東協 +N 和 TPP 兩者可能按
照本身對區域內既有貿易倡議，或秩序之反應方式，競相推動區域整
合。開放的區域主義將會是我們所需，而各路線之間的競爭亦有助推
動進展。

閉幕場次
由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共同主席 Don Campbell 主持，討論主題的
主題包含 (1) 區域經濟體再推動區域經濟整合的角色、(2) 對參與或非
參與過程利害關係人的潛在機會與挑戰、(3) 因應未來區域經濟整合
發展，區域架構和制度重組的變革。
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韓國委員會（KOPEC）主席 Wook Chae 認為，
如果秉持最初的原則，TPP 和 RCEP 都將有利於區域內經濟體，雖然仍
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完成區域的整合。TPP 標準過高並甚具野心，但 RCEP
也有其自身面臨的挑戰。就目前而言，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仍會積極進
行。除了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經濟整合，貿易和投資便捷化有賴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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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的努力，推動程序並減少對非參與者的影響。
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山澤逸平 (Ippei Yamazawa) 指出，由於狹隘
的民族主義使領土爭端惡化中日韓的關係，因此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
結果將被推遲。日本應當將案件提交國際法院尋求法律解決方案，同
時呼籲中國大陸和韓國針對兩島周圍漁業資源的共同利用和保護，展
開初步協議的談判。TPP 談判由於美國總統大選被推遲，而 RCEP 將如
期從 11 月起展開談判，到 2015 年結束。在支持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
我們應該推廣 APEC，鼓勵 APEC 各會員體注意新的 APEC IAP（個別行動
計畫）過程。TPP 和 RCEP 都將從前方拉動亞太區的經濟整合，而 APEC
的個別行動計畫過程將從後面推動。
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Hank Lim 認為在區域架構和制
度建立方面，新加坡可以作為一種催化劑，不一定是主持人。新加坡
在多邊貿易體制的參與非常積極，也致力與現行多邊框架相容的高品
質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支持 TPP 的倡議，因為它符合追求高標
準的國家政策。新加坡也支持東協倡議的 RCEP。中日韓和 RCEP 可發
揮協調的角色，提供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動力。新加坡不玩弄的政治
和策略手法，而專注於追求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經濟利益，並敦促東
亞國家尋求國際法院解決領土爭端。
國安會副秘書長鄧振中強調，區域經濟整合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中華台北將竭誠支持並積極參與所有相關的倡議，並對杜哈回合談判
抱持希望。中華台北的目標是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其當前工作
的重點是確保其政策促進自由化的進程，落實提升競爭力的措施已對
區域經濟整合做好準備，並且在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提供安全網以
保護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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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全球經濟呈現疲弱，其中歐美市場的復甦仍有長路要走，亞洲
新興市場成為經濟成長的潛在動能。東協市場在全球經濟受到金融
風暴及歐債危機衝擊下，更加強市場對其未來內需市場成長的期待。
東協十國之中，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在國民所得持續成長之下，
內需市場已成為鄰近以出口導向的國家，如我國、中國、韓國、日本
等積極佈局的市場。如何在能利用 ASEAN++ 及美國主導的 TPP 等區域
整合機制，為我國在亞太區城中找尋經濟優勢，已成為我國刻不容緩
的課題。

（作者為CTPECC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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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RIETI-TIER-KIET 三方智
庫研討會：「Toward Building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研討會紀實
邱奕宏

緒論
由台灣經濟研究院 (TIER)、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 (RIETI) 與韓國產
業研究所 (KIET) 所共同組成的三方智庫年度研討會，於今 (2012) 年邁
入第三屆，並於 2012 年 11 月 12~14 日於 RIETI 東京所在地的日本經濟
產業省 (METI)[ 相當於我國經濟部 ] 的別館舉行。今年的會議主題為
「邁向建立亞洲新興生產網絡」(Toward Building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分別由三個智庫的研究人員就三個子題發表六篇論文。
我國由 CTPECC 洪董事長德生率領，由台灣經濟研究院龔副院長
明鑫、CTPECC 邱秘書長達生及台經院邱副研究員奕宏共同與會，發
表兩篇論文，闡述我方對亞洲新興生產網絡的看法，並於會中與其他
兩國智庫學者就共同關切之議題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流與深入的討論。
以下就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與會中討論情況，與之後對日本中小企業
的參訪，進行摘要與重點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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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日本大地震對亞洲產業鏈的影響
會議第一天首先由 RIETI 所長藤田昌久 (Masahisa FUJITA)，就 311 東
日本大地震對日本整體生產鏈的影響進行專題演說。藤田所長指出，
發生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達芮氏規模九級的東日本大地震不僅造成

18,200 的人命損失，也導致高達 2,000 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更重要
的是此次地震導致亞洲生產供應鏈的斷裂，不僅重創日本全國，亦撼
動東亞及全球經濟，特別是在汽車製造業及電子機械業方面。
他指出，由於快速的貿易及投資之全球化與地區產業群聚化

(agglomeration) 效應，使得產業供應鏈一方面變得更有效率，但另一方
面也越容易受到天然災害的衝擊。在追求規模經濟與低廉運輸成本的
驅動下，導致產業群聚化的快速發展。在追求效率的動機下，需要眾
多零件的汽車業與電子機械業將產業供應鏈跨越整個東亞，而致使
東日本大地震從原本對日本的衝擊擴大成為對整個產業供應鏈的跨
國影響。2011 年底的泰國洪災亦同樣地對日本在泰國設廠的汽車與電
子企業造成重大的影響，不僅導致這些產業在當時之生產急遽下滑，
亦連帶對日本企業對全球海外市場的產品供給造成衝擊。換言之，在
當今全球生產供應鏈緊密連結的狀態下，世界沒有一處是可免於風險
的。
藤田所長提出四種途徑來提升全球供應鏈的復原能力 (resilience)：
第一、透過個別企業的努力；第二、透過相關企業的團體合作之努力；
第三、經由區域 / 國家政府間的合作；第四、透過國際合作，例如經
由設置共同基金 (common fund) 在兩個國家間建立相互備用系統 (mutual

backu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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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 生產網絡與風險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isks)
此場次由 RIETI 齊藤有希子 (Yukiko SAITO) 研究員與 CTPECC 邱達
生秘書長分別就「The Impact of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on Companies

in the Non-affected Areas」與「Improving the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Risk
Sharing and Cost Down」進行報告。齊藤研究員之研究在透過網絡分析
(network analysis) 來探討東日本大地震對於日本企業在未受到地震影響
地區的衝擊。該研究指出，由於日本企業之競爭力來自於上中下游間
生產供應鏈緊密連結的特性，而使得此類生產鏈面臨諸如東日本大地
震之大型天然災害時顯得特別脆弱。該研究檢視超過 80 萬家日本企
業 ( 包含中小企業 ) 的交易資料，探討該次地震對於非地震災區之企
業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許多在非災區的企業仍直接或間接地經由供
應鏈的連結而受到負面衝擊。
另一方面，邱秘書長的論文指出，在當前全球經濟中，生產網絡
的快速擴張呈現穩健的成長。急速進步的產業科技使得產業價值鏈得
以進行細部的垂直分工，此一生產鏈的分工有助於效率的提升與成本
的下降。由於當前的生產網絡與供應鏈是由國際貿易及相關經濟活動
所驅動，在風險分擔與降低成本的考量下，如何強化及改進在區域層
次的生產網絡成為首要之務。目前構成東亞生產網絡的主要國家包括
台、日、韓、中等，由於生產網絡的緊密連結，使得在任何一地發
生的災害都將可能對整個供應鏈造成重大衝擊。2011 年的東日本大地
震即是一例，邱秘書長發現東亞四國 ( 台、日、韓、中 ) 的工業生產

(industrial production, IP) 改變比率與實質 GDP 成長率一致在 2011 年同步
下滑，凸顯該次震災經由供應鏈連結而對整體區域經濟造成一致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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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及降低成本 (cost down) 將成為首要目標。
為達成上述目標，邱秘書長提出在區域層次上應透過深化區域經
濟整合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I) 或利用既有如 APEC 的跨政府經
濟平台來改進生產網絡。但在區域層次，協調成員的不同利益是主軸
重點。另外，在個別經濟體層次上，則可透過提升研發 (R&D) 與鼓勵
中小企業來改進生產網絡，而政府則必須扮演主導的角色來達成上述
目的。

第二場次 新生產網絡的挑戰 (Challenges in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該 場 次 由 KIET 的 Jang, Yoon-Jong 研 究 員 與 台 經 院 的 龔 明 鑫 副
院長與邱奕宏副研究員分別就「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Korean

Firm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lectronics and Automobiles Industries」
與「Taiwa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Framework of Production

Network」進行發表。
Jang 研究員的論文在探討韓國出口結構的改變及急速增加的對外
直接投資，並比較韓國電子業與汽車業在海外生產之相同與歧異之
處。該文運用韓國產業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並指出，韓國電子業的跨國
企業明顯與韓國汽車業的跨國公司有著明顯不同的特性，相同之處僅
有在兩者於原料取得部分皆是以當地或全球採購為主，而自韓國國內
取得則居次。該文認為韓國汽車業的跨國公司可被定義為「多重國內」

(multi-domestic) 取向並與母國具備雙邊連結，但韓國電子業的跨國公司
則是展現其全球導向及降低成本的取向。
此外，該文也指出，中國大陸具備自我滿足 (self-fulfilling) 原料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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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與銷售的特性，且中國大陸也逐漸成為韓國市場的重要原料採購地
點，並在亞洲國家中向外採購的比率最低，凸顯其企業逐漸增強的競
爭力。相較於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各自具備高區域內貿易比率的特
性，亞洲所呈現的似乎是更加全球化導向，特別是因為美國與歐盟是
亞洲區域的主要市場。由於亞洲市場，特別是中國大陸市場的逐漸崛
起，這使得韓國企業集中在中國大陸投資。
然而，由於近來中國大陸的工資上漲，這使得以降低成本為考量
的韓國企業開始轉向其他亞洲國家投資，例如一些韓國電子廠商與汽
車企業已轉向越南投資。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政府擬訂由其國內市
場帶領的成長策略，使得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韓國廠商轉而向其他亞洲
地區進行布局，以朝全球市場邁進，此也促使韓國政府在未來將更為
關切韓國企業的海外生產，及如何創造讓韓國與亞洲區域雙贏的成長
策略。
另外，龔副院長與邱副研究員的論文主旨在探討台灣在亞洲新興
生產網絡下的挑戰與機會。該文指出以往學者多運用「雁行理論」來
解釋由日本帶領、進而由亞洲四小龍、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大陸跟隨其
後的亞洲產業分工模式。然而，該模式在 2000 年以後逐漸受到挑戰。
自 2000 年後，以往由日本及亞洲四小龍與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進
行三角貿易，再將成品運往美歐日先進國家的模式，隨著日本與亞洲
四小龍的企業對中國及東南亞大舉的投資，使得渠等之技術與製造能
力獲得增長，致使原先的三角貿易模式轉而成為三角貿易與中間財相
互供給的模式。
然而，前述模式在經歷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與 2011 年的東日
本大地震，由於下列四點因素造成進一步轉變。首先是新興市場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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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基地轉型成為消費市場，其次為美國等先進國家的再工業化政
策，第三則是中國對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中間財需求逐漸降低，第四
則是日本企業受到震災的影響及分擔風險因素的考量開始向外遷移。
上述因素導致全球生產鏈開始發生位移，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由於自
貿條約的簽訂及各自製造能力的提升，逐漸可相互供給中間財，導致
對日本及台韓的中間財需求減少。此外，歐美市場受到景氣不振與歐
債危機的影響而降低消費需求。相對地，中國及新興市場的消費能量
則呈現急遽的成長，導致生產鏈的終端消費市場方向產生改變。再者，
中國大陸對非洲與拉美國家原物料需求的上揚，亦代表著其製造能力
的增強及對台韓之中間財需求的下降。這些跡象使得依賴中間財輸出
及從事代工製造（OEM）與代工設計 (ODM) 的台灣產業出現了被邊緣
化的危險。
為避免台灣產業遭遇邊緣化，該文指出台灣一方面必須強化在西
太平洋的生產網絡整合，以進軍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則必須與美日跨
國企業合作來進軍快速成長的亞洲市場。台灣產業的機會在於發展
有關消費與服務市場、科技與產業整合及產業結構的轉型。目前台
灣政府的策略是積極進行與中國大陸的 ECFA 服務業談判、重新恢復
與美國的 TIFA 談判，並藉由與日本已簽訂之台日投資保障協定與開
放天空條約以強化多重雙邊關係。此外，台灣政府也以推動「三業
四化」政策來厚植台灣產業競爭力，並積極提倡「中堅企業」（hidden

champions）的策略來扶助具潛力的中小企業成為未來台灣產業發展與
出口的明日之星。

第三場次 生產網絡與貿易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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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場次是由 KIET 的 YU, Jinkeun 資深研究員與 RIETI 的佐藤仁志

(Hitoshi SATO) 研究員分別就「Intra-regional Trade of Parts and Materials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Kore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與「Economic Globalization
& Fluctuations: How does trade induce output co-movement?」進行報告。
YU 研究員的論文在探討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間的零件與物料
（part & material, P&M）的貿易關係是否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發生改
變。傳統上這三國的貿易關係是由日韓向中國大陸輸出中間財，再由
中國向美歐國家輸出最終消費財。經該文的統計研究分析指出，就零
件與物料貿易層面，韓國對中國大陸輸出呈現增加的趨勢，日本則相
反地對中國大陸輸出呈現減少，而日本對韓國的輸出亦呈現下滑的趨
勢。這現象凸顯的韓國對中國的依賴增加、對日本依賴下滑，與中國
大陸對日本依賴的減少。
此外，YU 研究員亦發現，韓國企業對中國企業的比較利益在下
降中，雖然其仍在零件部分對中國企業具備優勢。而日本企業則持續
對韓國與中國企業具比較優勢，且韓國企業在電腦與辦公室設備零件
項目對中日皆逐漸喪失競爭優勢。再者，關於產業內貿易部分，中韓
在產業內的零件貿易於金融海嘯後仍持續增長，日韓的產業內零件貿
易則是在電子零件項目最為緊密，並在運輸設備零件項目持續增長。
中日則是在物料的產業內貿易持續增長，但在金融危機後則於零件項
目的產業內貿易呈現下滑的趨勢。作者認為未來的研究方向應著眼於
分析決定零件與物料之貿易流動的關鍵因素。
其次，由佐藤研究員報告的論文指出，近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東
日本大地震、泰國水災及中國大陸的反日運動等事件皆指出由於跨國
生產鏈的緊密連結，致使上述事件會對生產鏈造成劇烈波動 (vola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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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並導致跨越國境的同步運動 (co-movement across border)。該文
主旨在利用 OECD 的統計資料來檢視國家間實質產出 (real output) 的關
聯性，也即是產出同步化 (output synchronization) 的效應。
該文利用 1988 年第一季至 2011 年第四季的實質 GDP 資料及年度
兩國間的雙邊貿易資料 ( 細分為中間財、消費財及資本財 )，分為四
個相同的時期，共包含 27 國 (19 個已開發國家、8 個開發中國家 ) 來
進行統計分析。該文發現雙邊貿易強度 (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 BTI) 對兩
國 GDP 的同步化有正面影響，但中間財貿易的係數小於其他兩項貨
品貿易。此外，產業內貿易也傾向於導致產出同步化的發生，但資本
財對於兩國間產出同步化的重要性大於中間財的影響。因此，該文認
為由於需求衝擊較容易跨越國境的特性，致使貿易會導致產出同步化
的效應。

日本東京都大田區之中小企業訪問
在歷經一日熱烈的學術會議討論後，RIETI 安排在次日（14 日）
上午由該所之國際交流部長上野透 (UENO, Tooru) 及日本經濟產業省
經濟產業政策局新規產業室調整官 ( 即主任 ) 石井芳明博士 (Dr. ISHII,

Yoshi) 的率領下，帶領與會人員至東京都之大田區 (Ota District)，對當
地三家日本中小企業進行半天的參訪行程。
首先，石井博士指出在日本全國內有數個中小企業聚集的工業
城市來支持日本的製造業，而位於東京都會區附近且比鄰羽田國際
機場的大田區即是其中之一。該區人口共有近七十萬人，並聚集超
過四千家以機械 (34%) 與金屬加工業 (21%) 為主的中小企業。此區的
中小企業之規模約有 50% 是在三人以下，32% 企業的雇用人數是在

4-9 人。這些中小企業先前與日本大企業有著緊密的合作聯繫，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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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以降，這些中小企業的型態開始發生改變，有些成功轉型為
具有高科技與技術優勢、或居於研發網絡樞紐而具高度競爭力的中
堅企業。另外，有些中小企業則因日本大企業的海外遷移而逐漸喪
失原有的合作關係，而仍處掙扎狀態。該日參訪的三家日本中小企業，
其重點如下：

小松ばね工業株式會社 (KOMATSU Spring，小松彈簧工
業)
成立於 1941 年，員工人數共 120 人，專精於設計、生產及製造各
種用途的彈簧。主要客源為日本企業，並提供客製化的彈簧的設計、
製成與生產。該公司在日本本土有三家工廠，並在印尼設置一家海外
工廠。該企業製造彈簧的工藝技術為全球首屈一指，曾獲得多次日本
政府獎勵表揚，是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日本之中堅企業的典範。

株式會社加藤研磨製作所
該企業位於大田區政府在 2008 年設置之テクノ FRONT 森ヶ崎

(Techno Front，即工業區大樓 ) 中，專門從事冶金製造及各種金屬的研
削加工。該公司建立於 1954 年，目前員工共 48 名，主要客源來自於
日本國內企業。該企業在金屬冶製研削方面具備世界一流的專精技
術，亦為日本中小企業中極具競爭力的代表之一。

イービーエム株式會社 (Engineering Based Medicine, EBM)
該企業成立於 2006 年，亦位於前述之工業區大樓中，從事製作
外科手術訓練之相關器材、醫學或科學相關之材料設備及文件的交
易、手術技能評估之服務、及螢光粒子 (fluorescent particles) 的生產與銷
售等。該企業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有著密切的建教合作，為日本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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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從事高科技製造與研發的標竿企業之一。

會議及參訪之收獲與心得
此次會議與參訪除有助於台日韓三國智庫就亞洲生產鏈議題進行
意見交流外，我方亦在對日本中小企業的參訪行程，對日本政府對其
中小企業之周全的協助輔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數點就此行之
收獲與心得依序說明。

( 一 ) 亞洲生產供應鏈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及日本 311 地震後的發展新
趨勢值得後續密切觀察。研討會中諸多論文指出亞洲生產鏈在
歷經前述事件後已然發生轉變，由於我國位居亞洲產業鏈中的
重要一環，無論是金融海嘯所導致歐美市場的需求下降、或是
由日本地震所引發之對我國上游關鍵技術零組件供給的短缺，
都會對我國產業造成深刻衝擊。此外，諸如新興市場的崛起、
日本產業外移、或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製造技術能力的提升，
亦將對我國目前居於產業鏈中端、以提供中間財的角色帶來挑
戰。因此，我國政府宜審慎研判本區產業鏈當前與未來的發展
走向，並妥適擬訂因應策略，除以避免我國產業遭受邊緣化危
險外，並進而可促進我國的產業轉型，以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 二 ) 我國需深化對我國產業風險分散與緊急應變能力之相關能力建
構的研究。本次會議多篇論文指出，基於降低成本所帶動的跨
國投資與貿易，使得當前亞洲的產業供應鏈，透過產品的跨國
分工製造而形成緊密的連結。然而，此一追求生產效益的緊密
製造網絡也導致了風險的跨國擴散，因而致使如何增進各國產
業對發生在國境外之不預期的生產衝擊之緊急應變能力，成為
各國政府必須思考的首要項目。除了企業個別層面的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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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構與強化外，如何透過深化區域經濟的整合及公部門間政
策協力與產業資訊的合作與流通分享，亦應是我國政府所必須
思考的方向。

( 三 ) 我方應強化台日韓三方的政府合作，以強化產業之緊急應變能
力。鑒於台日韓三方在東亞生產鏈上緊密依存的連結關係，任
何一方發生對生產衝擊的不預期災害，皆將對其他國家的產業
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台日韓三方政府宜強化彼此間的供應鏈
互補與資訊分享機制，以便當任何一方遭遇到不預期災害時，
能透過鄰近國家之合作機制的啟動，來減少對整個產業供應鏈
的衝擊，以儘速恢復生產鏈的供應能力，減少所有相關企業的
損失。

( 四 ) 我國應效法日本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扶助與支持，以培育我
國中小企業成為具世界頂尖技術的實力，以落實中堅企業的目
標。日本政府長年致力培育日本中小企業，其成果在此次對日
本中小企業的參訪中獲得印證。諸如東京都大田區政府專為中
小企業規劃的工業大樓，廠區規劃整潔明亮寬敞，各種周邊服
務措施完善健全，並有專職的公務員在鄰近的中小企業商品展
示中心就近負責協助中小企業尋找海外客戶、提供金融貸款、
擬訂產品策略等服務。這些整體配套得宜的中小企業扶助政策
相當值得我國政府借鏡與學習。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第三屆 RIETI-TIER-KIET 三方智庫研討會：「Toward Building Ne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研討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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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整合與經貿協定發展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蘇宏達

一、前言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以及後來的歐債危機，
一直是世人關注的焦點。同一期間，亞洲區域整合，或精準點說，亞
洲的整合「體」們正迅速進展。步入千禧年的第一個十年間，在不同
策略架構安排下進行的亞洲區域整合機制正在萌興，而這些不同策略
架構安排間的競爭，也在金融海嘯，以及美國歐巴馬政府對亞洲政策
更加積極的背景之下，中國大陸日漸崛起的態勢，而更加白熱化。
為了比較這些不同亞洲整合策略架構安排，並評價其區域政治意
涵，首先筆者將回顧亞洲地區四個互相競爭的區域整合途徑，再接著
分析區域整合上的理論爭辯。基於實證比較和理論探究，我將比較和
評價亞洲地區的四個區域整合途徑，以及其各自對亞洲未來的影響，
最後作一總結。

二、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對經濟學者而言，區域主義可能是指「設計以便利貨品與服務自
由流通，並協調同一地理區域國家間經濟政策的制度性安排」，而對
於政治學者來說，則可能是發展成一個區域性政體前的任何「縱向和
橫向制度化」區域合作。由於亞洲地區目前並無建立超國家或聯邦政
體的整合計畫，本文中我定義區域主義為「奠基在政府間，以促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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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易區的創建、單一市場、政策合作、以及締約國和經濟實體間形
成共通制度為目的之任何制度性作為」
。
亞洲整合的討論出現於 1960 年代中期的國際情勢背景之下：顯
然受到歐洲整合的啟發，一些日本產業和政治的領導者開始倡議亞洲
和

或太平洋的親美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太

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的設立，代表了日本發起的整合計畫的成功不過
也同時限制了日本發起的區域經濟整合計畫。日本由於二戰軍國主義
的過往所限，及明治維新以來向西方靠攏的強烈渴望與欠缺美國的支
持，即使在其經濟實力無止境成長的年代，日本在領導亞洲整合上並
1

無法取得相應的成功。

從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澳洲開始取得亞太區域整合
的主導地位，美國並大抵支持。亞太經貿合作會議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便是一個典型的以澳洲為首的區域整合計畫，而 APEC
領袖高峰會的舉行，即是美國領導與

或涵納區域整合計畫的堅定宣

示。

1997 年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之 後， 日 本 提 議 在 亞 洲 開 發 銀 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的架構中，設立亞洲貨幣基金來作為區域貨幣
機制。而東協則決定建立自由貿易區，並於 1990 年代間增加會員國。
到 1990 年代末期，亞太地區形成 APEC 由美國與澳洲雙元領導，ADB
由美國日本兩國主導，而東協則與前兩者競爭亞洲整合領導地位的局
面。千禧年後，中國大陸的崛起急遽加速，使得亞洲整合的競逐局面
2

再次重組 ；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以及 2009 年美國在歐巴馬主政後
1. Endo, K. (2002). The Securit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East Asia and Western
Europe. in Christopher M. Dent and David W.F. Huang (eds.),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Learning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p. 226-242.
2. Economy, E. (2005).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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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亞洲政策再平衡策略，則使得亞洲區域主義之間的競爭更加複雜。
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區域主義

在所謂「開放性區域主義」的推力下，APEC 旨在創建一個組織
較為鬆散的工業產品自由貿易經濟區以及一個政治性的論壇。直到

2009 年的新加坡高峰會，APEC 的領導人才同意指定一個三年任期的執
行長（首任執行長為馬來西亞籍的 Muhamad Noor Yacob），結束了 20 年
3

以來的輪流制度。 由於 APEC 跨太平洋的本質可以涵括亞洲各國並避
4

免任何不包括美國在內的亞洲區域整合，所以對美國相當有利。
相對於亞洲在 1990 年代中期興起的區域整合和 APEC 茂物目標的
緩慢進展，美國、澳洲先是在 APEC 內部倡議「開路者機制」，允許會
員體在某些限定領域中進行次整合。在這樣的次整合計畫的想法下，
美國與澳洲企圖鞏固傾向自由貿易與親美的國家在 APEC 中居於主導
5

集團。

2008、2009 年之交，美澳策略改變，宣布將開始進行協商加入跨
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TPP 原由新加坡、紐
西蘭、智利、汶萊等四國於 2005 年簽訂，旨在創設一個高於茂物目標（即
所謂「高品質」
）的自由貿易協定。根據 TPP 條文，締約國應於 2015
年前消除幾乎全部的貨品及服務的關稅壁壘，建立共同規則以去除非
關稅性的障礙，以及開放政府採購案的市場。在美澳決定協商加入 TPP
Journal, No. 414. (http://www.japanfocus.org/category.asp?id=22, accessed on December 27)
3. The first executive director is Muhamad Noor Yacob, the former Malaysian permanent delegate to the WTO in
Geneva. APEC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apec.org (retrieved on 25 Nov. 2009).
4. M. J. Green,“American Quiet Victories in Asia”,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3, 2007, p. A21; Elek, A. (1998). Open
Regionalism Going Global: APEC and the New 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 Pacific Economic Paper, No. 286,
December: 1-32.
5. H. Su,“Politics of Differentiation: Enhanced Cooperation in the EU and Pathfinder in APEC”, Asia Europe Journal,
5, 2007, pp. 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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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秘魯、馬來西亞、越南等國也宣佈參加協商。如此，TPP 的成員
將包含 APEC 內另一派親美的國家。因此，所謂的開路者與 TPP 將在 APEC
內另成為兩個小團體，而使得美國與澳洲不僅是參與者，而是實質上
的亞洲整合領袖。就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2009 年七月東協論壇上
所表示的，美國意在透過這些倡議，促進對亞太地區的出口，保持其
6

區域主導地位，並與興起中的中國大陸保持抗衡均勢。
日本所傾向的以亞洲開發銀行為架構的整合

日本對亞洲整合最具企圖心的作為，則分別是在 1997 年亞洲金
7

融危機 和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1997 年，東京方面提議在亞洲
開發銀行會員之間設置「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其
可能為亞洲內部進一步的經濟、貨幣合作鋪路。在此整合關係中，日
本可望以其經濟金融的實力、在 ADB 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與美國的特
8

殊關係，來扮演領導角色 。將近十年後，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於

2009 年九月公開主張日本應該考慮與中國大陸和南韓三方共築一個亞
洲共同體。鳩山強力主張這樣的計畫能使日本由與美國不合宜且不成
比例的依賴關係掙脫，重獲平衡。依日本當時外相岡田構想，這個設
想中的共同體將要包含所有東協成員、印度、澳洲與紐西蘭。差不多
同一時間，黑田東彥－亞洲開發銀行的總裁－提議討論亞洲共同貨幣
的設立，以協助亞洲國家更能夠面對國際性的金融危機。而不幸的是，
日本所有提議最終都失敗作收。
由於美國的反對，日本最終撤回了對 AMF 的支持，代之以 2000
6. Du Lan,“Comments on US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orking Paper at CII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3, 2011. http://www.ciis.org.cn/english/2011-08/03/content_4380581.htm,
retrieved on September 22, 2011.
7. Webber, D. (2001).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14(3): 339-372.
8. Green, M. (2002).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Basingdstoke: Pal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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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與中國大陸、南韓及東協，在泰國清邁簽署「清邁倡議」，建
9

立一個額度高達 800 億美金的雙邊換匯協定網絡。 2009 年十月，在
北京、首爾、東京三方表示共同意願之下，鳩山的提議獲得初步達成。
三國同意，將發展「基於開放、透明、包容的長程目標上的東亞共同
體」，然而並無訂出具體準則或時間表。
日本在區域整合上似乎是陷於類似於英國的兩難局面。一方面，
日本的島國特質和重商主義（與 16 世紀歐陸者有別）使得日本無法
10

全面開放其國內市場，也因此日本提倡亞洲的強整合有其限制。 舉
例說來，日本甚至缺席了在 APEC 中以美澳所倡的「開路者機制」為
基礎的次整合團體。另一方面，日本在追求亞洲整合上必須一直等待
美國的背書支持，日本並沒有獨立的整合政策。
東協所傾向的三方平衡整合

冷戰終結之後，東協國家致力於執行以東協整體做為獨立政治實
體的認同，同時也認為東協各國必須在亞洲整合擔任核心角色。在過
去二十年間，東協持續不斷的追求深化整合，並在 1992 年簽訂協議，
決定將在 15 年內建立自由貿易區。東協成員國也在 1995 年簽署東南
亞非核條約，此條約禁止區域中出現任何核子武器。當自由貿易區帶
來經濟上的團結一致之時，非核區將賦予東協在此區域的政治認同。

2005 年十二月的吉隆坡東協高峰會決議設立一個「名人小組」來
研究草擬東協憲章的可行性，東協的整合也由是進入新階段。此小組
可能是由歐盟整合過程中智者的作用為典範，而憲章的概念也參照自
9. E. Kohlscheen and M. P. Taylor,“International Liquidity Swaps: Is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Pooling reserves
Efficient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3, 2008, pp. 323-332.
10. Miller, J. H. (2004).“The Reluctant Asianist: Japan and Asia”.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69-85; Yung
Chul Park,“Can East Asia Emulate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PECC Finance Forum
Conference at Honolulu on 11-13 August 2002, p. 11.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115

功虧一簣的歐洲憲法條約，東協憲章的草擬到採行基本上是一個跨政
府性的行動。在 2008 年，東協憲章正式生效，其目標乃是在 2015 年
之前創造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共同體。在憲章效力漸漸加深同時，
東協也不停地擴展其會員國範圍到整個東南亞，打造了一個十個主權
國、六億人口構成的區域體，其國民生產毛額在 2010 年達三兆美元。
東協的成功擴展也使得某些東協國家領袖，尤其是前馬來西亞總理馬
哈地，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倡議組織包含原東協國家及鄰近國家的更大
區域單位。這便是以東協為中心的「東協 +N」過程。
由東協主導的整合期望達到三個目標：強化內在平衡、與西方主
導的太平洋區域整合相互抗衡、和扼制新興亞洲強權，尤其是中國大
陸。不過在以上各項目標之前，東協企圖藉由自身整合的深化與廣化，
維持其內部平衡。與其他區域整合類似的是，東協可被理解為一種較
弱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施加於如印尼、越南等潛在強權國家的限
制性架構。依循這邏輯，ASEAN+ 可以被視為東協內在平衡的一種加
強作用，而同時東協內部的強國也會被外部強權如日本、中國大陸所
制衡。ASEAN+ 同時也強化東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並且對西方強權
主導的跨太平洋整合起制衡作用。
然而，ASEAN+ 若視自身即是最後目的，那麼被北方強權如日本、
中國大陸所宰制的危險很可能到來。為了避免這樣的兩難局面，東協
領導者意圖擴大 ASEAN+ 至印度與非亞洲強權。2009 年，東協會員國
分別和澳洲、紐西蘭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鑑於如此產生的實益，這樣
一來，ASEAN+ 的進程理想地進展到一個包含東協國家、有力鄰國和
西方力量如澳洲甚或美國，所組成的亞洲區域實體。
從 2005 年起，每年召開的東亞高峰會，呈現的是這理想中的東
協區域主義，有中國大陸、日本代表東亞，印度代表南亞，澳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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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代表著西方世界力量。參與的各個東協外的勢力，彼此達成平衡，
於是東協在高峰會中成為促成平衡與合作的角色。
中國大陸計畫的兩重同心圓整合

亞洲整合過程領袖地位的競爭在 2002-2003 年進入另一個紀元，此
11

時中國大陸和東協簽署了協議，決定於 2010 年建立自由貿易區 ，而
且中國大陸領導人首度清楚宣示上海合作組織（SCO）長期目標將是
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所表現的是中國大陸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計
劃，目標是建立以中國為核心的雙同心圓。中國大陸的整合途徑在 SCO
和 ASEAN+ 上有所不同。以結構觀之，SCO 建立的是等級性的、位階
性的結構，最高決策機構為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政府首腦理事會，會
員國則採半總統制。ASEAN+ 途徑與其說是一個嚴格定義的組織，不
如說是一組條約；東協和中國大陸間的架構協議上，除了貿易談判
委員會（Trade Negotiations Committee, TNC）外，並沒有其他建制的設立。
雖然東協現在每年舉行一次高峰會、十六個常規部長級會議、二十三
個資深官員會議、十七個技術性研討會，它的建制大體上仍附屬於東
協的架構，而東協高峰會也常重申東協方面的推力。
上海合作組織和 ASEAN+ 的整合領域也有所不同。甚至在上海合
作組織正式成立前，會員國同意 SCO 設立是為了維持地域安全，而後
演進成了信心建立措施、反恐怖合作機制、情報交流、及至小規模聯
合軍演。雖然 SCO 斷然聲明它絕非針對任何國家或組織，然而一般仍
認為它乃是最重要的非西方國家之組合，非直接地挑戰甚或反對歐盟
11. Economy, E. China’s Rise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Focus Journal, No.
414, 2005. (http://www.japanfocus.org/category.asp?id=22, retrieved on December 2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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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堅持服膺的價值。在反恐怖、反極端主義的名義下，SCO 會員國
支持彼此對邊境弱勢國家或團體的壓制。在其高峰會上，SCO 領袖們
對伊朗總統 Mahmoud Ahmadinejad 表達歡迎，而且容許同意他的反美公
開訓示演說。與 SCO 成對比的是，ASEAN+ 特意設定自己在該區域中
是非政治性的組織。ASEAN+ 所有合作機制焦點都放在貿易相關課題
上，包括運輸、旅遊、公共衛生、工業、投資、文化與能源。
這兩個中國大陸計畫的亞洲整合運動，在權力結構與中國大陸側
重的策略設計上，彼此也大為不同。中國與俄羅斯明確地在 SCO 內
合作構築一個雙領導架構，換句話說，SCO 的誕生是中蘇關係於後冷
戰時期緩和（détente）、諒解的結果，而且特別是在一連串解決兩國
間長達 4000 公里的爭議邊界劃界條約簽署之後。SCO 的會員國們，於

2001 年七月中蘇兩國簽署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之後一年，在憲章上
簽字並正式設立組織。SCO 官方語言是中文和俄語。
相反地，中國大陸領導人從未在 ASEAN+ 的發起與實施過程中，
徵詢過該地域任何其他大國，譬如日本。雖然 ASEAN+ 的領導角色落
於東協國家和東南亞，在進程中，中國大陸仍顯然是最強力的會員國，
而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力量差距，在未來可見的歲月中，會日
漸加大。對中國大陸而言，這進程隨著與台灣簽訂 ECFA 後更加強。

SCO、ASEAN+ 這兩個地域整合，可能是 21 世紀中國地域主義最
重要的構成。「東協－中國大陸的協定不能僅由產生的經濟利益面視
之，」兩位東協專家如此總結，
「而且還得從地緣政治權力角色的角度
12

來看，特別是中國大陸與日本，以及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以東協
加一的架構和台灣的 ECFA 來看，在最小程度上論，中國大陸意在建
立「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網絡」，還有長期上在東亞以人民幣做為通
12. Siow Yue Chia and Chalongphob Sussangkarn,“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SEA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 2006,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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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的貿易圈。
鑑於中國大陸急速經濟發展，亞洲整合的地緣政治在 90 年代尾
13

聲、21 世紀初期，在對中國大陸有利的情形下重塑了。

三、關於亞洲整合分析的綜合框架
根據區域經濟整合領域的不同研究途徑，權力架構、跨國菁英合
作的程度、公部門整合的潛在外溢效應、由整合計畫產生的規範性訴
求，以及制度限制等因素解釋歐洲區域主義於 1945-1974 年的興盛和衰
退，可表示如圖一。因此，如果要評估前述競爭中的亞洲區域整合途
徑，第一步有必要研究其權力結構、區域內外重要強權所偏好的策略、
以及它們之間可能達成的妥協。隨後對於這些國家的權力菁英所可能
採取的合作進行研究，以分析這些合作是否會如新功能主義者所預期
的，發展成跨國界的菁英領導，並且平行的分析關鍵整合部門是否會
構成區域整合的原型，引發外溢效應，將會有建設性。第四則是比較
各種區域整合途徑的建制設計與其下計畫的未來發展，幫助衡量它們
潛在影響區域的能力。這樣的比較應已包括它們的管控性、規範性與
認知上的制度演變，其中最為進步的應能勝出，成為亞洲主流的整合
策略。
圖一 區域主義競逐的分析架構

1. 權力結構
2. 跨國菁英合作
3. 溢出效應的潛力

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4. 制度限制
13. 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ASEAN and Northeast Asia: Stak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Union-ASEAN
Partnership”, Asia Europe Journal, 4(2), 2006, pp. 22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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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結構與可能的妥協方案

美國仍無庸置疑的是亞洲各領域中的主導強權。經濟上，美國的
國民生產毛額還是大於日本加上中國大陸的總和；軍事上，美國的國
防預算十倍於中國大陸，也在沖繩、韓國、日本、關島仍有軍事基地：
第七艦隊起碼配有兩艘航空母艦而且控制著西太平洋。美國和日本、
韓國、菲律賓、泰國、澳洲、紐西蘭仍是聯盟關係，而這些國家也構
成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非北約主要盟邦（Major Non-NATO Allies, MNNA）」。
美元仍是實際上的世界和區域貨幣，超過 70 ％的亞太地區出口國外
匯存底是以美元計價。更重要的是，亞洲作為一個整體，無法如歐陸
在二戰後一般，邁出區域建制或跨國和解的腳步；亞洲的和平與穩定
局面，倚賴美國主導的雙邊聯盟，以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
與美國相較，東協全體，或任一東協國，是權力光譜另一極端。
最大的會員國－印尼，國民生產毛額 7 億美元，約只是美國的 5 ％，
日本或中國大陸的十分之一。東協整體每年 1 兆 8 千萬美元的生產總
價值，大略等於日本或中國大陸的 26 ％。幾個東協國家中的政治上
的騷動不安與不停歇的種族衝突，進一步削弱了東協的力量。
至於日本，曾是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也長期享受作為美國在亞
洲最重要伙伴與最依賴盟國的地位。然而，過去 20 年經濟停滯、快
速高齡化社會、小泉下台後不穩定的政府，在在持續削弱日本在亞洲
的力量。而更糟的是，美國政府從未全力支持過日本所發動的整合計
畫，如 1997、98 年間，美國拒絕支持 AMF，就是明顯的宣示。日本鳩
山首相與亞銀黑田總裁的倡議，都不能夠說服美國政府。
據此，可見中國大陸是唯一有能力而且也有意願在此區域對美國
力量挑戰的國家。雖然中國大陸各方面還跟著美國步伐，它的快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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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和持續增加的政治影響力已經開始挑戰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地
位，即使這也許不是中國領導人的意圖。中國崛起已經清楚的顯示美
國對亞洲整合的影響力可能會快速消褪。
有鑑於跨大西洋整合的苦澀歷史，美國似乎得做出將亞洲整合視
作機會或是威脅的決定。如果美國的太平洋合作計畫的目的是煞車、
抑阻，甚至減緩亞洲整合，那麼美國將會在亞洲區域發展的過程中被
忽略。雖然美國仍然在亞洲各領域保持優勢，美國為首的區域主義可
能會凋謝。
由於東協尚未壯大到能與鄰近強國競爭，未來亞洲整合的格局可
能會是中美領導區域主義之間的相互衝突、競爭，或是日本的亞洲開
發銀行架構和中國中心的整合兩者間的競爭。倘若中國持續崛起，而
日本在亞洲整合上得到美國堅定支持，中日之間可能會妥協。
跨國菁英合作作為整合中的領導力

關於跨國菁英們的合作，相較於其他區域主義，美國為首的跨太
平洋區域主義似乎能夠聚集較多來自亞洲各國的菁英們。美國仍是亞
洲菁英出國留學的最重要目的地。這些受美國訓練的跨國菁英不只就
讀於美國頂尖大學，還可能有一段時間就職、生活於美國，這意味著，
即便他們對其亞洲鄰國可能只有很有限的瞭解，但是他們對美國文化
與彼此相當熟悉。在他們就學於美國的期間，菁英們或多或少的社會
化或美國化，並且組織成一個與其美國同行有所聯繫的亞洲社群。美
國的非政府組織、基金會、校友社群有助於加強這些連結。這類社群
具備新功能論者期望的，跨國菁英在整合中起領導作用的潛能。
與這類受美國教育的社群相比，日本、東協是落於後的。即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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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直試著從亞洲各地招收差不多數量的外國學生，受日本教育的菁
英尚未在其母國建立領導性或者具影響力的群體。他們通常受限於特
定領域，如日語、日本法律，而不是在其母國社會發揮廣泛影響力。
而東協方面，會員國間菁英交換流動頻繁，彼此間發生社會化，於是
在東協中能建立菁英社群；他們的社會化並可能在新的東協憲章之下
加速與擴大。然而，這樣的社群似乎會受限於東協之內，目前還無法
證明是否能延伸到其他亞洲國家。
中國大陸必定不會對美國在亞洲菁英內所建立的影響力感到開
心。不過華僑社群和華裔們具有利用跨國菁英合作，領導區域整合的
潛力。華人網絡以家庭、地方社群、宗教團體、甚至武術組織為基礎，
已經迅速遍佈東南亞和北美。但這些華裔通常是受到政治力保障的商
人。
整合作為未來外溢效應之來源

除了日本途徑與上海合作組織之外，亞洲所有區域主義皆開始隨
著工業產品自由貿易機制的建立而整合。日本的區域主義則是基於亞
洲區的貨幣合作。然而日本的倡議中，無論是 AMF 還是亞洲共同體，
都沒有提出具體路徑圖，並指出未來的發展方向。日本於 1998 年提
出的 AMF 計畫，是做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緊急因應方案，並沒有基於
貨幣合作，而延伸出的其他進一步合作或整合的想法，而亞洲共同體
的提議也只停留在討論階段。
其他區域主義則多多少少創造了一些外溢效應：上海合作組織在
安全議題的合作上開始了整合，而後發展成為更具政治性的合作，甚
至發起了自由貿易區的提議。美澳所提的「開路者機制」也構成了幾
個 APEC 會員體的初步整合。貿易便捷化措施與某些工業貨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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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促使了商人的自由遷徙，以及原產地的標準化認證，為 TPP 未
來發展鋪了路。TPP 被定義為高水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不僅只在創
造一個自由貿易區，也構成在所有貿易相關議題遵循相似標準的共同
體。至於的早期收穫計畫，已達成去除所有領域貿易障礙的目標，為
自 2010 開始的貨物自由流動鋪路，然而，ASEAN+ 似乎停滯於自由貿易
區的打造，而沒有進一步意圖或潛力邁向政治整合。和 ASEAN+ 不同
的是，東協本身似乎已從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決定跨出一大步，採納以
在 2015 年建立三個共同體為目標的憲章。
制度建制

在各區域主義的制度建制中，APEC 在管制方面最優，而東協被認
為在認知領域為冠。APEC 的「開路者機制」收穫豐碩，而 TPP 目的在
創立遵循嚴格規範的太平洋自由貿易區，東協憲章則保證了其法人身
分和所有必要的象徵。不過無論是 APEC 還是東協憲章，都未能在其
區域主義內形成規範性力量，APEC 一開始只是個單純的貿易和經濟
論壇，直到最近才因為美國的堅持，而納入反恐怖、區域安全等主題。
冷戰終結後，東協推動核子不擴散、區域安全，然而未能在對外行動
上，形成強有力的價值觀或模式。中國大陸主導的同心圓整合建制也
不穩固：SCO 雖然發展了複雜的制度，它的管制、規範與認知影響力
毋寧說是很虛弱的。它的跨政府合作基於共識規則，因此減弱了它的
管控力道，而其會員國也並非民主政體，使得它所提的價值觀幾乎沒
有說服力；它的公開反西方本質與異質性，也使其很難建立自我定位。

ASEAN+ 也因為其制度架構附屬於東協，以至於被東協削弱，無法建
立強有力的制度。最終說來，這幾個策略沒有一個能建立足夠強有力
的制度，主導亞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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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潛力之評價
影響各途徑
之因素

TPP

亞銀架構

ASEAN+

中國大陸為
主的同心圓

權力架構

10

4

2

4

菁英合作

8

1

4

2

外溢效應

6

1

3

3

建置強度

4

1

3

3

Total

28

7

12

12

註：5分最高，1分最低

五、結論與台灣的選擇
參酌整合理論之間的理論性辯證，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區域主義
應會繼續主導亞洲整合。現有的區域權力結構仍利於美國，從而對
受美式教育的跨國菁英合作有利。 APEC 內的開路者機制和持續進行
的 TPP 協商，應會進一步發展並在長期發揮外溢效應。
美國主導之區域主義的弱點會是其制度建制，譬如 APEC 僅是鬆
散的貿易合作團體。由是，它缺乏管控力、規範力和認知力以形塑牢
靠的制度；這樣的制度缺陷，來自於美國主導亞洲區域主義本身懷疑
與被動的特質。基於在所有領域的影響力量和與亞洲國家的雙邊關
係，美政府、其領導人從未對亞洲整合下功夫研究長程策略。因此，
為了保持其優勢地位，美國必須放棄她的被動態度和多疑，並採取新
政策。它必須和亞洲國家協同作業，以確立 APEC 的管控、規範、認
知力有約束性也具有效能，其價值觀、規範對亞洲菁英具說服力，還
有它的認知能在亞洲建立強固的認同。
美國若拒絕如其跨太平洋區域主義所暗示的，直接介入亞洲整合，
則它將可能藉由提供跨國菁英團體支援，利用既有權力結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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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整合模式。然而，美日將必須對亞洲整
合有共同認知，必須得構想具備管控力、規範力、認知力的制度框架；
這也是日本在未來領導亞洲整合的唯一機會。
美國也可能利用中國大陸在 ASEAN+ 建制上的努力，與中國大陸
在區域整合上進行合作。美國滲透這建制過程的理想方式，是打造
一個更大的框架，以之框限、重新定位並支持中方主導的整合行動。
此更大的框架可能會限制中方軍事力量，並阻止中方因其崛起，而訴
諸武力解決其邊界衝突。它也應該試圖重新定位中國大陸對內與對外
行動。譬如，這更大框架的規範力應該指向促進並加速中國民主化，
而其認知力量則應該用於加速亞洲內部的和解。
然而，若採行上述政策，美國同時需要重新檢視、定義，甚至是
定位她對亞洲區域主義的路徑。要是美國拒絕調整自己，加入急速演
進的亞洲區域主義，則可能因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政治影響力
的迅速增加，以及東協加速建設共同體，而將主導地位讓給中國大陸
或東協。如此一來，一旦美方不願意對亞洲整合採取更積極且合宜的
政策，中國大陸和東協將可能激烈競爭。然而儘管 ASEAN+ 可以做為
一個潛在美好前景的穩健啟始點，近期內中國大陸仍無法取代美國在
亞洲區域主義的領導力量。
如何為中國大陸和所有亞洲國家利用這區域的建制，對於中方
領導人和菁英，是一項嚴肅挑戰。慮及仍偏向美國的既有權力結構，
及尚稱初步的 ASEAN+ 建制，中國大陸領袖選擇現下保持低調。然而，
中國大陸曾重複對美元做為世界儲備貨幣提出疑慮，加上其在非洲日
趨主動的外交政策，以及加速中的能源購買合約，似乎建構了中國大
陸對外行動修正甚至重新定位的前奏曲，也包括中國大陸的亞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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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途徑在內。不過，即使權力結構持續朝對中國大陸有利的方向轉
變，中國大陸仍因為欠缺夠有說服力的價值觀和規範，而無能力動員
海外華裔的網絡和親華菁英。隨著更進一步介入亞洲整合，中國將不
得不改革內政，建構民主政體，法治和人權保障。
東協亦是如此。它必須加速經濟發展以縮短和東協外強國力量的
差距，並以加強制度力量和跨國性的社會化為目標，建構計畫中的共
同體。東協國家必須同時追求和鞏固民主，而做為整體的東協也必須
推行民主作為共同且至上的價值，來加強其規範性的說服力。將人權
保護納入東協憲章，可能指出這漫長旅程的新開始。
國家、人民希望彼此進行貿易，但是沒有跨國菁英願意與非民主
國家或政體合作，推動區域整合。由非民主國家發起的整合，只能完
全依賴其利益或力量，而沒有任何規範力和認知上的影響力。因此，
即便權力結構演變成不傾向美國，只要中國大陸和東協還距離民主甚
遠，美國主導的亞洲區域整合途徑仍會繼續居優而且不被挑戰。「歷
史教導我們：永遠不要低估烏托邦的影響力。」過往有太多史實，證
14

明了人們對於烏托邦想像落實為政治計畫，是多麼難以預見。
受限於一個中國政策，台灣沒能進入這競爭中的亞洲區域主義，
而現在面臨被邊緣化危機。這可能的邊緣化不僅會使外交困境更加惡
化，同時我們的經濟基礎－貿易、投資亦可能被掏空。為了衝破孤立，
我們首先應當做好準備參與美國主導的 TPP。參與 TPP 不僅加深與美
方、太平洋國家的經濟關係，還有鞏固民主的作用。
受到經濟低成長率、日漸高漲的失業率，特別是過去十年的工資
停滯衝擊，台灣不可獨獨倚賴出口來升級經濟。我們需要更多、更
14. Eric Stein,“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Democracy: No Love at First Sight”,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5), 2001, p. 534 (48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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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投資，尤其是來自海外的資金。為了吸引更多投資進入台灣，
以及增進台灣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向世界開放，也就是說，我們在供
給面必須採取更自由化的政策。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年輕的民主國家，
我們必須更加謙遜地學習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有效治理。更有效率
地以民主治理國家。一個欠缺有效治理能力的民主政體，將很容易被
獨裁或極權政體取而代之，而參與 TPP 將能充分滿足我們在經濟活力
與成熟民主上的需要。
參與 TPP 能讓台灣與中國大陸這個台灣目前第一經濟伙伴、最重
要貿易順差對象，以及國際社會中最危險的威脅，有更多的整合。如
果考慮到雙方的大小，與中國大陸建立純粹的經濟整合關係，並不符
合台灣的利益。我們應考慮如何善用我們做為民主中國的規範性力
量，以及如何在未來協商中，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排上議程。民主化
的中國將符合中國人與全世界的利益，追求民主化中國的台灣，則很
有潛力得到美國、整個西方世界、亞洲民主國家、以及絕大多數中國
大陸人民的支持。在即將來臨而且不可避免的與中協商下，這將加強
台灣的立場，同時也賦予台灣參與競爭中的亞太區域主義的位置。

（本文乃基於作者在2012年《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d
Governance》期刊所發表的文章 “Regionalism in Competition: EU
Experience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Asian Integration”，作
者蘇宏達現為台大政治系教授、歐盟莫內講座教授、台灣歐洲聯
盟中心主任，譯者蔡子岳先生為東吳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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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時代台灣的參與機會與挑戰
吳福成

前言
近年來因歐債危機惡化，美國景氣復甦緩慢，全球經濟重心向東
移，加上 WTO 多邊經貿回合談判停滯不前，區域經濟整合成為大趨勢，
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整個全球經濟大環境由「全球化」走向「區域
化」，已提供了亞太區各種類型區域經濟整合加速發展的有利條件和
機遇。
而放眼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有以東協為核心的「同心圓」，包括
東協加一、東協加三、東協加六，以及更大規模的「更廣泛的區域全
面經濟合作（RCEP）」，還有今年內將展開談判的中日韓 FTA，以及由
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並形成「東亞主義」和「亞太
主義」的較勁。
特別是 TPP 的異軍突起，強調高標準、高品質，原則上要求 TPP
夥伴國的貿易自由化率 100%，已被視為美國主導規範 21 世紀新貿易
架構。TPP 公開歡迎 APEC 成員參加，加上國內朝野兩黨對推動台灣加
入 TPP 也有共識，已提供台灣參與 TPP 的確定性機會。這也是馬總統
宣稱要在 8 年內創造條件，完成加入 TPP 目標的主要憑藉。
但有鑒於 TPP 除了要處理貨品貿易的「市場准入」之邊境措施，
也要處理與貿易暨投資有關的邊境內議題，並將改寫亞太貿易規則，
因此台灣在尋求加入 TPP 隱含著機會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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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格局
2010 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橫濱領袖宣言明確指出：東協加三
（日、中、韓）、東協加六（日、中、韓、紐、澳、印度）、TPP 是達
致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三個路徑圖。由於 APEC 不具拘束力，
也無法直接轉型為 FTAAP，故只能扮演育成角色，藉由上述三個路徑
圖來實現 FTAAP。
亞太區域整合路徑圖

一、APEC 會員體已過半參與 TPP

2011 年在夏威夷 APEC 領袖高峰會上，美國強勢推動 TPP，迄今已
有過半數 APEC 經濟體（星、汶、紐、智、美、秘、澳、馬、越、加、
墨、日）將參與談判建立 TPP，這也意味著在 APEC 希望通過東協加三、
東協加六和 TPP 等路徑圖來達成建構 FTAAP 的理想，目前 TPP 顯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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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先聲奪人」。
二、東協加三可做建立 FTAAP 的堅實基石

東協加三係以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為目標，隨著區域
合作不斷深化和廣化，東協十國將於 2015 年建立共同體，東北亞的
日中韓 FTA 也將在 2012 年的東亞高峰會（EAS）後啟動談判，將來雙方
若再作連結，東協加三的 EAFTA 即可成型，更可作為未來推進建立

FTAAP 的堅實基石。
三、RCEP 整合東協加三和東協加六整合

東協加六係以建構「東亞全面性經濟合作構想（CEPEA）」為目
標，由日本主導推動，但迄今遲遲沒有具體進展。近來為因應美國
主導 TPP，以及日本宣布要加入 TPP 之可能挑戰，東協轉而主動出擊，
把東協加三和東協加六整合起來，推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
亦即要建構 RCEP 體制。

RCEP 涵蓋東協十國和中、日、韓、紐、澳、印度等國，並不限
制參與國家數。東協強調 RCEP 是一種新典範的 FTA，將會照顧發展較
落後國家（緬、柬、寮、越），同意其設置關稅例外措施，並給予較
長的過渡期，比起堅持高品質、高標準的 TPP 來得寬鬆，因此，RCEP
顯然比 TPP 更容易實現。
四、中日韓 FTA 年內啟動談判

東北亞的中日韓 FTA 也預計在 2012 年內啟動談判，其經濟規模僅
次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將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區。中日韓 FTA
未來的談判原則已設定，將是一個內容全面性的高水準協定，可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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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三國 FTA 後，繼而以整體名義與東協簽訂 FTA，屆時東協加三的

CEPEA 目標即不難提前實現。

TPP 改寫亞太貿易規則
TPP 旨在解決包括關稅和監管，以及其他非關稅貿易障礙在內的
現存貿易問題，同時通過保障勞工權利和提倡環境保護來建構一個可
永續發展的 21 世紀新貿易架構。因此，TPP 強調是新世代自由貿易協
定，將不會有排除項目，所有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部門都必須拿到
談判桌。
一、擴及過去許多 FTA 迄未處理的邊境內議題

至於 TPP 設定的規則，已擴及過去許多 FTA 迄未處理的邊境內議
題，如勞工、環境、競爭政策、市場透明、技術標準、監管、金融服務、
電信、合作與能力建構，以及跨議題事項等，全都屬於制度性安排，
並涉及國內法規 / 制度之調和（harmonization），亦即所謂深度的整合。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 2012 年 9 月 8 日在海參崴舉行的 APEC CEO

Summit 上報告時已明白指稱，TPP 將創下先例，首次將正在出現的貿
易問題納入其中，例如國有企業對競爭的影響、區域性供應鏈的互聯
互通，以及為中小企業創造機會，因為這些都是推動各地區經濟成長
和就業的真正引擎。

2012 年 9 月 TPP 第 14 回合談判，參加的九個夥伴國已成功推動就
協定的 29 章節內容達成共識。由於 TPP 的談判內容不對外公布，外
界也無法充分掌握真正的議題討論進展和方向。不過，TPP 各夥伴國
已有默契，將在現有談判基礎上繼續努力，並以 2013 年底前完成談
判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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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TPP 廣泛輪廓大綱涉及的談判議題，都在促成建立一個亞太
地區貿易全面開放的 FTA，其中包括邊境內制度性安排，以及規範政
府與市場關係，並強調「競爭中立」原則，顯已遠超過 WTO 旨在降
低關稅的內容，所以又被稱為「WTO plus」，因此要加入 TPP 協定的門
檻是相當高的。
二、爭議中的勞工和環境議題和 ISDS 條款

在 TPP 歷次談判當中，有幾項爭議議題很值得注意，譬如勞工和
環境議題雖屬於兩項補充協定內容，但 TPP 要求各夥伴國的國內相關
法律規定，不能為了貿易保護而制定一些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ILO）
和國際環境組織相關規範之勞工政策和環保政策，若夥伴國不接受，
就視同退出 TPP。

TPP 要求各夥伴國約束國營企業，不得藉由國家公權力和金融手
段對民營企業在市場上造成不公平競爭。而一旦投資者與被投資國發
生爭端時，TPP 要求賦予外資企業有權以一國法律損害民營企業權益
為由，援引國際法相關規定起訴該國政府，並謀求國際仲裁，此即所
謂 ISDS 條款。
上述 TPP 投資議題要求，其核心目的在消除國營企業對競爭的
影響，此一議題不啻是在「強化投資者、弱化政府職能」。將來若
納入 TPP 協定，各夥伴國就必須賦予外國投資企業較本國企業更大
的法律權利條款，也難怪日本經濟學家金子洋一會質疑：TPP 的 ISDS
條款是「治外法權」？

美中兩大經濟體的「TPP 情結」
TPP 具有「定向排他」特點，本質上是美國推動「再工業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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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本撤回本土，以及出口倍增、解決失業率的政策工具，帶有
強烈的「區域化」色彩，必將產生貿易轉移效果，降低中國大陸的
淨出口，最後衝擊到中國大陸整體的經濟產業發展。也因此，被中
國大陸方面認為來意不善。
一、美國市場經濟和中國大陸國家資本主義的對立

許多中國大陸戰略學者認為美國主導 TPP，是要主導亞太區域整
合新模式，以及遏止中國大陸發展（或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企圖。
特別是 TPP 強調「競爭中立」，已嚴厲挑戰國有企業體制的市場競爭
不公平性，並逐漸浮現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國家資本主義的
中國大陸對立之明顯構圖。
中國大陸最在意的是，TPP 以「競爭中立」來對應國家資本主義，
將會給中國國營企業的出口、海外投資、工程承包等國際化經營活動
造成嚴重阻礙；而 TPP 祭出的環境和勞工條款的高標準要求，則將墊
高中國大陸的生產成本，也必然拉高出口商品的價格，進而影響在亞
太市場的競爭力。
二、美國利用 TPP 推銷對自己有利的「自由化標準」

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的貨品關稅、出口融資、匯率、智慧財產權保
護、政府採購、環境和勞動條件，甚至國營企業等都距離公平競爭和
市場經濟的全球標準還有很大一段落差，也因此美國利用 TPP 推銷對
自己有利的「自由化標準」，已被質疑是刻意在經濟領域針對中國大
陸設計的貿易新規範。
針對中國大陸對 TPP 的疑慮，美國負責經濟與環境事務的副國務
卿 Robert Hormats 即曾公開表示，美國現行政策遠非遏制中國，而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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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行廣泛接觸和對話。TPP 也不是針對中國，而是把已經與美國
簽署 FTA 的國家整合在一起。他還強調，「TPP 是一個開放的結構，美
國歡迎中國參與。」
三、中國大陸當局對 TPP 問題似乎已有所定調

習近平擔任校長的中共中央黨校喉舌的「學習時報」，最近刊出
一篇文章：「TPP 的背後」，分析稱 TPP 是美國主導的亞洲經濟合作新
模式，中國大陸現在若加盟將弊多於利，一旦 TPP 正式啟動，美國將
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該文已在中國大陸各級媒體廣泛轉載，顯示中
國大陸當局對 TPP 問題似乎已有所定調。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TPP 共識」
目前國民黨把在 8 年內創造條件，完成加入 TPP 的目標，作為黃
金十年的施政主軸之一。民進黨則始終沒有持反對立場，反而還比國
民黨更希望能早日加入 TPP，這是朝野兩黨長期對峙下難得一見的「國
民共識」。台灣加入 TPP 似乎沒有政治障礙，就只剩下經濟層面的考
量而已。
一、國民黨以加入 TPP 為接軌國際為目標

馬總統並不否認台灣加入 TPP 有得也有失。他說，TPP 是高品質
的區域經濟整合，一開始就要有八成五至九成的商品關稅要降為零，
對我方仍會有衝擊。而停擺 5 年的台美 TIFA 將重啟協商，有了這個敲
門磚，加上與新加坡和紐西蘭的 FTA 談判進行順利，台灣參加 TPP 又
邁進一步。

2012 年 3 月行政院經建會提出的「台灣經濟發展願景與策略」，
就明確把加入 TPP 作為接軌國際、讓台灣走向世界的努力目標，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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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透過自由經濟示範區對現行兩岸 ECFA 尚無法達成之標準，以及加
入 TPP 必須之法令鬆綁「先試先行」，再逐步達到全台自由經濟，進
而達成參與 TPP 之目標。
二、民進黨把加入 TPP 視為經貿外交重要戰略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以總統候選人名義應邀在台北美國商會演說
時早已表態，多年前民進黨已透過多種管道，希望美國推動以 APEC
為基礎的 FTAAP，並將台灣包含在內，現在則很高興看到美國正在積
極推動 TPP，由於 TPP 要求的標準很高，台灣必須要有決心做好加入 TPP
的準備。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2012 年 7 月接見前美國國務卿 Zoellick 時，也
希望停頓很久的台美 TIFA 復談能順利進展，以及推動台灣參與 TPP，
並希望尋求與其他往來國家簽訂 FTA 的機會。會後，他也提到 TPP、
南海議題等外交經貿戰略變化，是過去幾年美國對中政策「由軟到硬」
的表現。
基本上，民進黨要求儘快加入 TPP，是在努力減少對中國大陸市
場的過度依賴，以及從區域穩定角度來迎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對中
政策新路線。但不論如何，加入 TPP 是要讓台灣邁向世界的一種經貿
外交重要戰略，在此一大方向上，似乎國民兩黨已經異中求同，形成
了「TPP 共識」。

我國參與 TPP 的總體戰略思維
面對 TPP 將成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經濟區塊，台灣若不能順利加
入，就很難突破出口市場無法有效多元化之瓶頸，這之間也隱含著高
度的出口貿易風險。尤其是貿易轉移效果，將嚴重衝擊台灣出口，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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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台商為確保海外市場而轉赴 TPP 成員國投資，進而導致台灣產業空
洞化。
一、爭取廣大社會支持台灣加入 TPP 可趨吉避凶

有鑒於 WTO 的杜哈回合談判停擺，各種排他性區域整合競逐，
台灣的對外經貿戰略已相對居劣勢，加上本身是資源小國，經濟發展
高度仰賴出口，所以加入 TPP 不僅是台灣的生存問題，更是發展的硬
道理。也因此，馬政府把推動加入 TPP 作為施政主軸之一，確實是正
確的戰略思維。
台灣推動加入 TPP 的進程，已不存在政黨惡鬥的風險。但要加入
高標準、高門檻的 TPP，政府經貿部門理應儘早做好協助產業轉型和
提升市場競爭力，以及擬定必要的救濟配套措施，並走向工商企業界
和社會大眾進行溝通，唯有能獲得廣大的社會支持，未來台灣加入 TPP
才能趨吉避凶。
二、繼續深化 ECFA 後續談判以化解「中國因素」

任何國家要加入 TPP，除必須徵得所有夥伴國同意，才能參與 TPP
的整體性談判，而在這之間「中國因素」也不無可能影響 TPP 成員國
對台灣加入的立場。也因此，如何在美中的「TPP 情結」背後存在著
深刻矛盾之際，繼續深化 ECFA 後續談判以取得互信，將是政府當前
最具挑戰性的大課題。

結論與建議
以下，本文將從上位和下位兩個層次思考，提出幾項建議，以供
政府在推動加入 TPP 之決策參考。首先，從上位層次出發，政府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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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戰略思考：
一、運用國民兩黨的「TPP 共識」，儘速全面盤點和整修不符 TPP 高標
準自由化之法規和制度。包括敏感的農業部門轉型，以及邊境內
法規和制度面（尤其是勞動、環境、國有企業、智慧財產權、ISDS）
的改革，並作好接軌國際的經貿自由化相關配套開放措施，把自
由化的衝擊降到最低，同時也要協助國內具競爭力的產業，在東
亞產業分工和全球價值鏈上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這才是台灣「轉
骨」的希望之路。
二、深化兩岸 ECFA 以取得互信，再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區」名義
推動參與 TPP。由於中國大陸對由美國主導的 TPP 存有戒心，台灣
更必須在努力深化兩岸 ECFA 以建立互信，以及推動 TIFA 復談以發
展台美關係和創造出口之間，採取兩條腿走路方式的戰略平衡，
才能取得最大利益。
三、著重加強與我關係較薄弱的國家如秘魯之雙邊經貿投資關係，才
能化解反對台灣加入 TPP 的阻力。從本報告的 GTAP 量化分析發現，
秘魯、墨西哥是我國加入 TPP 後經濟成長會遭到負面影響國家，
尤其秘魯與中國大陸簽訂有 FTA，政府必須加強與這些國家的經
貿投資關係，以避免節外生枝。
四、在 APEC 架構下增進相關成員國的經濟合作，以鋪造有利台灣參
與 TPP 和 RCEP 的條件和良好氣氛。值此歐美市場需求萎縮，以出
口貿易為經濟主體的台灣，原有的對外經貿戰略也應與時俱進，
除貫徹加入 TPP 的最終目標，也應從「戰略平衡」思考出發，努
力創造條件，參與東亞經濟合作。
五、由於 TPP 和 RCEP 成員國有重疊部分，包括星、汶、馬、越、紐、
澳等國，她們也都是 APEC 成員國，我政府理應善用 APEC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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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雙邊經貿暨投資關係，以爭取支持台灣加入 TPP 和 RCEP。何
況 RCEP 加入的條件並不像 TPP 的高門檻，對台灣所產生的法規和
制度變革之衝擊程度也相對低。
接著，本報告再從下位層次出發，建議政府應有以下幾項戰術思
考：
一、TPP 屬於下一世代的新型貿易協定，涉及「市場准入」和貿易投
資相關規則，甚至擴及邊境內議題，既非現有園區概念，還有
「WTO+」特色，故處理 TPP 龐雜的法規體系之鬆綁，必須以整合
型新思維來處理。政府希望藉著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將在法令
規定、優惠措施、經貿自由化、行政效率等都要優於現有園區，
以營造將來參與 TPP 的有利條件。這番立意雖好，但因 WTO 架構
下任何一種 FTA，類似的「試點」經驗尚未有聽過，也因此，推
動建設自由經濟示範區要面臨的挑戰相對地嚴峻。
二、政府既已把加入 TPP 作為施政主軸之一，更應排除萬難，搶先韓
國加入 TPP，才能確保出口優勢，同時要設法挖掘並擴大培育將來
具出口潛力的廠商群，以搶占亞太市場的商機；另外，對於可能
受損的產業，也要儘早與各產業公會密切合作，提供弱勢產業轉
型或提升競爭力之必要措施。更重要的是，對於台灣加入 TPP 可
能獲益的產業，政府理應積極挖掘並擴大培育將來具市場競爭潛
力的廠商加強出口。目前韓國政府在因應美韓 FTA 時代來臨，除
積極強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競爭力，更全面展開培育具有出口潛力
的廠商，準備充分享受美韓 FTA 紅利，此一作法值得參考。
三、通過 TIFA 走進 TPP 的策略是正確的，但台灣無法承擔的新議題，
須先行在 TIFA 平台與美方溝通和討論，以確保國內企業利益。美
國高度關切的議題，包括引入新藥高價體制，嚴苛的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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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新標準，以及 ISDS 條款等，遠比貨品關稅調降問題還得嚴重，
恐須先行在 TIFA 做先期磋商。
四、宣導加入 TPP 的好處，並正確介紹 TPP「規則之爭」，具體協助
產業轉型和提高競爭力，以確保「TPP 商機」。台灣加入 TPP 後，
面對較高的勞動、環境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諸多規則和標準要求，
再加上匯率政策不同（譬如韓元弱勢、台幣升值），勢必墊高國內
產品出口的成本，而影響市場競爭力。
五、TPP 將對中國大陸產生貿易移轉效應，並對其製造業帶來衝擊，
政府理應對大陸台商可能遭到 TPP 衝擊提出預警，並務實地協助
其應變和找尋突破點。現階段中國大陸產業環境很難達到 TPP 的
高門檻。同時，因 TPP 成員國在進口關稅的貿易歧視，將使得中
國大陸的出口市場被他國擠占。由於兩岸經貿投資關係緊密，台
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為數眾多，並進行加工出口貿易，並以美國、
東南亞等地為主要市場，兩岸此一傳統產業分工格局，恐怕會被 TPP
的新貿易規則破壞，並降低中國總體的凈出口，間接波及在中國
大陸的台商之經營發展，政府應儘早提出預警和具體的協助對策。

（作者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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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正持續談判，我國應努力
創造參與條件
許峻賓

「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現有的九個談判國於 2011 年 11
月 12 日在 APEC 領袖會議期間公布 TPP 談判進展綱要，相關內容包括：

1. 確認 TPP 協定的主要特徵包括：
(1) 廣泛的市場進入；
(2) 完整的區域協定（建構完善的生產與供應鏈、創造工作機會）；
(3) 建構橫向連結的貿易機制（包括：法規謀合、競爭力與商業便
捷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4) 強化經濟發展之機制，發展數位經濟與綠色技術；
(5) 建構一套融合新興貿易議題的新協定。
2. TPP 的內容範疇：
(1) 一次到位且包含所有議題的貿易協定；
(2) 所有貨品、服務與政府採購均完全開放；
(3) 透過貿易能力建構、技術協助與適當的承諾，以協助開發中經
濟體面對挑戰；

(4) 建構 TPP 成員國間緊密的貿易架構，減少貿易成本，藉此促進貿
易成長與提高生活水準。

2011 年 12 月 5-9 日九個談判國再度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第十回
合談判會議，針對投資、服務、原產地規則、智慧財產權，以及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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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農產與紡織等市場進入之議題召開小型會議。並決定於 2012 年 3
月 1-9 日在澳洲舉行第 11 回合談判會議，談判的優先議題包括：環境、
原產地規則、智慧財產權等。
除了上述九個談判國之外，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三國也已經
在 2011 年夏威夷的 APEC 領袖會議期間公開宣布將參與談判。而依據 TPP
談判國的規定，日、加、墨等三國將先與九個談判成員國展開雙邊諮
商會議，以最後確認正式參與談判回合。整理 APEC 會員經濟體參與 TPP
之現況如下表所示：
立場

經濟體

TPP談判成員國

新加坡、汶萊、紐西蘭、智利、美國、秘魯、越
南、馬來西亞、澳洲

正進行雙邊諮商

日本、加拿大、墨西哥

表態參與

菲律賓 、中華台北

15

17

16

18

表態暫不參與

韓國 、印尼

觀望中

中國大陸、香港、俄羅斯 、泰國

尚未表態

巴布亞紐幾內亞

19

20

依據九個談判國所揭露的談判進展資訊，TPP 談判議題內容的問
題癥結包括如下：
15. 2011 年 9 月 30 日菲律賓總統訪美期間，菲律賓的貿易部長 (Gregory Domingo) 與美國貿易談判代表 (Ron
Kirk) 會面，討論成長夥伴倡議 (Partnership for Growth initiative)，該倡議旨於支持欲加入 TPP 的國家進
行經濟改革。“ US extends assistance for Philippines accession to Trans-Pacific deal”, Sep. 30, 2011. http://www.
silobreaker.com/us-extends-assistance-for-philippines-accession-to-transpacific-deal-5_2264884940506136763
16. 經濟部施顏祥部長於 2011 年 9 月 30 日表示，正加快研究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試點，為未來 10
年內台灣爭取加入 TPP 目標預作接軌。馬英九總統也多次表達我國參與 TPP 的時程目標。
17. Inside US Trade,“South Korea to Step up Assessment of TPP after FTA Implementation”. Dec. 21, 2011. http://
insidetrade.com/201112212385621/WTO-Daily-News/Daily-News/south-korea-to-step-up-assessment-of-tpp-afterfta-implementation/menu-id-173.html.
18.“Indonesia: Indonesia’s joining TPP would have helped textiles”. Dec. 27, 2011. http://www.fibre2fashion.com/
news/printstory.asp?news_id=106612.
19.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曾在 2011 年的 APEC 企業領袖高峰會中表達對於 TPP 發展的看法。Medvedev,
Dmitry, 2011/11/13.“Remarks in APEC CEO Summit,”President Office of Russia, <http://eng.kremlin.ru/
transcripts/3074>.
20 泰國商業部貿易談判廳長 (Srirat Rastapana) 於 9 月 20 日表示將向內閣建議加入以美國為首的 TPP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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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市場開放部分：
（市場開放期程與內容）

1. 貨品貿易：開放時程表將涵蓋 11000 項，各項規範可能超乎 WTO
現階段的規範，討論內容亦涵蓋進出口認證與再製商品，原
產地原則也尚在討論中，惟將以效率與簡化為原則。

2. 服務貿易與投資：將討論以負面表列方式提出。
3. 政府採購：盼能涵蓋大部分的政府採購範圍，並適用已開發
及開發中會員體。
( 二 ) 協議內容尚待進一步討論的部分，包括：

1. 合作與能力建構：討論如何建立一套具有需求取向與彈性合
作制度的有效規範與機制。

2. 電子商務：資訊流（製造商經物流中心至零售商之間的資訊
流通）與數位商品待遇等，有待討論。

3. 環境：海洋魚類、生物多樣性、侵入性外來物種、氣候變遷
與環境商品與服務等，尚待討論。

4. 智慧財產：尚待討論內容包括：商標、地理標示、版權、專
利權等。

5. 勞工：討論勞工權益保障與合作協調機制。
6. 法律與制度：討論各國法規透明化、爭端解決執行條款等相
關問題，以達成良好治理與程序公平。

7. 技術性貿易障礙：討論議題包括：符合性評鑑程序、法規合作、
貿易便捷化、透明化等內容。
與歐盟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才能使企業享有歐美市場的關稅優惠，並確保競爭力。經濟部台商網，
2011 年 9 月 20 日，「泰國政府考慮加入 TPP，並擬與歐盟展開 FTA 談判」。
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News.do?id=127238192&countr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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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紡織與成衣：討論內容包括：關務合作與程序、原產地原則、
特別防衛措施。

各國總體談判立場
( 一 ) 談判會員體間的癥結—產業利益不同：美國以其國內廠商利益
為主要考量，並為創造更多的國內就業機會，作為其談判的最
重要目標。但這些考量可能與部分談判會員體的利益有所衝突。

( 二 ) 日本正式參與 TPP 仍多變數：農業是否願意全面開放？尤其是
稻米關稅的調降部分。此外，日本農業協會（Jap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等農業團體仍全力杯葛 TPP，且仍有許多民主黨籍
國會議員反對加入 TPP，野田內閣是否能適時解決黨內政治僵局
可能是日本正式加入 TPP 的關鍵。

( 三 ) 加拿大是否願意解除供應鏈管理系統的限制：加拿大的供應
鏈管理系統對外國乳製品與家禽等產品的限制是否願意解除，
是 TPP 談判國是否認同加拿大加入的關鍵。

( 四 ) 墨西哥若正式加入將對其國內的貿易發展有所影響：基於美方
的壓力而宣布願意參與談判，面對過去 NAFTA 對墨國的負面衝擊，
參與 TPP 談判將有更大的挑戰需面對。

( 五 ) 美國國內政治影響 TPP 的發展速度：2010 年底美國的期中大選結
果，共和黨再度掌控多數席位，使歐巴馬總統的施政受到牽制。
且若無國會授予的貿易談判授權，美國總統推動 FTA 談判的步調
將放緩許多，再加上美國總統大選在即，美國的關注力將被轉移。
因此 TPP 後續的進展動力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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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中國大陸的動向備受關注：中國大陸官方代表於 2011 年的 APEC
年會期間均表示，中國大陸未獲談判成員國的正式邀請，待受
到邀請後才會進一步考慮是否參加。但實際上，中國大陸若要
參加，將可能面對許多產業革新的挑戰，例如：國營企業、智
慧財產權、是否准予設立公會等。

( 七 ) 中美區域權力之爭：許多專家學者認為美國推動 TPP 是對包
圍中國大陸的一種策略，但美國國安會副國家安全顧問傅羅曼
（Michael Froman）於今年 1 月 4 日在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的
演講中曾提到，美國推動 TPP 的最主要目的在於提升對外貿易關
係，以及增加就業機會。渠亦提及，有意願參與的國家可以主
動提出申請，並要求進行雙邊會談，無需現有談判成員國的正
式邀請。

( 八 ) 東協部分國家認為可能影響東協整合的進展：東南亞部分國家
認為，美國強力推動 TPP 的目的似乎意圖使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
進展「失速」且脫離正軌。但依照近來東協所召開之一系列會議，
包括東協暨「東協 +X」外長會議、經濟部長會議等，均強調繼
續推動「東協 +X」經濟整合的重要性，而且特別強調，將全力
建構「東亞共同體」。
面對 TPP 的發展，馬英九總統已多次表達我國參與的意願，並以
十年為目標期。為此，我國應加強產業各方面的調整，以為因應，而
這也正是我國新內閣即將要執行的工作。我政府應要儘快執行的工作
包括：調查與分析我國產業利益，尤其是農業與服務業可能受影響之
程度；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法規謀和，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加強人
力資源的培訓。在法規謀和方面，研究未來開放可能需要調整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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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評估調整法規對我國的可能衝擊。在「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計畫下，以「區域試行」的方式進行相關作業。

（本文作者為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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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韓中FTA啟動談判的思維
吳福成

近年來韓國積極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已陸續與東協、
印度、歐盟、美國等各大經濟體簽署 FTA，在亞太區域的拼圖只剩日
本和中國大陸兩塊，其中韓國與日本早已洽簽 FTA 談判，後來卻因故
中斷，目前也有復談之議。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已設定了 2012
年對外經濟政策推進戰略，並把與中國大陸啟動洽簽 FTA 談判，列為
因應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對策之一。今年一月底韓國通商交涉本部長
朴泰鎬出席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時即公開宣稱，韓國如
果要發展成為「全球 FTA 的樞紐」，就必須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由於
台灣與韓國的出口產品約有 7 成的項目重疊，加上兩岸經濟合作協議
（ECFA）的貨品貿易協議後續談判尚未完成，韓中 FTA 如果捷足先登，
勢必對台灣貨品出口中國大陸市場形成競爭威脅。

藉由 FTA 擴大「經濟領土」
韓國之所以必須與中國大陸洽簽 FTA，是有其客觀的必要性。從
經濟產業發展角度來看，自從 1992 年韓中建交以來，迄今已有 20 年，
韓中兩國產業分工和互補結構優越，使得雙方都獲致龐大經濟效益。
根據韓國企劃財政部發佈的「韓中建交 20 週年經濟成果及前景」報告，
目前中國大陸是韓國最大貿易夥伴，2011 年雙邊貿易額已突破 2000 億
美元，韓中兩國政府都希望到 2015 年雙邊貿易額能達到 3000 億美元。
由於中國大陸的進口關稅達 9.7%，遠高於美國的 3.5% 和歐盟的 5.6%，
加上中國大陸的非關稅貿易障礙較為嚴重，因此簽署韓中 FTA，將有
助韓國製造業復甦，屆時韓國企業就不需要再赴中國大陸投資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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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韓國貨品即可直接向中國大陸出口，並享受零關稅待遇，這將有助
於韓國製造業的復甦和進一步壯大。除此之外，隨著中國大陸內地消
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者對服務產業需求日益增長，也有利韓國服務
產業打當地市場。
近幾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歐美經濟不景氣，市場需求衰退，相當
程度衝擊到以出口為導向的韓國經濟產業發展，而中國大陸龐大內需
對韓國維持出口成長更是關鍵目標市場，韓方認為若能簽署雙邊 FTA，
對韓國整體經濟發展是有正面意義的。韓國企劃財政部分析，目前
韓國因為積極推動對外簽署 FTA（對象包括與印度、東協、歐盟、智
利、秘魯、美國），這些地區和國家的 GDP 已占全球的 60.9%，也等同
於韓國的「經濟領土」占世界經濟規模的 60.9% 一樣。因此，今後若
再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韓國的「經濟領土」更將大幅擴充，而高達

77.8%，堪稱是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而所謂的「經濟領土」大小，
係指一個國家與所有與她簽署 FTA 的國家之 GDP 加總起來，占全球

GDP 的比例來衡量。另外，韓國中央日報也引述韓國經濟研究智庫的
量化分析指出，今後韓中雙方如能夠順利簽署 FTA，韓國的國內生產
總值（GDP）可望增加 2.72%，遠比韓美 FTA 只增加 0.56%，韓歐 FTA 增
加 1.05%，更能產生經濟效益。

中國大陸經濟對韓國是一把「雙刃劍」
事實上，韓國內部對洽簽韓中 FTA 仍存在諸多疑慮，譬如韓國現
代經濟研究院的報告即指出，由於韓國對中國大陸經濟依存度過高，
若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速度趨緩，將導致韓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減少，進
而影響本身的經濟成長。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經濟對韓國經濟是一把
「雙刃劍」，假如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下跌 1%，韓國的出口成長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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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就可能隨之雙雙下跌 1.7% 和 0.4%，如果今年中國大陸經濟
跌破 8%，韓國經濟成長率則可能降至 3% ~3.5%。再就產業面看，一旦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速度趨緩，韓國對中國大陸市場出口依存度較高的
化學、資訊 IT 和機械等產業恐將面臨巨大衝擊。其中，特別是資訊 IT
領域，平板顯示器的出口極可能受重創，而半導體、電腦等產品的出
口也會減少。
特別是，簽署韓中 FTA 對韓國農業的衝擊更大。韓國對外經濟
研究院的分析指出，韓中 FTA 所造成的農業損失將達韓美 FTA 的 5
倍之多，將來農水產品生產規模將比 2005 年減少 14.26%。三星經濟
研究所也預測，簽署韓中 FTA 之後，韓國農產品出口中國大陸的成
長率為 48.3%~100%，相對的中國大陸農產品出口韓國則可能擴增為

104.8%~209.2%。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更具體指出，若簽署韓中 FTA 而
降低所有商品的關稅稅率一半，韓國的農業部門收入將減少 2 兆 7722
億韓元。由於農業問題往往是任何國家之間簽署 FTA 的最大阻礙，韓
中兩國要簽署 FTA，顯然除經濟產業因素外，必然還有更重要的國家
利益考量。

韓中 FTA 的深層戰略思維
韓國與中國大陸同意展開洽簽 FTA 談判，其背後還有一種深層戰
略思維。正如韓國高麗大學金聖翰教授所言，推進韓中 FTA 不單純是
為了獲得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考慮北韓變數（金正日去世、金正恩
接班）
，以及從穩定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局勢的角度所作出的戰略決定，
也就是說，即使排除農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等敏感領域，也要推進韓
中 FTA。朝鮮日報社論坦承，韓中貿易規模年均成長率為 20%，在這
種情況下似乎沒有必要急於簽署韓中 FTA，但是面對北韓領導人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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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去世以後的朝鮮和東北亞局勢，為因應北韓隨時可能發生的緊張事
態，以及希望獲得中國大陸的配合來防止中國大陸漁船在韓國沿海非
法捕撈，也就沒有理由再拖延簽署韓中 FTA 了。
除為因應北韓隨時可能發生的緊張事態之外，韓國政府推進韓中

FTA，更希望能開闢一條南北韓經濟合作新管道，爭取認可韓國在北
韓建立的開城工業區，以及同意把北韓的羅津、先鋒和黃金坪等經
濟特區定位為「境外加工特區」，並能享有韓中 FTA 的關稅優惠待遇，
如此一來即可實質促進北韓部份地區、南韓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三角
貿易」，屆時韓國可以就近進口在羅津、先鋒和黃金坪等經濟特區生
產的中國大陸產品，而在上述經濟特區生產的韓國產品也可以出口到
中國大陸，且全部可享有零關稅待遇。最後在韓中 FTA 此一大架構下，
韓國更能「迂迴」與北韓展開經濟合作，將有助北韓的經濟改革開放，
以及維護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局勢穩定。

「聯美和中」政策能否奏效待觀察
當然，韓國積極推進韓中 FTA，並非一昧的「傾中」，而是「聯
美和中」。眾所皆知，在南北韓爭議的天安艦和延坪島事件當中，以
及每當北韓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焦點時，中國大陸向來都不曾站在韓國
這一邊。因此，韓國在與中國大陸洽簽 FTA 之際，韓美同盟隱約就成
為韓國談判的籌碼。韓國民間研究機構 NEAR 財團理事長鄭德龜並不
諱言地指出韓國積極推進韓中 FTA 的策略，即以韓美同盟為基礎，同
時韓國又要與中國大陸和睦相處，不讓對方把韓國視為潛在敵人，至
於在與中國大陸和睦相處時，又不能變得與中國大陸成為一體，韓國
最需要扮的角色是：作為海洋勢力（美國）與大陸勢力（中國大陸）
之間的媒介，也就是「聯美和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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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朝鮮半島過去 60 年的安全，一直都是韓美同盟在支撐，
在北韓金正恩接班後一段時日仍將如此。值此美國對外政策已聚焦在
「重返亞洲」之際，且有藉由在多國軍事佈局和推進跨太平洋夥伴協
定（TPP）來圍堵中國崛起之企圖，而韓國則希望通過韓中 FTA 來穩
定朝鮮半島，以及建構與北韓和中國大陸的「三角貿易」戰略構想，
就極有可能與韓美同盟和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發生利益衝突，也因
此韓國準備扮演海洋勢力（美國）和大陸勢力（中國大陸）的媒介角色，
推進韓中 FTA 構想能否奏效，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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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經濟整合之發展與我國
因應之道
許峻賓

2012 年 5 月是東北亞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熱潮。不僅中韓於 5 月
2 日宣布即將展開兩國 FTA 的談判作業，在 5 月 13 日的第六屆中日韓
三國領袖高峰會期間，也宣布中日韓三國的 FTA 談判將儘快於今年底
前展開。

中韓雙邊經貿關係
在中韓 FTA 方面，兩國在七年前便已經開始聯合研究，會延遲至
今才決定進入實質談判作業的原因是，韓國擔心中國大陸的農產品會
對該國的農業發展產生衝擊，而中國大陸則是憂心韓國的化學產業出
入可能對中國的產品產生負面影響。但是，從兩國過去 20 年的貿易
關係來看，中韓兩國的產業基本上是互補的。
中韓兩國的貿易量，從 1992 年的 50 億美元，增加至現在的 2,456
億美元，中國現在已經成為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而韓國也已經
成為中國大陸第四大外來投資國。根據韓國官方的估計，中韓 FTA 的
實踐將可讓韓國的 GDP 在五年內增加 0.95-1.25 ％。但是，韓國在 2012
年 12 月時舉行總統大選，可能影響談判的時程。
另一項影響中韓 FTA 談判的因素是，兩岸間的經貿合作進展。因
為台、韓間的產業結構與出口產品相似，所以一旦兩岸間的 ECFA 有
更深入的談判與成果，包括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都會對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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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生衝擊。韓國貿易部長朴泰鎬於 2012 年 5 月 16 日在美國彼得森
國際經濟研究院演講時，也提及，兩岸 ECFA 對韓商產生相當大的壓力，
也因此韓國政府決定展開並加速中韓 FTA 的談判。

中日 FTA 的發展
除了中韓之外，中日的 FTA 研究也持續進行中。中國大陸已經在

2009 年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2011 年的雙邊貿易額已高達 3,449
億美元。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約 732.6 億美元，中國對日本投資則
約為 40 億美元。在兩岸 ECFA 的效應下，已有部分日商規劃透過 ECFA
的效應，尋求在中國大陸開拓市場的機會，例如：Mitsubishi 和 Mitsui
與統一企業合作、Marubeni 與旺旺集團的合作，以及 Itochu 與頂新集
團合作。
根據中日 FTA 的研究報告，兩國 FTA 的簽署將會讓日本的 GDP 增
加 0.68 ％，相較於日美 FTA 的簽署，僅能讓日本的 GDP 增加 0.35 ％，
而中日韓 FTA 的簽署則會讓日本 GDP 增加 0.74 ％，而日本參加 TPP，

GDP 僅能增加 0.54％。因此，相較之下，日本對 FTA 的優先選擇應該
是中日 FTA 與中日韓 FTA，而非日美 FTA 與 TPP。
日韓 FTA 的談判其實早於 2003 年即開始，但是因為韓國不滿日本
未充分承諾開放農業市場，所以中斷談判。再加上兩國間的領土爭議，
所以迄今均未再重起談判。但是，一旦各方發現 FTA 的簽署有利於彼
此間的經濟成長時，FTA 的談判工作便會展開，而中日韓 FTA 即在此
情境下，可能於 2012 年底前正式進行談判工作。惟 FTA 的談判也涉及
各國的政治利益，一旦有任何敏感議題浮上檯面，均會影響談判的速
度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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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邁入經濟整合—中日韓 FTA 啟動談判
在 2012 年中日韓峰會中，三國領袖也肯定三國投資協定簽署的
重要性，此一協定將使三國間的投資更為積極、便捷與更受到保障，
若能加速國內的立法過程，因為投資協議是三國之間第一項有法律效
力的文件，代表著東北亞三國間的經濟整合關係更邁前一大步。
中日韓 FTA 的簽署可使得中國大陸的出口增加超過 4％，國內就
業率可增加 0.1％，對 GDP 成長可貢獻 0.5％。三國間的貿易額，已從

1999 年的 1300 億美元，增加至 2011 年則為 6900 億美元，中國大陸已
成為日、韓的最大貿易夥伴國，日本與韓國則分別為中國大陸的第四
大與第六大貿易夥伴國。三國的 GDP 總量已佔全球的 18.5％。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認為，中日韓 FTA 將有助於緩解東
北亞區域的緊張關係，並且建構東北亞的區域整合，三國間的相互合
作與友好互動，也應該有利於美國在此區域的利益。而美國傳統基金
會經濟學者 Derek Scissors 認為，中韓 FTA 的簽署應該容易於中日 FTA；
再者，日本因為國內經濟產業發展之因素，而難以決定是否參與 TPP，
但也因為政治因素，在與中國大陸洽商 FTA 時，難以抉擇。俄羅斯科
學院遠東研究所 Viktor Pavlyatenko 表示，面對美國積極拉攏東亞國家參
與 TPP 談判之際，中國大陸與日、韓宣布三國 FTA 談判啟動，有其戰
略因素之考量，似有與美國相互抗衡之意。而且，中日韓三國也希望
能透過彼此間的 FTA，將三國的貿易關係更加緊密化，以消除過去過
度依賴美國市場的風險。

中日韓三國的合作
根據中日韓三國領袖高峰會的宣言，本次高峰會的主題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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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合作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鑑於全球經
濟情勢仍不明朗，三國間的經濟合作有其必要性，亦必須透過三國間
的合作以提升東北亞的區域整合，三國將為此目標注入動力。除了經
濟合作之外，三國領袖宣示願意強化彼此間的政治相互信賴，持續舉
辦相關的對話機制，針對全球與東亞區域的安全事務，進行交流與對
話，以強化彼此間的信賴。三國也願意在非傳統安全議題上進行合作，
例如災害救助、核能安全、防止海盜侵襲、能源安全、網路安全、傳
染病防治、反恐怖主義，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禁試等。強化三國
間的海洋搜尋與救助之工作，也是相當重要的合作議題。
金融議題合作部分，三國領袖重申對清邁多邊倡議的支持，也同
意東協加中、日、韓三國財長於今年度亞洲開發銀行期間的宣示，將
倍增清邁多邊倡議的金額至 2400 億美元。在雙邊換匯部分，三國也
願意擴大金額，以穩定區域內的金融市場發展。
中日韓三國也將發展海陸聯合運輸體系，並且建構東北亞物流資
訊服務網絡（Northeast Asia Log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Network）。在永續發
展的議題上，三國將就以下的主要領域加強合作：

1. 發展中、日、韓循環經濟模範區；
2. 落實環境合作三邊聯合行動計畫（Tripartite Joint Action Plan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2010-2014)）
3. 將透過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之合作，使中、日、韓三國邁向永
續成長；
4. 重視今年 4 月在東京召開之「東亞低碳成長夥伴關係對話」
（East
Asia Low-Carbon Growth Partnership Dialogue）的成果；
5. 肯定「全球綠色成長研究所」（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
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綠色成長戰略所扮演之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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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因應之道
面對東北亞經濟整合近來快速發展之趨勢，對我國經貿發展的挑
戰極為嚴峻。現階段，我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已經有 ECFA 與早收清
單的基礎，2012 年 6 月召開的「江陳八會」亦簽署兩岸間的「投資保
障協議」
；此外，我國也已經與日本簽署內容廣泛的「投資協議」，內
容包括：促進投資、投資自由化與投資保障等三大面向，為台日兩國
的經貿合作奠定良好基礎，也推進了一大步。在中日韓投資協定、中
日韓 FTA 與中韓 FTA 正要起步之際，面對我國的產業競爭對手—韓國，
有上述與中國大陸及日本間的協議，我國實已初步站穩基礎，與中國
大陸及日本的經貿交流更深於韓國。惟韓國在全球 FTA 的戰略推動之
下，已經與美國、歐盟及東協簽署 FTA，這是我國現在經貿發展的真
正挑戰。
依據我國政府的回應與規劃，我國將會加速與中國大陸協商經
濟合作協議、加速與新加坡 FTA 談判、儘快解決美牛議題以圖恢復台
美 TIFA 協商，此外，與紐西蘭、菲律賓、印度、日本等國間的經濟
合作協議，也將加速推動。

台日產業交流的基礎—東亞經濟會議
在上述多重的因應政策之中，基於地緣經濟與歷史淵源的考量，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我國政府應該首重與日本的經貿合作關係之強
化。前副總統蕭萬長先生曾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的「三三會」演講中提到，
我國應該與日本建立「台日產經總平台」，藉此強化台日雙邊的經貿
交流，並且「借助兩岸關係的發展，形成台日中黃金三角產業整合，
創造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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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前副總統的思維與建議，值得我國執政當局深入思考。長年來，
台日之間的產業技術合作在東亞地區具有承上起下之作用，兩國間的
產業與貿易多是互補功能，且能為東亞區域與各國的經濟產業發展提
供開創與相互銜接的機會。台日的緊密合作，實是我國面對東北亞經
濟整合的最佳政策之一。
基於上述，由辜振甫董事長與日本企業界共同創立之「東亞經濟
會議」組織，將可扮演推動台日經貿進一步整合的推手之一。「東亞
經濟會議日本委員會」是由著名的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簡稱「經
團連」）擔任秘書處業務，該組織之會員多是大東京地區的中大型企
業，長年來與我國的「台灣委員會」密切聯繫，在台日斷交期間，扮
演著兩國經濟與產業聯繫的推手，許多雙邊的經貿事務也是透過此一
平台加以磋商，再進一步提呈雙方政府參考與協商。自 2002 年以來，
「台
灣委員會」即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國經協會建構三角合作關係，協助
我國政府進行台日 FTA 之研究，除了貿易交流議題之外，也針對多項
技術合作議題進行產業界的實質研究，已為台日經濟合作協議奠定良
好之基礎。
近年來，「台灣委員會」奔走於日本南北各地，瞭解到位於東京
以外地區的許多日本廠商對於與台灣發展貿易、投資、技術交流等事
物的興趣極高，因此「台灣委員會」希望能協助台日雙方的企業，建
立聯繫與合作的管道。為了加速兩國間廠商的合作機會，「東亞經濟
會議台灣委員會」除了與日本「經團連」合作之外，也計畫與日本南
北各地的九大工商團體組織合作，試圖以「點、線、面」的合作途徑，
為台日兩國的各產業廠商、大中小型企業創造合作的機會。在雙邊廠
商與產業的合作基礎上，若能在日後有台日雙邊 FTA 的加持，將可為
我國因應東北亞經濟整合的挑戰上，創造更多的利基。

（作者為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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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20 屆東協高峰會之
發展
許峻賓

2012 年第 20 屆東協高峰會已於 4 月 3-4 日在柬埔寨金邊舉行，會
中東協各國針對東協共同體的建構、區域情勢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東協今年的主題為「東協：共同體與共同命運」（ASEA: One Community,

One Destiny），由柬埔寨主辦，列出了數項優先工作：
1. 持續努力建構一個有規則基礎、人民取向以及充分整合的東協共同
體；

2. 以「2 0 0 9 - 2 0 1 5 東協共同體路徑圖」（Roadmap for an ASEAN Community
2009-2015）為里程碑，致力達成目標；
3. 確保「東協整合倡議工作計畫第二階段」（IAI Work Plan II (2009-2015)）
的執行進展；

4. 持續推動東協三個共同體建構藍圖的各項計畫；
5. 在一致的精神基礎上，東協共同努力達成 2015 年成立共同體之目標；
6. 進一步與對話夥伴及其他區域團體加強合作與強化夥伴關係。
柬埔寨接續印尼 2011 年主辦東協會議的工作，延續 2011 年的會
議主題：「全球國家社群中的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 in a global

community of nations）
，更明確的期盼東協未來可以真正的整合，邁向「共
同命運的東協共同體」，確實於 2015 年達成整合目標。為了達至此一
目標，東協將會持續落實各項既有的工作計畫與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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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
在政治與安全方面，為了達成「東協政治與安全共同體」之目
標，東協強調將持續依循南海行為各方準則宣言（DOC），東南亞非
核區條約等規範，確保東南亞區域的和平與安全，東協亦將成立官
方的「東協和平與調解研究院」（ASEAN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AIPR），並更進一步討論東協人權宣言。在本屆高峰會中，菲律賓積
極提議東協應該早日制訂「南海行為綱領」（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C），雖被接受納入議程，但卻未對於文件內容達成共識，
南海議題仍懸而未決。
雖然菲律賓等國積極引入美、日等東南亞區域外的盟國勢力，但
面對中國大陸對於主權上的堅持，美國也只能一再宣示對於南海自由
航行權之利益確保，無法與菲律賓等國採取同一立場，以國家主權作
為對抗的理由。一般而言，美國會與東南亞國家站同一立場，與中國
大陸競爭南海利益，應可概分以下兩大理由：第一，經濟戰略需求：
南海是美國進出印度洋、與東南亞、南亞等國進行經貿往來的交通要
道；第二，政治戰略需求：面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崛起，為了避免
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與軍事上也隨之快速擴張，美國必須聯合東南
亞等國對中國大陸進行包圍，但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又必須採取「圍
合政策」（congagement），始符合兩國的利益。

東協經濟共同體
在經濟整合層面，東協經持續依循東協經濟共同體藍圖、東協
整合倡議（IAI）工作計畫、東協連結旗艦計畫（Master Plan for ASEAN

Connectivity, MPAC），推動各項經濟整合計畫，且藉由次區域經濟發展
模式，以區塊合作之方式協助東協區域經濟發展，例如大湄公河經濟
2012 年第 20 屆東協高峰會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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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區（GMS）、印馬泰成長三角區（IMT-GT）、汶印馬菲東協東部成
長區（BIMP-EAGA）。也將透過「東協區域廣泛經濟夥伴關係架構」
（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以東協
為核心的基礎上，與其 FTA 夥伴及其他外部夥伴洽談 FTA。東協也將
願意持續推動清邁多邊倡議機制（CMIM），且願意擴大該基金的金額。
在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東協六國（汶萊、印尼、馬來西
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對東協內部的平均關稅已從 1993 年的

12.76％，降至 2010 年的 0.05％；而東協全體的平均關稅，至 2010 年時
已降至 1.06％。東協也積極推動「單一窗口」計畫，以促進區域內的
貿易便捷化目標。東協亦正洽商服務業協定，並討論如何促進區域內
技術勞工的自由流通與聘僱。
在能源議題上，東協將致力於實現東協電網（ASEAN Power Grid, APG）
與跨東協天然氣管線（Trans-ASEAN Gas Pipeline, TAGP）等重要計畫，並
建立適當的能源交易協定。東協將藉由落實
「東協能源合作行動計畫」
（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 APAEC），確保能源安全與減少
能源價格的浮動程度。此外，東協將致力於促進水資源的永續管理，
以確保東協全體人民的利益。
在糧食議題上，東協將強化會員體間的合作，也與區域外的國家
合作，以確保糧食安全，並降低糧價波動，擴大研究與技術轉移的合
作，促進市場資訊交流，以及增加對農業部門的投資。

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
在社會文化層面，東協將致力於勞工輸出的權利保障層面，透過
東協時國間的法規相互調和，保護東協勞工在外國工作的權利。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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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注意各階層、各年齡人民的社會福利，藉以提昇東協人民的生活
品質。此外，在災害管理、文化差異、教育網絡、氣候變遷的調適等，
東協也將持續進行密切合作。
東協 2015 年的共同體目標時程已將屆，綜觀上述第 20 屆東協高
峰會的宣言成果，東協整合的各項工作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但在實質
成果上，經濟領域的合作仍較有具體成效，且容易推動。在政治安全、
社會文化等兩個領域，則因為東協各國的國家利益與社會文化差異等
問題，致使實質成果有限，尤其在政治安全議題上，又涉及東協外的
許多國家利益，東協恐需多花心力才能確實達成真正的「共同體」目
標。

（本文作者為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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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區域經濟整合探討自由經濟
示範區的規劃
許峻賓

在馬英九總統宣示將在 8 年之內參加「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之後，經濟部與經建會相繼進行後續的規劃藍圖。經建會刻正
進行的是「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設立，依據初步的設計理念，將從三
個層面去規劃：「（一）透過法規鬆綁以提升企業生產力；（二）讓企
業有非常自由的經商環境；（三）為台灣走向區域經濟整合做準備。」
經濟部也曾在自由經濟示範區概念提出之時表示，「為因應 TPP 的談
判而以試點方式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以『點』推廣到『面』的務實
作法，逐步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可能是從加工出口區作轉型，或者
是自由貿易港區作擴大等，目標是規劃出更開放、自由、效率提升、
智慧系統與高品質生活的概念區域。

自由貿易協定的內涵
依據國際上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內容範圍的涵蓋程度，大致
可以分為以下幾項：

1. 貨物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包含製造業與農業等各項產品；
2. 服務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
3. 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
4. 其他項目：勞力、環境、技術、IPR、衛生檢疫、爭端解決等。
以上的內容會由談判方相互協商而定，時程上也可以全部協商後

162

區 域政 經 總覽與 糧 食安全 問 題 -- 區 域 整合 與 經 貿協 定 發 展

彙整為一份協定而簽署，也可以分階段進行協商與簽署。
就 TPP 目前所設定的目標，應該是幾近全面開放與自由化的「高
品質」FTA，且是一步到位，涵蓋上述所有 FTA 內容的一份高標準貿
易協定。依據目前得知的訊息，TPP 的貨品自由化（免除關稅部分）
的項目超過 11,000 件，包括農業，只有少數農業項目會設有市場開放
的期程。除了關稅減降之外，談判的內容還包括：原產地規則、服務
業開放、投資開放、金融市場開放、IPR、環境、勞工、國營企業問
題等等。
依據大多數專家的評論，TPP 的談判進程與內容幾乎由美國主導，
以美國的構想，其政策目的在於「2015 年前出口倍增、工作機會增加

200 萬」。TPP 等於是為美國開拓亞太地區的海外市場，貿易機會增加
等於美國生產增加，也就等於工作機會增加。既然推動 TPP 的政策目
的是為了拓展美國廠商的海外市場，依據商業週刊的報導，現階段美
國政府也積極鼓勵美商回到美國設廠，不僅可以增加美國本土的就業
機會，也有利於美國出口的增加。

TPP 是我國現階段洽簽「經濟合作協議（ECA）」的目標之一，其
他的對象包括：中國大陸、新加坡、紐西蘭、印度、菲律賓、以色列、
印尼、馬來西亞等國。既然我國政府有經貿自由化的決心，在進行「自
由經濟示範區」的構想時，即應該採取最高標準的設計規劃，不僅讓
外國瞭解台灣的決心，也可以讓國內民眾瞭解自由化的真正面貌。

「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雛議
馬英九總統於日前提出高雄可以作為「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試點
之一。就此，筆者有以下之思維與建議提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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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雄市現階段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來看，在縣市合併之後，全市
已經具有完整的城市經濟規模，區域內涵蓋農業、製造業與服務業，
再加上高雄港、小港機場、公路、臺鐵與高鐵等交通線齊備，生產鏈、
產業供應鏈與運輸鏈均可一氣呵成，這不僅是高雄較我國其他縣市有
優越條件之處，比起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經濟體，高雄市有與其相互
競爭的條件與能力。
經建會所提的三個概念無非就是要提升競爭力與經濟成長，就此
而言，「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目的應該是與我國政府早先推動的「加
工出口區」、「自由貿易港區」的理念是連貫的。筆者認為，「自由經
濟示範區」既然是為我國日後洽簽 ECA 而做的基礎準備，其內涵與規
劃工作應該是廣泛的，而非有所侷限；「自由經濟」一詞可以想像的
空間很大，但既然是為了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而準備，其內涵與目標就
應該與 FTA 儘可能相一致。就我國的經濟發展來說，
「自由經濟示範區」
應該融合「加工出口區」、
「自由貿易港區」的規劃，進而擴大到各個
產業層面，包括農業與服務業；不僅只有貿易，應該也包含投資與設
廠；應該可以考慮法規鬆綁，以及關稅的減免。
因此，高雄市在進行相關的提案與規劃時，應該抱持全面自由化
與開放的心態進行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高雄市政府可以整合區內
各大工業區、高雄軟體科技園區、楠梓加工出口區，以及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等研發機構等，從研發、接收訂單、生產、組裝、加工、
配送、出口等，包括連結高雄港與小港機場等交通網絡，均可有一個
完整的供應鏈執行上述之作業，進而建構成為一個完整的自由經濟
區。
無論對國內或對國外銷售或配送，可以透過產品的「生產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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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產品的銷售目的地，再配合「原產地原則」的相關規範，制訂高
雄自由經濟區進口、生產或加工的相關優惠措施。藉此，或可鼓勵國
內外業者從高雄進出口的機會，也增加國內外廠商到高雄設廠的意
願。進而達成「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目標。
就農業方面而言，農業的開放項目對我國而言是最大癥結之一，
高雄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也可以納入考量，盡可能讓農業產品可以
在此示範區中進出口自由化，為避免對國內其他縣市的農業生產造成
衝擊，可以建立配額制度，並且限制配銷區域。中央政府應編列預算
補助高雄地區農民的可能損失，或輔導提升農業生產方式。以高雄地
區為示範，若政府能夠成功因應，無論在政治或經濟層面，未來拓展
至其他縣市應會較容易。
在一個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中，最困難的部分應該是法規謀和。
這或可從 TPP 談判的過程中窺知一二。法規調整的目標是加速貿易與
投資的自由化與便捷化，因此，高雄市可以透過各種管道進行全國
與地方性的法規檢視與研擬修正，例如：IPR、衛生檢疫、環保法規、
勞工法等等。甚至以制訂「特別法」的方式，讓高雄先成為全國的先
行示範區，日後再進一步修法成為全國適用。
在落實「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過程中，必定有很多技術性層面的
問題需要克服，這些問題一定可以透過各方專家學者的意見，修訂各
種法制規範，來加以解決。

結語
既然馬總統已宣示高雄市將成為我國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若
高雄市政府有意願配合執行，則應可全力朝此一目標邁進。此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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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當然有利弊得失，但從中長期來看，實有利於高雄市提升產業
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也提昇國際能見度。
目前，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內涵與整體規劃尚在擬議中，但高
雄市也可以提出一個適合本身條件的規劃構想，讓中央政府研議時納
入考量，以避免屆時中央的規劃侷限高雄市的永續發展目標。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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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重要國家政經動向

光明前景下的一抹烏雲
─論印尼不確定的政治因素
邱奕宏

前言
在當今全球經濟受到連年的歐債危機與疲弱的美國經濟拖累，再
加上新興市場，如中國大陸經濟放緩等多種負面因素影響下，印尼是
全球少數能維持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也因此使其成為全球企業與投
資人所關注的亮點。
即使在 2011 年全球總體經濟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印尼 2011 年全
年的經濟成長率仍然達到 6.5%，而其 2012 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也較
21

去年同期的 6.3% 為佳，來到 6.4%。 與許多新興市場及其鄰近國家相較，
印尼相對有著強勁的經濟表現。然而，在印尼看似一片光明前景的經
濟趨勢下，卻仍出現一些隱憂。最引發關注與爭議的是印尼政府自今
年初以來在經貿與投資政策上所採取的一些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措
施。這些政策不僅為印尼的經濟是能否維持目前的穩定與開放打了問
號，而即將到臨的印尼國會與總統大選更是為印尼經濟前景投下重大
變數。
針對前述議題，本文從印尼的總體經濟情勢為起點，舉例說明印
尼政府近來採取之諸多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規定。再者，本文對影響
印尼經濟發展的政治因素進行分析。最後則於結論中點出攸關印尼經
濟持續成長的關鍵因素。
21. "Indonesia GDP growth beats expectations," Financial Times, Aug. 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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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印尼總體經濟概觀
回顧印尼的經濟發展，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
嶺。該金融風暴不僅讓印尼的經濟跌入谷底，亦使得印尼政治體制
從原本蘇哈托強人統治的威權體制轉型成為目前的民主體制。在 1997
年後，印尼的經濟從 2003 年開始逐漸好轉。在 2001-2010 年期間，印
尼經濟以成長率 5% 的速度持續前進，而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席捲
世界的惡劣環境中，印尼也是極少數仍保持 6% 經濟成長的國家，並
於 2011 年仍締造 6.5% 的經濟成長率。
推動印尼經濟成長的動力可歸因於其國內消費的持續成長與國際
間對其物原料之需求旺盛所帶動的出口增長。然而，由於全球經濟
成長速度的放緩，連帶地影響印尼 2012 年的經濟成長。對於印尼 2012
年的經濟成長率，印尼央行 2012 年 7 月從先前的 6.7% 調降為 6.3%，經
濟學人智庫 (EIU) 估計為 6.0%，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BMI) 則預估為

6.3%。大體而言，私人消費仍是推動印尼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外來
投資的大幅增加與強健的民間消費也促進印尼固定投資總額的增加。
在對外貿易方面，過去幾年由於中國大陸對印尼原物料的龐大需求，
促使印尼商品與勞務的出口在 2011 年呈現連續二年的兩位數字成長。
然而，此出口成長的速度由於中國大陸需求的下滑，預料在 2012 年
將顯著放緩，此跡象已反應在今年中國大陸對印尼原物料需求的減
少。另外，在進口方面，由於印尼國內中產階級興起所帶動的強勁需
求，預料印尼的進口仍將呈現持續成長的現象。
就外來直接投資 (FDI) 而言，印尼外來直接投資的金額在 2012 年
第二季較 2011 年成長 30.2%，達到 59.2 億美元。根據印尼官方統計，
約有 16.3% 的外來投資是集中在礦業，另外的 16% 則是在基礎化學工業。
然而，大部份的投資仍是集中在採礦業與製造業，這是因為大部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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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印尼的企業多著眼於印尼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其中產階級興起所將
帶動的龐大商機與消費潛力。先前傳出我國企業家郭台銘所屬的富士
康公司有意前往印尼設廠投資的消息，即是代表跨國企業看好印尼中
產階級崛起與其龐大國內消費市場，而欲積極提早布局的最佳例證。
22

另一方面，印尼主權債信評等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而跌落到谷底

後，於 2011 年底及 2012 年初被國際兩大信評機構 --- 惠譽 (Fitch) 及穆
迪 (Moody's)--- 提升為投資等級，這是印尼自 1997 年以來的首次。此一
成果不僅反映了近年來印尼經濟穩健增長的事實，也對於促進印尼的
外來投資具有十足激勵作用。

表一、印尼經濟成長預測
百分比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GDP

6.5

6.0

6.3

6.4

6.6

6.7

私人消費

4.7

5.2

5.4

5.4

5.3

5.4

政府支出

3.2

7.0

7.7

8.1

8.0

8.2

固定投資毛額

8.8

11.6

10.2

9.3

9.6

9.5

商品及勞務出口

13.6

3.5

5.9

12.1

10.2

8.5

商品及勞務進口

13.3

5.5

6.2

13.6

11.8

9.5

國內需求

6.2

7.1

6.4

6.4

6.9

6.9

工業

3.0

3.2

3.7

3.6

3.8

3.8

農業

5.3

5.3

5.8

5.6

5.5

5.5

服務業

8.5

7.3

7.4

7.9

8.2

8.3

資料來源：Country Report: Indonesia, EIU, Sep. 2012, p. 8.

近期印尼經濟保護主義的措施
印尼總統蘇西洛在去年提出極具野心的「加速與拓展印尼經濟
成長的總體經濟發展計畫」(Master Plan for the Accel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22. "Foxconn: taking manufacturing to Indonesia," Financial Times, July 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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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Economic Growth)，預計在未來 14 年內，即 2025 年前，將印尼
帶入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之一。該計畫欲藉由國內外投資的挹注，於其
所規劃的六大經濟走廊 (Economic Corridor) 內，進行 8 項重點發展計畫
與 22 項主要經濟活動。此項規模宏大的經建計畫，受限於印尼國內
的資金不足，而亟需龐大外資的投入。因此，印尼政府近年來積極推
行各項改革與放寬外資政策，以營造優質的投資環境。然而，從 2012
年初以來，印尼政府卻反其道而行，採取諸多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措
施，茲舉下列數例為證。
首先，2012 年 1 月印尼政府對廣泛作為家具或手工藝原料的籐木
（rattan）頒發出口禁令，其目的在鼓勵印尼本土籐木家具產業的發展，
並藉以增加就業人口與鼓勵其附加價值產品之出口。 2012 年 2 月，印
尼政府對持有印尼政府的採礦許可而完全由外人持有的外國採礦公
司發佈新的規定，要求他們在十年內必須將其大部分的股權減少到
23

51% 以下，並將這些股權釋出給印尼人股東。 再者，印尼政府 2012
年 5 月開始對出口的鐵礦課徵 20% 的稅，並預計在 2014 年完全禁止鐵
礦原料的出口。此外，印尼政府也頒佈對包含鐵礦等 65 種礦產品出
口的新規定。這些礦產品包含鎳、錫、金、銅、銀、鉛、錫、白金等
金屬。這些礦產也必須被課以 20% 的出口稅。再者，如欲出口前述的

65 種礦產，這些出口商必須通過印尼政府的註冊程序，並且所有的
出口貨品都必須獲得政府稽查單位的確認才能被放行。
此外，印尼政府對園藝商品的進口也採取新的措施，規定這些商
品僅能從特定的幾個港口進口，並將最為繁忙的雅加達 Tanjung 港口
排除在外。新規定也要求只有註冊的進口商可被允許進口此類商品，
並規定從事園藝產品的進口商則必須獲得印尼農業部指定之機關的
23. "Indonesia: consumer power," Financial Times, Aug. 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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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信，從而增加進口園藝產品的困難度。 印尼政府於今年頒布新
措施一項，規定外國企業在印尼僅能擁有 100 至 150 間連鎖店。此規
定使印尼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限制外資企業擁有連鎖店家數的國家。印
尼官員表示，此一限制的目的在防止一些大企業或大資本家控制印尼
25

的連鎖業市場。 鑑於近來印尼政府所採取的各項帶有濃厚經濟保護
主義色彩的舉措，許多經濟學家紛紛提出警告，希望印尼政府不要重
蹈先前蘇哈托時期採取保護主義而導致印尼經濟再次淪為「裙帶資本
主義」
（crony capitalism）的覆轍。一位以坦率直言著稱的印尼經濟學家
即表示：「在這裡，好的時期作出壞的政策。」（The good times makes for

badpolicy here），認為印尼政府近來採行的諸多有利於本國既得利益團
體的措施，不僅不利於爭取印尼迫切需要的外資，對於提振印尼國內
26

亟待改進的基礎建設也沒有正面助益。

影響印尼經濟發展的政治因素
印尼作為一個天然資源稟賦得天獨厚的國家，其自 1945 年以
來的經濟政策經常擺盪在強調競爭開放的經濟自由主義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與保護國內產業利益的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
之間。一位經濟學家曾為印尼過去的經濟政策作出如下的評論：「壞
的時期做出好的政策。」(The bad time makes good policies)。這意味著印尼
政府通常在其總體經濟情況惡劣時，較願意大刀破斧地進行經濟改
革，採取自由競爭、開放外資等真正有利於經濟成長的政策。但若在
其總體經濟情況較佳、財政充裕的時期，印尼政府則會受到其國
24. Ibid.
25. 中國 - 印尼經貿合作網，「印尼政府限制外資連鎖店數量」，2012 年 8 月 28 日。http://www.cic.mofcom.
gov.cn/ciweb/cic/info/Article.
jsp?a_no=307013&col_no=460
26. "Indonesia: Archipelago apprehension," Financial Times, Aug. 2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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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採取保護主義、限制外資及扶植民族企業等
作法，最終導致無效率與貪腐。
印尼經濟政策在蘇哈托時期（1965-1998）下，業已充分顯現印尼
經濟政策擺盪在經濟自由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這兩條路線的特徵。當
前，由於印尼 2014 年國會選舉與總統大選的迫近，導致印尼經濟政
策開始趨向以維護本國商業利益為主的經濟保護主義傾斜，並使得限
制外資活動之相關措施開始一一浮現，而為印尼經濟前景增添不確定
的政治變數。關於外界對於印尼保護主義興起的諸多疑慮，特別是關
於印尼政府對礦業外來投資的限制，蘇西洛表示：「如果我們把每件
事都交給資本主義與市場機制，那將會非常的不公平。」此外，自蘇
西洛在 2009 年成功獲得連任後，一改他在第一任時勇於從事政經改
革、積極打擊貪汙等作法，其第二任的政治改革力道與打擊官員腐
27

敗的決心似乎出現諸多軟化的跡象。 他在 2012 年 9 月的內閣改組中
將改革陣營的官員邊緣化，並在對國內燃油補貼議題上改變立場等
跡象，皆顯示現任總統蘇西洛不僅已逐漸變成跛腳總統，而且也開
始為即將到臨的國內選舉而屈從於國內選票利益。受限於印尼新的
總統選舉法之規定，印尼未來的總統將可能由目前印尼國會的幾個
大黨中選出，這些在檯面上的總統候選人卻多屬於保守的既得利益
政黨。因此，未來印尼選舉的政治不確定因素將為印尼經濟是否仍
28

繼續維持開放與自由的政策，投下一大問號。

結論
隨著 2014 年印尼國會與總統大選的到來，印尼經濟政策出現朝
27. "Indonesia's Backslid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13, 2012
28. Country Report: Indonesia, EIU, September 2012,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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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經濟民族主義擺動的趨勢。此一現象不僅將打擊外來投資者的信
心，也將不利於印尼經濟的長期發展。究竟這些保護主義的措施僅是
曇花一現，或是其未來政策走向的前兆，仍尚待觀察。然而，下列幾
點因素恐將是影響未來印尼經濟政策趨勢與其經濟動能是否能持續
的重要關鍵。
一、具有改革色彩的總統候選人是否能於 2014 年勝出，而持續打擊
貪污、削減繁複官僚程序，並同時保持歡迎外資與重視開放自由
的經濟路線。
二、印尼政府能否有效改善基礎建設，並藉由製造業的發展，降低對
原物料出口的依賴，以達成其經濟結構的轉型。
三、印尼政府能否有效維持其總體經濟的穩定，並對其匯率、國內利
率、通膨、失業率及國內財政赤字等議題採取妥善的對策，以避
免因當前景氣過熱所可能導致之經濟泡沫破裂的發生。
在未來數年，印尼在亞太經濟整合上所扮演的角色將不容小覷。
無論是 2013 年作為 APEC 的地主國，或是 2016 年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
的成立，印尼經濟政策的走向不僅對亞太區域的經濟發展有重要影
響，對於欲加入以東協為主之區域經濟整合的我國而言亦至關重要，
值得我國持續密切地關注印尼未來的政經動態發展。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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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朝鮮，何去何從？
─論後金正日時代北韓之發展
陳奕帆

「金正日過世，北韓崩解。」美國國防部在 2011 年 12 月初，進行
了三個不同子題之兵棋推演。第一為巴基斯坦政權垮台，反美派打造
激進伊斯蘭國家；第二為中共軍事現代化大躍進，以海軍優勢封鎖台
海；第三為北韓金氏王朝崩解，難民越界，造成第二次韓戰。以上三
個假定，時間點皆設定在 2013 年。安知，2011 年 12 月底，在美軍兵
推完後不到兩個星期，金正日便真的與世長辭。消息一出，震驚國際
社會。若非發生時間點太晚，肯定上得了 2011 年度十大國際新聞票選。

先軍政治 核武優先
朝鮮半島最引起大家注意的，莫過於北韓強人金正日領導體系下
之「先軍政策 (Military First policy)」，以及傾全國之力也必須要發展核武
之決心。就算人民年年遭逢饑荒，餓死無數平民百姓，領導階層似乎
無視此一現狀，依然致力核武計畫。其實，自 1994 年 7 月金正日正
式掌權以降，至少製造了兩次核武危機。柯林頓時期，美國較重視與
北韓之往來，派了前總統卡特、國務卿歐布萊特訪問北韓，連柯林頓
本人在第二任期結束前，也差點訪問北韓。因此，第一次朝核危機，
由於美國與北韓交往頻仍，再加以能源補助，得以安然度過。
然而到了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政府態度有了 180 度轉變。先是
於 2001 年 1 月小布希總統所發表之「國情咨文 (State of the Union)」，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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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北韓、敘利亞、伊拉克、古巴……等國為邪惡軸心 (Axis of Evil)。後
又在 2003 年 3 月，指控伊拉克海珊政權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MD,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出兵攻打方被其點名為邪惡軸心之伊拉克。
此舉，讓北韓深感自己有朝一日也可能成為美國出兵之下一個目標。
是故，北韓旋即大力推動其盤算已久之核武計畫，並以發展核能之名，
美化其欲成為擁核國之實。
到了 2006 年 10 月 9 日，朝鮮勞動黨 (Korean Workers Party) 黨慶前一
日，進行了首次地下核彈試爆。第一次核試起因於美國小布希政府對
其經濟制裁，凍結位於澳門匯業銀行 (Banco Delta Asia) 2600 億美元北韓
資金。在六方會談 (Six-Party Talks) 框架之下，美朝雙方皆同意解凍該筆
資金，但美方藉故拖延，導致朝鮮為反映其不快，試行了第一次地
下核爆。到了 2009 年 5 月 24 日，已經將其以鈽提煉之核彈威力提升，
遂行第二次地下核爆。此次核爆，肇因於北韓為試射衛星，在聯合國
《關於登記射入外太空物體的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完成登記後，仍不被允許試射，導致朝鮮對美、
日、韓三國不滿所引起。
隔年，2010 年 11 月 25 日，北韓邀請美國核科學家赫克爾 (Siegfried

Hecker) 造訪北韓一新建核濃縮鈾廠，並親眼看見 2000 多具離心機。
此次參訪後，赫克爾返美時即向白宮報告，北韓已有提煉濃縮鈾核彈
頭之能力。短短不到十年間，北韓就成為擁有鈽核彈之擁核國。雖小
布希政府忙於中東之伊拉克、阿富汗反恐戰事；歐巴馬政府忙於國內
經濟、健保、國外撤兵等……議題且缺乏具體對朝政策，但北韓發展
核武的腳步，卻未曾因此而趨緩。反而在美國戰略部屬移回東亞之前，
已經取得核武談判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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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會談 重啟契機
北韓於 2009 年 4 月 14 日，第二次核試驗前退出六方會談，中斷
了自 2003 年 8 月 27 日，由中共主導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歷時六年
一共六輪的朝核問題談判。後又因 2010 年 3 月天安艦事件以及同年

11 月延坪島砲擊事件，讓重啟六方會談氣氛陷入一片低迷。但是，
2011 年 6 月，在美國歐巴馬政府對南韓施壓之下，希望南韓可以先跟
北韓接觸，進而開始兩韓會談。等到時機成熟，在進入美朝會談，爾
後晉升為美、中、朝之三邊會談。最後，再回到東北亞六國六方會談
之框架。
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於 2011 年 6 月 6 日，假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
之便，對北韓施壓並警告其勿在挑起爭端。隨後，兩韓便在 7 月及 9
月於峇里島及北京召開核子協商，雖無太大進展，但象徵兩韓開啟對
談進入了初步階段。在美國方面，也於 7 月及 10 月分別進行與朝鮮
進行兩次對話，並打著人道救援旗幟，預計於 2011 年 12 月底或 2012
年年初，進行第三次美朝對話。2012 年 1 月 9 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胡錦濤也藉著與來訪南韓總統李明博會晤時，願兩韓接受重啟對話，
並支持南北韓改善關係。由以上種種跡象顯示，在金正日過世之後的
朝核議題，正開始出現轉變。
雖然兩韓、美朝、中朝對話，都還處在六方會談中斷後的起步階
段，但是，無論對話內容是否有實質助益，都至少有著持續不斷的對
話管道，可以維持基本層次的溝通。尤其金正日過世之後，北韓內部
權力進入交接期，金家第三代同時也為北韓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金
正恩，背負著國際社會對北韓下一步的關切。雖然目前金正恩對南韓，
還是採取強硬、抗拒對話的態度，但此一態度非常有可能是為了要
鞏固自己接班人地位的必要表態，抑或是以拖待變，等到 201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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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新總統就職後、美國總統大選完成、中共 18 大權力交接、南韓
總統大選結束，再進行下一步的思考。

權力轉移 中國模式
目前北韓政體仍然維持金正日在位時期之模式。但不同以往的
是，由於金正恩接班時間尚短，短時間內恐怕還無法建立足夠威信。
因此，朝鮮國營媒體藉金正日之死，大肆宣傳並鞏固金正恩之接班
地位。除了金正恩、金正日妹妹金敬姬及其夫婿張成澤之外，與其
他共八人合力領導金正日過世後的北韓。此種現象，與目前中共九
名政治局常委的方式相當雷同，共產政權集體領導方式，應可在權
力轉移期間，提供北韓相對穩定發展之空間。
在經濟發展方面，早在 2011 年 5 月金正日訪中之時，參訪了北京
中關村數位園區，後又南行江蘇揚州邗江經濟開發區，了解中國大陸
經濟發展狀況，引以為借鏡。結束 5 月訪中行後回到北韓，金正日便
開始一連串與中共加強經濟合作之動作，包括了在靠近丹東、新義州
附近的黃金坪島租借給中國大陸 100 年，開發成為軟體數位特區；又
在中國大陸圖們附近的羅先港，規劃成製造重工業的造船、石化、機
械、汽車工業之羅先特區，也將羅先港租借給解放軍使用。這兩個與
中共合作之特區，皆有著比兩韓合作之開城工業區更大尺度的開放協
議。
無論在後金正日時期之政體發展，或是經濟改革方面，北韓都相
當倚賴所謂的「北京共識」或稱「中國模式」。但北韓也深知中共對
其已非像當年韓戰「抗美援朝」般支持，因此，金正日在結束 5 月份

3000 公里中國大陸之行後，又在 8 月往俄國進行長達 3700 公里跋涉，
與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會晤，並考察俄羅斯最大規模的布列亞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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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另一深層意涵，也是希望俄國可以經援北韓。俄國也滿足金正日
之行，積極推動穿越朝鮮半島向南韓供應天然氣之天然氣管道建設項
目。
北韓積極學習中共之政、經發展模式，正如拉美地區、東南亞、
中東地區幾個左派國家學習中國大陸發展模式一般，控制政治發展，
不見得需要民主；經濟採規劃經濟方式，讓國家及國營企業主導經濟
走向。加上北韓與中共又有唇亡齒寒之故，中共勢必還可以繼續發展
其對朝鮮之影響力。穩定住朝鮮半島態勢，避免衝突戰事再起為主要
目標。北韓金正恩為延續並鞏固其政權，必定會多加謹慎行事，小心
推敲北韓的每個下一步。

結論
金正日逝世事發突然，但北韓也似乎早有推敲過因應之劇本。金
正恩風光大葬金正日，同時也逐步與同為北韓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的
姑丈張成澤，進行集體領導，延續其北韓金氏王朝。若權力轉移順利，
經濟又可以享有持續改善，加上美、韓對朝鮮態度有所改變，更願意
與其接觸。若再加上有望重啟之六方會談，透過直接與美、中兩強直
接接觸，討論以朝鮮半島非核化，換取更多經濟、能源援助。雖一時
之間北韓還很難放棄其核武，但是，保持溝通管道暢通，並非壞事。
也唯有透過和平解決途徑，東北亞才可繼續維持區域穩定和平。

(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其碩士論文為「合與核：
美國與中國在六方會談之互動」，並為民國99年外交獎學金得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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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島」火線：
論釣魚台牽動之多邊關係
陳奕帆

「頭可斷 血可流 釣魚台不能丟」。上述標語為 2012 年九月初，中
國大陸民眾在日本駐中國大陸大使館前抗議之主軸。東京都知事石原
慎太郎於 2012 年六月片面宣稱展開募款購買釣魚台 ( 日稱尖閣諸島 )
一事，激起我國、中國大陸，甚至香港、澳門地區都大為不滿。2012
年時值「中日和約」簽署四十週年，也是中共與日本建交四十週年，
但由於釣魚島一事，台日中關係有著巧妙變動。

日購釣島
自一開始東京都有意購買釣魚島，演變成日本政府於 2012 年九
月收購釣魚島並將其國有化。此一變化雖然不被我國及中共接受，但
是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之決定，也算盡力嘗試維持現狀，而不讓
台日、中日關係繼續惡化。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
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也認為，日本政府做出購島決定，是為了要使
釣魚台問題不再惡化。倘若釣魚台由東京都購得，那麼難保石原慎太
郎不會在島上大興土木，甚至開放投資、旅遊，讓相關國家更為光火。
石原慎太郎此一政治計算實屬高明。除了幫助自己兒子，也是自
民黨幹事長石原伸晃，鋪好可能的下一步問鼎首相寶座之路，還可以
逼迫當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必須要在輿論壓力下，做出與中共交惡
之舉動。進而可使必須在 2013 年八月底舉行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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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本政壇，提早為自己兒子暖身。但日相野田佳彥在釣魚台議題上
表現十分謹慎，不敢過度表現。僅表示如海上保安廳無力保衛釣魚島
時，將改派海上自衛隊接替任務，成功延續己身政治前途。

陸爭領土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釣魚島地位雖不及台灣、西藏、新疆……等
地重要。但是，基於二次大戰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這些歷史事件，
釣魚台議題馬上變成中日之間最大爭議點。再者，領土完整一直是中
共最在意之首要目標。中共政權之合法性與延續性，有賴其對領土完
整之維持。另外，
也因害怕「骨牌效應」及國內「民族主義」之作祟，
導致大規模民眾集結，重演類似天安門之事件。因此，除了爭領土之
外，也必須小心拿捏過度炒作民族主義產生之後果。
由於 2012 年中共十八大的緣故，中共官方目前對釣魚台一事，
除該有之嚴正抗議聲明、照舊派出海監船前往釣島海域巡邏外，也不
敢有太大動作而影響其黨內總書記交接過程。特別是據信為下任中共
領導人習近平，又在九月初消失兩週，更讓人對中國共產黨內部交接
或鬥爭，產生疑竇。雖除了因病休養之外傳聞，也有可能是因為習近
平藉機處理薄熙來一案，甚至是釣魚台議題。此外，如此加劇
中國大陸境內愛國主義及反日情結，也有可能傷害到早已深切相
互依賴之中日貿易關係。

美再平衡
除了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在九月初訪中國大陸，以及
於 APEC 俄羅斯海參崴領袖高峰會，分別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日
本首相野田佳彥談論和平解決釣魚台爭端。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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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 (Victoria Nuland) 多次再記者會上，呼籲有關釣魚台爭議各方，應
冷靜並和平解決此一事件。但是，努蘭多次使用「尖閣諸島 (Senkaku

Islands)」稱呼釣魚台，並重申尖閣諸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已經明
白地闡述了美國之立場。
在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部長潘內達 (Leon Panetta) 也緊接在希拉蕊
腳步後，於 2012 年九月訪問日本與中國大陸。這顯示了美國重視此
議題，不樂見釣魚台議題升溫，造成中日摩擦，甚至將美國牽扯進來。
對外，歐巴馬正面對敘利亞、伊朗，以及中東國家反美情結；對內，
歐巴馬還要面對緩慢復甦的美國經濟，以及即將到來的連任大選。中
日摩擦對美國來說，是最好能避免產生的狀況。外交談判上，美國採
取擔任調節仲裁者之角色；但在軍事安全上，美日聯合軍演以及美軍
兩年一度於關島之「勇敢之盾 (Valiant Shield)」海、空軍聯合演習，又
扮演著美國重返亞太 (pivot to Asia) 重要支柱。

台固主權
我國除了重申釣魚台為我中華民國固有之領土外，也加強海巡署
船艦以及海軍軍艦在釣島海域之巡邏及協防我國漁民於該海域之漁
權。總統馬英九先生也於 2012 年九月初登上離釣魚台最近之彭佳嶼，
強調我國對釣魚台之主權，並宣示「主權一寸都不能讓」。這些表現，
讓我國在釣魚台議題上之能見度有所提升。馬總統更提出所謂之「東
海和平倡議 (East China Sea Peace Initiative)」，認為有關國家，應擱置爭議，
遵守國際法以和平解決爭端。並訂定「東海行為準則 (East China Sea

Peace Initiativ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共同合作開發東海資源。在日本
宣佈購買釣魚台並將其國有化後，立即電召 ( 或召回 ) 我國駐日大使，
也是馬總統展現出來保衛釣魚島主權之決心。日本應了解我國對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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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之強硬立場，並採取台日關係中從未出現過之堅決態度，日本政
府就該更小心處理釣魚台議題。雖然我國在釣魚台議題上，不會與中
共聯手處理。但是，日方也不該咄咄逼人，破壞良好之台日關係。

結論
釣魚台購島，對東亞各國關係產生漣漪。目前，各國多採取「對
外強硬」以「對內表態」。遇到島嶼主權紛爭，沒有任何國家願意退讓，
也沒有任何國家敢輕忽。同一時間，各國皆有不同之國內問題需解
決。不過，是否真有必要為此爭議開戰？可能又得另當別論。領土
及主權為國家之根本，但在這般不穩定之情勢之下，切忌把話說死，
或是動作過大，引發更不必要之誤會。相關各國必須以更高的智慧，
以妥當處理此一議題。如此一來，爭議島嶼才不至成為導火線。

(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並為民國101年外交部國際
青年大使華府團團長，以及萬馬奔騰計畫101年國際事務青年人
才培訓計劃華府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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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新局：
論歐、習掌權後之美、中關係
陳奕帆

「錯過這一次，再等廿年。」這似乎是一句經典廣告詞，但卻也符
合美國與中共兩強之總統選舉與政權輪替時程。美國每四年選一次總
統，而中共每五年進行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兩國政治議程，正好每
廿年會碰在一起。

2011 年 11 月，由於時差緣故，恰巧遇到兩國前後一天進行「大選」
。
美 國 於 11 月 6 日 ( 台 北 時 間 11 月 7 日 )， 現 任 總 統 歐 巴 馬 (Barack

Obama) 一如筆者在本《簡訊》2012 年 10 月號預測般，連任成功續任
白宮主人，以選舉人票 332 票比 206 票，擊敗對手前麻州州長羅姆尼

(Mitt Romney)。
隔天，11 月 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並
於一週後之 11 月 15 日，以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為首之領導班
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七人，正式與世界各國媒體見面。歐、習
掌權後之美、中關係，將左右著世界政局。

內政顧慮
美國歐巴馬在成功連任後，還來不及慶祝，就必須馬上面對接
踵而來之「財政懸崖 (fiscal cliff)」問題。財政懸崖亦即美國政府於 2013
年 1 月 1 日，即將遭遇到小布希政府時期減稅優惠措施到期，加上國
會先前通過減赤機制啟動，導致美國政府財政支出猛然緊縮。面對著
選後仍由共和黨掌握 233 席過半席次之眾議院，民主黨籍之總統也必
美、中新局：論歐、習掌權後之美、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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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小心謹慎與其協商。美國國內經濟目前雖未大幅好轉，但也在持續
復甦中，如未能好好處理財政懸崖問題，不僅傷害自身脆弱之經濟，
也將影響到世界經濟成長。
中共習近平在甫卸任總書記胡錦濤，交出黨職與軍權之「裸退」
協助下，雖有比胡錦濤於 2002 年 11 月 15 日接任時，以較好姿態接下
總書記與中央軍委會主席職務。但是，中國大陸面臨之貪腐、經濟成
長趨緩之問題，也考驗著習近平等七人之政治局常委。特別胡錦濤在
十八大開幕報告時提及，貪腐問題如不妥善解決，終將導致亡黨亡國。
而經濟成長趨緩，不像過去 GDP 動輒以兩位數之成長率飆升。在 2012
年 3 月「兩會」後正式啟動之「十二五計畫」，也只將 GDP 年增速訂
在 7.5%，表示可讓人民有感之經濟發展，也需進一步之轉型。

外交競爭
2012 年 11 月 6 日連任成功後，總統歐巴馬與國務卿希拉蕊隨即
於十天後動身前往亞洲，拜訪泰國、緬甸、柬埔寨三國。此舉不但繼
續確認歐巴馬政府之「重返亞洲」、
「亞洲再平衡」決心，也積極中國
大陸周邊國家保持密切關係。雖然泰、緬、柬三國不像東北亞之日、
韓一般，為美國締結條約之盟國，但是，逐步邁向民主化之緬甸，有
著豐富自然資源，美國不可能放過此一先機。筆者於 7 月時在美國智
庫 CSIS (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 參加由國務院主管經濟事務次卿之演
講，得知美國在緬甸開放之後，大型企業已經準備進駐，協助其發展。
至於泰國與柬埔寨，也是此行要拉攏之對象。
美國總統首次訪問緬甸、柬埔寨，也展現積極建構其在亞洲勢力。
除了總統、國務卿之外，美國國防部長潘內達也在總統出訪之前，先
行訪問了泰國、柬埔寨，參加東協國防部長會議。然而，在歐巴馬離

184

區 域政 經 總覽與 糧 食安全 問 題 -- 區 域 重要 國 家 政 經動 向

開泰國後一天，中共總理溫家寶緊接著訪問泰國。除了投資泰國基礎
建設、提供金援之外，中共也與泰國簽訂了「全面性戰略夥伴協議」，
並在曼谷設立中國文化中心，中共對泰國可謂是軟硬兼施。另外，早
在東亞峰會上，東道主柬埔寨已限制與會各國討論南海問題，可說是
給足了中共面子，避免讓中共最忌諱之南海問題國際化拿上檯面。此
次兩國在外交上之競爭，不分軒輊。

經濟矛盾
兩強在區域經濟發展上，已爭著要以自己為首發展區域經濟合作。
美國在 2009 年 11 月歐巴馬宣布加入 TPP，就掌握起主控權，並試圖
將 TPP 建立成與 ASEAN+N 抗衡之區域經濟協議。目前 TPP 除原始簽署
四國汶萊、智利、新加坡、紐西蘭外，加入談判的還有美國、澳洲、
祕魯、越南、馬來西亞，以及 2012 年新加入談判之墨西哥及加拿大。
自 2010 年起，日本也有意願加入談判，但礙於國內政爭與反對聲
浪，遲遲尚未正式宣布。此次歐巴馬訪泰國後，傳言有意說服泰國
加入 TPP，如成功說服泰國加入 TPP 談判，即可為 TPP 陣營納入一員。
但泰國是否願意加入 TPP，目前在泰國國內尚未有共識之下，還有一
段距離。
反 觀 東 協 十 國 與 中 國 大 陸、 日 本、 韓 國、 澳 洲、 紐 西 蘭、 印
度，在東亞峰會期間同意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談判，即是抗衡以美國為首之 TPP。
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支持東協推動 RCEP 談判，而印尼貿易部長吉達
也表示，現在 RCEP 比美國力倡之 TPP 前景更佳。美、中兩國在區域
經濟主導權之爭，目前尚未明朗，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在重返亞洲
之政策下，加上美國經濟緩慢復甦，參與亞洲經濟發展一定是美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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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得之良機。中國大陸目前為世界經濟火車頭，也會抓住契機，繼
續強化自身經濟發展。兩國矛盾雖有，但尚須合作才能尋求雙贏。

戰略對立
無論美國「重返亞洲」或「亞洲再平衡」戰略，目標很清楚的是
以亞洲為主。因此紛擾不斷之釣魚台、南海等議題，就是美國與盟邦
最好發揮之標的。日本與美國雖簽署美日安保條約並適用於釣魚台
問題，但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之舉動，亦或是超出美國認可之範圍。
至於南海問題，目前除了菲律賓是較為主動與美國合作之國家以外，
越南也未完全認可美國與其之合作。美國只好轉向泰國尋求更進一步
之合作，加強兩國軍事合作關係。雖然新加坡開放讓美軍瀕海戰鬥艦
部屬，但依然很聰明的不選邊，維持與中國大陸友好之關係。美國也
於澳洲北部達爾文駐軍，並且解除禁令允許紐西蘭軍艦訪問美國港口
或基地，強化兩國軍事關係。
中共則是本著「不戰而主東亞」戰略，繼續和平崛起之道路。因
應釣魚台問題，派遣海監船巡邏釣島已成常態。至於是否會因釣魚台
問題而與日本開戰，目前研判並未有此種可能。至於南海問題，派遣
漁政船前往南海海域，且避免解放軍海軍與他國產生衝突，為中共處
理此一問題之原則。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正式成軍下水，除作
訓練編隊之用，也作為胡錦濤時代之重要政績。雖離實際作戰目標還
早，但無可迴避的是，解放軍海軍正逐步朝「藍水海軍」發展。由
於先前投入大量資金於軍事工業，自行研發之隱形戰機殲─ 20、殲
─ 31，航母艦載機殲─ 15 等，正處於收穫期，但不至於與周邊國家
起衝突違反和平崛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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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美國總統歐巴馬成功連任後，代表著美國選民對他過去四年之執
政，投下信任票。因此，歐巴馬應會延續過去四年之政策。特別是在
選後旋即出訪亞洲，即是確認亞洲在其主政下，仍是未來四年外交政
策及戰略重心。但因連任後，國安團隊可能面臨改組，並等候國會通
過其任命，尚需一段磨合期，才能正式上路。
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掌權初期仍會「胡規習隨」一陣子，但由
於已獲全權，加上面臨內部經濟發展及改革壓力，人民對他有期待，
此胡規習隨時期不會太長，習近平必須馬上替中國大陸面臨內、外各
項挑戰，規劃出新的藍圖，短則五年，長至十年。五年後會面臨中央常
委會、軍委會改組，更將徹底貫徹習近平路線。

(作者為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並為民國99年外交部外交
獎學金得獎者、101年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華府團團長，以及萬
馬奔騰計畫101年國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劃華府組成員)

美、中新局：論歐、習掌權後之美、中關係

187

糧食安全問題

評析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之
「我們要的未來」宣言與糧食安全
邱奕宏

前言
2012 年的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於 6 月 20-22 日 在 巴 西 里 約 熱 內 盧 召 開。 該 會 議 又 稱
為 Rio+20，由數千位各國政府官員、私部門及非政府組織 (NGOs) 代表、
與其他團體共同參與，討論如何消滅貧窮、提升社會公平，及如何
在愈趨擁擠的地球上確保環境保護的工作。此次會議的兩大主題分
別是：1. 永續發展與消除貧窮脈絡下的綠色經濟 (Green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與 2. 永續發展的制
度性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該會議發表一
份長達 53 頁，名為「我們要的未來」宣言 ( 簡稱 Rio 宣言 )，內容闡
述聯合國對消滅貧窮與永續發展的未來願景，並對在達成此目標上扮
演關鍵角色的糧食安全 (food security) 議題闡述其主張。
鑑於 2012 年 6 月作為主要糧食出口國的美國受乾旱影響，導致農
產品歉收，並引發國際穀物價格飛漲，使得全球再次發生糧食危機的
陰影再度浮現。目前糧食自給率 ( 以熱量計算 ) 僅有 32% 的我國，仰
賴糧食進口甚巨，國內民生深受國際糧價影響。為瞭解國際糧食安全
趨勢，促進我國農業與糧食安全政策與世界潮流接軌，本文將扼要介
紹此次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宣言中對糧食安全議題的論述，並評析其
重點以供國人瞭解。

188

區 域政 經 總覽與 糧 食安 全 問 題 -- 糧 食 安全 問 題

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此宣言中，糧食安全的主張被置於此次會議兩大主題論述之後的
「行動綱要與後續」(Framework for action and follow-up) 部分。該宣言首先
表明與會者重申對於每個人都能有取得安全、充分及富含營養之食物
的權利，以及獲得滿足所需要之食物的權利與免於飢餓的基本權利。
體認到糧食安全與營養議題已成為當今迫切的全球挑戰，因此與會者
承諾透過國家、區域及全球的糧食安全與營養策略來提升糧食安全，
與對目前及未來子孫提供滿足所需、安全無虞及營養的食物。

偏遠地區的糧食供給
此外，該宣言認知到世界上大部分的貧窮人口位於偏遠地區。對
許多國家而言，偏遠地區社群在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該
宣言強調在經濟、社會、與環境永續方面，有必要採取行動來活絡農
業與偏遠發展部門，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再者，該宣言也強調
採取必要行動來解決偏遠社群需求的重要性，並且應提升農業生產者
取得信貸、金融服務、市場、土地、醫療保健、社會服務、教育訓練
及科技等措施的管道。宣言也重申，強化偏遠地區女性之權力，對於
提升農業與偏遠地區發展、糧食安全與營養是極為重要的。最後，該
宣言也認知到傳統之永續農業作法的重要性。

提振農業投資
另一方面，該宣言指出，鑑於各國農業條件與系統的不同，與會
者決意透過改進市場機能與貿易體系、強化國際合作、及藉由增加公
私部門對永續農業的投資，來增加全球之永續農業的生產與生產力。
投資的關鍵領域包括永續農業範例、鄉村基礎建設、糧食儲存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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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技術、永續農業技術之研發、發展堅強的農業合作與價值鏈、及
強化都市鄉村連結。最後，該宣言也強調必須有效減少整個食物供給
鏈的收成後糧損 (post-harvest loess) 及其他食物損失與浪費。

支持永續農業
再者，該宣言重申有必要倡導、提升及支持包括糧食、畜牧業、
林業及漁業的永續農業，認為此舉不僅可改善糧食安全、消滅飢餓及
符合經濟效益，且可同時涵養土地、確保水資源、保護植物與動物資
源、維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體系，並可提升對氣候變遷與天然災害的
復原力。最後，該宣言體認必需維持自然生態過程，進以支持糧食生
產體系。

提升畜牧業的永續發展
除農業外，該宣言也強調有必要來提振畜牧業之永續生產體系，
包括透過改進牧場土地與灌溉系統，並配合國家政策與法規等來提升
永續的水資源管理系統，及致力於消滅並避免動物疾病的擴散。

永續海洋生態與漁業
在海洋及漁業方面，該宣言強調，健康的海洋生態體系、永續漁
業及永續的水產養殖在糧食安全與營養議題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全
球有數百萬民眾仰賴此一產業為生。

提升農業研究
該宣言矢言將透過自願性的知識交流與最佳範例分享來提升農業
研究，並經由教育及訓練等方式，來改進農業生產力與永續力。此外，
該宣言也決意改進農民接觸相關農業知識與技術的管道，進而使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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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漁牧工作者能選擇達成永續農業發展的不同方法。最後，該宣
言呼籲強化在農業研發上的國際合作。

對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表達支持
該宣言特別點出其對於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之工作的支持，特別是其在促進國家進行評估永續
糧食生產與糧食安全的角色。該宣言並鼓勵各國考慮實行該委員會之
「國家糧食安全脈絡下的土地、漁業與森林期限使用之負責任治理的
自願性準則」（Voluntary Guidelines on the Responsible Governance of Tenure of

Land, Fisheries and Forest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該宣言也點
出，其注意到對於此負責任農業投資綱要與原則的持續爭論。

處理糧價波動
對於過去幾年來的糧價高漲問題，該宣言也提出對策，強調必須
針對導致糧食價格劇烈波動的根源予以解決，包含導致糧價高漲在各
層面的結構性因素。此外，必須對肇因於高度波動農產品價格、其對
全球糧食安全所造成之影響、以及對小農及偏遠地區之貧窮人民所可
能造成的相關風險進行控管。

提高糧價透明度
除前述重點外，該宣言也強調，透明、即時及正確的農產品價格
資訊對於抑制糧食價格劇烈波動的重要性，並注意到由聯合國糧農組
織 (FAO) 所設置之農業市場資訊系統 (Agricultural Market Information System)
在提升糧價透明化的正面角色。此外，該宣言也鼓勵國際組織、私部
門及政府來共同確保糧食市場產品之價格的即時公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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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邊糧食貿易體系
最後，該宣言重申對一個基於普遍、以法規為基礎、開放、非歧
視與公平之多邊貿易體系的支持，認為該貿易體系將提升發展中國家
的農業與鄉村發展，並對世界糧食安全作出正面貢獻。該宣言敦促透
過個別國家、區域及國際之策略來提升農民的參與，特別是在各社群、
國家內部、區域與國際市場中之包含婦女的小農之參與。

評析與結論
綜觀前述宣言中所揭示之糧食安全重點，不難發現其與在 2012
年 5 月底之「APEC 糧食安全喀山宣言」(Kazan Declaration on Food Security

) 有諸多雷同之處，凸顯了糧食安全議題成為跨越全球與區域層級的
重要性外，首先，增加農業生產與生產力是兩項宣言不約而同的重點
與目的，兩者皆以增加農業投資與提升農業研究來作為提振農業生產
力的方法。不同的是，Rio 宣言更強調永續之概念在各農林漁牧相關
領域上所應扮演的積極角色。其次，我們也不難發現兩者在因應糧價
波動之策略上的相似性，皆欲藉由糧食市場資訊的透明化與對多邊糧
食貿易體系的支持，來減少國際糧價的劇烈波動。此外，兩項宣言皆
不約而同地對弱勢群體的糧食供給多所關切，但不同於 APEC 喀山宣
言較專注於弱勢團體實際上的糧食供給，Rio 宣言更著重於偏遠地區
農民獲得各項服務以提升其糧食生產的能力。最後，兩份宣言除提及
減少收成後糧損與提振農業投資的必要外，也皆強調促進公私部門夥
伴關係在提升糧食安全上的重要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APEC 的糧食安全議題的看法與聯合國永續發
展會議所達成之結論並未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反而是多有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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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糧食安全議題已儼然成為跨區域的全球性議題，因而需要
全球、區域、及個別國家不同層級的策略與行動來予以解決。雖然目
前我國尚無法參加聯合國相關會議，但作為 APEC 的一員，我國卻可
透過在 APEC 架構下與其他國際組織接軌進以協力因應及處理當前迫
切的跨國之全球議題。因此，我國更應對 APEC 糧食安全之相關議題
投注更多心力，除瞭解最新之國際潮流趨勢與變化外，也可透過強化
跨國交流與合作來正面提升我國面對糧食安全問題的因應策略與處
理能力。

（作者為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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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與亞太地區糧食安全之
發展
邱奕宏

2011 年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亞太地區特別容易受到各種天
然災害的侵襲。在全球過去數年中，由於天然災害所導致的人員傷亡，
亞太地區即佔了 80%。由於近年來的氣候變遷，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
和強度都顯著增加，不僅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也導致了許多寶貴的
生命喪失。例如 2009 年 8 月，我國遭受莫拉克颱風侵襲，在短暫時
間內降下史無前例的大雨，而導致近五十年來最為嚴重的災情。此外，
在 2011 年一整年，亞太地區可謂是飽受天然災害肆虐的一年。2011 年

2 月，智利和紐西蘭皆遭受巨大規模的地震衝擊。同年 3 月在日本發
生的 9.1 級東北大地震，及後續引發的巨大海嘯，幾乎吞噬了日本東
北部沿太平洋地區，加上地震海嘯所引發的核能電廠事故，使得此次
災害共導致高達 19294 人的人員傷亡，及難以估計的經濟損失。再者，
泰國在 2011 年亦遭受洪水肆虐，並使得首都曼谷地區險遭惡水淹沒。
此外，2011 年 12 月，菲律賓遭到颱風的橫掃，而造成嚴重的人員與
經濟損失。前述諸多案例顯示，天然災害對亞太地區的衝擊是至為深
刻且影響廣大的。因此，面對日益嚴重的天然災害威脅，亞太地區國
家的當務之急是如何積極合作，以強化各國對天然災害的應對與準
備。
無可否認，自然災害會對人類生活造成不同層面的衝擊。但一般
來說，自然災害所造成的主要影響，除導致直接的人命損傷外，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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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的短缺及衛生環境條件的惡化，亦會是災民在遭受天然災害後所
面臨的最大風險。換言之，不穩定的糧食供給與衛生安全堪憂的食
品，將會對災民與災區重建造成嚴峻的挑戰，特別是許多國家並不
具備足夠的能力來處理這些因天然災害所導致的糧食安全問題。因
此，如何有效解決這些因天然災害而導致的緊急糧食安全挑戰，已
儼然成為亞太地區各國在急遽升高的自然災害的威脅下，所面臨的
最重大課題之一。

APEC 對糧食安全的認知與回應
有鑒於此，作為亞太地區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的主要國際機制，
亞太經濟合作（APEC）對天然災害之於糧食安全的威脅有深刻的體認。

APEC 於 2010 年發表的「APEC 糧食安全新潟宣言」將糧食安全定義為：
「所有人在任何時刻皆能在物質上與經濟上獲得足夠、安全及營養的
食物，以滿足維持積極與健康生活的日常需求與飲食偏好。」此外，

APEC 也明確指出糧食安全的定義包括四個要素：可得性 (availability)、
接近性 (accessibility)、利用性 (utilization) 及穩定性 (stability)，並強調：
「糧
食安全為亞太經合會之各經濟體的共同關切，因為糧食是人類生存
的絕對要素。」再者，該宣言也明確標示 APEC 實現糧食安全的兩項
共同目標，包括：一、農業部門的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二、
投資、貿易和市場的便捷化 (facilitation)。針對前述第一項目標，APEC
提出四個應遵循的方向，包括：擴大糧食供給能力、提升農業的災
害準備、發展偏遠社區、及在氣候變化和自然資源管理所面臨的挑
戰。關於第二項目標， APEC 致力於下列五項議題的發展，包括：提
振農業投資、促進糧食及農產品貿易、強化農業市場信心、提升農
業之商業環境、改進糧食安全的做法。從上述聲明中，我們不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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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作為促進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主要倡導者，APEC 對糧食安全關
切的重點，主要是藉由促進農業部門的發展與各經濟體間的糧食貿
易，進以落實及確保亞太地區糧食安全之目標。
鑑於自然災害對於糧食安全的不利影響，APEC 新潟宣言中明確
指出，全球的天然災害有 70% 以上是發生在亞太地區。由於農業部門
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最為嚴重，APEC 各經濟體應致力於提升應急準
備能力，而農業部門應將此項工作置於最高優先。因此，該宣言表示，

APEC 各會員體同意將共同努力，並與 APEC 緊急應變工作小組 (APEC
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 密切合作，進以提升區域能力，及
減輕與恢復受災害影響的農業部門。更重要的是，APEC 也同意藉由
安全網 (safety nets) 和其他政策的社會保障措施，來照顧最脆弱的群體
免於自然災害的衝擊。因此，APEC 同意透過合作模式的建立，以探
討解決處理緊急糧食需求的可行性。換言之，該宣言凸顯了 APEC 體
認到必須透由各經濟體間的共同努力，以保護弱勢族群，並降低糧食
不穩定之風險所引發的各種負面衝擊。

我國提出 APEC 緊急糧食儲備機制倡議
依循前述 APEC 糧食安全新潟宣言的精神，近年來我國提出 APEC
緊急糧食儲備機制（APEC Food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AFERM）倡
議，來回應天然災害所導致的糧食安全議題。 AFERM 機制的設計是基
於共同合作 (cooperative)、自我管理 (self-managed)、風險分擔 (risk-sharing)
及不扭曲貿易 (non-trade-distorting) 的原則，進而成立的虛擬跨國糧食庫
存網絡，用以提供短期人道緊急糧食援助給受到天然災害侵襲的 APEC
經濟體。為了促進 APEC 各會員體對我國倡議的瞭解，我國已分別在

2010 年和 2011 年舉辦相關的 APEC 糧食安全論壇，廣邀 APEC 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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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以尋求共識，並獲取了重大的進展。我國延續去年會議結論的
建議方向，於今年 2012 年 4 月中旬邀請 APEC 各會員體相關代表，於
台北針對 AFERM 機制相關社會經濟影響以及成本效益分析，舉行為期
二日的工作會議。除對 AFERM 機制進行深入的討論外，各經濟體對於
該機制在提升亞太地區糧食安全的正面影響上，亦獲得相當程度的共
識、好評與支持。我國期待該倡議能在今年 APEC 會議上獲得各經濟
體的贊同，以求該機制的進一步落實及推動。

結論：糧食安全已成為全球性課題，AFERM 將有
效協助因應
總言之，由於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的頻率上升，糧食安全已成為
各國、各區域、及全球間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之一。為挽救寶貴的生
命並強化亞太地區糧食安全，我國在集體合作、風險分擔、自我管理、
及自願參與的原則下所倡導的 AFERM 機制，將可有效確保亞太地區受
到天然災害衝擊後的糧食供給，並提升此地區對天然災害的緊急應變
能力。雖然我國此一倡議僅是在處理複雜糧食安全的議題上跨出一小
步，但此一小步卻是測試 APEC 會員體在未來能否齊心協力，強化整
體亞太糧食安全的重大一步，因此值得國人密切關注及支持。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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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興市場概論

亞洲新興市場商機潛力
與拓銷建議
簡淑綺

近幾年，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加上豐富的天然資源
與人口紅利，未來 20 年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可望由「世界工廠」蛻變
成為「世界市場」。基於分散風險考量，我國業者有必要開拓中國大
陸以外的新興市場國家，如印尼、印度、越南等國家，且改變過去代
工、微利的發展模式，尋求自創品牌發展策略，結合原本技術、品質、
價格優勢，相信必能在亞洲新興市場激烈競爭中勝出。

商機潛力
（一）豐富的天然資源

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多擁有傲視全球的天然資源（表 1），如中國
的鎢、銻、稀土、鉭、鈦；印尼的棕櫚油、煤礦；泰國的錫、橡膠、
稻米等。近幾年，國際美元走弱，全球對原物料需求不減，以及極端
氣候造成部分農作物短缺，推升天然資源價格大幅走升，使得擁有豐
富天然資源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財富快速累積，經濟加速成長。
豐富的天然資源吸引各國加碼投資這些資源豐富的國家，韓國
近年來即積極投資印尼農林漁牧、礦業等資源，2010 年韓國對印尼的
外人直接投資 (FDI) 中高達 64% 投資於礦業，8% 投資農林漁牧業，自

1980 年以來韓國對印尼的 FDI 中，投資礦業比重高達 25%，農林漁牧
亞洲新興市場商機潛力與拓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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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也有 4%，反觀我國對印尼的 FDI 尚未擴及這些資源產業。同樣的
韓國對越南的 FDI 中，累積 2005~2010 年礦業投資占比高達 21.06%，但
我國對越南的同期投資中，礦業投資僅占總投資的 0.01%。

表1 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蘊藏豐富天然資源
國家

中國

印尼

印度

越南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國際排名

礦產

全球排名前五大

居全球第一：鎢、銻、稀土、鉭、鈦
居全球第二：釩、鉬、鈮、鈹、鋰
居全球第四：鋅
居全球第五：鐵、鉛、金、銀等

其他

煤礦、石油、天然氣

全球排名前三

居全球第一：棕櫚油、煤礦
居全球排名前三：大米、可可、橡膠、茶葉

其他

石油及天然氣、棕櫚油、木材、橡膠、原籐等林產
及煤、大理石、錫、鎳、銅、鐵礬土等礦產

全球排名第四

煤炭

其他

鐵礦、錳、雲母、鐵礬土、鈦礦、鉻鐵礦、天然
氣、石油、鑽石、石灰石、釷和可耕地等

全球排名第二

稻米

其他

石油、煤礦、鐵礦

全球排名第一

錫、橡膠、稻米

其他

柚木、紅寶石

全球排名第二

橡膠、棕櫚油

其他

金屬礦:錫

全球前六大

居全球第三：金礦
居全球第四：銅礦
居全球第五：鎳礦
居全球第六：鉻礦

其他

銀、鐵、鉛、錳、水銀、大理石、石灰石、煤、磷
酸、石油、天然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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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紅利與中產階級的崛起

眾多且相對年輕人口結構，加上經濟快速成長，中產階級的興起，
亦為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另一大商機所在。中國大陸（13.4 億人）和印
度（12.05 億人）分別為當前全球人口最多的前兩大國家，印尼（2.48
億人）排名第四，菲律賓（1.03 億人）、越南（0.91 億人）、泰國（0.67
億人）分別為全球第 12、14、20 大人口國。這些國家不僅人口眾多，
且相對年輕化；而已開發國家如歐洲的法國、德國、日本的人口結構
中，0~14 歲的孩童人口占總人口不到兩成，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則
占 13~23%，但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 0~14 歲人口比重相對較高仍有兩
成以上的人口，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對較低，占總人口比重
都不及一成（如下圖）。

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與先進國家人口年齡結構

資料來源：CIA全球各國國情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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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財富快速累積，亞洲新興市場低所得
階層快速躍升成為中產階級，大大提高各國消費實力。美國智庫布
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 表示，當前中產階級正由西方國家
轉向東方國家，2009 年歐美中產階級人口占全球中產階級比重 54%，

2020 年該比重降至 32%，2030 年更降到僅有 21%，取而代之的則是亞太
地區的崛起；2009 年亞太地區中產階級占全球中產階級 28%，2020 年
提高至約 54%，2030 年該比例更提高至 66%，意味全球過半數的中產
階級消費力都集中在亞太地區（表 2）。若以 2005 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

2020 年亞太地區中產階級的消費金額將較 2009 年成長 1.98 倍，占全球
中產階級消費金額的比重自 2009 年的 23.3% 大幅提高至 42%，2030 年
該比重更提高至 59%（表 3）。另外，亞洲開發銀行 (ADB)2010 年 10 月
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未來 20 年開發中的亞洲中產階級消費能力將成
長八倍，高達至 32 兆美元，占全球消費的 43%。換言之，未來 20 年
將有八億人從窮人晉升為中產階級。

表2 中產階級人數與區域
2009年

區域別

北美
歐洲
中南美
亞太地區
撒哈拉以南
非洲
中東和北非
全球

單位：百萬人；%

2020年

2030年

人數

占全球
比重

人數

占全球
比重

較2009年
成長率

人數

占全
球比
重

較2020年
成長率

338
664
181
525

18
36
10
28

333
703
251
1,740

10.3
21.6
7.7
53.6

-1.48
5.87
38.67
231.43

322
680
313
3,228

7
14
6
66

-3.30
-3.27
24.70
85.52

32

2

57

1.7

78.13

107

2

87.72

105
1,845

6
100

165
3,249

5.1
100

57.14
76.10

234
4,884

5
100

41.82
50.32

資料來源：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New Global Middle Class: A Cross-Over from West to East, Ma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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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產階級消費金額與區域
2009年

區域別

單位：十億美元；%

2020年

消費金
額

占全球
消費比
重

消費金
額

占全球
消費比
重

2030年
較2009
年成長
率

消費金
額

占全球
消費比
重

較2020
年成長
率

北美

5,602

26.3

5,863

17

4.66

5,837

10

-0.44

歐洲

8,138

38.3

10,301

29

26.58

11,337

20

10.06

中南美

1,534

7.2

2,315

7

50.91

3,117

6

34.64

亞太地
區

4,952

23.3

14,798

42

198.83

32,596

59

120.27

撒哈拉
以南非
洲

256

1.2

448

1

75.00

827

1

84.60

中東和
北非

796

3.7

1,321

4

65.95

1,966

4

48.83

21,278

100

35,045

100

64.70

55680

100

58.88

全球

注：消費金額係以2005年購買力平價衡量。
資料來源：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New Global Middle Class: A Cross-Over from West to East,
Mar.2010、本研究整理。

在全球的中產階級市場國家中，中國大陸、印度、印尼是亞洲新
興市場國家最閃亮的三顆星，全球中產階級市場份額大幅增加，消費
金額倍數成長。根據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估算，中國大陸於 2009 年
為全球第七大中產階級消費市場國家，2020 年將成為全球第一大中產
階級消費市場國家，2030 年全球排名雖退後一名，但占全球市場份額
比重不減反增，從 2020 年的 13% 提高至 18%。印度 2009 年尚未進入全
球前十大中產階級排行榜國家，但 2020 年將一舉躍進成為全球第三
大國家，2030 年拿下全球第一名的寶座，且占全球市場份額比重擴大
逾兩倍，從 2020 年的 11% 提高至 23%。印尼 2009 年同樣尚未進入全球
前十大中產階級消費國家，但 2020 年成為全球第八大國家，2030 年晉
身為全球第四大中產階級消費國家，全球市場份額從 3% 提高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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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美國中產階級的消費市場份額，在未來 20 年將呈現逐漸縮小，
同時消費金額也呈現減少的情況（表 4）。

表4 中產階級全球排名前十大國家
2009年

單位：十億美元；%

2020年

2030年

排
名

國家

消費
額

占全
球比
例

國家

消費
額

1

美國

4,377

21

中國

4,468

13

420

印度

12,777

23

242

2

日本

1,800

8

美國

4,270

12

-2.4

中國

9,985

18

123

占全 較2009
占全 較2020
球比 年成 國家 消費額 球比 年成長
例
長率
例
率

3

德國

1,219

6

印度

3,733

11

美國

3,969

7

-7.0

4

法國

927

4

日本

2,203

6

22

印尼

2,474

4

142

5

英國

889

4

德國

1,361

4

12

日本

2,286

4

3.8

6

俄國

870

4

俄國

1,189

3

37

俄國

1,448

3

22

7

中國

859

4

法國

1,077

3

16

德國

1,335

2

-1.9

8

義大
利

740

3

印尼

1,020

3

墨西
哥

1,239

2

25

9

墨西
哥

715

3

墨西
哥

992

3

39

巴西

1,225

2

10

巴西

623

3

英國

976

3

10

法國

1,119

2

3.9

注：消費金額係以2005年購買力平價衡量。
資料來源：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New Global Middle Class: A Cross-Over from West to East,
Mar.2010、本研究整理。

面對亞洲新興市場中產階級商機，近年來歐美大型連鎖量販店，
如家樂福、Tesco、日系 SOGO 百貨等都已進駐各國城市都會區，且各
國也多針對亞洲國家新興中產階級擬定相關政策，如日本政府為了
更了解亞洲新興市場消費特性，2009 年推動「亞洲消費趨勢研討會」，
以質量化方式深入調查新興市場消費特性與價值觀，並藉由實驗設計
方式使新興市場消費者體驗日本優質商品，創造日本產品於新興市場
的形象與市場需求；2010 年的國際通商白皮書中，日本政府強調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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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成為「世界消費市場」，稱日本應發揮優勢、抓住機遇、開拓亞
洲市場。韓國在 2015 年產業發展願景與策略中，針對新興市場提出
中價奢華的新產品定位策略，於技術、成本方面維持中等定位，並加
重品牌及行銷布局。我國政府則積極推動「優質平價」方案，透過提
供廠商創新技術、生產設計、品牌行銷、市場調查等協助與輔導，幫
助我國業者進入中國、印度、印尼、越南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
（三）政策商機

政策走向往往就是商機之所在，尤其全球金融風暴以來，亞洲新
興市場國家相繼推出中長期發展政策，藉此機會調整國家發展體質，
促進國家長久繁榮發展。
其中印度的第十二個五年經濟計畫（2012~ 2017 年）更重視教育、
水資源、醫療保健、基礎建設，以及支持製造業的發展。印度政府將
提高醫療保健、教育等支出，尤其在教育方面將透過 ICT 等創新方式
彌補高等師資的缺乏；對於製造業的發展，鎖定下列幾個方向：(1)
創造大量就業的製造業，如紡織、成衣、皮革、製鞋、珠寶、食品加工、
手工藝品、微小中型企業創業等；(2) 強化製造業技術能力的製造業，
如工具機、IT 硬體與電子產品；(3) 提供戰略安全的部門，如電信設
備、航太、運輸、國防裝備；(4) 促進印度基礎建設成長的資本設備，
如重型電器設備、重型運輸、採礦設備等；(5) 具競爭優勢的製造業，
如汽車產業、製藥與醫療器材等，都為印度未來五年擬優先發展的製
造業。在該計畫下，所衍生的機械設備、ICT 產品、醫療設備等需求，
以及基礎建設等商機，值得把握。
印尼為了促進各島嶼、各區域均衡發展，2009 年印尼總統蘇西洛
提出 15 年期的發展計畫「加速擴張印尼經濟建設藍圖 2011~2025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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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MP3EI），期許印尼 2025 年可成為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對此印
尼在全國主要道路上規劃六個經濟走廊，並根據各地最適合發展的經
濟項目，成立不同的產業發展中心，資源產業為該六大經濟走廊發展
的主要重點項目，至於相關製造業、商業則仍以印尼當前最繁榮的兩
個大島爪哇、蘇門答臘為主。該計畫總金額約 4,680 億美元，印尼政
府僅規劃出資 10%，其餘則歡迎該國國內外人士的投資參與。國內外
人士的參與投資為該計畫能否成功的關鍵，為了吸引外人投資，印尼
政府積極拜會各國，並自 2012 年 1 月起擴大所得稅抵減項目，吸引外
人投資。印尼政府曾為此來台召開外商投資說明會，我國政府、企業
應把握此機會投資布局印尼天然資源。
越南 2011~2015 年的社會經濟發展計畫，主要注重社會整體建設
投資，帶動基礎建設、貿易、工作機會等各方面的發展與擴大，期待
人民收入倍增，2012 年越南民眾實際收入較 2010 年增加 2~2.5 倍；居
住面積增加，至 2015 年每名民眾平均住房面積可達 22 平方公尺；醫
療資源提升，每一萬名民眾有八名醫生與 23 張病床；以及減少貧困，
希望每年減少 2% 的低收入戶。此外，越南政府持續積極推動各工業
區、高科技園區的開發與建設。
（四）拓銷潛力之產業

產品

根據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內需、供給情況與政策發展，以及考量我
國出口能量，當前我國主要出口產品包括：塑膠及其製品、有機化學、
機械設備、鋼鐵、資通訊產品，在印度、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國
家都有相對較好的表現，同時為這些國家當前主要進口產品，惟每個
國家消費偏好不一，企業在進軍目標市場前，應盡可能蒐集了解相關
資訊。另外，隨著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持續發展與政策規劃，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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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醫療設備、太陽能以及資訊服務、餐飲服務、醫療服務等服
務業，都具發展商機與潛力。

拓銷建議
（一）對政府建議

1. 加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腳步
雙邊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 或經濟合作協議，有助於促進兩國
經貿合作、往來，為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環境、降低貿易障礙。以我國
外貿主要競爭對手韓國與印尼於 2006 年 12 月簽署戰略夥伴關係為例，
自兩國簽署該協議之後，韓國對印尼投資、出口都屢創新高，2009 年
韓國對印尼投資金額較 2008 年增加逾一倍，且一躍成為印尼第三大
投資國。近年來韓國積極與全球各國洽簽 FTA，繼與歐盟、美國 FTA
相繼生效之後，於 2005 年與東協簽署「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2009
年與印度簽署「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目前正積極與中國大陸洽商 FTA。
我國欲與外國簽署 FTA 不容易且困難重重，但為了及早把握商機，為
業者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仍應加速與中國大陸 ECFA 後續協議談判，
以及與美、歐、星的 FTA 談判，並把握機會推動日本的投資與產業雙
邊合作。

2. 政府帶頭促進資源類投資布局，以及把握目標市場國家建設計
畫商機
天然資源的耗竭性使這些資源愈來愈珍貴，各大經濟體無不積極
透過各種管道把握、取得相關資源，相較於日、韓，我國在亞洲新興
市場國家的投資布局幾乎沒有涉及礦產、農林漁牧等資源類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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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我國政府應有資源供應安全的策略高度，藉新興市場國家近年
來釋出的國家建設計畫，如印尼的 MP3EI 借重外國投資的機會，引導、
鼓勵國內相關企業把握投資機會。

3. 加強維護、提升 MIT 品牌，防仿冒、推動認證制度
我國企業以中小企業居多，少有聞名國際的品牌，加入 MIT(Made

In Taiwan) 品牌，藉由 MIT 品牌所形塑的優質、平價形象，不失為國內
企業行銷亞洲新市場國家有效且重要的品牌策略，但 MIT 品牌後續的
維護應確實做好，如防止仿冒、原產地標示的認證制度應嚴格查核，
避免魚目混珠的情況發生。以義大利的「Made In Italy」為例，義大利
為全球第一個將「Made In Italy」登錄為國家商標的國家，為此義大利
積極實施反仿冒措施，成立了 14 個反仿冒服務處，並設立檢舉熱線等，
以保護企業智財權，維護品牌形象。

4. 提高產業鏈完整性
2012 年以來我國出口表現不如鄰國，持續數月衰退，突顯我國製
造業結構性問題，包括：出口市場過於集中於中、美、歐國家；出口
產品過於集中於資訊電子產品與石化、鋼鐵上游原料的出口；以及缺
乏中、下游產品的出口等。以鋼鐵業為例，我國出口集中於上游鋼材，
如鋼胚、鋼條的出口，但缺乏下游汽車產品的出口；同樣的情況也發
生在紡織業，我國紡織品的出口也集中在上游化纖布匹的出口，缺乏
下游成衣的出口。反之韓國產業鏈相對完整，在開拓亞洲新興市場時
有彼此提攜、帶動作用，且下游產品是最直接接觸消費者最能掌握市
場脈動，以及最具附加價值的階段。故建議政府在產業發展布局上，
應維護與提升我國產業鏈的完整性，尤其加強下游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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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企業建議

1. 策略合作，共同派遣偵察隊，掌握市場商機
近年來日本、韓國對於開發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多採取「商社」
模式，由於日本、韓國多屬大商社、集團企業，較有能力以自身的財
力在亞洲新興市場目標國家，設立「商社」進行商情等資訊的蒐集，
對此，由於我國企業規模相對較小，缺乏足夠的財力在每個目標國家
設立「商社」，因此建議可在各工協會搓合、領頭下，以目標市場為
導向，形成策略聯盟團體、組織，並共同分攤費用派遣偵察部隊前往
目標市場蒐集商情、建立關係、尋找資源，即時掌握商機。誠如龜山
島的賞鯨業者，為了提高遊客賞鯨的成功率，當地業者共同合作出資
派遣偵察艇，追蹤鯨魚路線，即時回報地點，以便業者將賞鯨船駛往
鯨魚出沒地點，不致讓遊客敗興而歸，共創業者與遊客雙贏局面。

2. 善用政府資源，發展品牌、通路，掌握未來世界市場商機
我國資通訊三大品牌宏碁、華碩、HTC 的成功案例，刺激我國政
府與企業對發展品牌有更多的省思，政府近年來透過各項專案計畫協
助，並提供企業許多有關創造、發展品牌資源，企業可透過國貿局網
站多加了解、參與使用。而鑑於亞洲新興市場的人口紅利、中產階級，
與未來的世界市場，為了直接掌握市場脈動，以及改變我國過去代
工時代容易因成本考量被取代，或是在削價競爭下僅賺取微小利潤情
況，鼓勵企業主發展自主品牌，結合自身製造技術與掌控成本優勢，
針對亞洲新興市場需求特性擬定產品策略，爭取在亞洲新興消費市場
勝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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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散市場風險，掌握中國市場以外的商機
中國大陸為我國台商最主要投資布局的市場，但鑑於近年來中國
大陸經營環境的惡化，薪資大幅上調，以及印度、印尼等亞洲新興市
場爆炸性擴張，企業應該及早布局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新興市場，避
免錯失商機。

（本文轉載自《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35卷第8期，作者為台灣
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1.“亞洲中產階級消費能力 20 年內將贏歐美”，中國評論新聞網，2010 年 8 月
20 日。
2.“印尼零售通路業各具賣點”，國際商情雙周刊，2011 年 1 月 24 日。
3. 洪鈺喬，
「掌握亞太新興市場商機」
，經建會，民國 98~99 年度自行研究報告。
4.“四大優質品牌攜手 搶攻亞洲新興市場”，經濟日報，2012 年 5 月 15 日。
5.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New Global Middle Class: A Cross-Over from West to East, Mar.
2010.
6.「2020 年前越南工業化發展方向」，TAITRA 駐越南胡志明辦事處，2012 年 2
月 22 日。
7.“從印尼 2012~2025 年經濟發展計畫，掌握當地未來商機”，台經月刊，2011
年 12 月。
8.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0)，「拓展亞洲新興內需市場之策略研究」，經建會委
託研究報告。
9.“韓國企業在印尼投資逐漸擴大”，全球台商服務網，2011 年 11 月 14 日。
10.“印尼政府宣布將擴大所得稅抵減措施等優惠政策之適用範圍”，全球台
商網，2012 年 1 月 16 日。
11.“韓國啟動與印尼之經濟戰略夥伴關係”，全球台商網，2007 年 3 月 9 日。
12.“印度十二五計畫即將開跑”，鉅亨網，2010 年 11 月 5 日。

212

新 興 市場 商 機 -- 俄 羅 斯

俄羅斯

APEC高峰會後的俄遠東地區市
場新機遇
吳福成

遙想 300 年前，彼得大帝建都聖彼得堡，打開了俄羅斯通往歐洲
的窗口；如今，普丁總統全面建設海參崴，舉辦亞太經濟合作（APEC）
高峰會，已打開俄羅斯通往亞太地區的大門。18 世紀的俄羅斯偉大
學者羅蒙諾索夫曾經預言：俄羅斯的強盛，有賴於西伯利亞。現在俄
羅斯政府更意識到，開發具有資源優勢的俄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將
是帶動俄羅斯發展和通往亞太的新火車頭。尤其隨著歐債危機惡化，
亞太地區經濟相對成長，俄羅斯出現經濟重心東移跡象。俄羅斯借力
承辦 2012 年 APEC，充分展示了俄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更展示了俄
羅斯，並加快融入亞太經濟整合步伐。

瞄準海參崴 APEC 高峰會
2012 年 9 月海參崴 APEC 高峰會聚焦在：一、繼續推進貿易暨投
資自由化進程，以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長期發展計畫；二、強調糧
食安全的重要性；三、敦促建立可靠的供應鏈；四、更加重視促進
創新成長的緊密合作。俄羅斯特別重視 APEC CEO Summit，又稱為 APEC
工商領袖高峰會，派出了重量級代表團，企圖掌握發言權，並進行招
商引資。該工商領袖高峰會主要議題則聚焦在：一、討論區域經濟整
合的範圍和後果；二、全球化帶給經濟和政治穩定之挑戰；三、研究
法定貨幣制度之未來；四、解決資源受限之問題，從而確保能源和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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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五、改善全球供應鏈的可靠和穩定性，實現偏遠地區和邊疆
地區尚未 開發之潛力。
在 APEC CEO Summit 上，俄羅斯還拋出三大關鍵議題：一、政府如
何幫助本國人民因應未來 10 年和下世代出現的新要求和新機遇；二、
新技術將會給上述新機遇帶來怎樣的變化，以及為社會結構帶來怎
樣的挑戰？三、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已有 5 年，如何才能恢復 2008
年前的經濟成長水準？俄羅斯更期待 APEC CEO Summit 能夠處理以下三
大重點議題：一、除關注近年來的創新技術、生物技術、人工智慧，

21 世紀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將會是什麼？ 二、新興市場不斷壯大的
中產階級將是新消費者，也維持經濟持續成長的一種方式，在此一轉
變過程，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三、針對開發偏遠地區的自然、人文、
地理資源，如土地、水源、礦產、油氣能源等，以促進國民經濟和地
區經濟發展，制定相關發展戰略。

APEC 高峰會後俄遠東地區的機會
（一）經濟特區和亞太運輸物流樞紐

2012 年 APEC 高峰會在海參崴的俄羅斯島召開，會後原址已計畫
闢建為休閒旅遊型，以及技術推廣型兩個經濟特區。高峰會場所也移
作為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校區，並將在該大學基礎上創建工程中心
和工業園區。另外，俄羅斯島上未來還將建立一座國家公園。在 APEC
高峰會上，俄羅斯積極提出把貨物從太平洋海岸運輸到歐洲新選項。
因為俄羅斯地理優勢在於橫跨歐亞大陸，以及擁有跨境運輸網絡的王
牌。從海參崴經西伯利亞大鐵路運輸，即可承擔 APEC 與歐盟各國間
運輸量的 10%，既可增加運輸路線多元化，又可幫助亞太國家節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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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歐洲的運輸成本。另外，北海航線也具有促進歐亞運輸多元化的潛
力。
而建立安全可靠的物流鏈，也是 2012 年 APEC 高峰會主題之一。
俄羅斯特別向各國就亞太區域物流基礎建設發展提交路徑圖，並展示
海參崴將是亞太地區超級的貨櫃運輸中心，以及區域物流樞紐（hub）。
俄羅斯還著重推動在格洛納斯（GLONASS）系統上利用衛星導航系統
來裝備交通樞紐，協調應對突發事件和建立統一的預警標準，以有效
確保交通設施不受恐怖襲擊，並在 APEC 架構下協調海關便捷化通關
程序。
（二）農糧和能源出口亞太新通道

尤其是，值此國際農作糧食因極端氣候減產受損、糧價波動之
際，作為全球小麥出口第三大國的俄羅斯，充份利用這次 APEC 高峰
會，推動於 2014 年在俄遠東地區開闢糧食出口亞太市場的新通道，
希望能有效緩和亞太國家的農糧需求壓力。俄羅斯已向 APEC 各經濟
體提出 20 多個、總值達數百億美元的計畫，以吸引亞太國家赴俄遠
東地區和西伯利亞投資農業和生產所需農糧項目，預計未來每年可
出口多達 200~300 萬噸糧食，補充亞太國家市場所需。
在能源安全議題上，俄羅斯藉由 APEC 高峰會以發揮作用，希望
大幅提高俄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資源出口亞
太市場。同時，也提供亞太國家參與開發當地能源資源的機會。亞
太地區的經濟成長，使得俄羅斯已重新調整本身到 2030 年能源戰略，
開始面向東方能源進口市場，預計屆時對亞太地區的石油出口將比目
前提升三倍，並開始出口來自庫頁島的天然氣到東北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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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轉讓和輻射技術運用

俄羅斯還就技術轉讓的國際標準，向 APEC 高峰會提交「海參崴
原則」，以避免在每次不同情況下，技術轉讓雙方公司都被迫必須從
零開始簽訂合約，徒生不必要的成本和風險，以確實保護雙方在技
術轉讓的權利。為能實現便捷而自由的技術轉讓，俄羅斯計劃在 APEC
高峰會所在地俄羅斯島的遠東聯邦大學校區內或附近，建立一座高科
技國際貿易中心，並制定一套免稅的技術轉讓機制，同時力求能簡化
技術轉讓程序。
俄羅斯矽谷斯科爾科沃中心推動的輻射技術發展戰略，旨在把輻
射技術廣泛應用到醫療保健、生態環保、運輸交通、食品安全等領域，
已提交今年 APEC 高峰會後，加以擴大推動。這項戰略也適用於俄遠
東地區。科爾科沃中心預測，未來 10 年亞太地區將是對輻射技術產
品和服務的最大需求市場。此一市場可與核電服務市場相媲美，每年
估計將會以 10% 的速度在快速成長，市場化機會大。對俄遠東地區而
言，也是潛在商機。
（四）創新技術和綠色經濟

俄羅斯倡議的「創新政策夥伴（PPI）」機制，鼓勵創新技術對話，
以及促進中小企業創新型經濟成長，為提升全球競爭力創造條件，此
一倡議在 APEC 高峰會普被支持。PPI 機制將帶動俄遠東地區的創新發
展。為促進創新發展，這次 APEC 高峰會除繼續呼籲消除高科技部門
的投資障礙、推進各國技術進步之外，還希望進一步消除數位落差和
擴大網路經濟，以及加強人力資源開發。此舉對俄遠東地區現代化將
帶來龐大的 ICT 商機。
重視生態和向綠色經濟轉型，也是 2012 年 APEC 高峰會的主要議
題。俄羅斯在生物多樣化、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保障綠色經濟成長，

216

新 興 市場 商 機 -- 俄 羅 斯

以及改善跨國環境污染方面，已作出了實質貢獻。這項議題也將帶給
俄遠東地區發展機遇。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還向高峰會提交
制定城市建設標準的 living cities 建議，涵括綠色住房、合理的生活成本、
居民參與程式管理，斯科爾科沃中心也將成為俄首座「未來城市」，
俄遠東地區也有機會跟進。
（五）企業民營化和區域經濟整合

俄羅斯並利用 APEC 高峰會，公開歡迎亞太國家參與俄羅斯企業
民營化進程。有鑒於亞太國家擁有雄厚的金融實力，俄羅斯正積極爭
取與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的主權基金展開合作，希望投
資其民營化部門。自 2011 年起俄羅斯就頒佈民營化計畫，卻因全球
經濟低迷，影響投資者的積極性，融資市場始終欲振乏力，使得民
營化進程一再延滯。目前俄羅斯計劃出售 300 項聯邦資產，規模創紀
錄，已被視為亞太國家新的投資機會。海參崴 APEC 高峰會，顯然已
成為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展開多邊經濟合作的起點。俄羅斯在高峰會還
提出包含俄羅斯、哈薩克、白俄羅斯「關稅同盟」在內的亞太區域各
種經濟整合模式之前景。俄羅斯有四分之三國土位於亞洲地區，還有
濱太平洋相當長的海岸線，將來作為亞太地區大國的潛力普被看好。
以今年 APEC 高峰會為契機，俄羅斯此一「雙頭鷹」將橫跨歐亞大陸，
已經振翅「重返亞洲」了。

結語
2012 年俄羅斯主辦 APEC 高峰會，我方若能針對俄方所提倡議，
進一步尋求在 APEC 架構下展開雙邊合作，當有助獲得俄遠東地區新
商機，並深化台俄雙邊實質關係。特別是 APEC 高峰會後，俄羅斯島
將闢建為休閒旅遊和技術推廣型經濟特區，遠東聯邦大學也將設置工
程中心和工業園區，台商可思考進駐的可能性，以提前對包括俄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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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和西伯利亞更廣泛的東北亞市場佈局。尤其是俄羅斯很重視中產
階級快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包括俄羅斯本身）轉向國內消費的新趨
勢和新機會，台商更應掌握此一時機，慎選具競爭力的優質平價商品
進行市場拓銷俄羅斯市場。

APEC 高峰會後，俄羅斯將加速企業民營化進程，以及促進創新
型經濟成長的中小企業發展，台灣並無實力參與俄方的企業民營化，
但參與其中小企業發展，卻有相對優勢，甚至可跨國合作，開拓當地
市場。俄羅斯重視技術轉讓和綠色經濟，台灣可與之互補。台灣產業
亟需提高競爭力，參與俄羅斯的技術轉讓，應是一條可行道路。同時，
也可運用轉讓得來的高新技術，投入生態、環保領域的生產和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APEC 高峰會後，運輸和物流建設將成為俄羅斯
優先發展工作。台灣應充分利用海參崴港貨櫃中心，以及西伯利亞鐵
路橫跨歐亞大陸優勢，作為過去由海運經印度洋、蘇伊士運河到歐洲
的運輸和物流方式之另一選項。俄羅斯正努力把俄遠東地區扮演為亞
太能源和農糧等資源的通道或樞紐，台灣的能源和小麥等穀物大都仰
賴進口，今後似可在 APEC 架構下，認真考慮與俄方連結，通過具體
貿易或投資活動，以確保本身的需求安全。
最後，面對 APEC 高峰會後俄遠東地區的發展，我們感性看機會，
也要理性看風險。該地區雖然地理位置優越，資源豐富，但行政效率
低，基礎設施落後，俄羅斯的經濟重心東移戰略能否在幾年內奏效，
仍待觀察。不過，普丁在 2012 年初競選總統時已公開宣稱：將會把「中
國的潛力」用於遠東地區和西伯利亞的「經濟崛起」，因此如何在兩
岸經濟合作（ECFA）架構下，共同參與俄羅斯的遠東發展計畫，更值
得思考。

（作者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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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緬甸新政府重要經貿改革措施
蔡靜怡

緬甸新政府逐步採取政治改革及經濟開放政策，包括降低出口稅、
放寬金融限制，以及申請國際組織援助等，不過緬甸未來經濟發展則
取決於其政局是否穩定、經濟政策的開放程度，以及邁向一個依法而
治的社會。目前緬甸工商界及國內外投資者，都密切在注意新政府修
訂的一系列投資及金融外匯相關法規，包括修訂外人投資法，延長租
稅措施等。以下，分別介紹緬甸新政府所推行的重要經貿改革措舉：

取消固定匯率
緬甸中央銀行於 2012 年 4 月 1 日取消施行數十年的官方固定匯率，
改為管理的浮動外匯匯率。過去緬甸匯率制度非常複雜，可概分為官
方、半官方和非官方匯率；據緬甸官員透露，在實施管理浮動匯率後

12 個月內，可望縮小官方匯率與黑市兌換率的差距，期望在 2013 年
1

後官方匯率能完全取代黑市匯率。 緬甸實行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允
許市場因素左右緬元價值的同時，為央行留出干預外匯市場的空間。
根據緬甸官方報導，緬元的匯率可能在參考匯率上下限 0.8% 間
浮動，目前有 6 家擁有授權的銀行可參與美元外匯的買賣，從而訂出
參考匯率。此次匯率政策改革，應可為取消經濟制裁帶來曙光，因為
這些管制禁令限制緬甸的匯款以及凍結資產，並以緬甸的寶石業為管
制目標。而長期以來緬甸大部分外匯交易是以黑市匯率為主，自 2009
1. Gwen Robinson and Robin Harding, Myanmar finalises new investment law, Financial Times,20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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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來，緬元不斷升值，有大量外資湧入投資當地的木材、能源及寶
石。前幾年緬甸政府拍賣多項國有財產時，也是以緬元為計價單位，
2

緬元長期升值拖累緬甸的出口發展，減損緬甸的外匯收益。

緬甸雖與 5 個國家接壤，但半個世紀以來一直閉關自守，包括金
融體系建置不完善、銀行體系脆弱以及缺乏金融人才。緬甸中央銀行
已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更有效地監控經濟，以及改善
銀行業水準。

加強與鄰國的邊境貿易
緬甸自 1988 年由軍政府接管，並試圖改採市場經濟政策，但因
貪污腐敗及人權問題而遭受歐美國家經濟制裁，其經濟發展受到很大
限制。但為提高貿易產值，遂加強與鄰近國家如泰國、
中國大陸、印度、
新加坡等的經貿關係，並且吸引鄰近國家前來投資，以維持國家經濟
成長，這也是當前新政府最重要的施政方向。
緬 甸 與 鄰 國 陸 續 簽 署 一 系 列 的 邊 境 貿 易 條 約 (Border Trade

Agreement)，包括：與中國大陸於 1988 年簽訂、與印度於 1994 年簽訂、
與孟加拉於 1994 年簽訂、與泰國於 1996 年簽訂、與寮國於 2000 年簽
訂相關條約，所以緬甸與各國的邊境貿易額也以倍數增加；其中緬甸
與中國大陸的邊境貿易是最具發展且最重要的部分，泰國次之，孟加
拉第三，印度則居第四位。

進一步放寬進口貿易政策
緬甸的出口政策係以協助農產品出口為首要目標，近年來都在鼓
2. 香 港 貿 發 網 , 緬 甸 新 匯 率 制 度 為 開 放 貿 易 鋪 路，2012/4/20 http://www.hktdc.com/info/mi/a/imn/
tc/1X07WBMH/1/ 國際市場簡訊 / 緬甸新匯率制度為開放貿易鋪路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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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加強產品製造及加工工業。緬甸的貿易主管部門為緬甸商務部，並
編制有邊貿司 (Department of Border Trade) 和貿易司 (Directorate of Trade)，
邊貿司在各邊境口岸設有邊境貿易辦公室，負責辦理邊境貿易許可及
各種事務；貿易司則設有進出口貿易註冊辦公室，負責核發進出口營
業執照、簽發進出口許可證等業務。目前緬甸只允許經政府登記核准
的進出口貿易商從事對外貿易，但必須先向貿易司的進出口貿易註冊
辦公室申請進出口營業執照，取得營業執照後方得申請進出口商品許
可證。

延長投資租稅
緬甸政府提供投資者長達 8 年的免稅優惠待遇，而且可再延長，
此舉已使該國成為東南亞最具投資吸引力的地區。緬甸國會目前正在
修訂 1988 年頒布的「緬甸外人投資法」，以及 2011 年 1 月 27 日頒布
的「特別經濟區法」等法規，將由現行的最多 3 至 5 年、可再延長的
免稅優惠，再延長至 8 年免稅、且可再延長，相當具有投資誘因。
緬甸政府修訂多項法規，包括外商投資法及經濟特區法，並規定
外商投資必須作出通報。新的投資機制旨在適應外部環境的轉變，與
開展基礎建設以配合經濟發展。緬甸的投資法例允許外商獨資經營或
與當地企業組成合營公司。外商在合營公司的股權最多可達 35%，其
餘的 65% 股權可由緬甸的個人投資者、私營企業、合作社或國有企業
持有。外商投資於製造業及服務業的最低投資額分別為 50 萬美元及

30 萬美元，並享有 3 年免稅優惠。

3

3. 香港貿發網，外來資金湧向緬甸，2012/5/25 http://www.hktdc.com/info/mi/a/imn/tc/1X07WS5J/1/ 國際
市場簡訊 / 外來資金湧向緬甸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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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摩托車及汽、卡車進口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緬甸商務部允許摩托車、汽、卡車合法進口，
並解除對各類汽、卡車的限制。但進口的廂型貨車、貨車必須是左駕車，
進口的客車必須是新車和左駕車。車輛進入緬甸，需要按照新的稅率
4

繳稅。目前外國車輛進口許可，僅對公司發放，並不對個人發放。

加速開放國營企業民營化
自 2011 年緬甸開始把大部份國營企業民營化，並準備將 90% 的國
營企業，轉型為私有企業。例如，國營加油站、沿著仰光河 (Yangon

River) 的碼頭、包括戲院和穀倉在內的建築物等，共計 250 處國營企業，
5

都將出售給緬甸當地企業大亨。

緬甸資通訊電子產品進口關稅 2010 年起降為零
東協貿易協定規定東協會員國的 ICT 產品應調降為零關稅，6 個東
協創始成員國 ( 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汶萊 ) 自

2003 年、2004 年及 2005 年分三階段已完成降稅工作，其他 4 個成員國（柬
6

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則於 2010 年完成 ICT 產品降稅工作。
緬甸於 2008 年降了 92 項，2009 年降了 55 項，2010 年將剩餘的 ICT
產品降為零關稅。緬甸電腦協會主席表示，ICT 產品降為零關稅後，消
費者能夠以較實惠的價格購買 ICT 產品，不過高科技的 ICT 產品價格仍
7

偏高，這項政策僅能免除進口關稅，對價格偏高的產品影響不大。
4. Aung Kyi, Import permit prices skyrocket,2012/1/9 http://www.mmtimes.com/2012/news/609/news60901.html
5. Daily Times, Myanmar planning large-scale privatization, 2011/01/15, 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
=2011%5C01%5C15%5Cstory_15-1-2011_pg14_6
6. ASEAN Secretariat , e-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http://www.aseansec.org/6267.htm
7. 中國東盟商務發展中心，緬甸信息技術產品進口關稅 2010 年降為零，2010/5/4 http://www.asean35.com/
news/14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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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外匯進入緬甸的相關規定
外國人或非緬甸居民可以攜帶所需的外幣入境，但美金 2000 元
以上或等值的外幣，則必須向緬甸政府申報，並填寫外幣申報單。緬
甸國民或居民，攜帶任何外幣都需要申報。

實施與經貿有關的十項改革政策
緬甸新政府登盛總統宣示將進行 10 項改革政策，包括：實施市
場經濟及工業化、減少政府干預、縮減貧富及城鄉差距、打擊貪污強
化司法、新增教育、健保、媒體等方面的立法，修定和憲法牴觸的現
行法律，調升薪資及年金，檢討農業法及就業法規，以及實施環保法
規等。

拍賣國有財產
緬甸軍政府在 2011 年間總共拍賣將近 300 件的國有財產，包括政
府所持有的辦公及商業大樓、戲院、糖廠等。根據緬甸民營化委員會

(Privatization Commission) 的說法，國有財產標售所得，將供作新政府的
8

預算。此舉，已帶動仰光房地產價格上漲。

允許私營企業投資電信通訊業
緬甸在 2011 年至 2016 會計年度，實施通訊業 5 年發展計畫。在

2012 年至 2013 會計年度，將允許私營企業投資通訊建設及提供服務，
並且要從城市到鄉村普及電話，準備安裝 300 萬部電話，以及把使用
網際網路的用戶數增加至 50 萬戶。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8. The New York Times, Myanmar’s Ruling Junta is Selling State’s Assets, 2010/0307, http://www.nytimes.
com/2010/03/08/world/asia/08myanm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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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的汽車產業簡析
余慕薌

緬甸的汽車工業明顯落後其他亞洲國家，儘管隨著緬甸的對外開
放，歡迎外國車的進口，但是在短期內緬甸汽車領域開放給外資的情
況仍會有限，主要是其汽車銷售營業額稅一時之間不易大幅調降。
自 2000 年以來，緬甸就緊縮汽車進口許可，國內市場的汽車價
格與國外相比也因此水漲船高，經營二手車受一般民眾歡迎的程度遂
凌駕於新車之上。以下茲研析緬甸汽機車市場現況：

高齡舊車滿街跑
外國遊客對緬甸最大城市仰光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其街道像是一
個萬國汽車博覽館，但是，人們所見是很多達幾十年的「高齡」舊車，
包括英式老爺車、美國吉普車、印度產的公共汽車等。這些汽車很像
是從廢棄物收購站內開出來的，破敗不堪，其中不乏經過數次改裝而
難以判斷「血統」歸屬的拼裝車，不免引來遊人注目。
為何會有此一情景呢 ? 主要是在前軍政府時期，常年遭受美歐經
濟制裁，緬甸無法從西方大公司直接進口新車，一輛新車到達緬甸之
前往往要「跨國旅行」轉口兩三次。由於成本層層疊加，且急需自外
匯中抽取高昂的進口稅，使得來到緬甸境內的新車價格往往飆升至原
價的四 ~ 五倍，算下來購置一輛全新轎車的花費近 20 萬美元。也因
如此的「天價」令絕大多數的購車者望而卻步。因此，多年來在緬甸
大街上能看到的新車少之又少，看到的新車多半是免稅的外交車或是
少數富豪的私家車，還有就是與外國合資項目的低稅「指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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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車輛政策改變汽車市場
這種情況從 2010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逐步改變。當時，準備推動大
選的前軍政府微調了原有的車輛政策，項目車進口指標有所放寬、客
車進口稅也予以降低。2011 年 3 月登盛新政府上臺後，與美英等西方
國家關係緩和，陸續施行一系列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的新政策，導致
緬甸進口汽車的限制與之前相較更加寬鬆。
例如，對於緬甸企業獲准進口汽車之條件已告放寬：緬甸出口商
出口收入達 10 萬美元以上之企業即可獲准進口汽車；緬甸貿易局自

2011 年會計年度起，在最近 3 個會計年度，出口收入達 10 萬美元之
出口商，可獲准進口 CIF 價格最高 5 萬美元之汽車。此外，政府規定，
9

年限在 40 年、30 年和 20 年的車輛分批保留舊車牌照「以舊換新」。
根據新政策規定，註冊年份在 20 年以上的舊車將分幾批進行報
廢，第一批主要是註冊已達 40 年以上的二手車，第二批是 30-40 年的，
第三批是 20-30 年的。舊車報廢後，新的進口指標只能用於從原舊車
生產國進口售價不超過 3500 美元的 1995 年及其以後年份生產的車輛。
凡在政府銀行有合法外匯存款都可以向商務部申請進口汽車許可。換
10

購新車稅收依財稅部和鐵道部的相關規定辦理。
此外，緬甸工業部亦積極與日本、中國大陸、韓國、馬來西亞和
泰國等國的汽車生產廠家進行聯繫，鼓勵其可以來緬甸設立汽車展示
店。今後緬甸生產的微型小轎車也可以在展示店內銷售。對國內的汽
車製造廠也要進行嚴格檢查。內比都、仰光和曼德勒的陳舊的公共汽
9. 2011 年 9 月 11 日，緬甸鐵道運輸部部長昂敏首度就舊車報廢換取進口汽車指標事作出解釋。緬甸工
業發展委員會主席、一工部兼二工部長梭登、一電部長佐敏、交通部長年吞昂、能源部長丹泰等共同
出席記者會，作進一步的說明。
10. 中國大陸商務部網站，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zdt/2009-07/06/content_13582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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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也將用城市巴士替代。前述政策宣佈後，原本冷清的舊車市場一夜
之間再次炒熱。有人一次買進 20 輛舊車，等著以舊換新。
另根據商務部的規定，年份在 1995~2002 年之間的汽車可以進口，
自 10 月 27 日起最新車種亦可進口；依據緬甸海關的統計，舊車換新
車計畫展開後，在 2011 年底之前已進口逾 2,000 汽車 (30~40 年的舊車
共計 8,333 輛可以換新車 )，自 2012 年元月起，20~30 年的舊車總計有

36,875 輛可以換新。
2012 年 初 至 今 來 自 日 本 的 二 手 車 也 大 幅 增 加， 特 別 是 Toyota
MarkII、Mitsubishi Pajero 和 Hilux Surf 相當受緬甸人的歡迎，主要是自仰
光的 Sule 港進口，但是根據其海關規定，購車主必須要出示其文件才
能領車，而且只有駕駛人和車主或是車主代表人才能進入港口，審查
嚴格。
有「廢車之都」的仰光面貌開始改變。從 2011 年 9 月起，仰光的
車況可以「巨變」來形容。一批嶄新來自中國、日本、韓國的進口轎
車和旅遊大巴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好多車甚至還沒來得及撕掉包裝
用的塑膠紙。仰光市民反映，絕大多數車以前都是沒有見過的，像
是豪華旅遊大巴士、高級公務車，甚至還有保時捷和寶馬之類的「豪
華車」。而銹跡斑斑的舊車在此時減少許多。近期內的變化之快連當
地人都始料不及。

有能力購車者集中在中產階級
在緬甸購車金額主要是以現金支付。購車客群以個人居多。在交
通方式受限的仰光，對汽車的需求很高，每個人想要的東西，汽車是
排在住宅之後。有能力買車者主要集中於中產階級以上，該階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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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也很多。預期未來隨著汽車進口開放，價格還有進一步下跌的空間，
中產階層購車人數也會隨之增加。潛在購買力很高。

日本汽車仍受到高度信賴
儘管在仰光市街道上隨處可見各國汽車，但仍有高達 95% 是日本
的中古車。右側通行的道路上，隨時可看到右駕的車輛來來去去的
奇特景像。2011 年 8 月，汽車進口量增加，中古車業商機開始活絡。
根據日本在當地調查其中古車商的結果發現，截至 2011 年 12 月為止，
在緬甸全國估計共售出 1.5 萬台中古車。此車商在 2011 年 9 月到 2012
年 1 月這 5 個月內，累計也賣出 100 台。暢銷產品是 2002 年∼ 2005 年
的 1300cc 級的車款。一般的上班族是以 220 萬日幣左右的價格，購入
此等級車款。隨著緬甸政府實施開放新車進口政策，緬甸工業部官員
表示，為滿足緬甸用戶對新車需求大增，已向中國奇瑞汽車公司訂購
11

800 輛奇瑞 QQ3 汽車，這些車並已於 2012 年 4 月份運抵仰光。

在此之前，緬甸亦曾於 2011 年 12 月進口 1000 輛 QQ3 汽車，在仰
光、曼德勒、內比都和勃生 4 個城市一周內即售罄。緬甸工業部對每
輛 QQ 汽車的官方定價為 5800 美元，購買者需要繳納 3548 美元的關稅
和消費稅，並另交 4102 美元的牌照費，購買該車的全部官方成本約
為 13450 美元。因為成本相對低廉，排量小，油耗低，QQ 汽車在緬
甸廣受歡迎，並被用作計程車。目前每輛 QQ 汽車的市場售價約為 1.6
12

萬 ~1.75 萬美元。

11. 在緬甸首都內比都或是仰光等地，不會官方禁止中國大陸的廣告，但是在同樣是中國商人佔重要勢
力的曼德拉 (Mandalay)，卻禁止張貼中國大陸的廣告，顯示當地緬甸人對於影響力愈來愈擴張的北京
感到不滿。”As Myanmar opens, China alliance frays”, Reuters, http://www.taipeitimes.com.tw
12.《國際商報》，「緬甸再進口 800 輛 QQ3 汽車」，201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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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輕型卡車銷售方面需要政府特批，不過，中國大陸的精英公司
李長青董事長與緬甸新任總統吳登盛及各級主管部門關係相當密切，
完全可以拿到輕卡車的銷售批文。該公司後續仍將利用現有的各種產
品的倉庫及銷售網路來銷售相關產品，此外，精英公司替大陸部份相
13

關業者在緬甸前哨站扮演重要的角色。

緬甸新政策吸引外資設汽車廠
隨著緬甸逐步對外開放，很多外國企業盯上了緬甸的汽車市場。
例如，日本豐田公司計劃在緬甸建設汽車廠；緬甸的近鄰印度塔塔汽
車公司也計劃在緬甸十個城市開設汽車銷售中心。
馬來西亞的「陳唱摩多」於 2011 年開始在緬甸設立汽車工作坊，
資金貢獻僅 90 萬馬來幣，但對馬國汽車業者而言乃是象徵著未來更
大發展潛力的起跑點；另外，一家汽車業者也計畫到緬甸來投資建汽
車廠。目前馬來西亞公司已向緬甸國家投資委員會提交了項目建議
書。馬來西亞公司計畫，先開展汽車服務業，再考慮生產業，並打算
與緬甸當地的汽車廠家開展合作。
類似於上述企業，印度塔塔公司已和政府合作投資興建卡車生產
廠。截止目前，包括本田公司在內，在緬甸投資汽車產業的外國公司
共有三家。目前緬甸的汽車製造廠家幾乎全靠進口零組件進行整車組
裝生產，而這種生產組裝模式已經到了應該改變的時刻。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13.《緬甸時報》，http://auto.gasgoo.com/News/2011/12/310823522352496.shtml，20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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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的醫療產業現況分析
余慕薌

儘管在緬甸軍政府時期，並不重視建制一個良好的醫療體系；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的最新統計也顯示，緬
甸對於醫療健康的支出為全世界最低，每人平均 (per capita) 只有 23 美
元，遠低於鄰近的泰國 345 美元；但是緬甸政府對於老窮殘的醫療支
出仍提供很多支援給公立醫院、甚至於近乎全免醫療費用的優惠。此
外，由於緬甸境內醫療技術仍有一定極限，所得高者多半出國尋求良
好醫技治療，我國可積極爭取，以開拓對緬甸出口或進口的商機。

緬甸國內藥品需求強、嚴重仰賴外國藥品進口
由於國內需求，緬甸嚴重依賴外國藥品進口，每年進口藥品的種
類也由 2007 年會計年度時的 5000 多種增加至 2011 會計年度時達 6000
多種。至於緬甸國內所需藥品大多數需自國外進口的原因，與早期只
有緬甸政府的藥廠才有權生產西藥有關，私營藥廠無權生產。最大進
口來源國為印度，印度藥品在緬甸藥品市場的佔有率達 33%，遠高於
排名第二的泰國之 15%，進口歐美國家藥品的比例相對較低。
根據緬甸食品暨藥品管理局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的統計
資料，2006-07 會計年度，緬甸進口藥品約 1 億美元，2007-08 會計年度
增加到 1.13 億美元，已成為緬甸第八大進口商品；2008-09 會計年度更
進一步增加至 1.5 億美元，2010-11 會計年度則來到近 2 億美元；進口
14

藥品占緬甸全國藥品消費市場的比例則高達 80%。 另根據仰光知名
14. 中國駐曼德勒總領館經商室，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0812/20081205929904.html(00812-03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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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Model Pharma 藥品進口公司和 Myanmar Survey Research 調查機構的研究
顯示，藥品來源國自 2007 年上半年時的 36 個國家增加至 2010 年時的

39 個國家。
緬甸藥品暨醫療器材企業家公會 (Myanmar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Equipment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理事長 Dr. Win Si Thu 還表示，全球第
四大藥品製造國的印度，目前也是緬甸最大的藥品及醫療器材供應
國，其藥商還掌控緬甸境內大多數的藥品售價，這些重要製藥業者包
15

括 Ranbaxy、Cipla 和 Dr. Reddy's 等。 此外，逾 40 家的印度藥品公司在
緬甸境內銷售三千多項的藥品，都已在緬甸的 FDA 註冊並獲得核准。
16

Dr. Win Si Thu 還認為，緬甸消費者對自印度進口藥品的品質大多感到
滿意，兩國之間的藥商研討會自 2008 年 2 月首屆印度 - 東協藥品企業
家研討會在印度召開後，之後彼此之間即密切往來並透過各項相關討
論會議交換意見。

緬甸需求藥品種類
緬甸對於治療性藥品需求排名前五者依序為抗傳染病 (35%)、維
他 命 (30%)、止 痛 藥 (11%)、 心 血 管 藥 (10%) 和 胃 腸 藥 (3%)。( 請 參 表

4-17)
對於 2013-14 會計年度緬甸藥品市場銷售預測，前三名分別為抗
傳染病 (30%)、維他命 (25%) 和心血管藥 (15%)。至於緬甸主要傳染疾
病，很高程度是經由食物或是飲水傳染的，已經證實的有：細菌和
原生蟲引起之腹瀉 (Protozoal Diarrhea), A 型肝炎和傷寒症 (typhoid fever

vectorborne diseases)；登革熱和瘧疾 ( malaria water contact disease)，細螺旋
15. http://www.maydeal.com/news/18775.html
16. Myanmar Times' 98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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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病 (leptospirosis animal contact disease)，狂犬病 (rabies) 以及高度引發疾
病的 H5N1 鳥類流行性感冒 (highly pathogenic H5N1 avian influenza)。

緬甸未收取龐大專利費、吸引日韓設立藥廠
就緬甸國內藥品市場而言，仰光和曼德拉對於藥品總銷售之貢獻
度即佔去 60%，前述兩個城市以外的其它地方則貢獻 40%。
就目前而言，主要城市內的人民愈來愈體認到健康照護和現代生
活型式之重要性，私人醫院和藥局數目也在增加中，部份國際性的醫
院如 Bumrungrad Hospital 和 Bangkok Hospital 也都出現，公開市場亦在販
賣處方藥。另根據緬甸 FDA 的統計，目前緬甸有超過 6 千種品名的藥
獲得登記並核准銷售，除來自印度外，亦自中國、孟加拉和泰國進口，
其餘則來自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及歐洲國家。
緬甸國內最大且最現代化的製藥廠是隸屬於第一工業部下國營
的 Myanmar Pharmaceutical Industry，該廠分別在仰光、內比都和彬烏倫 (Pyin

Oo Lwin) 市各設有一家製造廠，位於緬甸北方的彬烏倫市，於 2007 年
12 月建成，生產 162 種藥品，其中包括有口服藥、肌肉注射與靜脈注
射液以及粉末等各類藥品。緬甸除彬烏倫藥廠外，另外還有五個製藥
17

廠 ( 其中兩個為特用藥品 )，分別位於仰光、實皆 (Sagaing) 和 Lnyaung

另外一家著名的私人藥廠 FAME，專門依據日本和韓國的要求，供應
其季節性的藥品；FAME 也是緬甸第一家生產符合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設定之優良製造規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18

GMP) 標準的私人藥廠。 FAME 生產 45 種緬甸傳統的草藥，產品並出
口至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台灣、南韓、德國和日本。
17. 中國大陸駐緬甸經商參處 ( 中國國際招標網網站 )，http://www.chinabidding.com/zxzx-detail-3418082.
html，2009 年 4 月 20 日
18. Ishan Shukla, Myanmar Pharmaceutical market an Overview and an Opportunity-Presentation Transcrip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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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和韓國相關業者的觀察而言，在緬甸建立私營藥廠所需的
技術人員和基礎條件完全具備，也能為每年培育出的緬甸醫藥專家安
排適當的工作。而日韓之所以會選擇在緬甸境內設立藥廠，主要是其
尚未收取龐大的專利權費，這也是緬甸能吸引外資設廠的一大優勢。

宜注意緬甸嚴查處理未經登記註冊的進口藥品
若是對緬甸出口藥品，我國業者宜注意緬甸官方對於進口藥品的
審核標準仍相當嚴格，特別是針對未經登記註冊進口的藥品。2010 年

1 月 14 日，緬甸衛生部再次公佈了一批在市場上查獲未經登記註冊的
進口藥品名單，這次公佈的 5 種藥品均來自泰國。衛生部強調：禁止
進口、銷售未經登記註冊的藥品、假冒偽劣藥品。對違反規定的進口
19

商和銷售商，將按緬甸國家藥品法第 18 條進行嚴格處理。

外資在緬甸投資藥廠情況
1. 中國大陸已自單純產品出口發展到技術深層合作

中國大陸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由中美合資的昆明貝
克諾頓製藥有限公司早已積極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在緬甸
20

投資興建的中藥廠—緬甸鳳凰國藥製造廠已於 2007 年底竣工投產。

緬甸鳳凰國藥製造廠除採用中藥生產技術外，亦充分利用緬甸豐
富的植物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將中藥生產技術輸出到緬甸，生產銷
售適合緬甸和東南亞市場的中藥、植物藥，並將緬甸市場作為切入點，
再出口到東南亞其他國家乃至南亞。近年來，中國大陸更進一步已從
單純的產品出口發展到以技術合作帶動深層次合作的模式：亦即以投
19. 中國商務部網站，http://www.mofcom.gov.cn/?2109377049=3587753514, 2010 年 01 月 18 日
20. 中國設備網，http://www.cnsb.cn，2007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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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形式帶動 50 萬美元的設備出口，專案投產後，每年可以帶動 40 萬
美元的大陸生產的原輔材料和包裝材料出口。
2. 日、美提供相關醫療與衛生體系服務

日本政府對於緬甸的相關醫療器材援助始終不斷，例如有 2008 年
時向緬甸衛生部提供價值 21,308 美元的醫療器材援助，主要用於欽邦
21

南部的甘柏勒鎮區醫院。 此外，2009 年進一步向緬甸提供價值 39,716
22

美元給緬甸木姐縣醫院的醫療器材援助。

美國國務院在 2012 年 5 月 4 日晚間繼國務卿希拉蕊發出聲明：
「認
可和支持緬甸的民主改革」，並稱讚「緬甸走上了一條歷史性的道路」
後，隨即表示：美國將採取措施來回應緬甸的民主改革和發展，包
括在聯合國發展計畫署 (UNDP) 下建立一個針對緬甸的美國援助基金、
允許聯合國及非政府組織在緬甸展開大範圍的活動，如醫療、衛生體
23

系等，和解除對緬甸的金融機構出口及投資禁令。

緬甸重視傳統醫學也有利於我國拓展中藥材
緬甸的傳統醫學在西元六百年就開始使用，並且成為緬甸醫學保
健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緬甸衛生部考慮到傳統醫學的有效價
值，將傳統醫學納入了初級衛生保健的規劃中。而這正好可與我們傳
統的中醫藥結合，畢竟傳統中醫藥不僅對許多常見病、多發病有顯著
的療效，而且在重大疑難疾病和新發傳染病的防治方面，也發揮著重
要的作用。誠如緬甸聯邦衛生部部長 Kyaw Myint 所言：『我們國家的衛
21. 緬甸七日週刊，2008-03-18 10:19
22. 木姐縣醫院位於中緬邊境緬方一側，建於 1967 年，目前為擁有 100 個床位的縣級醫院。商務部網站，
2009 年 1 月 5 日
23. http://tw.news.yahoo.com/%E7%BF%81%E5%B1%B1%E8%98%87%E5%A7%AC%E7%8E%87%E9%
BB%81-153145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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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策非常清晰地闡述了要加強有關傳統醫學方面的服務，國家要不
斷地加強研發，並且要向社區提供傳統醫學保健。』

緬甸對醫療器材進口需求殷切
根據 2012 年緬甸最新貿易政策，醫療器械械屬於第一類優先進
24

口項目 ，主要是由於緬甸如同大多數的東協成員般，對於國家的醫
療器材業科技投入相當有限，自 X 光機到輪椅推車、聽筒等，幾乎都
依賴於進口，而儘管中國 - 東協自由貿易區協議對於相關產品進口亦
有關稅降低之優惠，形成緬甸很多醫療器材也自中國大陸進口。但由
於醫療器材屬於特殊管理商品，醫療器材進入緬甸市場同樣要遵循東
協所要求的法規標準並進行註冊管理。
此外，緬甸也如同其他新興國家般，預防醫學也是其重要思維，
以期減少病人的住院天數和醫療支出，例如，對於快速檢測方面的需
求相當積極。目前國際大廠都正密切觀測新興市場需求，設立研發中
心，為新興市場量身訂作開發新產品，再將發展完成的平價產品回銷
歐美或其他所得較高的國家，以滿足高性價比的產品線缺口；我國亦
25

可針對市場特性，開發符合農村醫療的低階醫療器材。

宜注意醫療相關法規未來發展
依緬甸目前情況而言，政府是將審核權交給緬甸藥品與醫療設
備企業家協會 (Myanmar Pharmaceuticals & Medical Equipment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該協會審核進口產品是否符合緬甸的安全規範與相關規
24. 第一類優先進口商品包括：交通工具，機械設備及零配件，工業原料，電機電氣，電網設備器材；
農業機械及零配件；水泥、鋼材、管道、瓷磚等建築材料；魚網、240 馬力以下的漁船發動機及零配件；
冷藏設備和海產加工設備；農藥、化肥和獸藥、良種等農用物資；醫療器械。
25.「醫療器材產業趨勢分析」，張慈映，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經濟部工業局高階醫療
器材快速商品化輔導與推廣計畫成果發表會，2012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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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定，並協助進口商在國內上市 。值得注意的是，緬甸在醫療器材與
27

醫藥法規方面，目前也正尋求與東協相關法規進行調和與整合き，
這也是未來重要發展趨勢。
醫療 (Healthcare) 同時也是東協計劃進行現代化和跨整合該區的優
先產業之一。健康照護整合路徑圖 (Healthcare integration roadmap) 包括貿
易的關稅與非關稅障礙，調和關稅程序和法規，整合物流與服務，其
目標在藉由減少區域內的貿易與投資障礙和調和產業法規，促使該區
成為一個統一的製造和貿易基地，並全面整合到全球經濟體系內。
負責東協醫療法規調和的委員會是醫療器材產品工作小組

(Medical Device Product Working Group, MDPWG) ─東協標準與品質諮詢委員
會 (ASEAN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Quality, ACCSQ)12 個工作小
組之一，MPDWG 一旦完成並擬定的醫療器材法規將稱為東協醫療器
材指令 (ASEAN Medical Device Directive, AMDD)，東協成員所有成員必須依
照該指令通過具有相同規定 (provisions) 的國內法律。而 AMDD 的主要
內容包括有：醫療器材安全與效能 (performance)、醫療器材分類系統、
醫材檔案共同範本 ( Common Submission Dossier Templatefor medical devices,
28

CSDT) 以及在東協市場上市後之警告系統等， 產品註冊為 AMDD 的主
要焦點。
我國雖非東協成員之一，但由於我國與緬甸都是亞洲醫療器材
法規調和會 (Asian Harmonization Working Group, AHWP) 的廿三個成員之一，
我國可藉由該平台與緬甸多方交流以取得相關資訊，俾利於我國相關
廠商與其貿易往來。
26. 2012 年 6 月 14 日在緬甸仰光親自拜訪該機構得知。
27. 就目前而言，東協 10 個成員中已有七個擁有規範醫療器材的法律或是指導原則，而緬甸就是其中之
一 ( 其它為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和菲律賓 )；汶萊，寮國和高棉則 ) 正在發展相關
法律或是指導原則。
28. Report from“ASEAN medical device regulatory integrat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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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國內醫院醫療技術仍有限
緬甸無論是到公立或是私人醫院，大手術仍然要到國外，例如心
臟瓣膜手術；至於心肌梗塞手術，病患通常是先進政府開的公立醫院
動手術，但之後的住院療養等仍會轉移到當地的私人醫院。
至於在骨科手術方面，緬甸醫療水準目前可以做到接合部份，但
未做關節，也沒有不鏽鋼可以做。易言之，病患在作診療前，除要先
研究好公立醫院有提供那些較少自費的醫療項目外，也要了解私人醫
院之特別服務項目，並會面臨緬甸國內所能提供醫療之極限，以免錯
29

失黃金治療期 。

我國宜考慮儘速給予簽證便利性以爭取緬甸人來台
就醫
緬甸醫院希望能與國外醫院進行合作交流，但由於目前緬甸人要
申請到台灣學習，第一關就卡在簽證問題，要先找適當的人背書，這
對雙方交流無異形成一重大阻礙。
緬甸人之所以常到泰國去看病，除了距離近且簽證快速外，仰光
市當地的醫療代理公司也相當多，可以協助簽證問題，再加上泰緬之
間一天班機多達 7~8 班 ( 泰航、緬航和曼谷航空等 )，服務速度快速，
可以因應急病需求。許多緬甸人都了解台灣的醫療水準很高，也很
30

想來，卻常因簽證問題未能如願。 如果我國在此方面有更彈性措施，
亦可爭取不少醫療商機。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29. 作者於 2012 年 6 月 14 日仰光市和近郊醫院進行訪談所得。
30. 作者於 2012 年 6 月 13 日仰光訪談邱龍廈董事長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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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印度市場的商機與挑戰
余慕薌、周子欽

有鑒於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其經濟復甦所扮演的角
色不容忽略，以及市場商機潛力可觀，我國經濟部早在三年前就開始
推動「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2010~2012）」，希望協助台商拓銷
相關新興市場，而其中南亞的「金磚」國家印度則是首要市場標的。

2012 年政府又積極規劃我國對外經濟合作（ECA）戰略路徑圖，印度
也是關鍵的對象國之一，加上近年來我國對外出口出現衰退現象，因
此擁有超過 12 億人口紅利和龐大中產階級消費能量的印度市場，遂
成為我國企業對外拓銷的市場亮點。
儘管印度市場的「人口紅利」誘人，內需市場龐大，有利於台商
前往拓銷。然而，印度的國土廣闊，民族眾多，經濟仍處於轉型過階段，
尤其各地區的市場結構特殊，貿易習慣與其他新興市場有很大落差，
因此台商前進印度市場很難按照一般國際貿易規則來進行。正確掌握
印度的經濟發展，以及當地市場結構和特性，是研究印度市場的商機
與挑戰時必須聚焦的內容。

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印度為全球第三大經
濟體
印度是南亞第一大國，人口超過 12 億，全球僅次於中國，具有
龐大的內需市場，加上天然資源豐富、充沛的勞動力、低廉的工資等
種種優勢，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仍是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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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盛（Goldman Sachs）創造「金磚四國」(BRICs) 一詞以來，印
度的總體經濟成長與世界各國相較，始終維持在前列，印度占全球

GDP 的比重，在 2011 年為 2.6%，若按購買力平價 (PPP) 計算，印度已
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中、美兩大強國。
雖然自 2011 年第四季開始，印度的經濟成長速度明顯放緩，但
國際金融、投資機構如 IMF、ADB、香港貿發局、西班牙大銀行 BBVA 等，
依然看好印度經濟的中長期發展。2012 年台灣經濟研究院在一項「開
拓新興市場之策略研究」當中，根據 GDP 及其成長率、人均 GDP、進
出口成長率、外國直接投資 (FDI)、政治穩定度等條件綜合評比，印
度被列為最具拓銷潛力的國家第三名。花旗集團在 2010 年 10 月所發
表的研究報告甚至樂觀認為，雖然在 2013 年之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
長將快於印度，但印度的 GDP 則有希望在 2014 年超過中國大陸」。主
要原因是：印度的經濟成長除來自於內需市場外，國際資本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特別是其目前正展開結構性調整之際，更積極吸引國際資
本承建基礎設施以實現生產的增長，同時也致力於促進出口，這與中
國大陸目前發展著重於如何刺激國內消費有別。易言之，印度由吸引
外資所促成的經濟復甦，將使印度有潛力實現比中國大陸更快速的發
展。

中長期經濟成長、政治情勢積極正面
印度的「人口紅利」效應大，農、礦資源豐富，貿易與投資政策
進步，文化態度開放，加上政黨政治穩定，在在有助於維持印度的經
濟成長力道至中、長期。相關有利因素包括以下：

1. 年輕人口眾多，「人口紅利」非其他經濟體所能比擬：印度不僅人
口絕對值超過絕大多數國家，而且其人口中年齡低於 25 歲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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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超過 50%。大量的少壯人口意味著充沛、價廉的勞動力供給，
而隨著中產階級擴大，這又會轉化為龐大的國內需求。兩者都是有
利於成長的因素。

2. 作為農、礦大國，印度的經濟發展本錢雄厚：印度久為農產大國，
稻米及小麥產量都居全球第 2 位。此外，印度的天然資源豐富，如：
鐵礦蘊藏量全球第三，鋁土蘊藏量全球第五。當前正值「金融幻境」
消失，物資與實體經濟重新當道的時刻，此項秉賦為諸國所艷羨。

3. 政策有利於對外開放與成長：印度政府致力於改革其貿易與投資政
策環境，自 1990 年代起便已逐步降低關稅壁壘、透過自由化、便捷
化與簽訂 FTAs 等措施，吸引外人投資，並增加貿易在國民經濟活動
中的比重。印度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 2009-14」及最近的「第十二
個五年計畫」，便體現了這個有利的政策環境。

4. 國民的文化態度開放，兼之政黨政治穩定：印度人與西方接觸的時
間早，又基於長期的殖民經驗，對外人與外資並無排斥心理，且更
看重外人、外資所帶來的技術進步與發展機會。至於政黨政治情勢，

2004 年國大黨與其盟黨聯合贏回政權，組成 UPA 政府聯合執政；國
大黨的施政於 2009 年大選又獲得選民肯定，以明顯差距獲得勝選，
在未來五年執政期間，對過去屢遭掣肘的經濟改革政策，如國營企
業民營化、開放零售業供外人投資及改革勞工法令等，將可望有具
體成果。

中產階級崛起與零售業革命帶來商機
就需求面而言，私部門消費支出一直是印度經濟最主要的支柱。
而由於中產階級快速成長，以及隨之而來的零售業革命，私部門消費
將會持續獲得發展，並為外商和台灣產業帶來商機。根據印度國家應

印度市場的商機與挑戰

239

用經濟研究所 (NCAER) 的資訊顯示，去年印度中產階級人口約有 1.6 億，
約占全國人口 13%。預料 2010 至 2025 年間，印度中產階級會以 8.5% 的
年均速度增長，達 5.47 億人，占全國人口 37%，超過目前水平的 3 倍。
圖一：印度 GDP 之支出面結構

資料來源：印度統計局 (MOSPI)。
從所得分配的角度來看，印度平均年家戶所得為 47,804 盧比 (1,055
美元 )，中位數則為 27,856 盧比 (615 美元 )，其中隱含著消費力。特別
就都市最高所得族群 ( 十分位當中最富裕的群體 ) 進行了解，其每年
消費支出約為新台幣 46,167 元，每月支出約為新台幣 4,000 元。且相較
於農村，都市對於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比重更高，亦即雜項商品與
服務的比重達 37.8%。目前中產階層雖只占印度人口的 13%，但擁有全
國 49% 的汽車、21% 的電視機、53% 的電腦和冷氣機、38% 的微波爐及

46% 的信用卡。
另外，印度中產階級的儲蓄率高過一般居民。印度一般居民約
將三分之一的所得轉為儲蓄，而中產階級的儲蓄率高達所得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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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如果能將此一儲蓄轉為消費，更將釋放新的商機。雖然在 2012
年第二季，印度消費者信心略降，將其蟬聯了九季的世界王座讓給印
尼。但一般認為此係短期震盪，不會降低國際上對印度消費力成長的
預期。
事實上，印度中產階級的消費傾向與品味，已經誘發了當地零售
業的急速擴張與升級。美國研究公司麥肯錫 (McKinsey) 估計，印度有
組織或連鎖店零售業務 (organized retails or chains) 的比重約為 7%，不及
中國 (20%) 的一半，也遠遠不及巴西和俄羅斯 (30% 或以上 )。易言之，
未來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Technopak 的一份報告就顯示，印度零售
市場的規模，將從 2011 年的 4700 億美元，在 2016 年成長到 6750 億美元。
雖然目前印度仍不許外國人投資多品牌的零售店，但自 2011 年
初當地政府已取消「外資不得獨資經營單一品牌零售業」的規定，使
得如 Nike、Reebok、Starbucks 等知名品牌獲得更多發展機會。這些變化
都顯示印度中產階級在消費品味上的提升，不再獨沽低價次級品，對
於台灣「高貴不貴」的眾多產品來說，蘊含著無限的出口商機。
最後，印度具有兩項民間需求，特別有利於台灣產品。第一，
印 度 係 全 球 資 訊 科 技 與 商 業 流 程 的 外 包（global offsh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簡寫為 ITBPO）重鎮，估計 2012
年將繼續以 9.8% 的比率成長，而成為印度成長最快速的產業之一。
其所引發的產品、服務需求，將是台灣電子電機產業的一大福音。第
二，根據 Neilson 的調查，印度消費者的環境意識正在上升當中，對於
產品的環境影響，以及如何改善環境品質，其重視度都在提升。台灣
的綠色產業、環境友善 (environmental friendly ) 產品領先東亞的競爭對
手，價格又不至於像歐美產品高不可攀，可以預見未來在印度市場
相當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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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改革與第十二個「五年計畫」有利進出口活動
除了民間消費之外，印度政府的經貿、投資政策，對台灣業者來
說，同樣蘊含商機。印度有鑒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的經驗，亟思強
化其製造業與貿易在促進經濟發展上的動能，故於 1990 年代起，便
透過改造貿易體制與實施特定的經濟建設計畫，來達成此一目的。在
貿易體制方面，2001 年印度廢止了發行「進口執照」的制度，除了留
下少數的負面表列產品外，等於放棄了一般性的進口審核。2005 年開
始的「經濟特區政策」，在全國掀起成立特區的熱潮，透過免關稅等
方法，發展製造業並創造出口。實際上這鼓勵了加工出口活動的發展，
直接替進、出口活動通通創造了有利環境。2009 年更將該國的最惠國
關稅（MFN tariff）大幅腰斬至 13%。
近來對進、出口影響最巨大的政策，莫過於「對外貿易政策 2009-

14」與「第十二個五年計畫」。為了在全球金融危機下創造出口、分散
市場，印度政府在「對外貿易政策 2009-14」當中，主要透過改善基
礎建設、降低交易成本、提供租稅獎勵等三方面的措施來達成目標。
其中在租稅優惠方面，除了廣泛的出口退稅之外，主要是建立 EPCG
（Export Promotion Capital Goods，進口機器設備免關稅）的制度，適用之
產業包括：電機電子、化學與製藥、紡織成衣、塑膠、手工業、化工、
皮革等。
31

以 EPCG 優惠方案進口之機器設備，其生產產品之出口義務 減半。
以 EPCG 優惠方案進口之機器設備，可因出口衰退而降低當年度出口
義務。其次，績優出口商出口 FOB 金額的 1％，可獲政府補助用於購
買進口機器設備。其適用產業包括：皮革、紡織、手工藝、部分機械
31.「出口義務」係指適用 EPCG 之進口機器設備，在 6 年內其總出口金額，必須超過出口減免關稅金額
之 6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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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部分塑化產業。與「經濟特區」政策相結合，不論是出口退稅
或上述進口設備免稅制度，都會增加印度在進口上的動機與胃納。這
無疑有利於我國拓展印度市場。
至於「第十二個五年計畫」，是印度政府延續第十一個五年計畫
之後，意圖藉由加倍的投資基礎建設（金額逾 1 兆美元）來刺激印度
經濟，以擺脫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這個總投資額佔 GDP 的 8-8.5%，
主要透過鼓勵公私伙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方式，擴
大政府投資的實質影響範圍。該五年計畫投資範圍涵蓋電力、鐵公路、
機場、港口、農業部門、工業發展、教育與醫療。為此，亞銀與日本
已分別承諾提供 74 億與 45 億美元的貸款溢注。這些計畫有相當部分，
隱含對台灣產業有利的商機（參見表一）。

表一：印度「第十二個五年計畫」與台灣商機
計 畫 涉 及 的 部 計畫相關內容
門

台灣可能受益的特定
產業部門

電力

1. 在2013年實現130萬千瓦的太陽能裝機容 光電產業、生質能產
量，到 2022 年將太陽能發電量提高到兩 業
萬兆瓦。
2. 將目前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
的比重還不到1/10進一步提高。

鐵路

計劃新增線路總計達 10000 公里，電氣化 電子電機、工具機、
6500公里。
金屬及其製品

工業發展

將 工 業 占 G D P 比 由 目 前 的 1 6 % 提 高 至 電子電機、工具機、
25.0%。
金屬及其製品、化學
製品

醫療

將醫療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

醫療器材、醫療、醫
事服務

總而言之，印度當前的經貿體制變化與新的「第十二個五年計
畫」，不僅能帶動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率、奠定經濟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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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還可在短期內擴大就業、增加部分國民收入並提升社會的
總需求，在長期內擴大供給。而這些都有利於台灣的產業部門介入
印度市場，或者擴大在印度的版圖。

依然存在某些市場風險因素
當前印度的經濟環境，對台灣產業界隱含大量商機，已如前述。
然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印度市場中依然存在的某些風險因素。對於
有意介入、拓展印度市場的台灣產業界而言，理性審視這些風險因素，
並與政府協力共同對這些風險因素進行管理，實乃不可或缺的工作。
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幅員遼闊、文化背景多元紛雜，且貧富差
距仍相當巨大。近來通貨膨脹雖然已經緩和，但由於之前貨幣政策所
累積下來的包袱，未來調節的空間不大。若再遇上重大的內、外部衝
擊，印度央行手上的籌碼不多。亦即，通膨侵蝕經營成果的可能性，
依然存在。目前外界最注意的商業風險因素，還包括以下幾項：

1. 印度政府目前依然有反傾銷的政策工具。根據國貿局的統計，相較
於其他競爭對手國，我國遭印度反傾銷調查的次數，相對偏高。未
來需要善謀對策，避免我國廠商過度暴露於反傾銷調查的陰影中。

2. 總體而言，印度政府的行政效率不高，且存在著中央、地方法令衝
突矛盾的問題。雖然在「對外貿易政策 2009-14」與「第十二個五年
計畫」當中，印度政府確實嘗試改善這些狀況，但據部分商界人士
反映，成效迄不明顯。

3. 勞動體制方面，印度的政策對商業活動設下了若干限制，間接影響
到進、出口活動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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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度文化各地殊異，且與宗教背景因素交纏。另外，印度與鄰國巴
基斯坦間，仍時有零星衝突。雖有穩定的政黨政治做為基磐，這些
因素對企業而言，依然會帶來總體經營環境或日常商業活動方面的
風險。

5. 在中產階級擴增的同時，人均所得有高達 45.5% 集中在最富裕的族
群 ( 第十分位 )；家戶所得有高達 44.4% 集中在最富裕的族群。貧窮
問題若不能妥善處理，必將限制購買力的進一步擴大，甚至演成階
級問題，增加政治、社會不穩定因素。
因此，在全力拓銷印度市場之前，先對印度的經濟發展、產業特性和
內需市場進行深度研究，並緊密連結理論和實務，進而研擬一套拓銷
策略，是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當前正值我國公、私部門企圖大力拓
展對印度的商務，我國「前進印度」的公、私伙伴關係，似乎可以這
樣的研究做為起點。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與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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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前瞻
余慕薌

金磚大國之一的印度，目前正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和通貨膨脹率持
續上升的尷尬局面。若再加上其經濟成長依賴之動力來源─能源仍高
度仰賴進口，能源政策調整腳步始終緩慢曲折，是否會真地誠如著名
信評公司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 在 2012 年 6 月間曾提出的警告：
印度如果不儘快調整其相關政策，有可能成為第一個被迫退出金磚四
國俱樂部的成員？

2012 年以來，印度經濟持續放緩，第一和第二季的國內生產總值
分別增長 5.3％和 5.5％，遠低於前兩年平均 7％至 8％的水平。11 月 12
日印度統計局公佈今年 9 月份的工業產值較去年同期下滑 0.4 ％，這
對於向來是印度節慶季節的九月份實在出乎預料之外，較之前分析師
們所預測的中間值將增長 2.8％，明顯大幅惡化。而印度 10 月份的消
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揚 9.75 ％，也高於 9 月份的 9.73 ％，並高
於印度央行的目標水平。另一方面，印度 10 月份貿易逆差持續擴大，
進一步擴增至 209 億美元；印度政府還面臨經常帳逆差和財政逆差的
問題，前者占 GDP 比為 5%~7% 之間，後者則已超過 5% 之間。未來如
果持續惡化，勢必對印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先前印度政府一直在向印度央行施壓，要求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
寬鬆措施；然而，印度面對通脹升溫的壓力，這讓央行無法和另一金
磚大國巴西一樣，在經濟減速之際適時調降利率。也令許多經濟觀察
家不免擔憂：印度經濟可能已偏離成長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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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於促進經濟成長所需能源供應，印度
目前在金磚四國當中，其能源供應狀況最為不穩，而且可能也是未來
能源供給最不確定的國家，而由於印度能源需求預期在 2016 年之後
會超越中國大陸，印度政府必須快速調整並解決其多項不恰當的能源
32

政策，才能確保能源供應來源並滿足國內能源需求，更重要的是：持
續經濟成長。
此外，誠如印度計畫委員會副主席 Shri Montek Singh Ahluwalia 所言：
印度政府還必須展現其在基礎建設等相關專案實施不會拖延之魄力，
包括有：能源運輸、交通和物流運輸等，確保及時完成這些專案，而
不會拖延而阻礙經濟的發展。

經濟面臨重大挑戰
1. 能源供應

在能源方面，印度每年的能源需求在不斷增長，而儘管印度的能
源效率提高很多，但若期望要達到前幾年 9% 的經濟增長率，能源增
長幅度至少應達 6.5%，才能支撐如此高的經濟增長率。而只是透過國
內的能源供應是很難實現前述目標，尤其是印度在接下來的 5 年、10
年和 20 年當中，會看到不斷增加的能源對外依存度，如果要強化能
源的供應，就必須進行能力建設。例如，在液化天然氣，或是其他方
面的資源、能源的進口等等都要加強；此外，也要考慮到核能、太陽能、
風能等等其他的可再生能源，也就是可替代能源來替代傳統的化石燃
料；還要是清潔能源，比如說開放水電是印度目前相當重視的事情。
油價對印度的影響是更大的。因為印度一直都是能源進口國，在
32. 因為印度與中國大陸不同，中國大陸可以相當快速地做出令人不快的能源，而俄羅斯和巴西則因本
耳擁有充沛的能源資源，並無需就能源安全政策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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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能源方面，印度確實需要有一些額外的可替代能源，利用自己
的框架開發可替代的能源，必須得採取積極措施。
而由於印度能源供應上的不足，已對其經濟成長帶來兩大威脅，
一是：對於已擁有發電廠尚未償還貸款的銀行而言是加重其負擔，電
力委員會也是債務累累，而政府卻表示：將進行干預或是要求銀行減
少電力委員會的債務負擔。其次是：印度對原油日益依賴正拖累其經
濟，由於印度大部份的石油產品價格都有政府補貼，政府和上游國營
石油公司都是以自己的預算來彌補市場的虧損。價格改革將無法大
幅改變印度對石油進口的依賴，即使增產也將無法使印度自給自足。
只有市場機制所決定的油價，才有可能明顯減少政府與石油公司資產
負債表上已不勝負荷的津貼支出，並確切抑制印度政府不斷增加的赤
字，且對經濟成長帶來實質助益。
2. 水資源和基礎建設

除了能源之外，印度國內還有兩件相當重要的事情：一是管理水
短缺問題，印度和中國大陸一樣，都正面臨水短缺的問題，在供應面
也是相當緊張的，如何更有效的使用水資源，也是目前面臨另一重大
挑戰；就該點而言，印度目前是希望向北方的鄰國─中國大陸學到一
些寶貴的經驗。
此外，目前印度有 30% 的人口集中在城市中，未來有可能成長至

40% 以上，但是卻只有約二分之一的人口可以享受到城市必須的最低
基礎設施。到 2030 年的時候預估在城市的總人數會達到 6 億，大約也
只有 3 億人可以享受到應有的基礎設施，在基礎建設相對落後的情況
下，對於印度經濟也帶來另一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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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商聯合會會長 Kanoria 也抱持類似的看法：印度基本上儘
管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有相當龐大的內需市場，2012 年 3 月間也
公佈鼓勵製造業之政策，但是目前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而要做好基
礎建設，至少需要花費 1 兆美元，才有可能可以帶來穩健的平台並促
進製造業的發展。

吸引全球 FDI 仍待放寬限制
有鑑於目前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目前幾乎都在致力於去槓桿化，
許多專家們質疑印度要以什麼來吸引來自海外的直接投資呢？再加
上印度政府對於來自海外的投資工具亦會進行徵稅，如何能吸引外資
進入印度呢？
印度計畫委員會副主席 Ahluwalia 認為，印度本身對於銀行的監管
嚴厲程度亦在進一步加強，印度官方也未想過要透過銀行來實現金融
赤字，印度在這方面管理向來嚴格，用銀行融資解決這個問題也非常
嚴格，其中很大一部分將透過資本流動的方式來解決，包括外國投資
在印度境內進行基礎建設等方面的投資，近來更進一步開放航空和零
售部門給外資參與，或是透過吸引外資進入股市的方式，來協助印度
經濟進一步成長，儘管歐洲銀行正在去槓桿化，但印度方面也不認為
在借貸方面會遇到重大困難，真正的問題是在於外國投資者是否願意
在經濟增長快速的經濟體內進行實質投資？就印度的觀點而言，目前
全球的投資組合中真正投入印度的投資比例相對是比較低的，未來在
適當的情況下，印度政府還會放寬在印度境內投資的各種限制，提供
誘因，吸引外資進入。至於在對外資課稅方面，印度政府如此做的原
因，主要是為了統一印度的徵稅體制，這樣才可以採取反規避的措施，
這也是 OECD 國家已經採取的措施；但是印度政府也在積極研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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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外資進入提供相對於其它主要經濟體合理的稅率，才有助於吸引
長期的投資。

結語
2012 年九月中，印度總理辛格 (Manmohan Singh) 陸續宣佈推出一系
列的改革措施，包括 1. 調高燃料價格、2. 放寬外資投資多品牌零售業、
航空業 ( 股權可達 49%)、廣電媒體 ( 股權可達 74%) 和電力事業、3. 國
營事業釋股以及 4. 鼓勵國營事業加速投資等。預期目標在企圖改善
印度政府的財政赤字，並且提振印度的投資氣氛。印度政府也提出了
削減赤字進度表，計劃今年將政府財政赤字降到 GDP 的 5.3%，2016 至

2017 年進一步降到 3%。至於其成效如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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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國直接投資政策之觀察
CTPECC 秘書處

印度始終堅持「外資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方針，在注重外資
政策連續性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和國內形勢，對政策作出適當調整，
近年來印度運用外國直接投資政策 (FDI) 出現以下新變化：

從外資差別對待逐漸向國民待遇過渡
WTO 有關投資協定 (TRIMS) 提出了外國投資適應國民待遇的要求。
作為 WTO 初始成員國之一的印度，與國際規則和慣例接軌，取消歧
視性政策，使 FDI 政策逐步轉向國民待遇，使內外資企業待遇接近是
大勢所趨。
印度已開始在這方面做出努力，取消了多項對外資企業的歧視性
政策，如：出口限制、紅利平衡、較高公司營業所得稅等歧視性措施；

1994----1995 年財政年度預算將對外國公司的公司稅率由 65 ％降低到
55％；在軟體技術園區落戶的國內外公司，可享受印度政府對出口加
工區的所有優惠；政府為出口加工區制定的所有優惠政策均適用於園
區內的軟體企業。在一些行業，印度甚至實施了有利於外國公司的政
策，如電信服務業，印度 90 年代以來才向私人企業開放，但就要求
新進入該行業的私人投資者必須與外資合作才能申請領取許可證。

對外資政策總的是趨向放鬆管制
自 90 年代以來，WTO 積極推動自由化談判，經濟全球化、投資

印度外國直接投資政策之觀察

251

自由化不斷發展，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印度已被捲入了這一過程，
對 FDI 政策不斷開放。也因此，印度對 FDI 的政策不斷進行修正，逐
步放鬆對 FDI 的管制，擴大 FDI 進入範圍，放寬股權控制，外資控股
比例可達 51 ％、並放寬自動許可的行業範圍，部份行業外資股權最
高可達 100%；外國公司在印度境內的經營範圍也在擴增。易言之，
印度 FDI 政策是朝向愈來愈自由化的方向發展。

外資將進一步由高新技術產業流向航空與零售業
早期為促進來自海外的 FDI 流向本國軟體業，印度政府對科技園
區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主要內容包括：免除進出口軟體的雙重稅負、
免除全部進口關稅、允許外商獨資經營、10 年內免課徵所得稅和全
部產品用於出口的軟體商可免課徵所得稅等；此外，並進一步打破電
信業國營的壟斷局面，開放私人部門經營網路業務，並允許外資擁有
不逾 74 ％的股份。今年九月中印度政府進一步宣佈開放外資參與航
空與零售部門。
印度政府還特別重視建立和執行符合國際慣例的智慧財產權標準
以維護 FDI 企業的智慧財產權，以鼓勵其投向軟體業。印度在 1994 年

6 月就對著作權法進行大幅度修改與補充，明確規定了版權所有者的
權利、軟體出租者的行為規範、使用者備份軟體之權利以及侵犯版權
的懲處和罰款條例等。

（資料來源：綜合取材自印度政府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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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從外商在巴西投資佈局看兩岸
攜手前進巴西市場
余慕薌

巴西近年來對於能提供高科技技術 ( 例如，電腦程式軟體能力 )
的外資採取歡迎的態度，其最大希望是在鞏固其成為南美一個高科
技投資與研發計畫區域中心的地位。這也是國際知名的科技業者如

IBM、Oracle 和 SAP 很早就已進入巴西的主要因素。不過，本文主要聚
焦於與我國對外貿易密切相關的中國大陸、南韓和日本在當地投資佈
局狀況，並以醫療器材產業為例，探討兩岸可共同合作開發巴西市場
的可能性。

一、巴西成為吸引國外直接投資最多的拉美國家
根據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2011 年 5 月 11 日公布的最新報告顯
示，作為「金磚國家」之一的巴西乃是吸引國外直接投資 (FDI) 最多
的拉美國家，2010 年該國獲得 FDI 總額達 484.62 億美元，比 2009 年激
33

增 87%。 巴西 FDI 之所以大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受到 2010 年經濟成
34

長 7% 激勵新的資本貢獻。

33.“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 P.41 排在第二位的墨西哥吸收外國直接投資 177.26 億美元，增幅為 17%。至於智利、
秘魯、哥倫比亞和阿根廷 2010 年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分別為 150.95 億美元、73.28 億美元、67.6 億
美元和 61.93 億美元。
34. 2005~2008 年間，在巴西的外人直接投資 (FDI) 以每年 25%~84% 的高速成長。至於外資投資巴西股市，
除了 2008 年因金融海嘯而急速萎縮 98% 外，四年間最高增幅一度高達 430%。2009 年初又開始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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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全球知名的 A.T.Kearney 諮詢顧問公司，2010 年針對全球營
收在 2 兆美元以上跨國企業執行長們所作「海外直接投資 (FDI) 信心
指數」的調查則顯示，巴西和中國大陸、印度總計三個金磚大國，自

2005 年以來仍同列於前五大全球 FDI 主要流入國 ( 請參表一 )，顯示巴
西無論就目前或是未來而言，仍是全球 FDI 資金流向的重要目標。同
時，由於巴西幣大幅升值 (2010 年巴西幣對美元升幅達 15%) 以及國內
消費需求激增，也鼓勵為尋求市場的 FDI 流入巴西，對於減少其日益
增長的經常帳赤字帶來很大的幫助，2010 年巴西經常帳赤字 450 億美
元。
表一：2010 年 FDI 信心指數

投資項目主要集中於天然資源和製造業，二者分別占 FDI 總額的 39%
和 37%，服務業則占 24%。天然資源中以原油和天然氣占天然資源 FDI 總
額的 22%，金屬礦業開採則占 14%；在製造業中，最為活絡的部門依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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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9%)、冶金 (9%)、化學產品 (7%) 和石油製造的塑膠產品 (3%)。

二、中國大陸為巴西最大海外直接投資來源
2010 年主要投資者來自中國大陸，總計約 170 億美元，相較於
35

2009 年僅約 3 億美元的外資 ( 僅占巴西 FDI 約 0.1%)，增幅甚鉅。 不過
36

這其中多半是經由盧森堡避稅天堂轉進巴西的中國大陸企業資金 ，
佔巴西 FDI 總額約 15%，亦即 75 億美元；其次是瑞士的 13% 和美國的
近 12%。( 請參表二 )ECLAC 還估計，2011 年全年，若不計算經由盧森
堡轉進巴西的中國企業資金，預估仍高達 98 億 7 千萬美元。

表二：2009-2011年1月巴西主要海外直接投資國家統計表
單位：百萬美元

2009年

國家

2010年

2011年1月

西班牙

3,424

10.8%

1,491

2.8%

668

25.9%

美國

4,939

1 5.5%

6,204

11.8%

359

13.9%

加拿大

1,372

4.3%

742

1.4%

256

9.9%

荷蘭

6,515

20.6%

6,695

12.7%

219

8.5%

法國

2,141

6.8%

3,421

6.5%

183

7.1%

1,041

2.0%

148

5.7%

8,638

16.4%

117

4.5%

406

0.8%

91

3.5%

南韓
盧森堡
開曼群島

1,092

3.4%

墨西哥
澳洲
總計(含其他)

31,679

100.0%

138

0.3%

87

3.4%

3,325

6.3%

75

2.9%

52,607

100.0%

2,583

100.0%

35. 根據 ECLAC 統計資料，1990-2009 年中國在巴西的投資總額為 2 億 5 千 5 百萬美元 ( 尚未計算自盧森
堡轉進之 FDI)
36. 根據巴西央行所公佈的資料，盧森堡乃是 2010 年主要 FDI 來源。然而，這是由於中國中石化 (China
Sinopec) 經由盧森堡以 70 億美元購買西班牙位於巴西境內 Repsol YPF 石油公司 40% 股權的結果。2010
年中國大陸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直接投資總額達 150 億美元，巴西為其最主要目標。另巴西智
庫 Sobeet 於 2011 年 2 月 10 日亦表示，大陸對巴西投資高為歷年來僅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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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巴西央行
註：由於巴西並未提供再投資盈餘(reinvested earnings)，實質公佈的數字遠低於實質流
入的海外直接投資金額

(一) 中國大陸對巴西投資集中於能源、礦產與農產品和基礎
建設

由於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的興趣始終集中於能源，對巴西投資亦不
例外，當地豐饒的礦產和農產品，還有基礎建設都是其鎖定的目標。
在能源方面，除了中石化經由盧森堡轉進巴西、以 71 億美元買
下西班牙石油 Repsol 位於巴西分公司 40% 的股權外，還包括國家電
網公司 (State Grid) 以 17 億美元買下 7 家巴西輸電公司以及中化集團

(Sinochem) 花費 30 億美元買下 Peregrino 油田 40% 的開採權等。
在農產品方面，主要是大豆 (soybeans)，亦為其渴求之目標。至於
基礎建設，中國鐵路建設公司則和日本、法國等國企業共同參與競爭
巴西的高鐵項目。
不過，根據巴西著名智庫 Sobeet 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儘管對巴西
直接投資大增，卻鮮少對巴西產業進行技術移轉。
( 二 ) 未來將擴展到製造業和服務業等

未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架構的重組將使中國大陸企業國際化，中
37

資企業未來勢必將擴展到製造業和服務業等其它領域。
而所謂中國大陸經濟架構的重組，主要目標是在減少依賴出口和
提高內需比重，這必須重新找到經濟平衡點，企業也得尋求新的成長
道路，海外佈局策略亦包括在內。因為，誠如 Hanemann 在研究報告
37.“China’s Global Investment Footprint: Present and Future”, China and Brazil in the 21st Century,
Thilo Hanemann，Rhodium Group, December 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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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言，中國大陸企業在所參與的國際生產鏈收入只占 20%，以 iPod
為例，產品在美國設計，中國大陸企業所執行的項目則是使用在台灣、
南韓或是日本生產的高價值零組件組裝產品，然後再將產品銷售到消
費市場中。此種模式在過去 10 年運作良好，但隨著大陸勞工薪資提
高、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已愈來愈無法行得通。而巴西豐沛的原物
38

料恰好提供中國大陸的製造業所需。 近年來，中國大陸也早已展開
在巴西境內投資製造業之佈局 ( 請參表三 )。
此外，巴西證券期貨交易所也正積極與中國大陸的上海證券交易
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等合作，促使中國大陸企業到巴西證券期貨交
易所 (BM & FBOVESPA S.A.) 上市。如此一來，中國大陸企業可以在香港
和巴西同時進行初次公開發行上市 (IPO) 股票，中國大陸的比亞迪和
三一重工都呈現高度興趣。

表三：中國大陸對巴西製造業的海外直接投資（FDI）通報和完
成之計畫
日期

公司名稱

目標

2010,9

長城公司

百萬美元

領域

興建廠房

312.3

2010，8 宗申產業集團

興建廠房

11.3

非汽車的交通工具代工

2010,2

三一集團

興建廠房

200

工業機械儀器製造

2009,9

上汽集團奇瑞汽車

興建廠房

13.9

汽車代工

2009,7

安徽江淮汽車集團

興建廠房

306.3

汽車代工

2009,7

上汽集團奇瑞汽車

興建廠房

40.5

汽車代工

2009,7

徐州工程機械集團

興建廠房

28.0

工業機械儀器製造

2009,4

上汽集團奇瑞汽車

興建廠房

700.0

汽車代工

2008,5

稽山控股公司

投資Texnord Te

0.081

民生必須品

2008,1

中央通訊

興建廠房

6.6

通訊

2007,12

東方信聯科技

興建廠房

23.8

通訊

2007,12

深圳華為技術

興建廠房

5.7

通訊

汽車代工

38. Thilo Hanemann 於 2011 年 3 月 16 日接受聖保羅州報 (Estado De Sao Paulo) 訪問摘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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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

中國嘉陵工業

興建廠房

5.0

2006,12

冠捷科技集團

興建廠房

20.0

商用機器和設備

2005,1

深圳華為技術

興建廠房

14.9

通訊

2004,6

事必達公司

興建廠房

3

商用機器和設備

2004,2

冠捷科技集團

興建廠房

3.4

商用機器和設備

2003,11

格力集團

興建廠房

5.0

工業儀器製造

2003,10

中興

興建廠房

2.0

通訊

非汽車的工具代工

資料來源：Thomsom ONE,fDi markets, RHG

四、韓國大集團帶動相關企業投資巴西腳步
2010 年南韓總計約有 10.4 億美元的 FDI 進入巴西，占巴西 FDI 總
額約 2%；2011 年元月份南韓投資腳步進一步加速，投資金額為 1 億

4800 萬美元，占巴西 FDI 總額達 5.7%；次於西班牙、美國、加拿大、
荷蘭和法國之後。
( 一 ) 至少有百家以上韓國業者在巴西

南韓投資腳步之所以加快，主要是早期即進入巴西的三星 、現
代和 LG 集團，在當地經營相當成功，帶動其它企業，如電子、造船、
建築機械和再生能源產業，還有很多的零組件業者也跟著一起進入巴
西市場。
目前在巴西已成立公司的南韓業者總計約有 70 家。不過，為了
因應巴西複雜的稅制和勞工法問題，另有許多南韓業者是採取與巴西
業者成立合夥或是合資的型式，因此實際在巴西擁有據點的南韓企業
家數估計至少在百家以上。
( 二 ) 大多聚集在巴西工業化程度高的東南部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業者大部份都位於聖保羅近郊。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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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北部的瑪瑙斯自由貿易區提供免稅等優惠，但由於缺乏合格的勞
工，因此大多數企業以巴西工業化程度較深的東南部為據點。例如，
現代汽車即將生產重地轉移至聖保羅近郊，投資 6 億美元興建汽車生
產工廠，年產量約 15 萬輛；2010 年銷售量已較前一年增加一倍，達

44,009 輛，並成為當地最快速成長的品牌之一。現代重工產業集團則
與 Batista’s OSX Brazil 在里約熱內盧的 Acuport complex 共同造船。現代
和三星還與另 20 家巴西與韓國業者籌組聯盟，競標聖保羅和里約之
間的高鐵工程，金額達 200 億美元。
由於巴西的政治和經濟情況近年來趨於穩定 ，韓國企業界對巴
西未來經濟深具信心；未來擬將進一步創造對巴西出口科技之機會，
例如，可以使用汽油、酒精或是二者混合的雙燃料引擎工程。
( 三 ) 擬增闢仁川─聖保羅的直航班機

隨著韓國與巴西之間的經貿關係日趨密切，自 2008 年來往韓國
仁川機場與巴西聖保羅機場之間的韓國航空，2011 年第二季則由原本
39

每週三班增加至每週五班的班機。

五、日本對巴西 FDI 未來將朝更知識密切技術導向
日本因二次戰後移民巴西人數多，很多企業，如汽車產業等也都
早在 70 年代即已進駐巴西。 近年來，由於日本國內經濟持續不景氣，
許多大企業利用圓升值在海外尋找購併機會，以期拓展全球市場，巴
西正是其重要市場之一。
就未來而言，日本對於巴西的直接投資將更趨向於科學導向、且
39.“Brazil Growth Likely to Spur Doubling of S Korean Investments, Trade Rep Doo Young Kim”, http://www.
foxbusiness.com/indusries/2011/02/23/brazil-growth-likely-spur-doubling-s, Feb 2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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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知識密集的技術性投資，主要項目有食品、金屬和森林產品。

2011 年最令人矚目的一項投資案是，日本第一大鐵合金業者「日
本金屬暨化學有限公司」於 2 月中旬，購併位於巴西南部 Minas Gerais
40

州的 Bozel 電力公司 ，主要是有鑑於巴西電力供應情況穩定 ( 中國大
陸和南非都出現電力供應吃緊現象 )，藉由購併取得大量電力來源，
在鐵合金基礎上生產和供應矽，作為生產鋼和導線 (cored wire) 的原料
來源。

六、兩岸可共同合作前進巴西市場―以醫療器材產
業為例
在兩岸已有 ECFA 的架構下，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不但更加便利，
對於共同拓展南美洲的巴西市場，筆者認為醫療器材產業應是一個不
錯的選項。主要因素在於：
( 一 ) 巴西醫療器材市場深具潛力

2010 年巴西醫療器材市場總銷售額為 26.31 億美元，就整個中南
美洲而言，其規模略次於墨西哥。2011 年，巴西醫療市場價值約為 36
億美元 ( 相當於 67 億巴西幣 )，人均支出約為 18 美元。一般而言，國
內已開發的都市地區醫療支出要遠高於其它地區，尤其是聖保羅和裡
約。最大市場部門為診斷影像儀器、其次是整形外科和醫療耗材。
巴西擁有建置完善 (well-established) 的醫療產業，包括當地和跨國
企業，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給自足。但由於巴西幣對美元持續升值，也
激勵對進口醫材的需求，進口產品偏向選擇尚未在當地生產的高科技
醫療設備。也因此，近三年來，約 69% 以上其進口來源是由歐、美廠
40. 日本金屬暨化學公司同時還購併法國的 Bozel Europe 公司，但未公開兩筆交易金額，但據分析師估計，
兩項購併資產金額在 10 億日圓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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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所供應。
不過，私人部門存在著許多機會。主要原因是，巴西也是美洲地
區僅次於美國、擁有第二大的私人保險部門。近年來私人保險部門的
擴張已導致對較佳醫療照護的需求，也進一步帶來對醫療設備之支
出；此外，公共部門和公立醫院持續進行現代化，並汰換老舊的設備，
只要產品價格具競爭力，即擁有可觀的市場機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經濟快速成長背後所潛藏的通膨問題，
目前似已獲得適當控制，企業界將有更多的可用資金可以提供給員工
們更好的健康照護。
( 二 ) 未來巴西人口老化速度加快帶動醫材與健康照顧相關
之需求

根據世界銀行在 2011 年 7 月份公佈的「巴西人口結構變化之意涵」
最新報告還發現，未來廿年巴西人口老化的速度將會比過去一世紀富
裕國家所經歷的情況速度還要快速很多。例如，法國歷經一世紀以上
的時間，65 歲 ( 含 ) 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才由 7% 增加至 14%；而
巴西在未來廿年 ( 自 2011~2031 年間 ) 即會出現類似情況。未來 40 年，
巴西老年人口即會增加逾三倍，自 2010 年不到 2000 萬人增加至 2050
年的 6500 萬人左右。老年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率也將由 2005 年的 11%
左右增加 2050 年時的 49%，此種變化也將導致政府未來必須籌措更多
的公共財政用於醫療照顧與退休金準備。
易言之，人口老化也將促使醫療照顧支出未來有可能大幅增加，
並對未來數十年的巴西公共財政支出構成重大挑戰；此外，隨著老年
人口的增加，預期也會增加對長期照顧的實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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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中國大陸對巴西醫材出口產品水準進一步提昇

大陸對巴西出口之醫療器材產品主要集中在初級產品，如紗布和
手套等；不過，隨著中國大陸官方已積極致力於將醫材相關法規等與
國際接軌，對於醫療器材產品的審核將愈趨嚴格，預期未來會有更多
較高階的產品出口，此一趨勢不容忽視。
例如，近年來利用超高頻聲波 (2 赫茲以上 ) 對人體進行無損傷檢
查的一種醫用影像診斷器─超音波，由於此已成為醫院臨床檢查必不
可缺、經常使用的診斷儀器，在大陸相關主管機關和廠商們共同努力
積極拓展外銷下，已成為對巴西出口之主要項目。
( 四 ) 巴西對高科技醫材需求正好符合我國醫材結合 ICT 之
產業政策

由於醫療器材研發時程較藥品研究時程要短、台灣又擁有良好的
製造能力，加上政府提倡產業升級轉型等因素，醫療器材自 2009 年
開始受到政府重視，並提供配套政策，包括 2009 年的「台灣生技起
飛鑽石行動方案」，2010 年並成立 2 億美元的 TMF 生技創投基金等，
希望導入 ICT（資通訊）產業，讓醫材從傳統製造業轉為高科技業。
也就是說，我國已提出部份「政策誘因」，以促使我國製造業朝向具
有更高附加價值和創新技術的醫材產業發展。

結語―宜注意申請認證相關問題
由於醫療器材涉及人體健康，其安全性非常重要。因此，所有
欲在巴西銷售的醫療器材得先在巴西衛生部 (Agencia Nacional Vigilancia

de Sanitaria , ANVISA) 進行註冊，其費用也非常驚人。醫療器材目前分
三級，通常是第二級要求一定要註冊，其標準也較嚴格，這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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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洗腎機等比較屬於人體入侵性的醫療儀器。
其註冊程式第一步是直接向 ANVISA 遞交技術檔；第二步，凡
在 IEC 60601-1 範疇內的電子醫療器械必須由 INMETRO 認可的測試機構
進行認證並標上 INMETRO 標誌。其中，巴西 UL 巴西分公司即是經

INMETRO 認可的認證機構，可對醫療器械進行認證並提供法規要求
的強制性產品認證服務和工廠驗廠服務。
為了取得認證，在巴西境外的生產廠家均需進行年度的追蹤和評
審。此外，接受巴西採購業者前來「查看廠房」的廠商還必須支付
約莫二萬多美元的費用，而且無論是否通過，都必須支付這筆費用。
即使是生產廠家已持有 ISO 9001 的註冊證書，仍需經過前述此一程序，
並取得 UL-BR 標誌，才會有助於簡化相關產品進入巴西市場的手續。
一旦完成前述程序並取得巴西官方發給的產品進入許可證後，即
使面臨日本、美國和德國等競爭，但仍可找到通路和獲得良好利潤。

(本文作者現任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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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年度活動
太平洋企業論壇
2012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政經情勢對我國之影響研討會」紀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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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
2012 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
亞太區域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願景與挑戰
2012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區域經濟整合─架構安排與生產網絡

PECC 國際政經講座
國際政經情勢分析與展望
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衝擊與因應
兩岸經貿互動對我國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
2012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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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企業論壇

2012 年第一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政經情勢對我國之影響
研討會」紀實

陳子穎、黃暖婷

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國際貿易愈趨頻繁，國與國之間的經貿互賴
程度也日漸升高，使得歐債危機持續延燒、中東地緣政治影響、新興
市場成長動能不再，以及大國領袖接班衍生衝擊等諸多國際間不確定
因素，均會透過貿易管道，甚至金融連結，對世界各國產生衝擊。
我國在地理上處於東亞地區的樞紐，又以國際貿易為經濟成長的
主要動能，自然深受國際因素影響，但是我國能參與的國際合作機制
卻相當有限，如何在既有的條件下因應變局，並且增進我國的利益，
無疑是我國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課題。為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與政大公企中心合作，邀請產、官、
學界久負盛名的專家與談，並請 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台灣經濟研
究院龔明鑫副院長主持，共同探討國際政治、經濟、金融的現況與未
來發展趨勢，進一步整合各界意見，針對我國未來的生存與發展之道
提出對策。

第一場次：國際政經現勢與我國之因應
凱基證券魏寶生董事長：全球經濟緩成長趨勢確立，開放的
兩岸政策決定台灣榮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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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大舉注入流動性成功為歐債問題買到時間，短期系統性
風險降低，導致市場資金在低利率及通膨預期拉高的環境下，再度擁
抱風險性資產，並回流新興市場，引領 2011 年第四季遭受過度修正
的股市展開強勁反彈行情。在資金行情重新啟動下，籌碼面優勢使得
短線趨勢得以延續，股市評價正逐漸修復至正常水平；然而在美國及
歐元區分別對家庭債務及國債進行去槓桿化的過程下，全球經濟成長
力道逐漸趨緩，IMF 也再次下調全球經濟成長預期，仍為長線隱憂。
相對於歐美，中國大陸經濟 2012 年呈現「前低後高」的走勢，
經濟可望維持軟著陸，在政權轉移的敏感時刻，目前中國大陸中央對
經濟政策目標仍以「維穩」為主：2012 年上半年雖有調降存準金與養
老金救市傳聞所形成的政策底，但歐債問題、經濟下滑、國際板推出
傳聞，以及中國支柱行業－房地產政策未明顯放鬆等利空，仍將反覆
測試指數底部；下半年隨著政權交接班逐漸落實、通膨壓力下降經濟
回穩、指數進入低基期、資金流動性可望放寬下，指數空間可望上移。
「十二五」無疑是中國大陸新一輪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分為經
濟成長、科技教育、資源環境與人民生活等四方面，又以「節能」和
「經濟轉型」為核心目標，進行結構調整；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增速料將更為溫和、穩定，出口對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貢獻將放緩，
而貨幣供給回升，將是判斷經濟是否見底的關鍵。此外，中國大陸政
府的財政補助擴大，貨幣政策與流動性也將轉趨寬鬆以避免經濟下行
風險，但社會融資成本並不會很快下降。在私部門方面，受到外需下
滑、地產投資受限、資金成本升高的影響，未來中國大陸的企業盈餘
恐將繼續下滑。
魏董事長認為：開放的兩岸政策將決定台灣榮枯；在 ECFA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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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紡織、機械及運輸工具等產業將是主要受惠者，而上述產業與
電子、金融業也是下階段 ECFA 降稅談判的標的，值得關注。展望未
來台股，總合產品設計銷售 (Collabora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DM) 的
毛利將改善，盈餘也將成長；半導體、低價電子風潮（如 LED TV、智
慧型手機的降價）與觸控面板相關產業也將有成長，而水泥、航空、
合成橡膠與布局完整的租賃業，也將因中國內需市場而受惠。
政大國發所童振源特聘教授：歐債、FTA、中國大陸使台灣
面對機會與挑戰，國內應儘快凝聚共識，處理兩岸、區域與
國際經貿問題

童教授首先分析我國所面對的國際政經情勢，認為歐債問題使得
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如果歐債問題進一步惡化到 IMF 評估的最壞狀況，
那麼對於三分之二經濟成長貢獻來自國外淨需求的台灣來說，2012 及

2013 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可能不到 2%。其次，區域經濟整合加速之下，
我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南韓已經完成包括與東協、印度、歐盟、美國
在內的 9 個 FTA，並正在與七個經濟體洽談 FTA，南韓與中國、日本
的自由貿易區談判也可能於今年正式啟動。相對於南韓正迅速邁向東
亞自由貿易中心、東亞經濟平台的國家目標，我國除了 FTA 洽簽進度
遠遠落後之外，至今也沒有向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既有會員國正式表明願意參與協商，提出完整的規劃；同時我國的國
家競爭力持續低迷，外商對台灣投資金額、國際資金流動與台灣的國
內投資率都在持續下降中。然而，中國大陸的國際實力卻正持續擴散，
能夠運用的資源迅速擴張，兩岸經濟實力的差距在短期內仍會持續擴
大不說，中國大陸也仍持續強化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在如此嚴峻的情勢之下，童教授進一步點出我國所面臨的機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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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機會方面，未來民進黨對於 ECFA 後續四項議題談判的反對會
比較從利益與所得分配的角度著眼，而不是從政治或主權的角度強烈
反對。也就是說，朝野政黨能比較務實討論兩岸經濟整合與合作議題。
此外，選舉期間與選後，美國對於「零八共識」的表態支持，認為馬
總統的政策有助於穩定兩岸關係。在美國的支持下，兩岸可以在此基
礎上繼續協商新的功能性議題與互動機制，並且抗拒政治談判壓力。
第三，從現在到 2014 年底，台灣沒有重大選舉，提供朝野凝聚國內
共識的適當時機。同時，習近平在 2012 年秋天接班後，大概有二年
的調適期。因此，從現在到 2014 年底，台灣朝野應該凝聚共識、建
構朝野互動平台，才能突破台灣的國際困境。挑戰方面，首先中國大
陸過去四年對台灣進行經濟讓利，在馬總統第二任內，中國大陸勢必
希望能從台灣得到政治回報，即使無法達成兩岸政治協議，也希望展
開政治對話，更明確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定位，或至少簽署兩
岸社會與文化交流協議。其次，面對東亞經濟整合體制的快速發展及
南韓的強勢競爭壓力，台灣如何順利推展兩岸與區域經濟整合協議，
將是馬政府很大的挑戰。第三，台灣的國際空間突破壓力。如果未來
四年仍沒有突破，民眾將質疑兩岸外交休兵政策的成效。
因此，針對我國該如何因應，童教授建議面對台灣的國際困境與
中國大陸的國際實力持續擴散，馬總統應該將國內共識的凝聚作為施
政第一要務，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和發會），建構朝野互動與
互信的平台；未來四年的兩岸談判則應該集中在經濟議題及兩岸合作
的功能性議題談判。經濟議題除了 ECFA 的後續四項議題之外，兩岸
政府可以優先針對貨幣清算機制、媒體與網路、電子商務與文創產業
等議題進行談判。在區域與國際經濟方面，面對國際經濟的激烈競爭
與區域經濟整合體制的快速發展，童教授建議我國不僅應該推動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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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整合，同時也應該全力推動台灣與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南亞等
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整合協議，採取平衡與多軌並進的方式，突破參
與東亞經濟整合體制的困境。
全國工業總會蔡宏明副秘書長：後 ECFA 時代，台灣應轉型
為跨國企業區域性營運總部，並準備開放市場與全面自由化

展望 2012 年經濟情勢，蔡副秘書長認為應注意歐債問題延續、
美國復甦力道、產油國政治不穩定使得高油價影響全球經濟復甦，以
及大陸經濟成長減緩的因素的影響。面對上述情勢與美韓 FTA、東協
加一對我國的影響，我國產業附加價值率偏低，無疑是最大的癥結與
挑戰。
因此，在後 ECFA 時代的企業經營策略上，蔡副秘書長認為 ECFA
簽署後，台灣成為跨國企業區域性營運總部的可能性提高 ，企業應
思考新投資機會與營運，如：增加中間產品或零組件運回台灣加工後
外銷，改變過去以大陸為組裝基地的營運模式改為在台灣從事附加價
值製造，所以企業也應調整臺灣之角色定位，如設立研發中心，品牌、
研發、整合製造資源，都是可行之道。
在面對區域經貿自由化方面，雖則馬總統將 TPP 立為十年內要加
入的自由貿易協定，但由於要參與 TPP 須經過 TPP 會員共識決同意後
始得加入，為爭取加入 TPP，台灣必須達到 TPP 的高標準，特別是因為 TPP
協議涵蓋範圍廣、開放程度大，關稅減讓不是唯一的主題，法規接軌、
市場競爭規則、政府採購、競爭政策與智財權保護等議題，都將是被
要求承諾開放的談判重點。因此，台灣在推動加入 TPP 時，必須要有
開放市場與全面自由化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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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各產業未來五至十年產業發展布局與國際合作策略方面，
蔡副秘書長做出以下三點建議：一、找出各產業中長期的發展方向，
以及應提前投入的關鍵技術項目，儘早為未來競爭力作準備；二、擴
大「跨領域整合」、
「結合美學」、
「設計、人文與科技應用」、
「服務業」
等領域，促進企業朝創新高值之路邁進；三、針對新興產業發展需求，
分別找出有助於科技創新與計數突破所需要之國際合作方案，並尋求
將該等方案納入全球策略聯盟的策略。

第二場次：國際金融情勢與金融連結對我國之影響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蒼祥教授：歐債危機對台灣影響不
大，中美經濟、國內系統性危機與台幣大升值值得關注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林蒼祥教授認為歐債危機對台灣金融影響
不大，除了金融、壽險業持有的歐債少之外，台灣金融機構評等也相
當穩定，迥異於 EU 銀行信評及 EU 各國主權評級大幅下調。金融海嘯
後歐美去槓桿化及消費動能減緩，也皆未弱化台灣企業財務體質，政
府財務體質大幅優於歐美，主權債基本面穩健，持續吸引國際資金投
入台灣；歐債對台灣真正的影響，應是全球需求減少，導致台灣出口、
經濟增長受創。
林教授再以學理與歷史案例印證，表示貿易依存度越高，該國貨
幣升值對經濟衝擊力越大：1971 年尼克遜時代財長 J. Connally 曾說「美
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其最明顯之見證，即為 1985 廣場協
議後，日圓劇升，從 250 日圓兌一美元，達到 1995 年 4 月 79.75 日圓
兌一美元的高點，使得日本經濟大泡沫破後，
「失落 20 年」
。回到國內，
經濟部 2008 年研究台幣升值所增出口成本可轉嫁的百分比：對中國
大陸 70%，對日 60%，對歐盟 20%，對美 0%，因此歐元貶值，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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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毛（利）3 到 4」的電子業。
林教授最後並重申：台灣總經基礎好、財政穩健、外匯儲備充足，
除非 EU 主權債務危機演變成負債國家無序違約，否則台灣所受影響
有限。台灣應該關注的外在問題，是中國大陸與美國的經濟，以及
台灣本身的系統性危機及台幣大升值。儘管根據 2011 年 4 月的資料，
歐盟是中國大陸最大出口市場，占 19.8%，使得歐債危機具有「歐盟
經濟成長降 1%，中國大陸出口成長就減 6%」，對台灣不利的影響力，
但是隨著美國消費者信心止穩，中國大陸物價漲勢趨緩，政策轉至穩
定經濟，歐債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也隨之降低。
東亞證券（台灣）王伯鑫董事長：歐債危機已轉危為安，節
能減碳是台灣經濟長治久安必要手段

東亞證券王伯鑫董事長則認為自從歐洲央行於 2011 年 12 月 21 日
第一次進行 36 個月無上限融資標售 (LTRO)，一共對 523 家銀行合計借
款 4890 億歐元，並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對 800 家銀行合計放款 5295 億歐元，
成為歐洲銀行業的靠山之後，歐洲原本緊張的金融情勢就改觀了。而

Euribor 與 OIS 之差明顯回落，顯示歐洲銀行之間的拆借意願開始上升，
銀行之間的套利交易 ( 借低利率投資高息債 ) 也救了西班牙與義大利。
儘管歐債危機並非雨過天晴，歐洲央行的舉措已經有效地推升全球風
險性資產，也促成多數貨幣兌美元走升；不過各國央行在一輪積極寬
鬆政策後將會暫停下來，觀察景氣是否回到復甦的軌道，提防通膨惡
獸的重現。
王董事長提醒大家：油價上漲對台灣的影響超過多數亞洲國家，
油價每上漲 10 美元，台灣的貿易收支餘額會減少 0.9%；如果油價上
漲至每桶 130 美元，台灣 CPI 增幅可能增加 0.2%，而油價每上漲 10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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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將使台灣企業獲利減少 2.3%，運輸與石化將首當其衝受害。台灣的
能源使用效率能源的使用效率雖在亞洲居前，但仍輸給許多國家；未
來節能減碳不僅是環保口號，也是台灣經濟長治久安的必要手段。
經濟部投審會章遠智組長：金融危機對我有限係因兩岸開
放，但未來我國金融業的國際化仍須注意客戶、人才、市場
據點

章組長首先舉出日本央行針對亞洲金融市場彼此關聯性，以及其
與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市場的連結程度所做之實證研究，
發現不論地區或發展程度，股票市場走勢幾乎均完全相同，尤其美國
市場變動產生的外溢效果 (spillover) 十分明顯，幾乎已成為各國股票市
場主要波動來源，但股市高度的外溢效果對實質經濟的影響卻十分有
限。在實質經濟的外溢效果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
有顯著的影響，成為影響區域內各國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之一。
受惠於兩岸政策的開放，近兩年國內經濟迅速由谷底回升，使得
銀行業在國內的獲利大幅提升，加上兩岸金融業務往來快速成長，已
成銀行未來獲利的主要來源之一，使得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業之影響
有限，但是我國金融業若要往大陸市場拓展，台灣的金融機構能否提
供大陸消費者創新、具差異性（differentiated）的服務，以及台灣金融
業是否準備好與外資銀行一較高下，設法留住人才，尤其高階管理人
員，已成為必須面對的挑戰。
展望未來台灣金融業的國際化，章組長指出：東南亞（特別是越南）
及美國，已成為我國銀行在海外設立據點之主要地區；未來我國金融
業應該思考「下一個據點」、
「客戶、人才在哪裡」等問題，以建構國
際金融連結，提高海外營收比例，為我國的金融業真正找到源頭活水。

（本文作者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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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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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
王聖閔

由於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雖然在各國政府改善流動性之
下，全球經濟呈現緩步成長的情況，但是從 2010 年歐債危機發生至今，
尚未出現解決之道，且反而情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為此，太平洋經
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 特別與南台科技大學合作，邀
請產、官、學界的專家對於國際政經環境現況與展望進行分析。

第一場次：國內外經貿情勢分析
台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副院長：必須因應現今信用風險與泡
沫，找出我國未來國際及全球化發展趨勢

龔明鑫副院長將國內外經濟情勢從三個部份來分析，從時間的近
拉到遠，近期為觀察現今全球經濟情況的變化；中期因有結構性問題，
從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各國政府除了利用財政政策刺激經
濟外，也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加強市場的貨幣流通性，如美國聯準
會主席博南克也宣佈將維持低利的政策至 2014 年；在長期全球產業
發展趨勢方面，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由於新的科技及新的需
求產生，使得新的產業及市場形成。
雖然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看似已經平安渡過，但是全球的失業
率仍然沒有明顯降低，2010 年景氣雖迅速自谷底回升，但對改善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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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卻有限，失業率並未降至金融風暴的水準，政府為撙節支出而減
少雇用，私部門工作機會無法有效銜接，致使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歐
元區的失業率則持續創下新高。現在的經濟成長率多是由各國政府使
用貨幣政策所支撐下的經濟成長，尤其是西方國家。
日本 2011 年發生 311 大地震及海嘯，造成日本企業的產能受到影
響，雖然產能已恢復 8 成，但是對於國際的分工價值鏈產生結構性的
影響，使得日本開始思考將較先進的技術轉移到其他國家。日本發
生 311 大地震除了對產業造成影響之外，也對於能源的使用產生影響，
對於使用核能發電產生疑慮，造成電力供應不足。

2009 年下半年起，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復甦，原物料價格開始大幅
走升，由於各國政府實施寬鬆貨幣政策，雖帶動經濟成長，但也推升
原物料價格，除了農作物價格近期漲勢稍弱之外，其餘原物料價格皆
出現明顯上揚，物價持續上漲使得通貨膨脹壓力成為各國隱憂。原物
料價格居高不下，牽動了各國的物價走勢及貨幣政策，新興市場央行
考慮採取進一步的緊縮政策，卻也使得經濟成長動能受到考驗。但是
從 2012 年起，因開始感受到經濟有可能不景氣的狀況，故如金磚四
國的巴西及印度，分別開始調降利率。
最後龔副院長分析未來 10 年國際及全球化發展趨勢，從新市場、
新科技、新定位等三方面來觀察。新市場指的是新興國家市場扮演經
濟發展重要的角色，新興國家過去主要是靠投資及出口，但是僅靠強
勁的出口並無法幫助經濟的成長，但可期待新興市場在所得增加之後
轉換成消費，才能真正對於經濟成長提出貢獻。我國可扮演的角色則
是承接新的技術來開發新的市場，這將成為我國經濟成長的利器。我
國在 1980 年代中期進行第一次的產業轉型，2010 年代則進行第二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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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轉型；而中國在 1980 年代初期也進行第一次的產業轉型，但是中
國政府壓抑人民幣的升值近 30 年，累積了長期的能量，至 2012 年將
會進行第二次產業轉型。金融海嘯後之長期產業技術前瞻預測，IT 產
業包含硬體及軟體仍將是有較強的成長動能，但是 2015 年之後，所
有其他的相關技術都會開始普及並轉變成產業，包含精緻農業、環境
技術、生物科技、新能源等。在新定位方面，台灣角色的機會與挑
戰，可整合西太平洋生產供應鏈走至世界市場，利用成本優勢之差異
性產品創造利基，台灣的角色定位在於品牌、研發、整合製造資源。
因應亞洲轉型應用所需及亞洲生活型態典範，例如，產業轉型升級、
縮減數位落差、生活價值與型態，結合跨國企業走入亞洲市場。將 IT
做跨領域整合，任何產業只要需要電子或 IT 化，都可以在台灣獲得支
援，並在台灣形成試驗場域。IT 跨國價值鏈布局，整合海外台商資源、
台灣中間財量產能力、創新能力、多元文化創意等，在國際產業價值
鏈上創造價值。
最後是中國大陸與亞洲未來迫切轉型的市場，中國大陸的產業變
化將是由製造與生產的中國大陸將轉為服務與市場的中國大陸；過去
外資主導產業發展模式轉為重視科學發展觀，亦即科技自主產業升級
與轉型；產業及區域結構失衡轉為小康社會目標的達成，未來老年少
子化下健康照護與安養議題（包括醫療保險制度）、數位落差及資訊
國際接軌等議題，勢必處理妥善；過去以付出環保生態代價的產業發
展模式，必須重新思考環保生態與產業發展共榮之道。

第二場次：國際、區域及國內政經議題分析
國立中興大學廖舜右助理教授：全球區域整合使全球經濟及
政治版圖快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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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舜右教授說明國際政經結構與現勢：首先是一個衰退的霸權，
美國由於財政赤字偏高，加上歷經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國內
的經濟成長力道已不如過去。第二項是兩種不同的世界，全球的財富
分配不均，少數人控制著多數的財富及資源，以致於全球約 40% 人口
的每日收入在兩美元以下，而每六秒就有一個兒童死亡。第三項是
三大貿易的區塊，目前分為歐盟、北美貿易協定及東亞，其中東亞
分為東協的勢力，另外一個就是中國、日本及韓國在推動的中日韓
自由貿易區，還有一個就是以美國為主的所推動的 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不同的區塊間之貿易有減少的趨勢，將可能造成貿易壁
壘的情況更加嚴重。第四項是四個欠債的歐盟國家，金額達到雷曼兄
弟倒閉的 12 倍，加上目前歐洲各國不敢輕易地減低社會福利的支出，
將可能持續造成歐債問題難以解決。第五項是五席常任理事國中有
四個國家將在今年舉行大選，為全球的政治情勢投入不確定的因素。
第六項是六方會談兩人份，目前北韓、伊朗都因為核武的問題，使得
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可能會造成中東地區的不穩定。第七項是七十億
人爭資源，全球的糧食價格指數由 2002 年的 96，大幅上升至 2012 年 3
月的 216，顯示全球糧食的價格大幅上揚，隨著地球暖化及新興國家
的需求增加，這種趨勢將會更加明顯。第八項是八國集團已過時，過
去經濟大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較大，因此全球的經濟走向皆由經濟
大國的會議，如 G7 或 G8 等會議，但是隨著經濟版圖的改變，經濟大
國已無法自行決定，因此如 G20 的會議也因此產生。第九項是九大文
明新界線，以往的政治或經濟的界線將會被文明界線所取代，在不同
的文明及宗教的邊界中，如基督教、回教、儒教等，將可能會有新的
衝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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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我國應善用台日產業的互補特性，
可以與日本進行合作

由於東北亞區域強國崛起，已在世界政經舞台擁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未來這些東北亞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日本、南北韓、俄羅斯等
的政治角力、經濟發展、軍事爭霸，勢必將衝擊區域甚至世界政經權
力結構。我國身為世界與區域的重要成員，將來受到相關發展的影響
也必然相當顯著。
在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下之永續發展司定義之下，東北亞範
圍涵蓋中國、北韓、日本、蒙古、南北韓，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根
據 Global Insight 發佈之東北亞國家 GDP 數值，只有中、日、俄、韓達
到經濟顯著的地位。中國僅東北地區、俄羅斯僅遠東地區屬於東北
亞。中國很少定義自身為東北亞國家、俄羅斯則自認為歐洲國家。日
本經濟學家山澤逸平（Ippei Yamazawa）表示東北亞一般而言指日、韓。
依照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標準，在全球總共 34 個先進經濟體之中，
亞洲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 南韓、香港、新加坡及我國都已經屬
於先進國家集團。
近來日本經濟成長幾乎停滯，而南韓與我國雖在 2008-2009 全球金
融危機期間短暫受挫，基本上均保有持續的成長，意味「小龍」們與
日本的差距可望在未來逐漸拉近。開發程度拉近，在市場供需的位置
亦會靠攏，競爭也就在所難免。由於日、韓的經濟模型都是以接軌國
際為主，因此國際性的景氣循環對日、韓的經濟成長都會發生一定程
度的影響。世界經濟在過去 15 年發生三次主要的危機：1997-1998 東亞
金融風暴、2000-2001 網路經濟泡沫、2008-2009 全球金融海嘯，東亞金
融風暴對南韓的衝擊較大，但南韓在 1998 年之後無論是在復甦與成
長或是在危機的抗禦能力上，都優於日本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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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之間的經貿戰爭，或是海外市場佔有率的爭奪，當然涉及
投資佈局、外交手段、貿易談判等等層面。但是單就對外貿易而言，
則不外乎是產品比較利益的戰爭，因此提升價格競爭優勢是最直接的
策略手段，而影響產品價格的因素包括成本、匯率與關稅。在降低成
本方面，生產技術的創新可以提供主要的後盾，而技術的創新與提升
則有賴國家對研究發展的重視與投入。日本對於研發向來相當的重
視，在過去 10 年每年平均投入以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約 1,242 億美元，
占 GDP 比例約在 3% 至 3.4% 左右。日本研究發展投入經費占 GDP 的比
重向來領先南韓，然而在 2009 年南韓首度在比重上超越日本，而南
韓進一步在 2010 年投入以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為 531 億美元研發經費，
占 GDP 比重達 3.74%。以 2010 年在投入研發經費比重而言，南韓非但
超越日本，且是 OECD 國家之中最高，南韓強烈的企圖心可見一斑。
我國的經濟規模小，加上外交空間侷限，因此無論在以研究經費
的投入來提升生產技術的層面上，或是 FTA 談判的成果落實上，都不
是日、韓的對手。日、韓的內需市場規模相對大於我國，當外需受挫
時還有內需可做為緩衝。因此我國在日、韓競爭下，基本上處於絕對
不利地位，處於劣勢的最佳策略即是與次要對手合作。我國應善用台
日出口相似度（0.67）小於日韓相似度（0.76）的事實，以及傳統的台
日民間有好關係，在產業供應鏈與最終產品市場分配上，以中小企業
為主軸的我國與日本的規模經濟應該有相當大的合作空間與機會。
台經院國際處許博翔副研究員：我國應透過改善所得重分配
效率性與經濟環境，改善國民所得分配

國民所得由要素收入面衡量，主要由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
間接稅淨額及固定資本消耗等四個部分所組成，如此也構成國民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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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之格局。由於受僱人員報酬及營業盈餘是我國家戶所得之主
要來源，因此國民所得初次分配結構改變，將會影響家戶所得分配，
即國民所得二次分配產生變化。自 1990 年以來，我國受僱人員報酬
份額呈現逐漸下滑趨勢，相對地營業盈餘份額卻持續上升，且同期間
我國家戶所得分配也趨於惡化，吉尼係數呈現上升趨勢，使得初次分
配結構惡化的問題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由「估計受僱者生產力與薪資分配」發現，1995 至 2005 年間受受
薪階級薪資無法反映生產力的成長，為影響近年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
化之因素，此外整體經濟受僱者平均生產力差異逐漸擴大，意味若薪
資所得之差異終將反映於平均生產力差異，則家戶所得分配有潛在惡
化趨勢。「追蹤資料迴歸估計」之結果，則可發現自動化及全球化會
惡化我國所得初次分配，而國內投資增加具有改善之效果。至於「份
額因式分解」之結果，則可得知製造業及批發零售業為影響我國所得
分配惡化之主要產業；且產業的附加價值變化，對於所得分配有正面
影響；而主要負面影響來自個別產業在轉型期間，連帶產生個別產業
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降所致。最後在「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變動要素分
解」部分，可發現近年國民所得初次分配惡化，主要原因為薪資成長
不及人均所得成長所造成，且人口及勞動結構對於所得分配影響為
正，但未來可能出現負面效果。
影響近年所得初次分配惡化之因素，主要可分為「國內投資不振」
、
「就業質量無法提升」與「勞動市場結構存在隱憂」等三大課題：
一、國內投資不振：近年受到全球化影響，使資金大幅流向海外，國
內投資力道明顯下滑，無法增加勞動需求。製造業與服務業分別
面對國際競爭及法規限制等因素，使得整體投資環境不佳，無法
誘發更多投資以促進就業增長。故政府在施政上，應致力於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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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投資環境，如製造業規模整合、降低價格風險、增加國家
品牌價值以及協助新興市場拓銷等策略；服務業企業與投資法規
改造、生產性服務業的推動及強化外來消費活動之平台，來提升
產業對於國內的投資意願，以增加勞動需求來改善所得分配。
二、就業質量無法提升：整體產業缺乏高階人力運用及服務業對就業
需求不足，使就業量及工資均缺乏上升之動能。政府應輔導業者
朝創新及差異化發展，並致力推動服務業國際化，使產業對於各
種專長人才需求上升，不僅可提高企業競爭力，也可以達到促進
就業之目標。
三、勞動市場結構存在隱憂：我國勞動供需市場存在許多根本問題，
如老人化趨勢將使未來勞動力不足、人力資本無法提升、媒合成
本增加、非典型就業比重上升與外勞影響勞動市場等，長期會逐
漸惡化我國所得分配。因此政府有必要逐步落實相關規範之建立，
並推動教育改革，才能兼顧勞動市場質與量的健全性，以改善我
國所得分配。
細究我國受僱人員報酬份額下滑趨勢，以 1995 至 2005 年最為明顯，
近年大抵維持在小幅度範圍變動，並無明顯消長趨勢。本研究利用聯
合國 91 個國家自 1960-2010 年資料，以人均 GDP 做為不同發展階段之
分野，探究長期受僱人員報酬份額走勢，發現台灣所在之發展階段群
體，其份額上升有趨緩之情況。進一步由我國近年受僱人員報酬的變
動並無顯著下降的趨勢綜合研判，政府若能短期內改善重分配的效率
性，且逐步落實改善整體的經濟環境，長期而言，國民所得分配依然
有改善之可能。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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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三場太平洋企業論壇紀實
亞太區域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
願景與挑戰
黃暖婷

近年來，由於陸地資源有限，亞太各國紛紛轉向海洋資源的探索、
開發與利用，特別是在漁業、養殖漁業、海洋能源（包括溫差發電、
波浪能、潮汐能等）開發、海底礦產探索等領域。PECC 亦於 2011 年
起發展「海洋資源永續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國際計畫，並將在 2012 年底提出總結報告；而 2013 年的 APEC 主辦經
濟體─印尼，也在 2012 年資深官員會議 SOM1 提出「藍色經濟」概念，
期望促進 APEC 會員體透過區域與國際合作、公私部門合作，達到海
洋永續管理的目標，並促進 APEC 邁入新的成長模式。由此可見，海
洋資源不僅已成為亞太區域未來糧食與能源的新來源，更是未來亞太
區域經貿發展的重心。
有鑑於此，本次 PECC 企業論壇與國內海洋資源發展重鎮的海洋
大學合作，共同召開「亞太區域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 – 願景與挑戰」
研討會，邀請國內海洋資源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技術分析與經
驗分享，瞭解目前國內海洋資源永續管理與開發技術的現況、挑戰與
未來發展方向，並藉此推廣我國海洋資源發展重點，一方面有利於我
國持續開發利用週邊海洋資源，奠定我國在海洋永續發展與開發之利
基，一方面更可強化與亞太地區各國進行經驗分享與技術交流，提昇
我國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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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前副主委李健全教授專題演講：公海遠洋漁業的典範
轉移

海洋漁業的發展與海權的擴張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其發展典範影
響最大的，是人類社會對海洋管理 (Ocean Governance) 及海洋疆界 (Marine

boundaries) 觀念的改變。以開發為主軸的思維，支配著十九世紀以迄
廿世紀初期的海洋漁業，也成就了大規模商業化漁業的發展。然而，
隨著科技的發展，捕魚工具與技術也快速改良提昇，漁獲量大幅增加，
迄今，全世界的漁撈能量 (Fishing capacity) 已超過最高容許量三分之一，
而海洋漁業資源中，有四分之三已面臨過度捕撈或已完全開發，甚或
亟待復育。

1 9 8 2 年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開議，許多沿海國家率先片面
宣佈實施 200 浬經濟海域，遠洋漁業國家船隻轉移至公海作業。由
於缺乏有效的管理規範，公海漁業陷入最混亂的十年；1992 年 5 月
全世界漁業家會後共同發表「坎昆宣言」(Cancun Declaration)，強調責
任漁捕 (Responsible Fishing) 的重要性、提出責任漁業行動綱領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Responsible Fishing)，並將權宜國籍船之管理，尤其是所謂
的 IUU(Illegal, Unregistered, and Unreported) 漁船的掌控，視為國際漁業管
理上必須優先處理的議題，船主國 (owner state) 被課以更積極的管理
責任，權宜國籍不再是違法漁船的避風港。從「船旗國主義」到「船
主國主義」，這是影響深遠的典範轉移。
廿世紀末許多國家開始將私有化機制納人漁業管理，以有效控
管其經濟海域內的漁業資源開發。各種漁撈配額制度 (Fishing quota

systems) 也因而成為重要的漁業管理政策工具。從「公共財」到「私
有化」，這是影響深遠的公海漁業管理上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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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臺灣海洋漁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發展，總體而言，在遠
洋漁業發展過程中，臺灣一直是日本的跟隨者 (Follower)；進入廿一世
紀，長期的不景氣使得日本遠洋漁業的領先優勢逐漸流失。臺灣遠洋
漁業的勢力乘機發展壯大，並逐漸超越日本。
過去二十年，促成臺灣遠洋漁業的轉變，有幾個關鍵性的因素：

1、新漁場的開發。
2、積極參與國際漁業事務。
3、造船與網具能力的提昇。
4、掌握國際市場與行銷。
前述的發展與改變，使得臺灣遠洋漁業從資源掌握、漁場取得、
技術提昇、以迄市場通路，建構了完整的產業鏈，也確立了國際競爭
優勢。至此，臺灣遠洋漁業擺脫了「跟隨者」的形象，正式成為「領
先者」。
臺灣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產業都扮演「跟隨者」的角色。
一路辛苦追趕，
「領先者」卻始終遙不可及。臺灣遠洋漁業從「跟隨者」
到「領先者」典範轉移的案例，對臺灣產業發展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要進入領先群，
「產業鏈的完整建構」與「技術的獨立自主」是先決
的條件。此外，產業鏈每一環節的整合更是關鍵，這是政府部門所必
須承擔的功能。只要產官學各部門充分配合，掌握時機，加速發展步
調，「領先者」是可以被超越的，典範是可以被轉移的。

場次一：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經營與管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沙志一署長：海洋資源永續之路

造成過度捕撈的兩個主要根源，( 一 ) 在於過多的漁撈能力 ( 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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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作業天數、鉤數 )，大量捕撈結果導致資源不足以恢復。( 二 ) 其
次，則是在設定管理規定之後，漁民卻不遵守，也就是漁民仍持續從
事非法、不報告、不受管制 (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IUU) 漁業行為，
導致管理措施失效。IUU 漁業行為依據其發生地點可以分為三類 (FAO

2001)，包括：
(1) 於公海作業，不遵守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以及船旗國的各項漁業
管理規定；

(2) 於他國專屬經濟水域 (EEZ) 內作業，未得到沿岸國許可或者違反沿
岸國規定；

(3) 於本國專屬經濟水域作業，卻不遵守船旗國管理規定或該國缺乏
管理能力。
從以上發生 IUU 漁業的水域以及管轄權來看，真正有權力制定
管理規定以及執法者，包括從船旗國 ( f lag state)、沿岸國 (coastsal tate)、
港口國 (port state)、市場國 (market state)、船主國 (nationals state) 以及區
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常用的程
序以及措施包括三項重要步驟 (FAO 2001)：漁船監控 (monitoring)、管制

(control) 與執法 (surveillance)。
臺灣海洋漁業的管理，始自 1967 年限制拖網漁船建造，屬於投
入管理 (input control) 的一種，但之後處於停滯階段。一來因為政策上
希望漁業持續發展，以提供民生所需以及增加經濟收入；二來，沿近
海漁業以家計型小規模漁業為多，且收入有限，倘制定太過繁複的管
理規定，其執法成本將相當高；第三，由於管控以及執法的工具有限，
倘管制措施無法被有效執行，則訂定再多規範亦形同虛設；第四，因
應漁業技術發達，即使限制船數，但實際漁撈能力已超越原先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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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漁船限建的成效有限。綜合以上諸多因素，再加上台灣漁業執法
機制始終沒有建立，以致徒法不足以自行（例如：珊瑚漁船早已禁止
作業，實際上卻有上百艘船進出港口），臺灣的海洋漁業長期以來處
於低度管理的狀況，導致沿近海資源飽受漁撈壓力而有枯竭之說。
到 1990 年代中期，一方面國際海洋漁業相關管理法規增生，各
種國際管理規範紛紛出爐，一方面台灣遠洋漁業快速成長，特別是公
海大型流刺網以及延繩釣船隊規模擴展到在全球占有舉足輕重的角
色，使得國際社會對此倍感威脅，認為有損漁業資源保育成效，故紛
紛以雙邊或多邊的方式對台灣提出要求，促使台灣政府在國際壓力
下，率先針對遠洋漁業進行管理，並在 2000 年代，有感於沿近海漁
業資源沒有起色以及遠洋漁業管理累積之經驗，將漁業管理逐步實施
於沿近海漁業。
漁業技術精進，海洋漁業管理需與時俱進，在資源有限而需求無
限的情況下，海洋漁業資源需要動態性的管理。台灣遠洋漁業在近十
年來的管理措施倍增、管理經費人力增加的情況下，將遠洋漁業管理
的強度以及國際形象提升到一定的水準，科學研究也日益強化在國際
間受到肯定，縱有少數非法漁船，但在政府嚴謹的管制措施下儘力將

IUU 情況降到最低，過去守法、保育概念較欠缺的中小型鮪延繩釣漁
船也在教育宣導下，配合採用 VMS 以及漁獲日誌回報比例逐年增加，
顯見成效。沿近海漁業錯綜複雜，其中三項漁業在高強度管理下亦漸
上軌道。
海洋資源保育並不容易，但非不可行，未來，漁政主管機關仍將
持續投注人力於資源復育以及漁民教育宣導，相信資源復甦仍有可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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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李文宏董事長：遠洋漁業的永續經營
策略與國際合作

台灣的遠洋漁業產業，因台灣本身的特殊環境，而有下列數項結
構性特點：
一、如同台灣多數其他產業，以中小企業家族式經營模式為主。
二、本土市場有限產業規模遠大於自主市場，高度依賴國際消費市場
三、經多年發展，具國際基本產業競爭力，已成為國際消費市場的主
要原料魚貨供應來源，在全球魚貨供應鏈上具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產業整合創新程度不易，不足，只能賺取中間財。
遠洋漁業因目標魚獲係來自海洋所孕育的天然資源，除了人為的
管理規範限制外，遠洋漁船所生產的數量一直受天候變化複雜的自然
因素影響，造成在原料漁獲數量及價格上一直有其富挑戰難以預測的
不規則變動特性。這種特性巧妙的在算是非常傳統的鮪罐產業鏈上，
提供了資源端可適度平衡一般均處於強勢的市場力量平台。如何強調
資源導向的整合力量來制衡傳統強勢的品牌通路市場力量，一直是遠
洋漁業產業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受惠於當今環保永續優先，限縮漁撈量的國際環境趨勢，讓處於
環保永續概念供應鏈上游端的遠洋漁業取得了可和控制市場的品牌
通路端業者更平衡的互動策略位置。如何確保維繫遠洋漁業產業這個
優勢策略位置則是整個產業要高度重視的議題。
以鮪圍網漁業為例，基本上這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產業，簡單歸
納目前全球鮪加工製造的分佈及其基本競爭依據大致可歸納為下列
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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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靠近資源具取得原料優勢
二、具加工成本優勢 ( 人工成本

基礎配套等 )

三、具進入主要市場國的關稅優勢
四、資源國發展政策
五、國家優惠補貼政策鼓勵等
整體成本增加是另一個產業得面對的議題，漁撈成本因入漁條件
增高而相對增加已是事實，其他作業限制條件增加也會大幅增加魚貨
成本，加工成本也因人工及各項機器設備成本的增加而大幅提昇。簡
單說來，目前全球遠洋漁業呈現如下趨勢：
一、各區域管理組織限制漁獲努力的趨勢將持續且力道會增強。
二、新加工廠產能將因資源國鼓勵岸上加工的政策而增加
三、 漁撈及加工成本持續增高，市場及消費者付出更高價格才能享
用鮪製品。
四、船旗國對凍結新建，規範汰建的法令規章將更完善發展
五、實務上最重要的是，建立靈活穩定的供應鏈體系將成為產業顯學
推動國際產業鏈整合對我們位處全球產業供應鏈上游頂端且以中
小型漁撈業者為主力的產業結構，要執行國際品牌併購來強化市場力
量所要面對的資金、行政管理能力、文化差異等國際化得面對的重大
議題均有實務上極大的困難。透由國際合作，以策略夥伴利益結合的
方式來實踐產業鏈整合的優勢，則應是較適合我們的方向。
在遠洋產業大環境轉變為資源端導向的主流趨勢過程，好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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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契機，在我們較熟悉、離我們較近，且我們具有相對優勢的領域
來進行跨領域的國際合作，於此一變化過程中取得具優勢的產業策略
位置，是可行的。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王冠雄教授：海洋漁業資源養護管理
趨勢之探討

為能使漁業資源能夠長久地為人類所用，許多的觀念及文件被發
展出來。若干趨勢值得注意：
一、永續發展觀念的形成：為了海洋生物資源能夠達到「永續發展」
的目的，FAO 嘗試協助世界各國相當大的力量與時間在這些規範
的形成中，而各沿岸國或遠洋捕魚國是否能遵行這些規範，將構
成未來海洋生物資源能否「永續發展」的主要關鍵。
二、永續發展觀念的持續發揚：自 1970 年代開始對於「永續發展」的
概念和落實進行討論，此種發展過程至今已達三十餘年，未來「永
續發展」仍將在環境保護政策領域和法律領域中持續影響的地位。
三、氣候變遷對漁業的影響：除了過漁及污染海洋環境等人為因素之
外，氣候變遷對漁業造成的影響更深遠，也更不容易恢復。因此，
氣候變遷對未來漁業生產造成何種及多大的影響？人類社會應當
在法律面或政策面如何轉變及調適，將會是追求漁業永續發展過
程中，無法逃避的議題。
四、國際漁業組織的角色擴張：當前世界的海洋已經大致被不同的
區域或次區域漁業組織所涵蓋，這些海域中無可避免地有著公海
的區域，就傳統的公海捕魚自由而論，此一發展顯然違背傳統國
際法的認知。然而受到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資源概念的影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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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跨界與高度洄游魚種進行適當的養護與管理，已然成為達成資
源永續利用的重要手段。同時，國際漁業組織在其內部進行資源
分配、養護管理措施一致性、對不遵守者之懲處、甚至爭端的解
決等層面，均在發展中，並且相互影響，進而形成國際性的規範。
因此，國際漁業組織在養護與管理跨界與高度洄游種群方面產生
的影響力不可忽視。
五、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結合：在許多案例中，相關國家往往透過
經貿的手段，要求對手國對於跨界與高度洄游魚種的捕撈採行某
種態度或作為，這種將環境保護與貿易行為相結合的作法已經逐
漸被實踐。因此，將跨界與高度洄游魚種的養護與管理措施和世
界貿易組織的規範相結合，應會成為未來發展的方向，值得吾人
留意。
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在歷年的許多國際文件中均會提及「合作」的
重要性，以及「合作」在某些事務上的發展情形，甚至會在特定事務
的推動上，還會明白指出國際、區域、和國家間三個合作階層的處理
方法，例如共同打擊和消除 IUU 捕魚行為即是一例。透過合作方是維
護海洋環境以及達到資源永續利用的最佳方式。

場次二：海洋能源開發技術與挑戰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資源應用技術組顏志偉組長：點集能
式波浪發電系統技術之研發

顏組長的報告首先概述台灣海洋能發電的概況。海洋能發電可分
為海洋溫差能、波浪能、海流能、潮汐能等四種：海洋溫差能的海水
溫度差需大於 20 ℃，目前台灣可用的海洋溫差能若以溫差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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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每秒 1 公噸計算之能量為 5657~8692 千瓦，潛在可發展地區在東
部花蓮外海與台東外海。在波浪能方面，台灣沿海目前的條件是每
公尺 10~15 千瓦，可發展的潛在地點是東北角外海、綠島、蘭嶼、澎
湖等地。台灣的海流能就目前所知，可在富貴角、東部黑潮、澎湖水
道等地發展，其中東部外海的流速是每秒 1.05~1.60 公尺，澎湖水道的
流速則是每秒 0.78~1.05 m 公尺，其能量可達每平方公尺 0.51~0.96 千瓦。
潮汐能方面則因台灣的平均潮差僅有 1.5~2.1 公尺，尚不具備以此發
電的條件。
目前台灣已經建置 1 瓩海洋溫差 (OTEC) 示範機組，只要溫差
≧ 8 ℃即可發電；溫差達 14~15 ℃時，發電量可達 1.2~1.5 千瓦。為求
經濟規模，此一示範機組也進一步延伸為 50 瓩餘熱發電 (DTEC) 實驗
機組，目前實驗機組在蒸發和冷凝溫差大於 60 ℃時，發電量可大於

50 千瓦；常態性的發電範圍則在 20~60 千瓦，操作區間廣，且穩定度
佳，清水 50kWe 雙循環地熱發電系統即為運用海洋溫差示範機組原理
所發展的發電系統。
在波浪發電方面，若要將波浪發電真正發展為一個產業，顏組長
表示需要建構產業聯盟，集合機電、海事工程、海洋科學、風險管理、
裝置開發、建造與資訊監控等群組，進行技術研發和營運模式的規劃，
整合系統之後，方能真正建置海洋能發電廠，走向推廣和應用的階段。
最後，顏組長認為目前波浪發電最大的挑戰有三：（一）大型化 : 發
電效率 20kW 提高到 150~200kW；（二）製造成本下降 : 最佳化抗颱安全
設計、大量製造、採用規格品；
（三）發電效率提昇 : 最佳化系統阻尼、
最大功率輸出追蹤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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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柯永澤教授與海洋大學海洋環境
資訊系蔡政翰教授：黑潮發電的潛能及待克服之問題與海大
潮流發電機組的研發現況

蔡教授簡介潮流發電計畫之目的，是在國際油價節節高升的前提
下，尋求綠色替代能源目前此一計畫的實驗地點在基隆海檻，研究團
隊並已研發出全國第一部「全沒水式潮流發電機組」，最大的特色是
水輪扇葉會隨潮流方向改變而轉向，且整座機組全部防水。
柯教授則表示：台灣附近要利用海流作大規模發電，較可能應是
利用黑潮，因為其範圍大，且流速穩定，然而其流速不夠高，因此如
何找出有利發電之潛能區域以及有效提高海流之流速（Power density)，
是未來發展的關鍵問題。就未來的整體發展來看，海事工程複雜，投
資高，且機組沈在水中長期運轉需考慮水密所造成之問題，因此系統
設計必須考慮如何簡化。此外，台灣地區颱風多，因此機組不能長期
安裝於靠近水表面之處，容易被大浪破壞，雖然水表面附近流速較快，
該系統必須在水深方向是可以調整深度的。
黑潮尚有一非常嚴重的問題，即大部分區域水深很深，只有少部
分區域在 100 ∼ 200 公尺，要如何於強流之中找到經濟有效的錨定方
式亦是關鍵；目前想到最佳之方式是建造載體，其可同時安裝多部發
電機，在載體上設計具有足夠的預留浮力，或設計翼面利用海流速度
產生升力，以控制在水深方向的位置。

（作者為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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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區域經濟整合─
架構安排與生產網絡
陳子穎、蔡靜怡

區域經濟整合是全球經濟成長動能的來源之一，一方面整合架構
如何建置安排，隱含著區域各國政經勢力的競合；另一方面，區域經
濟整合的功能也有助提升跨國經濟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使
國與國之間的經貿運作更為順暢。因此，兼具「競爭」與「合作」的
區域經濟整合架構如何安排，以及箇中生產網絡如何運作發展，無疑
是各國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而對於亞太與東亞地區各國來說，TPP
和 ASEAN++（包括 ASEAN+3, ASEAN+6, RCEP 等）自是最引人注目的焦點。
因此，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特別與台灣
歐洲聯盟中心、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合作，舉辦

2012 年第四場太平洋企業論壇「區域經濟整合─架構安排與生產網
絡」，分別由 TPP 與 ASEAN++ 兩大區域經濟整合架構的發展趨勢，以
及區域跨國生產網絡的角度，集合產、官、學界的觀察、分析與建議，
關注區域經濟整合的進展，期能對我國未來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提出
因應對策與有效建議。

第一場次：TPP vs. ASEAN++
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我國仰賴進出口，自由貿易協定簽
訂攸關經濟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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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表示，貿易自由化對台灣來說很重要，特
別是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如 TPP 以及 ASEAN+）此時非常活絡，
仰賴進出口的我國也因此希望能夠簽署更多與全球重要國家的貿易
協定，所以，我們與東協的關係以及兩岸的關係，都是台灣走向區域
經濟整合的重要關鍵因素；特別是 ECFA 的簽訂，讓我們期望對於中
國大陸的出口有正向的效益，並且期盼能夠藉由 ECFA 的管道，將我
國的商品透過中國大陸出口到全世界，這也是台灣增加出口項目的機
會之一。未來，也必須要考量全球製造鏈以及台灣的角色等議題。
經濟部徐純芳參事：台灣未來參與自由貿易協定的挑戰與前
景

經濟部徐純芳參事首先針對台灣 ECAs/FTAs 進程進行簡介，目前
我國已和中美洲三個與我國有邦交的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我國並
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和中國大陸簽署 ECFA；目前則是和新加坡以及紐
西蘭進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談判；並針對和印度、菲律賓、印尼進
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可行性研究。徐參事引用積木（Building Block）
理論，認為這是一個議題導向的方法，特別是針對尚未準備好和我國
簽署 ECAs 的國家，透過雙邊在特定議題上的合作，促使未來討論雙
邊 ECAs/FTAs 的機會。徐參事並提出透過產業進行國際合作，利用公
私部門的合作強化更進一步的自由化、改革與國際化，特別是馬總
統已宣示 8 年內要加入 TPP，政府並擬定「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
計畫，藉以落實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之目標。
有關亞太區域的區域經濟整合，徐參事簡介目前亞洲區域經濟整
合的最新進展，包括有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協定、中韓自由貿易協定、
東協 +6、TPP、RCEP 等等，將創造出僅次於 NAFTA 及 EU 的全球第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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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區。這些區域經濟整合的貿易協定當中，TPP 是範圍最大的
一項，參與國家橫跨亞太區域，佔全球 GDP 的 29.5%、以及全球貿易
量的 20.7%。TPP 發展迅速，已在過去 4 年中進行 15 回合的談判；中日
韓三邊自由貿易協定及 RCEP 將於明年開始進行談判，徐參事表示 RCEP
未來可能成為推動 TPP 前進的動力。然而，台灣目前尚未參與其中任
何一項協定，是否是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獨缺的最後一片拼圖？台灣的
缺席會有甚麼樣的問題？是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的。
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將對我國有重大的衝擊，徐參事
表示，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皆為我國在東亞最為重要的貿易夥伴，
隨著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預期我國 GDP 將減少達 45 億美元，
其中社會福利支出預計將減少 62 億美元，我國的貿易量也預計將減
少 3-4%。徐參事認為亞太區域的區域經濟整合越成功，則台灣所面臨
的衝擊與挑戰就越嚴重。然而，台灣是否可以選擇？徐參事認為未來
台灣仍有機會與其他貿易夥伴有更進一步的整合，我國必須改善商業
環境，並積極在國際間尋求未來整合之談判的機會。台灣應如何看待
亞太區域的經濟整合？徐參事表示，由於近來全球經濟重心已轉向亞
洲，以下幾點是我們應思考的：經濟整合是否會破壞貿易平衡、降低
經濟發展？在美國強力領導之下的 TPP、以及未來將啟動的 RCEP 談判，
台灣的角色為何？ TPP-RCEP-FTAAP 如何成為 APEC 架構下的亞太區域整
合新雛形？在此架構下有任何 outsider 可扮演的角色？
最後，徐參事表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已經是全球經濟成長與發展
的重要因素，台灣應思考如何重建我國的區域經濟及貿易政策。且我
國政府應如何做出適當的決策，以滿足國家經濟發展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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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Motion CCTV 執行副總 Craig Scott：以多元化降低貿易風險

inMotion CCTV 執行副總 Craig Scott 首先舉出台灣資源有限的事實，
包括 2 千 3 百萬的人口、缺少自然資源、能源、礦產等等，有限的大
規模農業、有限的國內市場、無法和低成本的製造業國家競爭；在社
會面，台灣面臨老年化的人口、製造業減少、生活水準提高、出生率
降低、政府舉債增加等等的現實狀況。在經濟上的挑戰則包括在自由
貿易協定上被邊緣化、過度依賴美國和中國的出口市場、太多的學術
理論而沒有實際操作、不完善的銀行系統（台灣沒有本地的銀行參與
全球銀行市場）。
在企業上，Craig Scott 認為台灣有很好的技術與教育，但缺乏英語
溝通技巧，如果無法溝通就會失去很多機會，且台灣的觀念仍停留在
重視傳統高社會地位的職業（如醫師、律師等），導致人才流向單一
化，Craig 認為台灣需要不一樣的專業技術人才；再者，台灣大多強
調過程而不重視創新，態度過於懶散，過去依賴模仿、代工，現在工
業的轉型不夠快等問題，且台灣的年輕人抗壓性不足，多滿足於現況、
不要求成功。
政策上的挑戰，Craig Scott 則認為源於每個人都關注在明星產業
（Block Buster Industries）上，因此他認為應該要將關注分散在不同領域
上；且台灣大多選擇贏家，而非透過管理失敗促進創新，相較於此，

Craig 認為風險可以成為創新的動力；另外，台灣對於〝Made in Taiwan〞
的價值仍不夠自信、不夠重視，應仿效日本將〝Made in Japan〞就是好
品質的概念深植人心，其實台灣製造擁有很好的品質、是可以驕傲的，
如知名單眼相機的鏡頭就是在台南做的，Craig 認為目前雖然我們以
有宣傳 MIT 的標章，但根據其觀察，該標章僅使用在國內市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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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至全球市場的產品中使用；再者，Craig 勸戒要改變，他認為
一直作一樣的事情是不會成功的，需要放開心胸接受、並力行改變；
另外，現代人很自私，只關注於各人的需求勝於社會的需求。
然而，其實台灣仍然保有競爭上的優勢，比如台灣擁有高科技產
業、進步的醫療基礎設施、有訓練有素的勞動力、有大量投資在高等
教育上、並且台灣也擁有相對穩定的社經環境。Craig 認為，附加加
值的出口係為台灣經濟的動力，如上述所提的高科技產業、生物科技
產業等，未來台灣需要更加注重在產業的保護、行銷等方面，並應發
展更多全球性的品牌。
台灣對於 ASEAN++ 的貿易，由於東協人口數不斷成長、文化背景
類似，有助於提升台灣對於製造業的投資，且台灣可和東協發展更加
深入的文化聯繫，增加台灣商人對於東協等非傳統市場的了解，更可
創造新的商機。

Craig 認為 TPP 是全球已開發市場（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潛在的正式聯盟，是鞏固現存貿易夥伴關係的方式，並透過降低關稅
達到貿易自由化。然而 TPP 也具有挑戰，包括中國大陸的反應、簽署 TPP
後可能對於本地產業（如農業）的負面衝擊，另外，TPP 對於新興市
場的接觸較少，也可能會是個問題。

Craig 觀察表示，台灣需要與韓國競爭、需要拓展新興市場版圖、
需要發展多元化的貿易以降低經濟風險、需要增加自身在區域的存在
感。落實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是困難的，因為政治的障礙遠多於科技
的障礙，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台灣的出口經濟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自
由貿易的存在，則國內的改革將無從得知對於本地經濟的效益為何；
並且 Craig 也認為過度依賴製造業的經濟具有風險。因此，Craig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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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重視 ASEAN++ 所提供的良好機會，但也不可輕忽可能面臨的
高風險，而 TPP 所形成的貿易夥伴關係，則直接消除韓國在現存關鍵
出口市場的關稅利益；因此，Craig 建議台灣要生存需要找出更多的
出路，創新是迅速改變所需要的能力，並且應重視文化多元性、提升
最重要的資源，也就是人民。
台灣歐洲聯盟中心蘇宏達主任：亞洲競爭中的區域主義

台灣歐洲聯盟中心蘇宏達主任表示：現今亞洲地區正興起區域整
合風潮，而這些整合的不同策略間的競爭正日漸激化中；這些區域整
合的不同策略包括有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區域主義、日本傾向的亞洲
開發銀行為行為架構的整合、東協國家所傾向的三方平衡整合，以及
中國大陸計劃的兩重同心圓整合。
首先，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區域主義主要係在推動其向亞太地區
的出口，保持其區域主導地位，並與興起中的中國大陸保持抗衡均勢。
其次，有關日本傾向的亞洲開發銀行為行為架構的整合：雖然日
本的經濟金融實力、在 ADB 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可望在亞洲扮演經濟與貨幣合作的領導角色、協助亞洲國家面對國際
性的金融危機，但日本所有的提議最終都以失敗作收；目前日本的區
域整合似乎陷入類似於英國的兩難局面，且其島國特有的重質和重商
主義，使得日本無法全面開放其國內市場，對於提倡亞洲的強整合有
其限制。
再者，有關東協國家所傾向的三方平衡整合：由東協主導的整合
有三個目標：強化內在平衡、與西方主導的太平洋區域整合相互抗衡、
和扼制新興亞洲強權，尤其是中國大陸；ASEAN+ 可以視為內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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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加強作用，而同時區域強權也會被在外的強權如日本、中國大
陸所制衡，ASEAN+ 同時也強化原東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並且對西方
強權主導的跨太平洋整合起制衡作用；從 2005 年起，每年召開的東
亞高峰會，呈現的是這理想中的東協區域主義，有中國大陸、日本代
表東亞，印度代表南亞，澳洲、美國代表著西方世界力量。參與的各
個東協外的勢力，彼此達成平衡。
最後，有關中國大陸計劃的兩重同心圓整合：中國大陸與東協簽
署協議，決定於 2010 年建立自由貿易區，且中國大陸領導人首度清
楚宣示上海合作組織（SCO）長期目標將是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這些
看似不相干的事件所表現的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計劃，目標是建
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雙同心圓。中國大陸意在建立「以中國為中心
的生產網絡」，還有長期上在東亞以人民幣做為通貨的貿易圈。鑑於
中國大陸急速經濟發展，亞洲整合的地緣政治在 90 年代尾聲、21 世
紀初期在對於中國大陸有利的情形下重塑了。
受限於一個中國政策，台灣沒能進入這競爭中的亞洲區域主義，
而現在面臨被邊緣化危機。這可能的邊緣化不僅會使外交困境更加惡
化，同時我們的經濟基礎－貿易、投資亦可能被掏空。為了衝破孤立，
我們首先應當做好準備參與美國主導的 TPP。參與 TPP 不僅加深與美
方、太平洋國家的經濟關係，還有鞏固民主的作用。苦於經濟低成長
率、日漸高漲的失業率、特別是過去十年的工資停滯，台灣不可獨獨
倚賴出口來升級經濟。我們需要更多更有力投資，尤其來自海外的。
為了吸引更多投資進來台灣來增進競爭力，我們必須向世界開放自
身，也就是說，我們在供給面必須採取更自由化的政策。參與 TPP 能
滿足我們對於一個更主動更成熟的民主體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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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 區域跨國生產網絡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蘇雄義教授：應跳脫傳統進出口貿易
思維，制定可使貨物流通更便利與加值的政策

蘇教授首先強調跨國生產網絡的重要性，並以「Auto Direct」、
「ZARA」、「波音 787 供應網路」、「恩德科技板材進口貿易供應鏈」以
及電子業全球供應鏈為例，說明跨國生產供應鏈新典範已經形成。傳
統上，主要以開發本地市場、雇用本地勞工為主要訴求，注重垂直整
合、國與國之間貿易，有貿易爭端發生時，甚至會透過貿易報復手段
來達到目的。而所謂跨國生產供應鏈的新思維則是透過產銷供應鏈的
全球化，全球供應鏈跨國產銷加值網絡的形成，影響國際政治、勞工、
經濟與國家安全。因此，政府如何設計最有利各國經濟的權衡政策，
必須考量許多面向。國家在制定政策上須權衡他國的限制，讓企業供
應鏈附加價值達到最高，又不損及國家利益。
最後蘇教授認為全球企業供應鏈之設計必須最大化其效率及利
益，代表這些企業將在交易成本 ( 如關稅 )、要素成本 ( 如勞工和資
產 )、物流成本 ( 如運輸 )、外部商業成本和風險等眾多因素中做取捨。
全球供應鏈活動形成了一個嶄新的全球商業架構，大部分國際貿易都
是建構在這個商業架構上。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將會對全球企業供應
鏈造成影響，並驅使跨國企業供應鏈的調整。國家或是區域經濟組織
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應跳脫傳統進出口貿易思維，制定可使貨物更便
利在不同國家間流通與加值的政策，否則將會使跨國企業在投資或是
設立區域物流據點時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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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物流協會陳立武理事長：物流系統建立價值，供應
鏈享受競爭力

陳理事長首先介紹全球供應鏈及冷鏈的發展，並且將其整合與納
入企業整體的商業活動，針對不同類型的企業而有不同的特性及設
計。同時，以「PC home 24 小時送達」及 HP 的物流系統為例，說明物
流在商業活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最後提出兩點觀察，渠認為若
供應鏈可達成價值創造的目標，物流系統則是達成目標的重要關鍵；
一旦物流系統建立了價值，則供應鏈享受競爭力。
經濟部商業司陳秘順專門委員：物流業者扮演後勤補給執
行、營運與商務活動優化的角色

陳專門委員首先概述台灣物流服務的發展歷程，主要由零售流通
至其他多元的領域。接著提出物流業者的角色與定位，物流業者在整
個產業營運活動中，扮演加值服務的角色，能為企業核心競爭力加分。
同時，以「華泓物流 48 hr.DDU 物流服務」、
「面板業兩岸生產 D2D 物流」、
「紡織成衣物流服務 ( 萬泰 )」、「工具機產業物流運籌服務 ( 建華國際

)」、「汽車領組件整併出口 ( 東立物流 )」與「自行車產業之全球運籌
網絡 ( 晶揚國際 )」為案例，說明台商在兩岸及國際的物流系統佈局
現況。
最後，渠認為商場如戰場，作戰最重要的是後勤補給 (logistic)，
區域跨國生產網絡更凸顯補給物流的重要性，物流業者除了是後勤補
給執行者外，也扮演營運與商務活動優化的角色。目前，有越來越多
的企業認知到，將物流委外給整合性物流服務業者 (Integrated Logistics

Provider, ILP)，對企業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的效率與成本，產生了明顯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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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年輕人應從應從「實務面」充實自己；台灣應該
走出自己的路

現場與會者向講者們提出問題，例如有志投入全球運籌工作的大
學生，如何養成相關的專業能力？以及台灣未來國際化的腳步究竟是
往歐美的制度或者向其他新興亞洲國家 ( 如新加坡 ) 看齊？
講者們認為：隨著全球運籌日益重要，大家開始重視並且有越來
越多的生力軍加入這個產業，建議年輕人應從「實務面」與「考取證
照」充實自己。第一，建議到工廠或者品牌廠商了解不同的產業生態，
才能將所學運用在物流及供應鏈系統；第二則是考取國際物流證照，
如 ILT 證照或者到物流學會參加培訓。
對許多業者而言，台灣是否參與 FTA 或者 TPP 並非其決定市場及
商機的主要考量，還是會從自身的產業利基與產品市場區隔決定品牌
與通路。而台灣的政治制度與經貿政策介於歐美與新興亞洲國家之
間，如何決定下階段的發展模式，應由人民決定。國外的制度有些值
得我國借鏡學習之處，但並非照單全收，台灣應該走出自己的發展路
線。

（作者均為CTPECC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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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國際政經講座

國際政經情勢分析與展望
黃暖婷

全球化的腳步愈走愈快，氣候變遷、人口結構改變、經濟、金融
活動與技術的快速發展及擴展，在在都為世界帶來結構性的改變，使
得全球政治經濟有很大的變化。不僅如此，金融風暴方才稍歇，歐債
危機卻又直接間接為國際貿易、物價、金融帶來波動，加上區域政經
整合與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使得局勢更加錯綜複雜。
我國是開放的小型經濟體，容易受外在因素影響，唯有進一步掌
握情勢，方能擬定產業、經濟以至於提昇國家競爭力的因應措施。由
於政治與經濟很難截然二分，所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
委員會（CTPECC）特別於 2012 年 2 月 2 日，由本會洪德生董事長主持，
並邀請政治大學林碧炤副校長與花旗（台灣）銀行鄭貞茂副總裁，分
別就政治與經濟面向，分析國際政經情勢。

政治大學林碧炤副校長：一個社會，多個世界，發
現台灣的美麗
林副校長首先以 "One society, too many worlds"，套用環保人士提出的
「One earth」，以及 Daniel Bell 的「後工業化社會」，再加上之後流行的
資訊社會、民主社會等概念，給予在座聽眾「一個社會裡一定有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資訊、認知等層面」的概念，剖析國際情勢。
如今的國際社會是個資訊社會，而資訊社會的巧妙，在於「問題
多元、改變、不斷的翻新」；變化的速度之快，令人很難想像，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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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平時並沒有太注意。邱吉爾曾經說：
「政治一個晚上太久」，但是現
在的資訊社會，一秒鐘卻也太長。
資訊對國際政治與國內經濟帶來的改變太多太多：第一、因為資
訊太多，所以以前人對資訊要求的能力是要能夠運用；現在人對於資
訊要求的能力是要能夠選擇。二、現在資訊不但是個工具，更是解決
問題的依據。第三，資訊是可以累積的。第四，資訊不只會解決問題，
還會製造問題，所以現在的國際關係領域中，也產生許多以前沒有的
問題，而外交部也不得不處理。
在國際政治上，美國、中國大陸、日本無疑是對我最重要的三大
國。未來一年中，這三大國在某程度上，都還是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日本的最高領導因為許多複雜的結構性因素，不確定性在三國中最
高，且短期內難以改變，但是日本的官僚與社會很強，所以一般人比
較不擔心。美國的不穩定性在於今年的總統選舉，一切都要等到美國
總統大選塵埃落定之後，才能看到確實的方向。中國大陸則因未來習
近平接班已成定局，相對不確定性比較小。
就政治來說，衡諸美、中、日三國，似乎如今「強大、富有、民
主、自由」的概念開始脫勾；中國大陸一直在經濟成長，而且專家認
為未來三到五年內應該不會改變；美國與日本在這段期間內，經濟發
展的力道則相對弱於中國大陸。
總的來說，至少到 2012 年年底之前，美國以其政治、軍事、經
濟力量所締造的「大美和平」(Pax Americana) 仍然會繼續存在，但是在
賓拉登、伊拉克等外交勝利均已塵埃落定，11 月總統選舉又即將來
臨的前提下，美國的外交與國防政策一定會向中間、保守的方向靠攏。
日本雖因派系、組織政治導致最高領導人常常換，但是 311 大地震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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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儘管保守傳統，卻不斷表現出自我反省的風格，可以感受到
國民的意志與強大的適應能力，所以林副校長以「日本復興」描述。
中國大陸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崛起」：從中國大陸自身經濟的表現來
看，或是與其他國家做橫向的同一發展時期比較，中國大陸的發展過
程儘管不乏國家社會力量動員，也有西方學者批評這是「亞洲傳奇的
迷思」，但不可否認的，中國大陸崛起的過程的確是很大的進步，也
是很傑出的表現。然而，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日本和美國有很
大的不同，所以習近平將來的政策走向，恐怕還要再觀察。
中國大陸一崛起以後，如果美國和日本的領導人在這個議題上都
採取比較積極的作法，恐怕亞洲的未來就比較難預測。比較悲觀的專
家，認為美中日三方將來的關係可能呈現「日本與美國更靠近，中國
大陸則跟其他國家靠攏；亞洲權力重組」的局面，並可能會在南海或
北韓有衝突，但是比較樂觀的專家認為，做為世界的主要行為者，中
國大陸必須要跟隨世界的規範；如果美日的經濟好轉，美中日三國應
該會有進一步的合作。
有關區域經濟整合，經濟會決定細節，但是大方向還是由政治力
決定：無論是 TPP 還是中日韓的經濟合作，大部分的 FTA 都還是有政
治的力量在後頭，而且政治力量在後推動得愈大，整合愈快。若用政
治推手理論來看，中日韓的歷史糾結太多，不太可能馬上消失，但是
近 30 年來，亞太地區各種議題的整合已經太多，自然形成一片網狀；
中日韓的合作也可以從這些密集的網絡中得以遂行。然而在這麼多推
動整合的小手之餘，最大的一隻手─美國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而美
國的力量也可能影響日韓的動向，所以未來 TPP 的動向，仍然主要受
美中兩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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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國際政治是大國政治，今天依然如此，大國的力量、意志、
角色仍然最重要。但是由於國家的力量已經超越單純軍事、經濟的層
面，林副校長認為未來小國會在國力組成愈趨多元的前提下，越來越
有力量，諸如泰國、韓國、新加坡這些國家，都是我們很好的範例。
雖然 Joseph Nye 的「軟實力」受到很多人的引用，但是衡諸歷史，不
難發現「軟實力」的基礎都建立在「硬實力」上，但是「硬實力」並
不只是軍事力量，國家的意志力也是其中的一項。「軟實力」的運用，
並非要國家完完全全放棄作為國家的資格。在資源方面，今天我們
碰到的最大問題在於共同分享，而這就是需要國家之間互助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這樣的環節上，有足夠的軟實力，那麼一定會受人邀請，
也因此有更大的力量，在國際社會中做出貢獻，建立地位。
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很特別，這麼多年來，
「中華民國的『台灣化』
或『本土化』」也創造了國際政治上的特殊案例。儘管台灣無法如大
國一般，設定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但是我們可以設法彰顯台灣的特
點：台灣的社會很有人情跟秩序，是第一個可以發揮的優點。此外，
文創與創意產業的特性，也是台灣可以發揮之處。所以從這個角度去
看，台灣可以從大國政治中尋找出路，努力鼓勵創新，走出悲情，才
不會讓大家在大國政治下悲觀，喪失了樂觀的力量。
最後，林副校長提醒聽眾：在國際關係的觀察中，諸如制度、法制、
創新等無法量化的社會因素越來越重要，希望政治世界能更加穩定，
經濟、文化世界持續發展，也希望各位重新一起來發現我國的美麗，
在硬梆梆的大國政治中，發展台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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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研訓院鄭貞茂院長：全球經濟先求平衡再
問成長
談到全球經濟發展，鄭院長認為經濟學是選擇的科學，而不是數
字的問題；金融海嘯下，政府、民間和金融部門天天都在做選擇；將
來會走什麼樣的道路，沒有人知道。人們看到許多金融監理的加強，
但是也有許多信評機構因為信用評等的問題，而遭致負面的評價。除
此之外，央行持續祭出貨幣寬鬆政策，勉強維持目前的低度經濟成長，
但民間的授信與放款卻沒有增加，凡此種種，在在對於經濟決策來說，
都是嚴峻的挑戰。
如今，各國都在追求經濟政策的平衡，而貿易失衡的問題也將持
續是一個重點：各界不免關心中國大陸經濟的「硬著陸」或「軟著陸」，
而大陸的十二五計畫也轉而強調社會和諧，焦點離開了經濟。美國和
日本則關心經濟是否陷入失落的十年。
從政府與金融的角度來說，目前的問題是收支帳的管理：金融海
嘯之後，各國公私部門的收支帳中有許多呆帳，資產品質惡化，負債
也還是持續。以美國財政問題來說，2011 年 8 月 2 日舉債時間到期之
後，美國也只是兩黨以暫時性的妥協方案解決，財政問題並沒有真正
解套，而是把期限延到了感恩節的前夕。目前美國財政改革沒有明顯
的進展，傷害的是勞工的權益。國會面臨今年的總統選舉，美國兩黨
也在勉強過關，以拖待變。目前，大家開始在討論「民主社會，真的
是解決經濟問題最好的方案嗎？」開始尋求社會主義的問題。然而，
現在社會主義經濟色彩相對比較濃厚的中國大陸，也在房市問題上，
碰到相當的處理困難：一方面中國大陸內部的通貨膨脹率很高，必須
要緊縮貨幣，但是另一方面，若真的緊縮貨幣，利率也會對房地產市
場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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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貨幣與金融市場都有全球連動的狀況，要如何回到平衡，目
前並沒有任何人有有效的答案：在貿易失衡問題上，美國提出的解決
方案是中國大陸多購買，人民幣要升值；中國大陸推出的方案則是美
國加強自己的競爭力，大家都在怪別的國家。面對兩大國的貿易衝突，
台灣沒有什麼置喙的餘地，但是卻可能是其中的受害者；若美國對中
國大陸祭出貿易制裁手段，受傷害的很可能是在中國大陸的台商。
從資金移動來說，2012 年的重大轉折點在於聯準會的低利率政
策，表示 2014 年以前不會大幅升息，讓大家聯想到：現在利率那麼低，
不如做一些比較有風險的投資。歐洲央行則在 2012 年 2 月份出手，再
進行另一波更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中國大陸則並沒有在農曆年前
調降存款準備率，令人有點失望，但主要的原因係在於人行已經悄悄
的在市場上釋放流動性，所以並不需要再調降存款準備率。綜觀上述
大國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還是比較大的問題。所以這一波大家感到
市場資金來往熱絡，鄭副總裁雖然希望能維持下去，但也質疑可以維
持多久，因為畢竟資金還是要回到投資上；如果一直在金融市場盤桓，
對經濟並沒有太大的好處，可是目前資金也沒有回到投資的趨向。
就政策解決方案來說，這幾年來，美國聯準會已經把各種貨幣政
策發揮到極致，歐洲央行也有相當多的作法。在這一波歐債危機中，
歐洲央行由於受到章程上的限制，不能直接介入公債次級市場，所以
如三年期再融資操作（LTRO）、低利率融資借錢給銀行，讓銀行借錢
套利買各國公債，間接加強資金在市場上的流動等，也是一波寬鬆
貨幣政策。有關各界最關切的希臘債務問題，目前已經達成了債務減
計，債務人認賠，以及剩下的債務轉換成 30 年希臘公債的協議，利
率可能在 3.5-4.04％之間。減計民間投資人債務，目的就是讓希臘能夠
在 2020 年負債和 GDP 的比例可以降到 120％，但即便如此，仍然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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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由私人達成，所以大概也要看各國央行肯不肯認賠。希臘的債信評
等，已經到了 CCC 的程度，恐怕不會有人再買；目前希臘的資金來自
歐盟執委會、IMF、歐洲央行，條件是希臘達成其規定的目標，所以
這也是民間投資人的談判一定要終結的壓力，唯有如此，希臘才能拿
到三巨頭挹注的資金。
由歐債延伸到中日韓區域整合，鄭院長認為中國大陸似乎會居領
導地位，但是日本仍然獨立自主。以最近的歐債為例，日本對於援助
歐洲相當的積極，某程度上也跟使日圓貶值，增進其出口競爭力有關
係。中國大陸則較為堅持其匯率問題，但它必須要從全球製造業工廠
的角色轉型，才能在區域內扮演更重要的地位，所以由此可見，亞洲
的財政統合可能比歐洲更慢，現在只能做一些換匯協定之類無傷大雅
的東西，至於真正的開放，沒有更大的進展。
看到上述各國在經濟困境中的政策，鄭院長認為，由於 2012 年
許多國家都面臨重要選舉，除了中國大陸因為接班人已定之外，其他
國家領導人的聲望都不是相當強。在民主社會之中，當領導人不具有
多數民意支持，若要制定經濟政策，會比較辛苦，所以未來幾年的目
標，或許經濟政策的重點還是回到平衡；回到平衡之後，才能再追求
經濟成長。

（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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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
衝擊與因應
陳子穎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於 2012 年 7 月 19 日在台
灣經濟研究院舉辦主題為「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衝擊與因應」的
「PECC 國際政經講座」。本次會議邀請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亦為
台經院顧問）擔任主持人，並邀請新光金控儲蓉風控長以及世界和平
聯合總會國際金融經濟政策研究發展委員會黃得豐主任委員擔任與
談人。
胡院士首先表示，歐債危機究竟會造成歐元解體或財政進一步整
合還在觀察中，最近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胡院士表示美國聯準會主
席柏南奇認為美國經濟復甦在 2012 年上半年減速，主因也是債務危
機造成美國緊縮預算導致企業投資降溫、失業居高不下；另一方面，
中研院也認為 2012 國內外的經濟狀況並不好，且情況和兩年前的金
融海嘯不一樣，過去利用寬鬆貨幣政策提升景氣，促進經濟快速復甦，
然而這次各國央行缺乏通力合作的精神，若這次利用貨幣政策降低利
息對於金融業有何衝擊？該如何因應？是本次會議所關切的重點。

儲蓉風控長：利率低檔、資產配置、資本質與量是
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業衝擊之關鍵因素，風險控管
已然成為顯學。
儲蓉風控長針對「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衝擊與因應」，表示
歐債危機對於國內金融的衝擊，第一為利率低檔，不利銀行保險業，
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衝擊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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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新調整資產配置的區域與類別，第三，強化資本值與量、嚴
格金融監管。
有關利率低檔，儲風控長指出美國聯準會表示 0-0.25% 的聯邦基
金利率至少在 2014 年底前不會調升利率，並將延長扭曲操作，以支
撐低迷的經濟復甦，另一方面，由於歐債危機影響，導致全球經濟
快速惡化，歐洲與大陸央行在 2012 年 7 月 5 日雙雙採取降息措施，其
中，三大央行連袂出手，反映當前全球經濟險峻態勢，包括歐洲央行
（ECB）將基準利率調降 1 碼至歷史新低、中國人行罕見地在連續兩個
月內兩度調降基準利率、英格蘭央行並推出規模 500 億英鎊（780 億
美元）的量化寬鬆。針對低利率對於我國國內金融業的衝擊，儲風控
長引用現任行政院院長的陳揆擔任金管會主委期間提及「低利率是金
融業最大風險」，且「金融管不好會亡國」，因此維持金融體系的安定
十分重要，特別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市場風險是利率風險，台灣利差目
前落在全世界最低的群組，且台灣保險業的低利困局已持續多年，低
利環境對於銀行業、保險業的營運來說是一大壓力，而來自壓縮利差
的低利困局，唯有盼望升息才能夠解決。
有關重新調整資產配置的區域與類別，儲風控長表示，要做好股
債配置才能夠降低投資風險，並首先針對資產配置的戰略意涵進行解
析，她表示資產配置就是投資者因應個別的情況和投資目標，將資金
分別投資在不同種類的資產上，如股票、債券、房地產及現金等，經
由長期持有與持續投資來降低風險，以達到預設的報酬率的一種投資
組合策略。儲風控長進一步表示，資產配置未來數年的趨勢可從國別、
產業別、幣別和商品別來瞭解。
從國別來看，未來趨勢是成長八國取代金磚四國，這「八大成

312

CTPECC 年 度 活 動 --PECC 國 際 政經 講 座

長市場」是「金磚四國之父」歐尼爾於 2011 年所提出的，包括巴西、
俄羅斯、印度、中國大陸等金磚四國以外，再加上印尼、墨西哥、韓
國、土耳其等四國，歐尼爾強調以目前的經濟轉變結構，這些市場「或
許不能讓你今天買、明天就賺錢，但長期下來必然不會吃虧」；從幣
別來看，減持歐元、擁抱人民幣資產是各國央行已在進行中的措施，
根據國際性央行刊物所公佈的各國央行外匯存底配置年度調查結果
顯示，39 國受訪的央行中，共有 8 成央行因歐債問題減持歐元資產，
而有鑒於中國大陸在過去數十年的快速增長，且與他國簽訂貨幣的互
換協定不斷增加，反映出中國大陸有意願逐漸邁出人民幣國際化的步
伐，同時也顯示各國央行有意持有人民幣資產；其中，日本近來宣佈
將購買中國大陸政府債券、韓國亦宣佈將人民幣債券納入外匯準備
中。儲風控長表示我國的利基在於有成為境外人民幣中心的可能性，
但這需要持有較多的人民幣數量，並需要有貨幣清算機制；從產業別
來看，未來將聚焦於綠能創新產業，如美國、日本、歐盟等先進國家
的政策重點皆擺在能源與綠色產業及技術，此外，我國產業政策則聚
焦於六大新興產業、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以及十項具發展潛力之服
務業。
有關資本質與量之強化，儲風控長表示 2014 年全球金融機構將
導入 BASEL III 最新規範，因此，惠譽信評提出警示強調，台灣公股銀
行資本適足率偏低，目前平均 9%，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的 13-16%，另
外，惠譽也公佈國內六大公股銀行壓力測試結果，包括台銀、兆豐銀、
一銀、彰銀、華銀、合庫等，在 2014 年迎接 BASEL III 的第一年，資本
水準大致充足，在全球遭遇大幅衰退的假設下，仍有能力承受大幅增
加的信用損失，但因全體公股銀行資本適足率平均僅 9%，比 2014 年
最低標準 8.5% 僅低空掠過。金管會因此修正相關規定，要求銀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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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盈餘公積需超過時收資本額 75%、扣除現金盈餘分配後資本適足率
要達 12.5%、第一類資本要達 10%，現金股利分配才准超過實收資本額
的 15%；此外，金管會也研擬將跟進國際做法，對銀行最低資本要求，
增訂「槓桿比率」新指標，這是在資本適足率外新增的法定比率，銀
行將面臨更多的現金增資壓力。
儲風控長並表示，除了資本的要求外，監理機構特別著重各金融
機構本身的風險管理能力，特別是 2008 年金融海嘯後，G20 呼籲重新
檢討風險管理的疏失與補強工作，因此風險管理成為各國關注的重
點。我國近年來陸續完成證券、銀行及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同
時對風控主管的資格與位階有相當的要求，以使各金融機構實質執行
風險控管，此外，為強化公司治理，立法院於 2010 年 11 月 6 日通過
證交法第 14 條第 6 款「強制上市上櫃公司設立薪酬委員會」。
最後，儲風控長做出結論表示，目前正是汰弱留強的時機，且近
來金融整併的趨勢也逐漸成形，其中資產配置扮演著重要的關鍵，主
要可仰賴國別與幣別來預測趨勢，另外，高度的監理重回主流，公司
治理將會是未來所著重強調的部分，最後，風險控管是近來國際間所
關注的議題，其首要任務就是要強化資本。

黃得豐主委：歐債危機對我國影響有限，但應落實
金融安全與風險管理以改善體質、防範金融危機
黃得豐主任委員也針對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市場之衝擊、歐債危
機對匯市與其他市場之衝擊、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機構之影響、穩建
金融業始可因應歐債危機等面向進行簡報。
針對歐債對於我國金融市場之衝擊，黃主委表示由於我國資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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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係屬「淺盤市場」，此乃由於資本市場中之證券交易，絕大部份集
中在股票交易，既無適足之債券交易或其他資本市場工具互補，又無
金融中心之特殊資源，因而較易受外在因素影響而大漲或大跌，市場
波動幅度亦較為劇烈；因此，歐債危機去年重挫我國股市，雖然今年
初以來台股又跟隨國外回漲，後來又因為國內有證所稅案爭議，因而
造成我國股市一路下滑，然而，近來又因為全球股市受到希臘國會選
舉的影響，因此我國政府需隨時應變與進行危機處理。
黃主委進一步指出由於我國外匯市場屬於「淺碟市場」，未若國
際金融中心之胃納大與資源豐富，任何風吹草動均會造成甚大波動，
因而外匯市場與貨幣市場關係密切。此外，我國貨幣市場之國際化程
度很低，不論是票券市場、拆款市場、或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等，其交
易對象仍多以國內為主，故受到歐債危機之衝擊很小且較穩定。另外，
歐債危機風暴衝擊時幸有央行調節得宜，防守在 1 美元等於新台幣

29 元附近，遇有投機炒匯，升破 29 元後，央行即有美元買單進場防
守，並常使新台幣匯率轉升為貶。黃主委並指出，有鑑於熱錢將影
響總體經濟管理，及金融體系之穩定，且大規模與突發之外資流動，
會使整體經濟之穩健復甦陷入風險，自 2009 年 11 月希臘發生危機後，
我國央行立即禁止熱錢停泊於台幣定期存款，以避免原投資歐元之
外資在台灣炒匯，而影響台灣之出口競爭力。
關於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機構之影響，黃主委表示影響不大，由
於歐系銀行與台灣銀行體系之業務往來不多，且 PIIGS 國家之政府債
券主要都由歐洲銀行體系所持有，因而歐債危機對我國銀行之影響並
不大，對其他金融業之影響亦然。但仍需要防範危機惡化，造成企業
倒帳而拖垮銀行，黃主委舉出金管會提供資料，表示 2011 年 9 月我國
金融業對 PIIGS 國家公債投資折合當時匯率約為銀行 8,710 萬美元（其
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衝擊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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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希臘僅投資 4,640 萬美元）
、保險 5 億 9,125 萬美元、證券 3,729 萬美元，
另有對西班牙聯貸 1.3 億美元，而我國銀行對歐洲債權餘額雖然上述
歐洲債權已迅速由對 PIIGS 國家移轉為對德國債權，且期間有 70.5% 在
一年以內，因而投資風險相對較低；換言之，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業
之直接影響方面，除股票市場遭受衝擊外，其他諸如債券市場、貨幣
市場、與外匯市場等，尚能健全運作，不會影響銀行體系之業務經營。
最後，黃主委表示為避免國際金融危機之發生與衝擊，應落實金
融安全網與作業風險管理，包括金融主管機關（執行審慎監理，並加
強一般金融監理）、中央銀行（擔任銀行之最後融通者，並提供支付
清算系統）、及存保機構（保障存款人權益，並使問題銀行順利退場）
等 3 大支柱。此外，尚應督導銀行全面推動以作業風險管理 (ORM) 為
基礎，崁入其他風險意識，並在日常工作中實施之整合型風險管理

(IRM)，始可改善體質以因應與防杜金融危機。

總結
胡顧問最後做出總結，表示歐債危機在短期內暫時解除，但是後
面還有很大的問題，第一，撙節方案是否可確切實施？如不行，遲早
仍會發生問題；第二，德國對於歐豬國家的支持越來越薄弱，雖然現
在德國總理梅克爾支持度高達 70%，但對於支持歐豬國家的意見越來
越多，如果未來不能繼續支持弱勢國家，可能造成歐元區的崩盤，或
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恐怕不如期待中的有秩序地退出，而是一退出
就兵敗如山倒的局勢，該如何因應？第三，走向財政整合，現應嚴加
控制中央銀行，過去歐元區把貨幣政策交給第三者管理，因此造成歐
洲財政困境，就是因為沒有財政政策交叉使用，因此金融動盪是難以
避免的；兩位與談人都提到風險控管的重要，整個市場的掌控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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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
胡顧問並表示台灣的經濟也會受到衝擊，如 2008 年金融海嘯時，
我國的金融業大體是安全的，但是對於我國的出口仍造成衝擊，此次
歐債危機也是同樣的狀況，央行統計何外國投資共 1.2 兆，所以金融
方面曝險率不大，我國占歐洲總出口的 10%，中國大陸佔 20%，一半
是 ICT 產品，其中又很多是我們的零組件產業，所以短期內無法避免
我國的經濟動盪，此外，我國出口競爭力也下降，政府必須要更加注
意並繼續觀察。

（作者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歐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面的衝擊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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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互動對我國產業發展的
機會與挑戰
王聖閔

兩岸在各方面的交流互動已相當頻繁，而經濟的交流更是日漸緊
密，從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數據來看，2011 年我國出口至中國 ( 含香
港 ) 的金額達 1,240.5 億美元，較 2010 年成長 8.1%，占整體出口的比重
更達到 40.2%，可以看出兩岸經濟交流對我國經濟發展上有重大的影
響。

CTPECC 邱達生秘書長：應謹慎思考兩岸進一步
整合對我國產業競爭力的衝擊
CTPECC 秘書長兼任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副主任邱達生
於會中針對「兩岸經貿互動對我國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發表看法，
邱秘書長首先由世界主要經濟體 GDP 規模演變，看到中國大陸的角
色越來越顯著，中國大陸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表現亮眼，但 2012
年經濟成長已趨緩，過去以來兩岸經貿與台灣經濟成長緊密相關，因
此我國 2012 年成長趨緩已是必然。由兩岸貿易占外貿比重可以看出，
台灣經濟倚賴對中國大陸出口甚於中國大陸經濟倚賴對台灣出口。針
對中國大陸的產業轉型，我國在促進出口方面，應積極拓展中國內需
市場、掌握「十二五規劃」商機，如：(1) 優化產業結構、(2) 調整需
求結構、(3) 區域平衡發展、(4) 城鄉統籌發展。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
依存度高，但中國大陸對台灣進口依存度下滑。中國大陸從台灣和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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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口主大陸要產業類似，同樣是集中在紡織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塑膠製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最近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萎
縮的原因，在於中國自己形成供應鏈以減少對台進口，並以廉價品供
應目前不景氣階段，國際市場對廉價品的需求。
兩岸主力出口產業越來越近似，且中國大陸生產結構逐漸往上游
發展。例如：基本金屬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這些產業多屬上游
產業，而機械設備製造業是我國產值前五大產業，當中國大陸這些產
業大量生產，然後更進一步取代我國，則對我國石化、金屬下游產業
等都將有所影響。兩岸在國際市場逐漸發展為出口競爭態勢，兩岸相
對替代比率由台灣相對替代中國大陸，轉變為中國大陸相對替代台
灣，包括了飲料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運輸工
具製造業，顯示中國大陸的這些產業在國際市場對台灣的威脅呈現增
加的局面。
產官學各界應謹慎思考兩岸進一步整合對我國產業競爭力的利弊
衝擊以及相關因應對策。如提升附加價值，拉開兩岸在產業供應鏈的
位置、維持出口結構差異，以降低競爭、促進合作。發展綠色經濟、
多元海外佈局，並實現三業四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和
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理想，才能讓我國在激烈的競爭中具有優勢。

全國商業總會張平沼理事長：台商應轉型從外銷導
向轉為內銷導向
接著是全國商業總會張平沼理事長從產業界的角度，對於兩岸經
貿發展發表意見，兩岸經貿交流至今已經非常密切，台灣與中國都
是彼此非常重要的貿易與投資伙伴。在 1981 年，兩岸透過香港的貿
易額僅有 4 億 6 千萬美元。從 1993 年起，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台灣的第
兩岸經貿互動對我國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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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貿易伙伴，僅次於美國與日本。根據我國的統計，從 1992 年起，
中國已經成為台灣在每一年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到 2000 年底，台
灣累計對中國投資總計 171 億美元，相當於台灣總對外投資額 441 億
美元的 39%。
面對目前經濟巨大的重要轉變及台商目前經營的困境，張理事長
提出一些現有問題，如中國大陸沿海一帶缺工問題嚴重，台商如何
解決缺工問題？台商如何留住員工？台商如何管理 80 後及 90 後的員
工？降低員工流動率有哪些對策？台商如何精實人力？等等。台商面
臨轉型之際，尤其沿海一帶，屬於早期開發地區，過去以勞力密集，
技術較低階，發展至今，應加強經營之能力，即是做到目標明確、方
法可行、流程合理、激勵到位、考核有效等五項。
在台商降低成本的方法上，(1) 控制成本要從技術方面入手、(2)
縮短樣品開發週期、(3) 做好績效考核等三項。最後張理事長提出台
商因應中國外在經營環境變化的具體做法：如大幅減少間接人員，打
破間接人員一崗一位的傳統做法；產品線改變，產品線改為大量簡單
的電腦作業等，台商在中國經營多年，應多貼近市場及了解市場，如
果能轉型從外銷導向轉為內銷導向，可為台商開闢另一事業高峰。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益民處長：兩岸由單向自營行
為走向雙向競合關係
根據全球透視機構 (Global Insight Inc.) 在 2012 年第二季發布的全球
經濟預測報告顯示，全球經濟成長前景在 2011 年底及 2012 年初似乎
有好轉的跡象，但自 2012 年第二季開始成長情況開始反轉。短期內
外部因素仍將影響整體經濟表現，地緣政治的危機牽動著油價的走
勢，加上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及先進經濟體財政赤字問題，均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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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中期發展。預計 2012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2.7%，2013 年則可上升至

3.0%。
童處長提到兩岸經濟競合新趨勢：(1) 中國大陸為台灣經濟成長
重要動力、(2) 中國大陸已由「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場」、(3) 兩
岸由單向自營行為走向雙向競合關係、(4) 兩岸合作以大陸市場發展
區域品牌，共創互利雙贏。陸資來台投資現況：(1) 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起正式受理陸資來台投資之申請案，截至 2011 年底，累計核准投
資案 204 件。(2) 前三大投資業別：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資訊軟體服務業；批發及零售業。(3)2012 年我核准大陸中國銀行及交
通銀行來台成立分行，帶動陸資來台，至 2012 年 4 月底止之累計投資
金額大幅成長至 2.8 億美元。
最後童處長指出我國在簽署 ECFA 之後，對我產業發展之機會：

(1) 公平競爭：消除我產品進入大陸市場之差別待遇，藉由早收取得
優於日韓競爭優勢、(2) 市場拓展：提升我產品在大陸市場競爭力及
服務業商機，增加各國對台投資誘因、(3) 產業發展：有助我產業布局，
利用大陸市場拓展優質平價產品及建立區域品牌、(4) 國際連結：促
成台灣參與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擴大與各國洽簽 ECA 之機會、(5) 全
新定位：重新自我定位為東亞區域之價值中心，為進一步貿易自由化
儲備能量。

台經院中國產經研究中心莊朝榮主任：拓展中國大
陸消費市場存在挑戰
中國大陸的中間產品淨輸入持續下降，但中間產品卻是我國對中
國大陸的主力出口產品，2011 年有高達近 87% 產品屬於中間產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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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中間產品 B 類，但中國大陸的中間產品進口偏向確持續下
降，B 類產品甚至已經成為淨輸出國家，顯示中國大陸國內產能開出
後，進口需求下降。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調整對兩岸之影響 :(1) 改變兩
岸直接經貿投資與產業貿易、(2) 改變亞洲區域產業分工與競合關係，
影響台灣在亞洲分工角色影響、(3) 中國大陸在全球產業主導地位的
改變，影響兩岸在全球三角貿易分工型態。
最後莊主任提出未來在拓展中國大陸消費市場之挑戰：

(1) 儘管中國大陸消費市場逐年擴大，在未完成市場化改革之前，即
使當前要拓展中國內銷市場，也會面臨許多不公平競爭。

(2) 在中國大陸政治集權下經濟分權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擴大了地方
政府積極發展經濟的誘因，另一方面也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
分割盛行的現象。

(3) 在分稅制的財政改革下，地方政府有很強的誘因對外地產品流入
設置壁壘以保護本地企業，甚至會對本地企業生產仿冒產品的行
為採取縱容的態度。

(4) 不同地區對企業的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以及企業之間的商業合
同的保護，以及對本地與外地企業存有差別待遇。

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需從產業價值鏈及供應
鏈來考量經濟發展
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最後總結，兩岸為我國經濟全球佈局的重
要一環，因此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也要從核心，即是台灣本身產
業的結構來考量，並從我國經濟活力出發，從產業價值鏈及供應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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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雖然我國的天然資源不足，但是我國在制度、資本及產業發展
已有完整的結構，仍需加強改善才能為我國經濟在此國際環境的重大
挑戰上尋找一條出路。

（作者為CTPECC 助理研究員）

兩岸經貿互動對我國產業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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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黃曉青、黃暖婷

自 2008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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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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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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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此擴大青年國際視
野，踴躍參與國際活動，進而提昇我國地位與形象。
本營隊至今已堂堂邁入第五屆，規模也擴張至 100 人，然而同學
報名仍然踴躍，錄取率僅達 28.33%。此外，自 2011 年起，營隊期間固
定舉辦 Model APEC (SOM)，以模擬 APEC 資深官員會議之方式，輔以相
關講習與互動課程，並從中遴選優秀學員擔任我國 APEC 青年代表，
參與 APEC 活動。

開幕致詞：
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
本年度開幕致詞中，CTPECC 洪德生董
事長表示：全球化與網際網路的發展，幫
助了許多商品、資源與資訊流通的速度加
快，使得任何地區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其
影響程度都比以前更大。金融海嘯之後，
全球競爭態勢有相當的轉變，呈現「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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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過去許多國家依賴歐美國家的需求，推動國內產業經濟的發
展，但金融海嘯後，歐美國家經濟成長的速度，低於亞洲與新興國家，
使得全球經濟成長的動力，移往新興國家；尤其是亞洲新興國家，是
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由於市場整合所有原料、產品、人力資源與資金的流通，若流通
的速度與層次如果更透明，生產與消費效率會更高，所以經濟發展過
程離不開貿易的自由化與便捷化，然而對於原先產業較為落後的地方
來說，市場若一開放，將因本國產品競爭力較差，而面臨不利。因此，
短期內政府必須考量的問題，是如何幫助受傷害的產業，但是長期來
說，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的好處還是多於壞處。成立於 1989 年的 APEC，
其宗旨就是促進會員體的經貿合作，並且互相學習、分享經驗，帶領
所有會員體邁向中長期提昇競爭力的方向，達到共贏、共享的目的。
生活在這個充滿危機的時代並不容易，但是危機常常也是轉機，
洪董事長也勉勵學員們把握機會，希望營隊課程使學員能在危機意識
中，抓住自己的機會。

第一場次：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經合會介紹
台經院國際處廖舜右顧問：四個分析角度、六個方案看亞太
區域經濟整合

廖顧問首先由以下四個分析角度來看多元複雜的亞太區域經濟整
合：
上下：區域化與區域主義
左右：大陸與海洋勢力
前後：整合進程與速度
大小：經濟規模
2012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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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上下的部份，廖顧問
區別了「區域化」與「區域主義」
的不同：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 為
地理鄰近區域內國家的發展聯結，
經由自然的政治和經濟互動作用，
產生由下而上 (bottom-up) 的運作
模式；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則強
調由國家所主導的由上至下 (top-down) 運作模式，產生一個功能性的
區域認同，兩者主要差異在於「由下至上」與「由上至下」
，或「自然」
與「人為」發展 ( 功能與新功能主義 )。
區域化與區域主義的應用，則可見諸歐洲與亞太的比較。目前區
域整合程度最高的歐洲與亞太地區，不難發現長期以來，歐洲整合過
程可視為區域化與區域主義同時進行：二次大戰之前，歐洲已經經歷
了長期的區域化過程，而在二次大戰之後，由煤鋼共同組織到如今的
歐盟，則是歐洲區域主義的進展。相對來說，亞太區域則缺乏歷史文
化共同背景，難以出現由下至上的自然認同型塑過程，但各國均有推
動整合的共識，因此區域主義的引導甚為關鍵。
在正式論及區域主義之前，廖顧問先提到東亞地區的「結構因素」
，
亦即是什麼樣的力量主導著亞太地區的整合。在近代主權國家形塑之
前，並沒有明顯的亞太概念，當時的東亞國家都是典型的大陸勢力，
而十七世紀西力東漸之後，科技的力量引進西方主權國家力量，海洋
勢力出現。回顧 1840 年代的鴉片戰爭，直到如今的中美 G2 對至，不
難發現即便起因、結構與對峙國家不同，但「大陸」與「海洋」的對
抗格局至今不變，而這樣的海陸對峙結構，即衍生出四種不同的區域
主義：東協主義、亞太主義、大陸型東協主義，以及海洋型亞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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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協為核心推動的東協主義，希望能以東協為軸心，然後再以
加一、加三…等方式擴張出去；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主義，特色在於
將亞洲太平洋一體化，以建構美國在亞太地區種種活動的正當性。大
陸型的東亞主義以中國大陸為首，希望能夠排除美國，並把東協整合
到自己的架構當中；海洋型的東亞主義則以日本為首，與中國大陸帶
領的大陸型東亞主義最大的差異，在於海洋型東亞主義不排除美國在
東亞地區部分或全部的參與。
由這四大主義，廖顧問依次檢視了東協、東協加三、東協加六、

APEC、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與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等六個正在發展中，
彼此呈現競爭性連動關係的區域經濟整合模式的 GDP、總出口量與貿
易依存度，及其各自的進展。廖顧問認為：區域整合向為政治與經濟
因素互動的結果；就經濟角度而言，我國面對順勢而為或力爭上游的
選擇，而就政治角度而言，我國則面對走向陸地或迎向海洋的選擇。
既然「自由化」是參與區域整合的必要條件，我國應參考新加坡與韓
國案例，走出「上下兼顧，海陸並進」的道路。
台大政治系蕭全政教授：
「海陸對峙」
與「全球化」影響我國生存發展選擇

蕭教授認為廖顧問所提出的四個面向，
將 1980 年代以來，把亞太政經合作的構想，
做了非常活潑且具有原創性的分析，但值
得注意的是，對於國際政治的現實，除了
理論性的關心之外，也應該延伸至現實生
活的層面。

2012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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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問題，最後仍與我國的生存與發展有關，而
在廖顧問提出的分析中，「左右」是我們最應該關心的問題：海洋與
陸地國家本來的生存發展策略就不同，所以經濟合作組織的形式與戰
略也因此有所不同，而廖顧問剛剛提到的各種經濟合作方案，也可以
分成海、陸兩類。ASEAN++ 大致可說是歐亞大陸國家為主的經濟合作，
相對而言 TPP 與 FTAAP 則反應了海洋國家的想法。所以這樣的海陸格
局，會是影響我國參與東亞地區經濟合作最重要的關鍵。
二次大戰後，東西冷戰的格局，以及之後亞太地區種種的政經發
展脈絡，其實與海陸問題直接相關，而推演至今，可以中、美為代表。
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後，美國則成為「世界資本市場」，顯現
了製造業以中國大陸為主，歐美則仰賴中國大陸提供的物品為主的格
局。
除了這些具體不同的合作方案之外，洪董事長剛剛提到了全球化
的概念，而全球化對我們的影響則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全球化是一個
實體的過程，隱含著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等等的流動，是個
快速的變遷、複雜的因果，而全球化對於經濟合作有什麼影響？過去
資本主義的分工結構，開始有碎裂化的傾向，產業內部的分工變得複
雜，使得各國在談經濟合作、佈署競爭格局時，變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而這種格局也會使得我國未來的策略規劃更加具有不同的意義，並出
現直接的影響，因此未來的經濟合作中，我們應該運用什麼樣的方式，
回應不同地區的想法，便是至關重要的課題。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何振生副研究員：APEC 的源流與
決策架構

何副研究員首先介紹 APEC 的起源：APEC 成立於 1989 年，由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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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澳洲總理 Bob Hawke 所倡議，我國則於

1991 年加入，至今 APEC 已是亞太地區首屈
一指的經濟論壇，其宗旨在於支持亞太地
區的永續經濟發展與繁榮，並透過下列方
向，尋求建立和諧且充滿活力的亞太社群：

●

●

倡導貿易的自由開放

●

推動並加速區域經濟整合

●

鼓勵經濟與技術合作

●

增進人類安全

促進更良善的永續經商環境
在決策上，APEC 則具有「共識決 (Consensus Building)」、「非拘束性

決定 (Non-Binding Decisions)」與「自願參與 (Voluntary Participation)」等特性。
就中長期目標來說，1994 年的「茂物目標 (Bogor Goals)」揭示已開
發經濟體於 2010 年，發展中經濟體於 2020 年達到貿易自由化與便捷
化的中程目標；長期上則於 2006 年明確表達希望透過包括 ASEAN++
與 TPP 在內的任一區域經濟整合途徑，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的意願，希望能將亞太地區建構為一
個全面、高品質且能因應「下世代 (next generation)」貿易與投資議題
的地區。

2012 年 APEC 主辦會員體俄羅斯將討論主題定為「整合推動成長，
創新促進繁榮 (Integrate to Grow, Innovate to Prosper)」，並以下列四個主軸
為主要討論議題：一、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區域整合；二、強化糧食
安全；三、建構可靠的供應鏈；四、密切合作以促進創新成長。

2012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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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國際組織司亞太經濟合作科張謙彥科長：APEC 地位
舉足輕重，我國向來積極參與

張科長首先闡明 APEC 是亞太區域經濟整
合的主要平台，對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與經
濟成長卓有貢獻，而且其經濟與地緣政治影
響力也不斷上升。接著張科長便引用 APEC 會
員體在全世界所占人口、貿易、GDP 總額及
歷年之成長等多項數據，證明 APEC 在增進亞
太地區經貿成長的貢獻，並陳述 APEC 不僅與

G-20, WTO, OECD, 亞洲開發銀行與世界銀行等
多個國際組織合作，在實質層面上也正在促進 WTO 杜哈回合、TPP、

FTAAP 的進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地緣政治上，9 個 APEC 會員體也是 G-20 成員，
包括美、中、日等世界三大經濟體，也因此許多 APEC 的倡議滿全了

G-20 的目標。就亞太區域來說，APEC 則扮演了維持美國在東亞經濟與
戰略利益的角色，並以此協助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雙邊關係，以及在
區域合作上與中國大陸同台對話的安排。
近年來，APEC 的議題延伸至反恐、防治流行病、回應氣候變遷、
強化緊急應變、保障食品安全、實行結構改革，以及促進綠色和創新
成長等層面，我國也居中多所參與。整體看來，我國的參與可分為五
個層面：

1. 大規模參加 APEC 會議與活動
2. 主辦 APEC 會議與活動
3. 與 APEC 議程同步並在 APEC 架構下提出倡議

330

CTPECC 年度 活 動 -- 亞 太 事務 青 年 培 訓營

4. 在 APEC 次級論壇扮演領導角色
5. 在 APEC 架構下強化雙邊關係。
過去二十年來，我國透過參與 APEC，愈來愈與區域經濟發展接軌，
也遵守 APEC 宗旨，在貿易自由開放上迭有進展。作為 APEC 的積極參
與成員，以及亞太地區的重要連結點，我國將繼續與其他 APEC 會員
體合作，加速區域經濟整合，早日促進 FTAAP 的達成。

第二場次：亞太地區的供應鏈連結與中小企業
經建會法協中心左珩主任：供應鏈已跨越多國，我國將透過
APEC 架構參與改善

左主任首先闡述「供應鏈」的定義：
供應鏈是從採購原料，到製成中間產品及
最終產品，然後將最終產品交付消費者，
由上游供應商、製造商、服務商及下游消
費者所連結而成的一系列網路，良好供應
鏈帶動市場發展，供應鏈效率越高，貨品
流通越快，可降低營運成本 ( 如存貨、運
輸及倉儲等費用 )，提升企業競爭力。而
今全球區域經濟興起，區域經貿組織普及，使供應鏈朝向跨境發展，
因此區域供應鏈連結更受到國際重視。
供應鏈涉及層面廣泛，其中較為重要環節如通關流程、交通運輸
及貿易服務等，影響了供應鏈效率。APEC 為強化供應鏈效能，進行
相關研究，探討遭遇瓶頸，並提出因應方案，以排除各項障礙。2009
年 7 月，APEC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CTI) 提出「供應鏈連結架構」(Supply2012 年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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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Connectivity Framework, SC Framework)，界定影響供應鏈的 8 項瓶頸
(chokepoints)，範圍遍及行政法規、關務、運輸、電子商務、跨境合
作等領域；涉及單位包含關務程序次級委員會 (SCCP)、運輸工作小組

(TWG)、電子商務小組 (ECSG) 和其它相關次論壇；此一架構同年並獲
APEC 部長會議採認通過。
目前 APEC 所舉出的供應鏈瓶頸主要有 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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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這 8 項瓶頸，2010 年 APEC 部長會議通過「供應鏈連結架構
行動計畫」(Supply-chain Connectivity Framework Action Plan, SCFAP)，以解決前
述 APEC 會員體所共同面臨的供應鏈 8 項瓶頸。該行動計畫訂於 2015
年前達到在「時間、成本及不確定性」三方面全體共同降低 10 ％之
量化目標，共有 39 項行動措施 (proposed actions)、81 個具體要項 (key

elements)，並視會員體意願，擔任各項瓶頸之主導會員體或參與會員
體。 ( 我方為瓶頸 3 ∼ 6 之參與會員體 )
左主任最後表示：供應鏈範圍從單一國家已發展為跨越多國，為
維持貨物流通順暢，須檢視供應鏈上每個環節緊密度，要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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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務、運輸、貿易等跨境合作是為重要課題。而 APEC 為連結亞太區
域各國之主要場合，各項議題在此充分溝通及討論，於凝聚共識後，
提出各項國際合作或改善計畫。因此，為強化我國際物流運籌之競爭
力，我國將持續參與 APEC 各項計畫，透過國際共同合作，增加我跨
境連結實力；積極推動「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畫」，整合產、官、
學界的力量，改善我物流服務業發展，期望建構出安全、便捷之供應
鏈。
東吳大學企管系賈凱傑主任：
「建立可靠供應鏈」是俄羅斯
重點議題

賈 主 任 首 先 表 示：APEC 之 所
以特別強調針對錯綜複雜的供應
鏈將做好無縫接軌的承諾，主要在
簡化全球供應鏈的複雜度，最終達
到貿易便捷化之目標。

2012 年主辦會員體俄羅斯相當
重視供應鏈問題，故提出「建立可靠供應鏈」倡議，希望在 APEC 區
域和其他主要市場間，建立可靠、具競爭力、無障礙之供應鏈連結，
以具體步驟落實處理商品跨境移動所面臨運輸時間及成本之障礙，並
應用衛星導航技術及相關科技，改善供應鏈透明度及可見度，有助於
掌握及消除在資訊交換與通訊連結之限制。此外，為增進運輸效率，
提升物流、航運、關務相關技術，對於未來可能產生的風險，對運輸
設施運作安全及防護方面，進行風險控管，同時強化 APEC 各經濟體
於緊急事故預防與救災方面的相關協調及資訊交流能力。
最後，賈主任希望同學們能夠注意供應鏈與貿易便捷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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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供應鏈的基礎概念，也期盼 APEC 能持續強化實體供應鏈連結，
透過運輸服務自由化與便捷化，以及無縫隙運輸系統，使 APEC 往貿
易便捷化的目標更邁進一步。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高仁山主任：APEC 各會
員體政府應協助中小企業建構創新能量

在 中 小 企 業 方 面， 高 主 任 直 接 引 用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 2011 年所委託的「中
小企業創新成長調查」進行量化分析報告，
認為中小企業若要創新並創造價值，市場
研究、產品或服務的發展、行銷策略與管
道及售後服務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又以
「市場研究」、
「產品或服務發展」以及「行
銷」最需要政府的幫助。然而，研發成本
的高昂、內部預算與外部資金的缺乏，以
及人力資源不足，是中小企業在創新上最
大的困難，而又以「外部資金」、「研發成本」、「法規鬆綁」、「人力
資源」等四項，最需要政府的幫助。
根據這項調查，高主任認為 APEC 各會員體未來必須使政府輔導
計畫的訊息更加透明，而各國政府則可幫助中小企業建立研發與創新
網絡聯盟。在創新政策的設計與資助機制方面，政府則必須幫助中小
企業建立長期創新能力。就此，政府可以考慮資助市場研究或是客戶
行為分析，並以低廉的價格，提供中小企業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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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呂曜志副所長：了解中小企業本
質，APEC 應當有適切對策

呂副所長表示：從政府政策的觀點，我
們要了解中小企業之所以成為中小企業的
原因，而有些中小企業是因為產業特性與
市場結構的關係：中小企業多半屬於進入
障礙很低的獨占性競爭市場，或是當產品
構造很複雜，必須靠專業分工時，零件供
應商通常都是中小企業，最後供應給組裝
生產最後成品的企業 ( 通常是大企業 )。
有關中小企業需要的政策，呂副所長舉出四項目標：

1. 讓想變大且有實力的中小企業快快長大。
2. 讓有實力的中小企業保持它的競爭力。
3. 讓有實力但沒心變大的中小企業，能夠改變想法與策略。
4. 讓有興趣的人有個圓夢的開始，讓需要的人有個環境可以耕耘。
在對策上，就 1. 與 2. 來說，政府需要協助給予科技專案、貸款
與信用保險，並協助國際行銷、品牌發展，但亦需要降低干涉，或是
協助幫忙找策略性關係人，但要中小企業內部能夠接受。對於 3. 而言，
政府需要協助業主拓展視野、建立觀念並且認清問題，而針對 4. 則
需要協助支持其建立基礎，接著找出共同可深耕的特色，再大量複製
並形成群聚，善加培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已開發經濟體的產業關係緊密，創投環境好，
母雞容易帶小雞，也容易讓有潛力的人發揮，而中小企業主的視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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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開放，容易促成合作。相對來說，開發中經濟體的政府與企業都
較不透明，官僚素質與公司治理不足，而中小企業主寧為雞首不為牛
後，更大的問題是對關係的途徑依賴，以及對專業的不夠尊重。
展望未來，呂副所長認為先進國家跨國企業在亞太地區佈局已
深，與中小企業供應商關係逐漸深化。APEC 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SMEWG)
應該思考以「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觀點，鼓勵國際跨國企業來協
助 APEC 地區的中小企業，把策略細緻化到企業內部能耐的建立。此外，
亞太地區很多中小企業缺的是觀念，老一輩觀念要改實在太難，APEC

SMEWG 應該建立亞太地區新世代創業者與企業家的交流與對話平台，
建立網絡以達到資訊與教育的雙任務，以促進他們向外導入新觀念
與策略性關係人合作。

第三場次：亞太地區的糧食安全與能源發展
農委會國際處唐淑華簡任技正：全球與亞太地區糧食情勢嚴
峻，APEC 應建立糧食安全儲備機制

1996 年世界糧食高峰會定義「糧食安
全 (food security)」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均
能實質且有效的獲得充分、安全且營養之
糧食，以維持其活力健康生活。面對穀物
市場供應來源過度集中，主要出口國僅限
於少數國家（美、加、澳、泰等），加上人
口及經濟成長、消費習慣改變、氣候變遷
對水資源與土地造成衝擊，以及糧食市場
的投入要素上漲，以及就區域而言，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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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養不良人口，約有四分之一在亞太區域，以及近 10 年來，全球

60% 的天災，以及因天然災害喪生人口的 80% 都在亞太地區，使得糧
食安全儼然已成為近年來 APEC 的重點議題。

2012 年俄羅斯喀山的 APEC 糧食部長宣言中，部長們強調公私部
門合作夥伴關係對糧食安全之重要性，並將致力技術創新研發、吸引
農業投資、改善基礎建設等，以增進農業生產與生產力，同時設法促
進貿易及發展食品市場、減少採收後糧食損失，提昇食品安全和品質，
並於 2020 年以前建構 APEC 糧食體系。此外，部長們也宣示將確保弱
勢族群之糧食供應，維護海洋生態永續經營並打擊非法漁業及其貿
易，以達維護區域糧食安全之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國際糧食組織的訴求對象是長期飢餓人口，
在政策內容上採取方案導向、強調農村發展與農業技術合作之開發援
助，並以資金提供、技術移轉、知識交流為主要政策工具，治理結構
上則以國家為政策主導、強調多邊組織對於援助開發、資源整合與
國際協調之重要性。有鑑於前述的嚴峻狀況，我國遂倡議建置「APEC
緊急糧食儲備機制」，以緊急人道援助為宗旨，以災後救急為目標；
糧食儲備數量由各成員以申告預留 (earmark) 方式自願承諾並自我管
理，且援助糧食由人道組織運送，受災成員無需負擔運費，可有效降
低運作成本，且糧食儲備不集中庫存，糧食援助採無償提供，且為少
量短期援助救急之用，不會對國際農產貿易市場造成影響；這些設計
均與當前全球糧食援助相關機制協調互補，我國亦可藉此對亞太地區
糧食安全之穩定做出貢獻、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及地位，並落實我國因
應氣候變遷農業及糧食安全關鍵策略。

2012 年 APEC 糧食部長宣言中，「APEC 緊急糧食儲備機制」列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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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段文字；展望未來，糧食安全議題為全球關注重要議題之一，且
糧食安全隱憂並未有減緩趨勢，預估未來仍為國際間重要議題。由於
糧食安全涵蓋議題極廣，為跨論壇、跨部門之議題，國內除各機關相
互協調合作，以發揮綜效之外，亦應結合會員體之力量順勢操作，共
同推動區域合作，俾創造我國國家最大利益。
台大農經系張靜貞教授：全球糧價仍將持續上漲，應增加糧
食供應，加強區域合作

觀察全球糧價的長期趨勢，專家多半預
測未來糧價仍面臨上漲之壓力，其波動幅度
與頻率會隨能源價格而加大；主要原因則包
括人口成長與新興市場中產階級的興起。糧
價上漲的主要影響，除了需求數量增加之外，
也將帶動精緻農業、食品安全、供應鏈等相
關產業之興起；最重大的則是消費結構改變，
對整個農糧市場造成長遠的影響。
張教授表示：對於福利制度較完善、有較多財力去收購與儲存糧
食的已開發國家來說，糧價上漲並非太大問題，但是對於開發中國家
而言，糧價上漲可說是非常不利，除了對窮人與低收入家庭之影響很
大以外，國內糧食價格也難以用管制方式來平抑，農民更是面臨糧價
不穩定，降低種植興趣，以及肥料、油價雙漲，風險增加的雙重壓力。
因此，張教授認為未來要回應全球糧價問題，應該朝向「增加糧
食供應」與「加強區域合作」兩方面進行。在「增加糧食供應」方面，
需要加強農業科技研發 ( 生產、銷售、儲存、供應鏈 )、進行長期性
的農業投資，並增加進口來源；而在「加強區域合作」方面，則需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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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雙邊與多邊協定減少障礙、禁止出口設限，設立區域緊急糧食儲備
機制，針對天然災害進行預警及保險。
經濟部能源局陳炯曉科長：應移除 APEC 區域內不必要的能
源貿易障礙，以國際合作推動有利於能源供應和效率的政策

衡諸 APEC 未來的能源供需趨勢，陳科
長認為儘管未來 APEC 區域仍將維持高經濟
成長，但是從 2005 年起至 2035 年，APEC 區
域內的能源密集度將下降 45%。就整體趨
勢看來，煤炭仍將是 APEC 區域主要的能源
來源，而石油與天然氣的產量也將會上升，
然而由於 APEC 經濟體在石油上向來倚賴自
中東進口，而且從 2005 至 2035 年，APEC 區
域內的石油進口可能將會上漲 114%，所以
石油安全將會是一個日漸嚴峻的問題。
為了經濟發展需求與國家安全，面對能源短缺的策略，不外乎：
一、分散能源種類；二、減少能源消費；三、儲存能源；四、國際合作。
鑑於天然氣使用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相對較少，能源轉換效率也比較
高，因此天然氣不失為 APEC 區域內能源的替代選項，但是各會員體
境內的政策管制、技術缺乏、價格打壓、市場獨占，卻在在影響了 APEC
區域內的天然氣貿易。因此，陳科長建議 APEC 各會員體應當移除天
然氣不必要的國內補貼與國際貿易障礙，改革政策並找出最佳實踐，
促進天然氣的貿易。
在 APEC 架構之下，能源問題係由能源部長與能源工作小組來處
理，而自從 911 發生後至今，能源問題也已成為 APEC 的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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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透過國際合作來推動有利於潔淨能源、替代能源與能源效率的政
策，需要 APEC 會員體的倡議與彼此間的合作，促成這股力量。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張四立教授：追求能源
永續性，降低能源密集度，提升能源效率

回 顧 APEC 架 構 下 的 能 源 問 題，
張教授追溯回 2007 年 APEC 領袖會議
之雪梨宣言，當時決定藉由自願性

APEC 能源同儕檢視機制 (Energy Peer
Review Mechanism)，檢視能源效率提升
的進展，致力達成 APEC 整體之能源
密集度於 2030 年以前，相較於 2005
年 下 降 至 少 25% 的 目 標， 並 於 2010
年的領袖會議中提出報告。
雪梨宣言有感於經濟成長、能源安全與氣候變遷乃是 APEC 區
域共同面對的基本且相互關聯的挑戰，因此訴求能源政策的 3E 目
標：經濟成長、能源安全與環境保護；上述 3E 目標以『能源永續性』

(energy sustainability) 統稱，可見能源在 3E 目標中的核心地位。
根據 APEC 能源供需展望第四版 (APERC, 2009) 的分析，雪梨宣言所
承諾的整體能源密集度（能源密集度 =( 初級、最終 ) 能源消費量 /

GDP）下降目標 (2030 年 , 25%)，將可達成。預估初級能源密集度的改善，
接近 38%；此一趨勢與國際能源總署的預估一致。美國能源部則預估
下將幅度達 40%。
未來 APEC 經濟體仍將面對「石油安全」與「溫室氣體排放」兩
大威脅，之後 APEC 區域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亦應考量人類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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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追求環境的永續經營與利用。

第四場次：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之機會與挑戰模擬記
者會
中央研究院胡勝正院士：國內缺乏經貿談判人才，對 FTA
的共識有待建立

胡院士的簡介分為「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ECFA 之後的新
策略」，以及「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性與談判的機會和挑戰」等三部
分。有關「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部分，胡院士除了扼要提及 APEC
之外，也論及我國目前除了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稱，加入

WTO，成為會員，並擔任 WHO 觀察員之外，也參與其他半官方性質
國際組織（如國際證券委員會聯盟）。
有關「ECFA 之後的新策略」，以及「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性與談
判的機會和挑戰」，胡院士認為 ECFA 簽定之後，我國除了應與美方重
啟 TIFA 談判之外，更應該將觸角伸展到與歐洲、日本、韓國、新加坡、
紐西蘭等或重要或較有可能談成 FTA 的國家，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
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我國促進出口的壓力升高；環顧我國未來簽
定 FTA 的情勢，我國目前的機會在於已經與中國大陸簽訂 ECFA，並可
能從新 WTO 資通訊協定 (ITA II) 獲得利益，然而在目前中國大陸與韓
國都已經與其重要貿易夥伴簽定 FTA 的前提，韓國更是積極爭取簽定

FTA 的狀況下，我國相對缺乏經貿談判人才，而國內對於 TIFA 和 FTA
的共識也有待建立，未來需要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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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王秉慎簡任秘書：我國的 APEC 參與有機
會也有挑戰，須把握原則

王簡秘則以「我國在 APEC 的
機會與挑戰」為題，陳述我國在

APEC 所面臨的情勢。自 1991 年我
國加入 APEC 起，已有 20 年的時間。

APEC 不僅增進了我國的國際空間
以及貿易與投資的機會，也使我
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能夠深
化。更重要的是，APEC 扮演著我
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搖籃，政府各部會的官員常常由 APEC 場合獲取參
與國際事務的經驗，而我國與其他 APEC 會員體的關係，也在每次會
議附帶的雙邊會談中，得以強化。
然而這二十年當中，我國在 APEC 的參與並非毫無挑戰；例如兩
岸間的政治問題以及我國的參與名稱，就是無論過去和現在，我們都
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前述兩個問題也牽涉到與其他會員體之間的互動
關係。
雖則如此，但是我國在 APEC 的參與仍有一些原則可以把握：

1. 了解議題；
2. 合宜的處理與其他會員體之間的關係；
3. 尋找合適的切入點；
4. 扮演協調或協助的角色；
5. 增進自己的溝通技巧
6. 融入 APEC 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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錩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丁廣欽董事長：
「問好問題」是一切
的基礎

丁董事長由個人多次參與
各項國際會議的經驗出發，提
供同學青年參與國際事務應當
注意的一 些基本 原 則。首先，
丁董事長認為「準備好問好問
題」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問問
題時，必須要把自己的身分表
達清楚，這對自己和講者，都是一種尊重。值得注意的是，「問好問
題」並不僅限於問題本身的品質；問題本身是否適當，能否從講者的
角度出發，讓講者喜歡且重視自己的問題，也是必須要注意之處。此
外，能夠問問題的時間也不僅止於問答時間，把握休息時間詢問講者，
也是一個好方法。
在態度與資源上，丁董事長則提醒大家「幽默」與「學校關係」
的重要性。許多時候，幽默可以把自己從窘境中拉出來，而善用學校
所建構出的關係，也常常可以是參與國際場合的有效敲門磚。
最後，丁董事長勉勵大家：盡量擴張自己的眼界同時，也不要忘
了基本的態度和原則；交新朋友的同時，心中也要長存「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的精神，方能在國際場合贏得更多的友誼，讓自己受用不
盡。

第五場次：青年參與國際事務經驗分享與 Q ＆ A
本場次則由今年度營隊的小組輔導員擔綱，與台下的學員分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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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與國際活動的經驗。政大外交系的杜坤峰同學由自己兼修外交與
阿拉伯語的背景出發，除了積極參加國內與海外的模擬聯合國活動，
逐年累積經驗與知識之外，也曾到阿語國家遊學，實地深入體驗伊斯
蘭文化。回到國內，他曾參與去年的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並曾擔任
外交部北美司一科的實習生，這些林林總總的經驗對他來說，都是一
個又一個發現自己的過程。
政大歐語系德文組的黃品超同學則鼓勵大家盡量由身邊的管道，
去尋找國內外所提供的各種國際事務參與機會。舉凡 BBS 上的訊息、
國際志工、實習機會，都可以透過廣泛的閱讀及耐心的搜尋取得，因
此他認為得到國際事務參與機會並不難，重要的是自己是否有意願主
動積極的去抓住機會，並且將想望付諸行動。
台大農經系的洪立全同學與大家分享他擔任上海世博館親善領航
員的經驗。當時親善領航員的競爭非常激烈，面試之後必須要經過網
路票選，脫穎而出之後再加以培訓。世博的各展館除了展現各國的特
色之外，中國大陸也設立了地方性場館，可以具體而微的認識大陸各
省市的風情。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世博館人相當多，所以經常會有騷
動、插隊的狀況，這時如何「卡位、轉彎」，確實是一套「生存之道」。
世博展館的經驗，讓洪同學更加認識大陸各地的人，也認為以開放的
心接納世界，同時自信的展現自己的文化，是成功扮演親善領航員的
重點。
台大農經系王奕璿同學、中正外文系陳怡玟同學、政大國貿系
張富閔同學則聯合分享他們去年參與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計畫的
點點滴滴。王同學提到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計畫包含觀摩 APEC CEO

Summit 與體驗當地文化等兩大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她最大的收穫除

344

CTPECC 年度 活 動 -- 亞 太 事務 青 年 培 訓營

了見識平日在媒體上看到的大
人物，並能直接與他們對談之
外，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一
批各國的優秀青年，成為至今
都還不時聯絡的好友。中正外
文系陳怡玟同學則提到美方除
了由國務院出面蒐集 APEC 青年
代表的照片和影片，進行主題宣傳之外，也安排了不少實地讓青年們
體驗夏威夷風情的節目。政大國貿系張富閔同學則從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中體驗到 21 個經濟體的緊密連結；文化的衝擊和洗禮，以及知
名人物的從政或從商經驗，讓他拓展了視野，也改變了未來的生涯規
劃，計畫出國留學。此外，張同學也提到國內帶去的小糖果、原住民
服裝與台客舞都讓外國青年對台灣的文化別有一番認識，他和陳怡玟
同學也鼓勵學員針對「如何以外國人容易懂的方式，展現台灣文化」
多多思考。
最後，淡大美研所的郭芸瑄同學除了分享她參與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的經驗之外，也提及她在財務上相對其他同學比較辛苦，所以
平日必須努力打工賺錢，為的是能在寒暑假出國旅遊學習，同時她也
積極爭取校內的各種機會，以交換生的方式，短期留學國外。她也勉
勵今年的學員：參與國際事務固然能幫助發現自己的，更重要的是「如
果你想要一些別人沒有的東西，你必須做一些別人不做的事」；縱然
命運多變，但人應該要努力抓住自己能抓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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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次：與 APEC 會員體駐台代表對談
莫斯科經濟文化合作協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處普奧 (Oleg N.
PRYZHKOV) 副代表：扣緊四大主軸，確保 APEC 工作連續
性並建設性擴大議程

普奧副代表表示：身為 2012 年 APEC 的主辦會員體，俄羅斯除了
確保 APEC 工作的連續性之外，也嘗試以建設性的方式擴大該論壇的
傳統議程。
俄羅斯的主要目標是進一步開放貿易和投資，以促進亞太地區的
經濟整合，並計劃在糧食安全議題方面，促進 APEC 會員體間的合作，
發展穩定的糧食市場，抑制價格波動所產生的不利影響，確保農業發
展基於相互投資不斷提高，符合現代技術和質量的標準。
在供應鏈連結方面，俄羅斯希望利用現代技術，解決諸如組織貨
運航線、貨物裝卸等問題，改善物流，加強亞太區域的連結。此外，
俄羅斯視創新成長為經濟穩定成長的關鍵，故須優先考量，促進大學，
研究中心以及企業之間廣泛的交流。有關能源問題，鑑於俄羅斯是全
球能源市場的主要供應國，俄羅斯將促進進一步的建設性討論能源安
全問題的整體範圍，以及綠色成長。
美國在台協會馬怡瑞 (Eric H. MADISON) 副處長：台灣在
APEC 貢獻卓著，鼓勵年輕人繼續投入

馬怡瑞副處長表示：美國在 APEC 架構下，與台灣有非常正面的
合作，2011 年是台灣加入 APEC 二十週年，而台灣也一直在 APEC 扮演
相當具有貢獻的角色，不僅在 16 個工作小組貢獻卓著，舉辦許多 APEC
研討會，在颱風與中小企業問題上也貢獻相當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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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來說，與重要的貿易夥伴建立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而

APEC 正提供台灣與重要貿易夥伴之間，在貿易、經濟與金融等問題
上對話的平台。目前台灣除了與中國大陸的 ECFA 之外，也正在與諸
如新加坡、紐西蘭等國家談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相當歡迎台灣在貿
易自由化上的努力，而貿易自由化正是區域經濟整合的基石，而貿易
自由化的意涵，也逐漸拓展，APEC 正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平台。最後，
馬怡瑞副處長並用中文勉勵大家，覺得台下有這麼多年輕的朋友對亞
太區域整合感興趣並認真研究，是未來 APEC 發展的希望。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白熙禮 (Antonio I. BASILIO) 代表：參
與 APEC 經驗豐富，認為 APEC 必須重新自我定位

白熙禮代表個人自 APEC 成立起即參與其事，除了參加 APEC 及各
相關場合會議之外，並曾擔任代理資深官員會議主席。
他對於 APEC 的種種印象，第一在於 APEC 是一個成長中的組織，
本身討論的議題愈來愈廣泛，第二則是 APEC 規模在 20 多年間成長不
少，工作小組迭有增加，但是 APEC 本身的結構與決策方式，也使其
面臨定位上的危機。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APEC 因此衍生了財政
部長與經濟部長會議，911 則使 APEC 討論的範圍延伸到了反恐與安全
等議題。最近氣候變遷的問題也被放了進來。此外，APEC 對於邊境
內議題也有許多的討論，但是 APEC 本身的決策方式，使得這些討論
雖有進展，但是成效有限。在組織架構上，APEC 秘書處可能走向 OECD
的模式，另外 APEC 也在考慮轉型往 FTAAP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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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台 北 印 尼 經 濟 貿 易 代 表 處 工 業 部 夏 弩 (Mr. R. Janu
SURYANTO) 主任：

夏弩主任表示，做為會員體，印尼在 APEC 中向來扮演積極的角
色，而目前印尼也在 APEC 場域中努力向先進經濟體學習，並加強基
礎建設。明年印尼將是 APEC 主辦會員體，而今年印尼也在 APEC 會期
間提出「藍色經濟 (blue economy)」的概念，期望繼續在推動貿易自由化、
便捷化的同時，兼顧永續發展。

第七場次與第八場次：Model APEC (SOM) 及國際
會議模擬講評及討論（含 Q & A）
模擬國際會議及講評討論時間內，學員一如前面的場次，發言相
當踴躍，並在會前做了相當的準備。有關同學的表現，外交部國組司
亞太經濟合作科張謙彥科長提醒同學：發言時應把握「先講策略再講
工作計畫」的原則，另外開會過程中，後排通常是幕僚，前排是真正
在台上發言的資深官員，因此後排的幕僚通常不會講話。與會者平時
稱呼彼此 colleague，正式稱呼對方則用 member economies。SOM Chair 的
地位雖與其他 senior officials 地位平等，但被主席點名時，仍應先對主
席表示感謝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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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扮演 SOM Chair 的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何振生副研究員則
贊許學員們的踴躍發言，但也提到儘管 APEC 並無明訂議事規則，可
是 SOM 通常只討論大方向，實際細部工作則多在工作小組會議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APEC 討論和決策分離，決策是採「無人否定即通過」
的共識決。此外，基於我國立場敏感，名稱使用必須格外小心。何副
研究員也強調各會員體內部必須先建立共識，台上的發言必須一致。

第九場次：Culture Show: Taiwan’s Got Talent
與閉幕式
“Culture Show: Taiwan’s Got Talent”是本次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的
創舉，目的在於促使學員思考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有機會向外國人表現
自己的文化，應如何展演。本場次採團體表演方式，以各輔導員轄下
的小組為一單位，由學員們自行發揮創意。各組的表演都相當精采，
除了傳統的拜拜、舞龍舞獅、武術、原住民歌舞等項目之外，也納入
偶像劇、流行歌、101 等現代元素，讓人體會到台灣文化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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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尾聲，CTPECC 洪德生董事長誠摯期許學員：一杯雞尾酒不
是參與國際會議的全部，同學們必須抱持好奇心與創意，除了不斷深
入觀察了解自己國家的相關議題，也要更深入研究各國的總體經濟、
產業政策，以求能在紮實的
基礎上適時發揮創意，有好
的表現。最後洪董事長也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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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東吳大學德文系雙修政治系學生與CTPECC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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